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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艾柯说起

意大利天才符号学家安贝托·艾柯2013年出版过一部《传奇之地书》，可谓空间批

评方面的一部奇书。作者开宗明义，交代他此书写的是传奇故事里的地理方位，而且

这方位极有传奇色彩。有时候它是一块大陆，比如亚特兰蒂斯；有时候它又是令人神

往的大街小巷，比如伦敦城里贝克街上子虚乌有的221号，那是福尔摩斯的居所。

很显然，艾柯在这里痴迷的大都是虚构的文学地名。比如包法利夫人是在哪家修

道院学会红颜薄命、多愁善感？她和查理在永镇的住宅如今安在？假若原本没有这个

宅子，而鲁昂的福楼拜故居周详备至，那为什么不给包法利夫人修个故居出来供人惆

怅流连？还有狄更斯《雾都孤儿》里，那恶棍费金的贼窟又在哪里？这些都是小说中

虚构的地点。另有一些真实地方激发出来的虚构场景，诸如每年6月16日，《尤利西

斯》的痴情读者会去都柏林埃克尔斯街上寻访利奥博德·布卢姆的旧居，看看如今变身

为乔伊斯博物馆的马蒂洛塔。对此，艾柯指出，这一切是真是假无关紧要，我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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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艾柯的虚构地理学，将我们引向太初有混沌的古代记叙。从柏拉图开始，原始空间就成为超越

理念与现实两元的第三种思考。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批评与理论携手共进、开疆拓土，打破学科之间的边

界壁垒已成大势所趋。讨论建构一种空间批评理论，跨学科亦是其必然趋势。近年异军突起的“空间转向”

受惠于列斐伏尔、福柯、大卫·哈维、詹姆逊、索亚等人的理论，从哲学、地理学等学科一路波及文学批评

和理论，使空间批评理论的形成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势在必然。举其荦荦大端者，社会空间批判、文学地

理学、第三空间视界，可视为文学空间批评理论的三个互动互释的基础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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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现在也关注各式各样的乌托邦和幻想之地，许多人甚至认为这些乌有之乡真实

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

有些传奇里的地方肯定是不存在了，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它们可能在古代存在

过，亚特兰蒂斯就是例子。许多神志绝对清醒的人都曾追溯过它的最后踪迹。有

些地方出现在许多传奇故事里，但是它们虽然遥远，是否存在也还是疑问，比如

香巴拉，有人以它为纯粹的“精神”存在。还有一些地方显然是虚构叙事的产物，

如香格里拉，可是仿制下来，引来信以为真的游人如织。还有一些地方其存在仅

见于圣经文本，如伊甸园或示巴女王的国土。可是有人深信不疑，包括哥伦布，

追索下来发现了果真存在过的地方。还有一些地方是虚假文献制造的，如中世纪

基督教非洲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 的国土，可它还是引来探险家们走遍非洲

又走亚洲。①

概言之，传奇性的土地、地方、方位和形态各个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

无论它们出自本源早已佚失不存的古代传奇，抑或纯粹就是现代人的发明，它们都在

不断创造令人深信不疑的神话。用艾柯的说法，他这本书所讨论的就是上述空间主题

的真相。

空间的真相何在？特别是，空间的本原真相何在？这首先将我们引向神话。艾柯

指出，在各式各样的神话中，大地大都具有一种诗情，而且多给拟人化了，比如古希

腊的地母盖娅（Gaia）。而东方的神话，则以大地平躺在一条鲸鱼的背脊上，鲸鱼躺在

一头公牛背上，公牛站在一块岩石上，岩石为尘埃托起。尘埃底下呢？那就没人知晓

还有什么了。也许那是无际无涯的汪洋大海。可是大海底下又是什么呢？这个真相追

究下去，真实愈是深入，愈是魔幻。既然神话说不清楚，谈科学或者哲学又当如何？

艾柯指出，以大地为方形的碟片形式，是古人的“科学”认知。如荷马认为，大地碟

片是为大洋包围着，天穹笼罩其上。而根据经常相互矛盾的前苏格拉底哲学断片，泰

勒斯相信大地是扁平的，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其形状为圆柱体，阿那克西美尼则以大地

为浩瀚大洋中漂浮在一张气垫上的平面。唯有巴门尼德和毕达哥拉斯，猜想大地应该

是球形。前者是为佐证本体论缘故，后者是因为神秘的数学②。

艾柯枚举的例子肯定既不完全，也不完整。不过，他的上述导论可以将我们引向

柏拉图以降太初有混沌的原始记叙。

二、原始空间的思考

空间究竟是什么？它是先天的存在还是后天的创造？柏拉图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显然已经大不同于艾柯举证的蜻蜓点水般的前苏格拉底空间哲学。柏拉图在《蒂迈欧

