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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认知图式作为后经典叙述学之一的认知叙述学的重要概念，从认知的角度研究接收者对文本的解读，可分 

为世界图式、文本图式和语言图式。从认知图式的角度重新定义隐合作者：隐合作者要同时具有文本时空和接收 

者时空的世界图式，而且要具有解释社群时空能够共享的文本图式和语言图式。这个定义将厘清布思对隐含作者 

定义的含混之处 ，也 能对 当今 隐合 作者的新 变化予以 阐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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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作者”是韦恩 ·布思 1961年在《小说修辞 

学》中提出的，学者 申丹将其 归结为 ：“就编码而言， 

‘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 、以某种方式写 

作的作者(即作者的‘第二自我’)；就解码而言，‘隐 

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写作者形 

象。”l1 布思的著作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两个方面，但 

是隐含作者的概念还是引起了众多学者的争议。这 

些争议大多集中在这几个方面：隐含作者的存在是 

否必要?隐含作者如何能够同时处于文本 内和文本 

外?一个文本能否有多个隐含作者?认知图式理论 

的引入能够丰富隐含作者概念的内涵，推进对隐含 

作者的研究。 
一

、认知图式 

认知的英文是 cognition，是 随着 20世纪 60至 

7O年代在西方兴起的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 

语言学等学科而被广泛使用的。“认知是一个复杂 

的心理过程，它包括知觉、注意、记忆、推理、决策等 

心理活动 ，所有这些心理 能力构成 了～个复杂 的心 

理系统，它的综合功能就是认知”_2]。也就是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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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过认知来习得和使用知识。在这个世界上，我 

