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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分层与主体分化
———论一种小说叙述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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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叙述分层在中外叙事文学中都有呈现，足够支撑起一种小说叙述传统。学术界目前对叙述分层的表

现形式探讨较多，但对分层原因和意义尤其是它与现代主体分化的关系研究相对较少。叙述分层意味着虚构叙述

中人物、叙述者、隐含作者等多重主体意见的分歧，这种主体分化呼应着现代文明语境中人的主体性的破碎，因而

越到现代，小说越讲究叙述分层，其叙述艺术也更纷繁迷离。分层的深层现代意义在于: 对异质文化碰撞中“自我”

之谜的揭示，借叙述归还主体一个明确的自我，从而实现文学治疗; 在政治、伦理、道德等敏感问题的叙述中实现对

责任的规避，平衡或舒缓政治伦理与艺术之间的冲突和紧张; 用元小说式的组织故事的方式消弭真实与虚构的界

限，打破人与世界的单一关系，揭示人类存在的不确定性和现代人性的幽奥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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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希腊《荷马史诗》、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印度故事集《五卷书》、清代《豆棚闲话》《红

楼梦》，到现代小说如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黑塞《荒原狼》、莱辛《幸存者回忆录》、门罗《孩子的

游戏》、麦克尤恩《赎罪》、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谭恩美《接骨师之女》、阎连科《炸裂志》、莫言

《蛙》等，小说的叙述分层可以说已足够支撑起一种小说叙述传统。而且越到现代，小说的叙述分层现

象越普遍。目前学术界对叙述分层的具体表现形式探讨较多，但对分层的原因和意义尤其是它与现代

主体分化的关系研究相对较少。论文在参阅中外学者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尝试从言说空间的拓展、自
我之谜的揭示和人与世界之关系建构三个层面，揭示叙述分层这一小说叙述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一、叙述分层及其形式结构

在现代小说中，随着显身叙述者和限制性人物视角越来越多地在叙述中被巧妙使用，小说人物、叙
述者、隐含作者等主体之间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分歧。比如黑塞的《荒原狼》，开篇“出版者序”的部分，在

显身叙述者和次要人物视角构成的叙述方位当中，推出的是一位神秘主角，以不合群的狂傲为特征。
主体部分“哈里·哈勒尔自传”则在显身叙述者和主要人物视角构成的叙述方位中展开，“我”是一个患

有痛风和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极度痛苦和孤独，甚至想以自杀获得解脱。从整部小说倒推回来，隐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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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似乎想给我们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在反启蒙精神和反二元对立之后，归还世界它本应拥有的经验性

和当下性。显而易见，《荒原狼》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就像“灵魂从来不是统一的”①，这种不统一，确

切地说文本中因冲突对抗和不确定性而形成的张力究竟源自哪里呢? 笔者以为，除了上面提到的基本

的叙述声音、叙述视角以及由此组合而成的叙述方位带来的影响，更要注意叙述结构的非平面化对文

本深层意蕴的激发。“出版者序”“哈里·哈勒尔自传”以及该小说中嵌套的一篇文章“论荒原狼———为

狂人而作”等，这些叙述在空间化的时间中，错落有致地架构起立体结构，使我们可以直接感觉到叙述

层次的区隔。
关于叙述的层次问题，国外学者如普林斯的《叙述学词典》中至少有以下词条指向叙述层次的区

隔: 转叙( metalepsis) 、嵌入式叙述( embedded narrative) 、套层结构( mise en abyme) 、框架式叙述( frame
narrative) 、元故事叙述( metadiegetic narrative) 等。热奈特、内勒斯等叙述学家分别以不同的术语论述叙

述层次问题，但都没有清楚地给出不同叙述层次之间的生成关系。国内学者赵毅衡明确提出“叙述分

层”②，并指出叙述分层如何成为可能:“当被叙述者转述出来的人物语言讲出一个故事，从而自成一个

叙述文本时，就出现叙述中的叙述，叙述就出现分层。此时，一层叙述中的人物变成另一层叙述的叙述

者，也就是一个层次向另一个层次提供叙述者。”③仍以《荒原狼》为例来说清这一问题。“出版者序”为

第一层叙述，也是最高层次叙述，通过显身叙述者兼次要人物“我”引出神秘人物“哈里”; 而“哈里”在

第二层叙述中成为主要人物兼显身叙述者，在“普通人 /狂人”的二元对立格局中质疑第一层叙述带给

我们的“狂人”印象;“哈里·哈勒尔自传”中嵌套的“论荒原狼”的文章构成第三层叙述，以清醒的理性

反驳前面两层叙述中共有的非此即彼逻辑———狼性和人性、欲望和精神、圣人和浪子等任何一组二元

对立都只是人类灵魂的一小部分，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多元而复杂。《荒原狼》解构了歌德的“浮士德难

