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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的演出空间与叙述空间研究综述

胡一伟

摘要：学者们对戏剧的演出空间形态的探讨，实际上也涉及演出的叙述策略及效果问题。具体来说，对戏剧

演出的空间类型可以从人物角色活动的空间、观众与演员互动的空间、观众想象的空间、戏剧演出活动发生的社

会空间、戏剧演出活动的传播空间等方面进行研究，本文对彼得·布鲁克、胡妙胜等中外有关学者的相关研究进

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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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演出需要一定的物理空间予以承载，并通过不

同的观看维度向观众展示。受不同空间类型的影响，戏剧

演出叙述效果各异。舞台表演区域、观众观看维度之不同

会影响叙述的方式，而空间因素与叙述效果又是相互作用

着的。如今人们探讨戏剧演出这一叙述文本的空间问题，

可以从两个主要研究路径来看：从戏剧演出本质出发论空

间，从叙述功能出发论戏剧演出空间。我们可以根据这两

条路径来看戏剧演出叙述文本的空间分类情况。

一、作为舞台要素的空间

戏剧理论在界定戏剧的概念、论及戏剧的本质时，不

可绕过一个关键要素即演出空间。戏剧的展开需要一定

的空间予以呈现，不同的展示空间也会影响舞台演出的

效果（即戏剧叙述效果）。

英国戏剧导演彼得·布鲁克早在《空的空间》（1968）
一书里集中地对演出的空间问题展开了详尽地分析。首

先，其为众人所知的戏剧的最简定义——“我可以选取

任何一个空间，称它为空荡的舞台。一个人在别人的注

视之下走过这个空间，这就足以构成一幕戏剧了” [1]159，

则直接肯定了空间之于演出的重要性。接着，布鲁克由

两个层面展开了论述：其一，通过导演、演员、观众三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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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家游记热的涌现，他者眼中多姿多态的西部镜像逐渐

呈现在世人眼前，西部本土文化因此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西部现代文学也开始孕育。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中国

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民族危机的加重，开发西北成了整个

时代的共识。1934 年，张恨水的西北之行使他耳闻目睹

了西北人民的艰难生活，更为“大部分的同胞，还不够人

类起码的生活”而感到忧虑和痛苦。诚如后来坦言：“这

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

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变

了，文字自然也变了。” [1]76 深入西北的张恨水如当年经

历了唐朝安史之乱的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一方面，西北人民艰难求生的生存境遇极大地触动了作

者强烈的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另一方面，西北地广人

稀、古朴浑厚的地理气息和历史悠久的人文氛围影响了

他的思想状况和审美情趣。在把握时代气息的基础上，

张恨水第一次以小说的形式表现了上世纪 30 年代西部

人民的生存现状和精神面貌。在叙说西部历史地理、人

文风情、生活面貌的同时，着力凸显了西部雄浑古朴、苍

凉壮丽的审美底色，成为西部现代文学的先驱者，拓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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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需求与理解，来论不同空间关系（各自对应为有