们之所以能够与世界 ，与他人相交流，必须先进行认 

知。阅读一个文本也是一个认知过程。 

图式是人的记忆把各种信息和经验组织而成的 

认知结构。图式联系着对新信息的知觉和对已知信 

息的回忆，使我们能够把新信息通过与已知经验对 

比而得到理解。图式的来源 既有遗传 的继承，也有 

后天的习得 。人正是通过学习各种图式而得以互相 

沟通 ，认知图式是人在经验组织和理解过程 中的“概 

念骨架 。接收者能够理解叙述文本 的基础就在 

于他能够具有和叙述文本相沟通的图式。盖 ·库克 

将理解文本所需 的图式分为世界图式 (world sche— 

ma)、文本 图式 (text schema)和语言图式 (1anguage 

schema)E43。世界图式体现 了文本 中蕴含 的知识和 

接收者所拥有的知识之间的关联，可以分为社会文 

化背景知识和生活常识。每个文本都浸透着它所产 

生时代的历史 、文化、风俗的烙印，这是理解文本 的 

基础。就具体文本而言，文本的叙述不会面面俱到， 

尤其是有关生活常识部分，如进餐馆要先推开门，然 



后找到一张空桌、坐下等，这些叙述文本很少会一一 

写到，但是接收者能够自然填补这些生活常识图式， 

如果文本把这些都写出来反而是一种累赘。文本图 

式代表我们对文本序列和结构的期待，包括文本体 

裁和具体文本中的视角、时空、情节结构等方面，文 

本体裁使接收者对叙述文本有一个总体期待，而文 

本中的视角、时空、情节结构等变化会使接收者的期 

待不断变化。语言图式代表接收者的语言理解能 

力，包括对词汇、语法、修辞等理解的能力，理解词汇 

的含义 ，懂得语法 的使用规则 ，是理解文本 的基础。 

修辞手法是叙述文本富有魅力的重要手段，能够体 

会修辞图式的妙处，是接收者应该具备的能力。 

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读者需要有相应的图式 

知识，才能解读文本，而文本中蕴含的图式知识未必 

能够和读者的完全相符，所以文本也会改变读者的 

图式知识 。这三个不 同层面的图式知识决定了我们 

是否能够接受这个文本以及会如何理解这个文本。 

二、从认知图式的角度重新定义隐含作者 

根据符号表意过程(意图意义[发送者]——文 

本意义[符号信息]——解释意义[接收者])，这三种 

意义有逻辑先后 ，是先后替代的，不可能同时在场 ， 

作者即使把一定的意义注入文本，也不能控制接收 

者的理解和阐释。不同时代的接收者对同一本文的 

理解往往会有差异，而同一时代的不同接收者对同 

一 文本的理解也会有差异 。文本被解读的意义是不 

稳定的，但如果每个接收者都有 自己独特的、个别的 

解读，那么文本的意义就成了不可捉摸的碎片。然 

而事实是，人和人之间能够就同一文本进行交流，能 

够在今天还研读过去的文本，这表明文本的意义在 

某个范围内还是能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程度上 

的。 

从认知图式的角度来看，文本能够被解读的前 

提是文本中蕴含的认知图式能够和接收者的认知图 

式沟通。文本认知图式中的世界图式饱含着文本被 

创作出来的时空信息，文本图式和语言图式也带有 

当时时空的特点。对于接收者来说，能够维持文本 

相对稳定意义的接收者被研究者们赋予了很多名 

字，如：理想读者(瑞恰慈)、超读者(里法泰尔)、模范 

读者(艾柯)、隐含读者(伊瑟尔)等等。斯坦利 ·费 

什提出了“解释社群”理论，即某些解释人群能够大 

致遵守一定的阐释标准。这和认知的研究角度 已经 

相当接近。接收者理解文本并且能够就文本进行交 

流首先就限定了接收者的范围，因为世界图式是有 

时空限制的，时代和地域不同，世界图式必然不同。 

世界图式只能在一定时空内维持稳定。接收者对文 

本 的接收如果有相对稳定的意义 ，对于世界 图式来 

说，那么一要理解文本特定时空的世界图式，二要接 

收者是拥有共同世界图式范围内的“解释社群”。 

不同的时空也有不同的文本图式和语言图式， 

接收者因为个人经历和受教育情况的不同也会有不 

同的文本 图式和语 言图式。如果 不了解古希腊 文 

化，就很难理解希腊神话，而不懂古希腊语，则就更 

不可能看懂希腊神话了。所以接收者理解文本和能 

够交流也要 保证有能够沟通 的文本 图式和语言 图 

式。作为解释社群的接收者，需要同时具有和文本 

时空相合的世界图式，也要有作为这个解释社群共 

享的文本图式和语言图式。前者使从文本中解读出 

意义成为可能，后者使这个意义能够在社群之间沟 

通交流。 

解读文本不仅仅是要解读文本本身，还要考虑 

世界图式、文本 图式和语言图式三者 的协调。叙述 

文本的意义并不是恒定的，却是相对稳定的。所以 

在文本能被理解和交流的基础上 ，从接收者 的角度 

来推求文本意义，可以得到一个相对稳定 的隐含作 

者。隐含作者要同时具有文本时空和接收者时空的 

世界图式，而且要具有解释社群时空能够共享的文 

本图式和语言图式。这使得隐含作者处在连接文本 

和接收者的一个重要位置，当我们讨论隐含作者时， 

它的重要性并不能被真实作者和叙述者所取代，它 

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 ，随着解释社群的不同，隐含 

作者是动态变化的，但这不意味着隐含作者是一个 

模糊不清的概念，而应将其理解为一个公式，隐含作 

者的解读要参考其相关函数(认知图式)的变化。 

那么正如许多叙述学家所问：为什么要将隐含 

作者视为一个人格，而不是一个文本结构?安斯加 

· 纽宁提出应该用“结构性的整体”来取代隐含作者 

这个概念 。赵毅衡指 出：“隐含作者取决 于文本 品 

格，是各种文本身份的集合。这样找出的隐含作者 

主体，不是一个‘存在’，而是一个拟主体的‘文在’ 

(texistence)。”Ilc 隐含作者 的确 只能从 文本 中推导 

出来，但任何叙述文本都是在一定的视角下被叙述 

者叙述出来的，视角引导着接收者的认知。叙述文 

本可以变换不同视角，但接收者始终会在文本视角 

的引导下理解文本。视角虽然和叙述者相关，并不 

直接和隐含作者关联，但是从认知心理来说，只有人 

格化的主体才会讲故事，接收者还是会倾向于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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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个人格化的隐含作者。 