题”中所包含的启蒙精神，最终以充满狂欢意味的“魔剧院”揭示出生活流当中主体性的萎缩。小说文

本中隐含的戏剧性翻转之所以能够被解读出来，显然与“叙述分层”理念的引入有重要关系，正是在“分

层”思路层层剥茧式的推进中，多种共存的思路和意蕴才得以浮现。
20 世纪以来，小说形式技巧花样翻新，如若不注意叙述形式，只把小说当作整一的故事来读，就可

能会读不通或者捕捉不到文本意图。叙述分层对平面化阅读挑战最大，各层次叙述的区分不只是把故

事分装在不同的容器里，形式本身往往有其非同寻常的意义。多丽丝·莱辛、爱丽丝·门罗、伊恩·麦

克尤恩等都在小说中对叙述分层做了精彩演绎。莱辛的《幸存者回忆录》通过叙述分层这个形式框架，

自然而然地跨入未来世界。“当我再度发现自己站在家里的客厅，一支香烟已燃烧过半时，留给我的是

对一个许诺的坚信，无论以后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和那些隐藏的房间里，情况变得多么艰难，这种坚信都

不会离开我。”④这个句子标示出回顾讲述即将开始，在此之前的叙述讲到过去的某个时代，特别细致地

描绘了客厅的一面墙，没有门没有窗，再普通不过的一面墙，即使写到“我”穿过这面墙去看墙后面的世

界也显得极为平常。《幸存者回忆录》被称作幻想小说，当然也只有在认识它这个型文本的基础上才有

可能理解小说中那个混沌的时代。叙述时间永远指向过去，未来小说也一样，只不过以时间参照系的

方式显示叙述的事件发生在叙述行为之前，小说第一部分恰好构成第一层叙述，解释“回忆录”是如何

产生的，实际上这里的第一层叙述也是超叙述层。借助叙述分层，《幸存者回忆录》提供了一种现实主

义和未来小说结合的范例，以现实的笔法写虚幻，扰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线性时间铺展，逼真的危机

感迎面而来: 幻想世界中的灾难也可能随时爆发在现实世界中!

虽然叙述分层到了现代才较多出现，但也并非现代小说所独创。事实上，古代叙述文学中早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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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式结构，并呈现出三种发展脉络。第一种，古希腊史诗《伊利昂纪》对阿喀琉斯铠甲上的图案

进行的详细叙述，已经显示出“故事中套故事”的分层雏形。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在俱卢族和般度族

的主故事之外有大量插话，如“蛇祭缘起”“金翅鸟救母”“沙恭达罗”“罗摩传”等都作为独立故事而存

在，这种模式发展到后来就是“故事中套故事”的叙述结构;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戏中戏”也属于

这一模式。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里谍战和侦探的故事嵌套着迷宫的故事，在极其紧张的情节中

凸显了网状的时间迷宫，“时间是永远交叉着的，直到无可数计的将来。在其中的一个交叉里，我是您

的敌人”①。
第二种，《奥德修纪》中，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历尽艰辛漂泊海上的故事是他自己讲述

的，这种模式在后世文学中延续下来，形成“隐身叙述者”+“显身叙述者”或“显身叙述者 a”+“显身叙

述者 b”的层次组合，在讲述个体人生经历的小说中比较多见。比如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两层

叙述都由显身叙述者讲述，第一层叙述是“显身叙述者 a + 次要人物视角”，“我”在叶蓝卡河的渡口碰

到一个极度悲痛忧郁的男人，他对“我”讲述了他在卫国战争中的遭遇。第一层叙述中提到的人物成了

第二层叙述中的叙述者，形成新的叙述方位———“显身叙述者 b + 主要人物视角”，经历过战争痛苦的

“我”讲述自己的经历更有信服力。
第三种，印度故事文学《五卷书》、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均是在开头有个引子，引出后

面的主要故事，此为后世总结的“框架结构”。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果戈里

的《狄康卡近乡夜话》等小说都是框架式叙述分层。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会饮篇》大致也属此类，在层