限的舞台空间、表演空间、观演空间）。其二，从社会学的

角度挖掘戏剧空间背后的深层文化因素，即它具有反映

社会关系的文化空间。布鲁克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全

面审视演出的空间问题，将其分为“僵化型”“神圣型”“粗

俗型”“直觉型”空间这四类。

法国戏剧符号学家安娜·于贝斯菲尔德在其《戏剧

符号学》一书中设专章对戏剧中的“空间”问题进行具

体阐释。于贝斯菲尔德肯定“戏剧空间”存在——他提

出“戏剧文本的首要特点是运用以人类生命体来表现人

物，与此密不可分的第二个特点便是存在着一个这些活

体生命出现在其中的空间”。[2]119 而后于贝斯菲尔德分

析了物理空间对戏剧演出文本（包括人物、场所等）展

开的必要性。于贝斯菲尔德列举出“戏剧文本是惟一绝

对不能按历时顺序、而只能按共时的符号密度即重叠在

空间中的空间化符号进行阅读的文学作品”“戏剧空间

便是这些活动的场所，一个必然要与人类行动素的客体

空间产生某种关系的场所”等缘由，说明研究戏剧演出

的空间问题之必要。[2]119 最后，她对戏剧空间问题予以

了进一步分析：“文本起点”——导演如何在戏剧文本上

构建演出空间；“舞台起点”——演员在舞台上所呈现的

演出空间；“‘观众’起点”——观众观看演出之后所感

知到的演出空间（心理空间）。  
胡妙胜对演出空间的研究，是以中西方戏剧为研究

对象，展开戏剧的符号学、叙述学研究的。在他看来，舞

台空间是戏剧媒介系统最重要的一类。他特别强调演出

文本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异质性——“戏剧话语是同时在

时间和空间上展开的，它有三个空间维度和一个时间维

度。但是每种起作用的讯息都有自己的时空结构，不一

定在演出的所有维度上起作用。如语言讯息纯粹是时间

的，动作具有三个空间维度和一个时间维度。布景可能

是二维的、三维的甚至是四维的。由此可见，观众从他们

所获得的不均称的感觉资料中构造成本文总体的时空结

构。” [3]31 通过梳理西方戏剧空间理论史，他还发现人们

经常用维度（平面、三维、四维）抽象化戏剧空间。而演

出空间是以人为中心的空间——需要演员表演，并向观

众展示，用维度概念化、抽象化生动的演出空间，且将人

这最本质的因素排除在外，并不利于我们获取完整的空

间认知。即胡妙胜对戏剧空间结构的探讨，更着重于强

调人与空间的关系，戏剧空间与戏剧活动结构化的关系。

据演员、角色、观众、参与者对空间分类，均体验了以人为

中心这一分类依据。[4]18 接着，他还就如何塑造虚空，舞

台设计的修辞，活动与光对于戏剧空间的作用等不同空

间下的舞美设计等问题展开过论述。

当然，对戏剧空间形态的研究还有许多。譬如，王晓

鹰在《“小”剧场 “大”空间——谈小剧场戏剧的艺术

特质》一文中从“非常规”的演出空间（“小剧场戏剧”

空间）谈空间审美特征（强调“非常规”空间的潜力以

及其观演“共享”空间的特点），说明了空间与受述者参

与可能这一问题。麻国钧在《中国古典戏剧演出空间简

论》一文中就“戏外空间”（针对戏曲而言的演出空间，

而不是指文化空间）展开了一番分析——按自由、灵活

程度将演出空间分为流动空间、固定空间以及二者结合

的演出空间三种，这则为考察空间类型提供了参考。[5]

综上所述，人们对戏剧演出空间的探讨，有以人为中

心，对空间进行的分类研究；有以符号文本的发送接受过

程为依据，对空间性质进行的分类研究等；有以空间维度

以及演出媒介因素，对空间效果进行的分类研究。另外，

人们对戏剧空间的分类，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导演（或

剧本、舞台本）所需要、所设想的空间；演出符号文本展

开所占据的空间；观众接收、感知到的空间；观众与演员

交流互动的空间等等。也即，我们可以从这样几对范畴

关系来理解戏剧演出的空间类型：所述故事中的空间（虚

构世界中的具体空间）与演出文本所占据的物理空间；

动态的空间与静态的空间；演员可表演的空间与观众感

知到的空间；交流的空间与独立的空间。

二、作为叙述要素的空间

讨论戏剧本质要素的空间时，实际上也涉及戏剧演

出的叙述空间，即二者是有一定重合的，只是这两条研究

路径稍有区别，在研究成果方面前者颇丰。

最早对叙述“空间形式”展开研究的学者是美国文

学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弗兰克首次提出“空间形式”