三、从认知图式的角度对布思定义的重新审视 

和补充 

(一)隐合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关系 

布思把隐含作者称为作者的“第二 自我”，但是 

作者的这个“第二自我”未必能被接收者完全解读出 

来 ，而且接收者也未必会那样解读 。从认知叙述学 

的角度来看，作者的“第二自我”仅仅起到有限作用。 

罗兰 ·巴尔特和米歇尔 ·福柯都曾经指出，在 

古代，很多叙述文本根本没有明确作者，所以作者的 

权威性不是先天而来，而是现代才出现的，社会历史 

背景的变化导致了作者在作品阐释中地位的变化。 

很多情况下 ，作者 和作 品的理解并无太大关系。很 

多作家都把作品比喻成 自己的孩子 ：作品一旦完成 ， 

就有了它独立的生命力，已经跟作家本人没有了关 

系。从现实世界的角度来说，叙述文本的确是作者 

这个人在现实世界 中写出来 的，确实带有作者的一 

部分基因。詹姆斯 ·费伦曾说 ：“一个土豆可以做几 

个菜 ，但是不会做成西红柿 。”这一是说 明只要是同 

一 作者的作品 ，总要有些共同之处 ，这就是土豆做的 

菜不可能变成西红柿的道理 ，这些共 同点可能在世 

界图式方面，一个作家的创造的隐含作者价值观和 

人生观可能会贯穿于不同的作 品中；这些共 同点也 

可能是在文本图式和语言图式方面。二是说明一个 

作者的不同作品的隐含作者也会有不同之处，这是 

一 个土豆可以做几个菜的道理 。 

隐含作者的确不可能和真实作者完全脱离关 

系，但是隐含作者是接收者推断出来的，它与真实作 

者的关系也要靠接收者的考察和研究，而不是靠真 

实作者宣称的“第二自我”，或者对真实作者生平的 

牵强附会。 

(二)认知 图式贯穿文本 内和文本外 

广义符号叙述学提 出叙述文本都是媒介再现， 

没有叙述文本直接是现实本身，所以叙述文本和现 

实之间有一个“一度区隔”。当一度 区隔透明之时， 

我们认为该叙述文本是纪实型叙述。而虚构型叙述 

在符号再现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区隔”，此时叙述文 

本和现实之间不再透明，叙述文本成为一个独立的 

与现实不同的“可能世界”。叙述学家玛丽一劳尔 · 

莱恩用“游戏”来解释阅读过程：在游戏之外，我们知 

道游戏是假的，但是进入游戏后，我们就必须遵从游 

戏规则，将其当成真的。纪实型叙述必然使用的是 

现实的世界图式、文本图式 和语言 图式。这时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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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和文本外是相互贯通的。 