层转述中所谓真实早已无据可考，而这一叙述形式与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无得亦无失的爱与

美的最本质存在完美契合。
叙述分层从古至今在世界各国文学中都有发展，目前至少可以总结出上面提到的三种发展脉络，

足以称之为一种小说叙述传统。而现代小说在形式上的发展，充分显示了分层传统强大的生命力和创

造力。不管分层形式如何千变万化，究其根本，乃出于复杂化的现代世界中主体的不统一。下面将围

绕主体问题讨论叙述分层的深层意义。

二、叙述主体权力分化与言说空间的拓展

西方文论的“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中，最传统的“作者中心论”影响可谓深

远。1969 年福柯在题为《作者是什么》的演讲中激烈驳斥作者中心，他指出: “我们很容易设想这样一

个文化，在那里，话语可以无需任何作者而流通”，谁是真正的作者并不重要，另外一些问题更值得期

待:“这种话语有哪些存在模态? 它从哪里来? 它如何流通? 它受谁控制? 针对各种可能的主体将作

出怎样的安排? 谁能实现主体这些各不相同的功能?”②的确，意义难以统一于单一的作者主体，一旦进

入叙述，主体必然发生分化，人物主体和叙述者主体之间的权力互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本的形式

风格。小说中的不同转述语很能说明主体之间权力的此消彼长: 间接引语中叙述者主体强度最大，传

统现实主义小说多通过间接引语的方式转述人物的话; 而直接自由式的转述语当中人物主体强度最

大，意识流小说的重要形式特征就是直接自由式转述语的大量使用。实际上，转述语足够长就会形成

叙述分层; 分层伴随主体权力的分解而产生，高层次叙述向低层次叙述提供叙述者，也正是高层次叙述

者主体对人物主体让渡权力，赋予人物话语权，使其成为另一个具有言说能力的叙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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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知道虚构叙述中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等同于叙述者，但现实中也不乏作者为叙述者

承担责任的例子，帕斯捷尔纳克、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昆德拉等都曾因其创作而受到威

胁。叙述者和作者容易被混淆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韦恩·布思在 2005 年发表的《隐含作者的复活:

为何要操心?》一文中重申设立“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对学生们混淆第一人称叙

述者和作者感到忧虑”①。叙述者只有和作者拉开距离，叙述才自由，尤其在处理尖锐的政治、道德、伦
理等直指人性深渊的问题时更需要淡化作者意识和现实指涉。那么如何以相对平和自然甚或充满诗

性的方式言说人们难以直视的恶的世界? 叙述分层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言说的可能性，分层越多，权

力分化越多，承担责任的叙述主体也就越多，曲折迂回中形成的虚构世界及活跃其中的人、事自有一套

解释其存在的逻辑，而不会过多附着于作者。
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孩子的游戏》写一个人类学研究者的三重回忆，环环相扣，最后道出一

个惊人秘密。三重回忆对应着叙述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叙述展现“我”从童年到老去的生活图景，涉及

“我”( 马琳) 、沙琳和维尔娜的关系，叙述者显得冷静而充满理性。第二层叙述中“我”回忆童年时代的

一次露营，也即小说的核心事件，回顾讲述之叙述者“我”借助经验之“我”的视角，以十几岁孩童的经验

来还原露营，整个过程似乎只笼罩着小女孩之间单纯又善感的情绪，成功避开了第一层叙述中“我”的

清醒审视。第三层叙述中“我”讲维尔娜的故事，叙述者是第二层叙述中的孩童，讲述的是七、八岁间

“我”对维尔娜的各种不喜欢。叙述分层使得回忆中无法直面的东西得以隐藏，“我”和沙琳溺死维尔娜

的事情如孩子的游戏一样普通，“我想我们并没有罪恶感，也没有为我们的邪恶得意洋洋。感受得更多

的是，我们仿佛正在做神召唤我们去做的事儿，仿佛这是我们这辈子当中，让我们之所以成为自己的一

个最高点，一个巅峰。”②第二层叙述和第三层叙述分别通过对“夏令营 /特殊营”和“正常班级 /特别班

级”的强调，刻画出维尔娜的异常，因而成为被嘲笑、排斥乃至仇视的对象。第一层叙述中“我”出版过

一本题为《偶像和白痴》的书，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精神或身体异常的人”的态度。《孩子