理论，尽管他所研究的对象是现代小说，但是该理论的提

出有助于人们对戏剧演出空间问题的思考。在戏剧方面，

汤逸佩就曾围绕舞台空间的虚实、可见与不可见等角度

来论戏剧叙述的空间问题。他指出，戏剧叙述研究包括

对时间与空间维度的考量，人们重视叙述时间问题之时，

也不能忽视了叙述的空间问题。叙述空间与叙述时间问

题一样，都涉及故事与叙述两个层面——“故事空间是

事件发生的环境空间，叙述空间则是舞台（包括对剧场

环境的使用）”。[6]56 其中，舞台美术家所提供的供演员表

演的空间是有限的，但是这种主体场景还可以向外延伸，

与其他空间发生关联。

而濮波对叙述与戏剧空间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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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毕加索立体主义与表现主义时期绘画的特点

项晓乐

摘要：毕加索立体主义时期绘画的特点是多重视点交织，表现主义时期绘画的特点是画中人物多为侧面与

正面结合的“双面人”。其差异是，画家立体主义时期的作品主要追求抽象形式和几何形排列组合所构成的趣味，

强调分量与形式的单纯化，表现主义时期作品的画法更加自由，具有感性与亲和性，色彩也更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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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前 10 名拍卖价最高的画作里，毕加索的作

品占据四幅。

作为第一个生前便由卢浮宫收藏画作的画家，毕加

索勤奋而高寿，他一生创作了三万多件作品，其中包括油

画 1885 幅。在毕加索的艺术生涯中，经历了青少年时期、

蓝色时期、粉红色时期、原始时期、立体主义时期、新古典

主义时期、变形时期和表现主义时期等，他因创作方法的

多变和作品风格的多样而被誉为“永远年轻的画家”。

毕加索曾从后印象派、野兽派和古典主义中汲取营

养，并受到非洲黑人雕刻和古代伊比利亚人艺术的影响，

他不懈地尝试了从塞尚已经开始的对几何形结构美的追

求。塞尚曾指出：“自然中的一切都可以用球形、圆锥形、

圆柱形来塑造，”“必须学习画这些形体。”[1]295 毕加索

是博观而约取的：“就我而言，艺术之中无所谓过去或是

未来，希腊人、埃及人，以及前代的大画家们的艺术，并不

是过去的艺术，也许它在今日远比往昔更有生命。”[2]13

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派突破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

来传统的利用透视明暗表现三维空间的传统，“当一个

画家看到他所要画的对象的正面时，难道对象就没有侧

面和背面么？这种客观的形态能不能通过某种手段，哪

怕是暗示的手法表现出来呢？一个正面很美丽的女郎，

她的美丽的侧面也同时客观地存在着。我们能不能‘同

具有连贯性。他认为研究叙述与戏剧空间问题，首先要

区分“戏剧的空间”和“戏剧空间叙事”这两个研究范畴。

不仅如此，濮波借鉴了凯斯·特纳（Joseph Kestner）对小

说空间形式的分类依据（图像式空间、雕塑空间、建筑空

间），总结出了三种戏剧叙述空间：“一、文本内容里面的

剧情空间，称文本空间；二、戏剧表演中的人物与视角等

形成的立体空间感觉，称雕塑空间；三、戏剧作者构思戏

剧的特定结构模式和空间形式甚至符号，称建筑空间”；

而从横向层面来看，“戏剧空间叙事则还包括物理空间、

身体空间、聚变空间、心理空间、文化空间、政治空间和综

合空间。” [6]127 这里，濮波具体论述了第一类“文本空间”

与第二类“雕塑空间”形态，其中，戏剧的“文本空间”

是由“兼容”“并置”或“百科或展览式”这三类空间

形态建构而成的。 
可见，对戏剧演出叙述空间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物

理空间的研究，而是开始向社会空间、存在论意义上的空

间研究扩展，即呈现出一个更为开放的空间概念。即从

戏剧演出本质以及从叙述功能出发论戏剧演出空间这两

条研究路径来看戏剧演出叙述文本的空间分类情况，得

出戏剧的演出空间研究与戏剧演出的叙述空间之间是相

互联系着的。而在讨论戏剧演出的叙述空间之时，除了

强调空间与叙述之间的关系外，还将研究范畴向社会空

间、文化空间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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