在虚构叙述中，接收者也同时处于两个不同的 

位置，在文本之外，接收者拥有现实的认知图式，而 

进入文本之内，接收者就要掌握文本可能世界制定 

的规则的认知图式。但是接收者的两个位置并非毫 

无关系，它们必须是相互关联的。从世界图式的角 

度看，可能世界可能光怪陆离，具有自己的规则，但 

是必然是对现实世界一定程度的参考，不然人根本 

无从理解。可能世界不像现实世界细节那样饱满， 

这时往往需要接收者 自行补充。从文本图式的角度 

看，叙述文本给接收者带来的期待唤起的正是接收 

者在现实中积累的经验，叙述文本的视角、时空等叙 

述技巧，第一次出现时让读者惊奇，而读者见得多 

了 ，也就见怪不怪了。叙述学家弗卢德尼克指出，这 

种“不自然”的叙述方式或叙述类型被广泛采用后， 

就会从习以为常中获得“第二层次的‘自然性’’虻引。 

然而文学艺术本身标出性又要求其不断创新，对常 

规的期待和对常规的厌倦都主宰着叙述文本的命 

运，形成一个永不停息的螺旋上升的进程。有一种 

特殊 的叙述文本“另叙述 (denarration)”，如电影《罗 

拉快跑》，一个女孩 为了救男孩而跑了三次，一次不 

成功就再回到原点再来一次，这违背了现实认知图 

式的时问不可逆原则，但文本意义正在于选择对人 

生的意味。文本建构的设计体现了文本的意义。接 

收者此时的位置在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之 问，正体 

现了隐含作者对文本外和文本内的贯通。从语言图 

式的角度看 ，掌握叙述文本 的语 言图式是接收者必 

备的能力，这几乎完全要靠接收者在现实中所积累 

的资源，文本中的语言图式即使有创新，也是在现实 

中语言图式的基础上的创新，接收者可以根据文本 

中的解释和构词法等去理解它。 

现实世界中的接收者的认知图式像一棵大树 ， 

而叙述文本中蕴含的认知图式就像一根根枝条，它 

们有自己的伸展方向，但必须带着从树根输送的营 

养 。文本 内和文本 外虽然是两个世界 ，但是认知图 

式就是贯通它们的桥梁。在一定视角下认知的接收 

者虽然处于理论上的不同位置，但是在心理结构上 

是贯通的。 

(三)几种特殊情况如何推求隐合作者 

首先，就特定时空的解释社群而言，文本意义是 

相对稳定的，这是文本能够被理解、被分析、被交流 

的前提，这时隐含作者也是相对稳定的。这跟一个 

文本有几个真实作者无关 ，有学者提 出的网络接龙 



小说，由不同作者一人写一部分连接而成，但是接收 

者是将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的，所以这个文本 

只有一个隐含作者。对于同一个文本，不同的解释 

社群可能会推断出不同的隐含作者，但是只有 同一 

阐释社群才有交流的可能，所以在可交流的前提下， 
一 个文本只有一个隐含作者。其次，叙述文本必然 

要能被解释出一个意义，不然接收者就会拒绝解读， 

那么这个文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文本意义 

模糊时，接收者从 自己掌握的认知图式难以推断时， 

会更注重去探究叙述文本时空的认知图式 以及和叙 

述文本相关的其他伴随文本的图式。比如一个刻在 

古埃及金字塔法老墓中的石板上的故事，接收者如 

果对其象形文字的理解不完全，就很难看懂故事，但 

是经过对象形文字的考证之后，就可能会增强对故 

事的理解，而其中可能在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内容 ， 

恐怕得必须在了解古埃及 的神明文化之后 ，才能理 

解其意义。再次，对于局部隐含作者和整体隐含作 

者的说法，文本可以被阐释社群理解为相对稳定的 

意义，那么整体隐含作者的概念就已经足够了。文 

本 中可能出现对话 ，局部意义出现冲突，这不过是叙 

述文本常见的情况，不必要重新定义为不同的隐含 

作者。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由四个人从不同视 

角来叙述，如果将其理解为四个局部的隐含作者，那 

么文本的意义也分崩离析了，正是四者结合在一起， 

才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义。 

四、当今 时代隐含作者的新变化 

在 当今时代 ，媒介发展 日新月异 ，对于接收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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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叙述文本的发送者，也就是作者 已经并不神秘 ， 

作者又重新获得了关注。但是这个作者形象往往会 

经过包装，未必是真实作者的真实情况，而是借助真 

实作者的身份，达到一种偶像效应，促使观众追随作 

者，从而形成一条产业链。这导致接收者在阐释叙 

述文本时 ，会被诱导更多地去考虑叙述文本 的世界 

图式，而当今时代的世界图式受到了作者本人、媒体 

包装、评论家推断的隐含作者等更多因素的塑造。 

当今的文本图式 日益多样，网络接龙式小说、游戏叙 

述、实验戏剧，都使得文本图式多姿多彩，文本图式 

的创新在于不同媒介文本形式的互相借鉴，游戏叙 

述常见的多选择和重新开始模式在文字和影视叙述 

中已经不再罕见。电影图像可以分割画面，同时展 

示多个视角，而文字叙述也有对它的模仿，将页面的 

故事同时并置。文本图式的创新还在于可能世界的 

设置越来越复杂，多个可能世界交叉混淆的叙述方 

式受到作家青睐，如大卫 ·米切尔的小说《云图》，其 

可能世界多达六层，并且关系错综复杂。当今的语 

言图式也越来越复杂 ，网络使语言的创新速度加快 ， 

叙述文本的媒介越来越丰富，图像在叙述文本中的 

重要性在加强 ，如网络上 的小说在文字叙述 中常常 

会插入图像符号作为人物表情的拟像，等等。 

世界日新月异，文艺作品也在不断追求创新，认 

知图式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 ，世界 图式、文本 图式 

和语言图式都在不断更新，同样，隐含作者也是动态 

发展的。承认隐含作者的相对稳定性和动态发展 

性，是能够推求隐含作者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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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efine Implied author from Cognitive schema 

YUN Yan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China) 

Abstract：Cognitive schema as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Post classical narratology，could be divided into world schema， 

text schema and language schema．Cognitive schema theory could interpret the text from cognitive perspective．Implied author 

could be redefined from the Cognitive schema：Implied author must contain world schema of text space— time and receivers 

space-- time at the same time，and contain text schema and language schema the interpretative communities could share with． 

This definition could clarify the ambiguity of W ayne Booth's definition，and explain the current changes of Implied author． 

Key words：Cognitive schema；Implied author；Cognitive narra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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