的游戏》中三个层次的叙述者都尽量淡化“罪”，而“赎罪”意识很清晰，沙琳选择找神父忏悔，而“我”
( 马琳) 专门研究维尔娜所代表的那类人，主动选择把自己的一生都浸泡在露营事件中，从来不曾得到

解脱。《孩子的游戏》优秀之处就在于它写了人性中可怕的恶，却让人在不觉其恶当中感受到灵魂的震

动，从而引发现代人的深度反思。
通过叙述分层，在叙述中分化主体权力来智慧地揭示世界中的暴力冲突或人性中的阴暗面，这样

的小说佳作还有石黑一雄的《被掩埋的巨人》、麦克尤恩的《在切瑟尔海滩上》、莫言的《蛙》等。甚至电

影中也不乏这样的作品，比如维伦纽瓦执导的《焦土之城》，在不断切换的叙述层次间隐藏着宗教冲突

和母子乱伦的主题。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叙述分层为不方便言说之物提供了被言说的空间，使

文学艺术的表现领域得以向纵深拓展，同时对伦理和美学的冲突起到缓解作用。

三、叙述分层对自我之谜的揭示

叙述分层和叙述主体分化本质上都对应着现代文明语境中，人的主体性的破碎，外在身份与内在

自我难以统一，自我成为一个难解之谜。身份认同危机、自我焦虑、文化冲突等问题大量渗透于现代小

说中，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谭恩美

的《接骨师之女》等小说都包裹着对自我的追问与探询。
《接骨师之女》出自华裔美籍作家之手，在异质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中凸显三代女性的生命历程，其

18

叙述分层与主体分化

①

②

［美］韦恩·C·布思:《隐含作者的复活》，申丹译，《江西社会科学》，2007 年第 5 期。
［加］爱丽丝·门罗:《幸福过了头》，张小意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57 页。



间充满自我的不确定性。第三代女性露丝是个写手，鬼写手( ghost writer) ，代人写书在某种意义上对自

我是一种摧残，因为在写作中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自我而代之以他者的灵魂，这恰好是露丝多种身份虚

弱的一个隐喻。露丝的婚姻家庭生活构成主叙述层的主要内容，叙述声音由隐身叙述者提供，而具有

叙述能力的人物并没有像小说中经常处理的那样同时兼作叙述者，叙述形式进一步强化第三代女性因

身份虚弱而无力支撑起自我。第二代女性茹灵在记忆衰退之前写出的文稿构成小说的次叙述层，“显

身叙述者 + 主要人物( 茹灵) 视角”展示出一个灵巧、执拗、悲伤又坚韧的女儿，完全不同于主叙述层当

中露丝注视下的乖僻、神经质的母亲形象。叙述分层同时分化了人物主体，身世飘摇的茹灵显得更加

难以捉摸，多重身份冲突之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一个自我? 没有鬼魂和毒咒的美国非但没能减少茹灵的

痛苦，反而加剧了她的自我溃灭，不通英文导致她甚至无法和女儿沟通，异国语言和异质文化的异域注

定不能成为她的安全港。第一代女性宝姨，因新婚当天的惨剧而失声，同时失去的还有她真实的过往

以及茹灵的身世。次叙述层因叙述者自限而无法叙述茹灵的身世，本可以由宝姨留下的厚厚一卷字纸

来弥补，但茹灵拒绝接收这一重要信息，宝姨的母亲身份再次被悬置。内心千疮百孔的宝姨缺失的不

止一种身份，然而她执着于单一身份———母亲身份，因此当她误以为茹灵获知了字纸中的真相而未对

亲生母亲表现出丝毫认同之时，便彻底放弃了生。
在主叙述层和次叙述层之外，《接骨师之女》的尾声形成另一个叙述层，鬼写手露丝提笔创作自己

的故事，“写给她的外婆，她自己，还有那个将成为自己母亲的小女孩”①，似乎前面两个叙述层讲述的就

是露丝所写的。尾声部分可以看作是整部小说的超叙述层，以叙述主体分化的形式制造出叙述者现实

化、具体化的假象，“如果自我叙述能看出过去的谎言的真相，从而起到一种治疗作用的话，那也只能以

牺牲这种叙事的自我意识为代价才能做到，因为它得以以可靠叙述的面貌出现，以便与被叙述内容的

不可靠性保持距离。”②写作者身份的强化拯救了露丝，获得叙述权力和确立自我胶着在一起。
人物通过叙述分层获得叙述主体权，分化了的言说主体凝视分裂的被言说主体，可以说是自我探

寻类小说极绝妙的叙述形式。

四、叙述分层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建构

虚构叙述中被书写的世界不只作为对象而存在，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往往会搭建起另一种可能

世界，行走于其间的人和他的世界享有一套迥异于实在世界中默认的逻辑。但丁的《神曲》在框架式分

层叙述中描绘了地狱、炼狱和天堂的图景，正是在可能世界和实在世界的完美对接中宗教与世俗、理想

与现实、人性与神性等各种冲突以狂欢化的喜剧形式被表现出来。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

吉诃德》、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都属于这种类型。宗教存在主义哲学家马

丁·布伯在《我与你》当中提到“我———它”和“我———你”两种人与世界的关系，前者把世界对象化，主

体与世界处于对立之中，后者将主体和世界放置在对话关系中，在布伯看来，“世界只可作为观念‘栖

居’于我，恰如我只可作为物栖居于它。正因为如此，它并不在我之内，正如我不在它之中。世界与我

相互包容。这种思之矛盾内在于‘它’之境况，消失于‘你’之境界，因为‘你’使我走出世界，以便我能

与世界联接沟通。”③布伯所称颂的主体与世界的相互包容，只能在“我———你”这种充满诗性的相遇关

系之中实现，堂吉诃德在他的可能世界中把想象当作解释世界的方式，荒诞而不滑稽，散发出无限激情

和理想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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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堂吉诃德》所展示的那样，人面对的不是唯一、绝对的世界，多层次虚构叙述中既有实在世界

的影子也有与之平行的充满骑士色彩的可能世界，人与世界在不确定性之中相遇，存在充满无限生机

而并非重复陈旧的套路。诚如昆德拉所言: “假如说哲学与科学真的忘记了人的存在，那么，相比之下

尤其明显的是，多亏有塞万提斯，一种伟大的欧洲艺术从而形成，这正是对被遗忘了的存在进行探

究。”①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都对存在做出过精彩叙述，往前追溯，雅典时期的悲

剧《俄狄浦斯王》已开始质询“我是谁”的问题，荷马时期的《奥德修纪》开了以人物回顾讲述的方式写

个体漂泊的先河。但直到《堂吉诃德》，虚构叙述才以精致的分层形式把叙述文学从模仿现实的传统中

拉回来，阿拉伯人西德、摩尔人翻译者和变身为小说人物的塞万提斯，共同为堂吉诃德提供了一个奇幻

世界。延续下来，麦克尤恩的《赎罪》通过对两重世界的书写道出一个残忍的真相: 罪之不可逆转，赎罪

行为无法完成就如同小说中写到的破碎的花瓶无法复原。
《赎罪》主叙述层讲述布里奥尼从童年到老年的经历，次叙述层讲到布里奥尼向姐姐和托比道歉，

“恐怖伊恩”在小说最后的超叙述层告诉我们次叙述层是布里奥尼写的小说，实际上罗比和塞西莉娅早

已丧生，赎罪不可能实现。《赎罪》叙述出来的虚构世界又包含两个世界，一个是类现实世界，一个是虚

构世界，人物在叙述中的虚构世界进行赎罪以弥补无法在叙述中的类现实世界赎罪的缺憾。跨越四个

世纪，《赎罪》和《堂吉诃德》的分层模式都以元小说的叙述形式为基础，消弭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世界的

多种可能性被书写出来。元小说形式与叙述分层的结合，使分层在打破单一的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同

时，切实显示出存在的不确定性和人性的复杂微妙。
综上论述，叙述中的分层意识伴随着人对自身认识的需要而产生，叙述者想要叙述自己就必须把

自己变成叙述中的一个人物，上一层叙述中的人物又可以成为下一层叙述的叙述者，叙述层次不断分

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物不断获得叙述权力继而彰显主体意识的过程。叙述分层的原理并不难解，但从古

代史诗延续到现代小说的漫长过程中，分层的具体形式越来越复杂，这同样对应着现代人的主体性破

碎以及人对世界认识的分裂。叙述分层以看得见的形式容纳了不可见的抽象观念，并层层撩起主体的

神秘面纱; 作为一个重要的小说叙述传统，还有着丰富而又广阔的阐释与探寻空间。
［责任编辑: 曹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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