篇》中说，在分出了理念和现象这两种基本存在之后，他总感到还缺失什么，还有第

三种存在，这就是空间。空间为天下母，但是它究竟是什么东西，越思索越是迷糊，

竟像做梦一般。柏拉图的原话是：

从空间观念稽考到空间批评理论

19



文艺研究 2021年第 6期

第三种类型是空间，它永恒存在，无以毁灭，给一切生成之物提供了一种固

定状态。它本身需要靠一种无关感觉的似是而非的理性来加以体悟，甚至很难说

它是真实确定的东西。我们看它仿佛是在梦中所见，因为我们说万物凡是存在，

必有一个场所，占据一个空间。可是它并没有方位，既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上，

它压根就不存在。③

柏拉图笔下的这个为天下母又虚怀若谷、切实存在又难以言表的原始空间，后来给德

里达不少灵感，成为他努力言所不能言的“否定神学”的经典范例。空间“并没有方

位，既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上，它压根就不存在”，跟德里达早年描述的“延异”几乎

如出一辙。但是，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空间批评不以为然，认为柏拉图将容器与空

间混为一谈。在《物理学》第四章，他指责柏拉图《蒂迈欧篇》混淆物质和空间，将

方位和空间混为一谈。即便如此，亚里士多德认可柏拉图是尝试阐释空间的第一人，

虽然大家早就意识到存在着空间这么个东西。亚里士多德将空间定义为物体的界和面。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柏拉图对于绝对空间的猜想拉回对相对空间的经验阐述。他责难

柏拉图说：“如果有必要谈谈离题话，那么柏拉图当然应该说明，理念和数为什么不

在空间里，如果接受者就是空间的话———无论接受者是‘大和小’还是质料（如他在

《蒂迈欧篇》中所写的）。”④亚里士多德认为，空间接纳物体，然而不属于物体自身的

界限，故不存在脱离物体的虚空或者说真空。这样一种唯物主义的空间物理学，应是

嗣后“物理空间”之说的滥觞。

圣奥古斯丁的空间思考也影响深广。《忏悔录》卷七中，他以上帝为永恒不朽的

存在，称虽不复想象上帝是人体形状，但仍不得不将上帝设想为空间的一种物质，或

散布在世界之中，或散布在世界之外的无限空际。理由是，不占据空间的、不散布于

空间的，或不能在空间滋长的，都是绝对虚无。这一将最高神圣阐释为充盈整个世界、

又在世界之外的无限空间思想，可以说是中世纪基督教空间神学的先导。用圣奥古斯

丁本人的话说，便是万物在上帝之中都有限度，但是上帝无可限量。《创世记》开篇

说太初上帝创造天地，那么上帝与空间孰先孰后？奥古斯丁对于空间的询问，一如同

卷书中对时间的著名征询一样洋洋洒洒：

当然，你创造天地，不是在天上，也不在地上，不在空中，也不在水中，因

为这些都在六合之中；你也不在宇宙之中创造宇宙，因为在造成宇宙之前，还没

有创造宇宙的场所。你也不是手中拿着什么工具来创造天地，因为这种不由你创

造而你借以创造其他的工具又从哪里得来的呢？⑤

这个问题对于奥古斯丁或许比时间问题容易解答一些，因为有《约翰福音》的互文：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⑥所以，奥古斯丁的回答最终是：上帝以一言创造世界。

“言”即为“道”（Word）。道作为逻各斯、作为圣言，不但在《约翰福音》中可解圣

子耶稣的降生，在《创世记》里同样可解圣父的开天辟地。这很大程度上也呼应了犹

太哲学家斐洛（Philo Judeaus） 的解经传统。斐洛解《创世记》，亦是言必称逻各斯。

所以在圣奥古斯丁那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显示的不是上帝创世的先后顺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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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说上帝创造世界之前，没有时间，同样也没有空间。

但是我们依然存有疑问。上帝六日创世，第一天创造的是光。《创世记》开篇是：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

光’，就有了光。”⑦有了光，顺次分出白昼与黑夜，这是第一天。第二天上帝创造的是

天和地。但问题是，上帝的灵在造出光之前就已经运行在水面上，还有混沌空虚的大

地，水和地从何而来？即便是混沌空虚，即便它们本是原始洪荒，但原始洪荒就不是

上帝所创造的吗？故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假如创世之初的地和水是上帝所造，那

么上帝的创造就并不是始于“起初神（上帝） 创造天地”；而假如这最初的水和地不是

上帝所创造，那么上帝创世整个就变得毫无意义。所以，不奇怪有圣经学者提出上帝是

不是有过两次创世，唯首度创造的世界毁于灭撒旦之战，于是有洪荒废墟之上的第二

回创世。但这类二度空间的臆想就像学界推测亚里士多德是不是写过专谈喜剧的《诗

学》第二卷，虽然有安贝托·艾柯假托此说写出《玫瑰之名》，终究也还是臆想而已。

这里涉及原始空间的创造问题。《蒂迈欧篇》和《物理学》论及空间，都引述过

赫西俄德《神谱》中太初有混沌的诗句。赫西俄德作为第一个生平可以考证的古希腊

诗人，将当时不同的希腊神话版本纳入他序次分明的《神谱》之中，已可见出明显的

个人创作风格印记。赫西俄德的神谱是太初有卡俄斯（Chawos），即混沌，然后混沌生

出地母盖娅、冥界神塔塔罗斯 （Tartaros）、爱神厄洛斯 （Eros）、黑暗神厄瑞波斯

（Erebos） 和黑夜女神纽克斯（Nyx）。这一切都跟《创世记》上帝创世之初的混沌空虚

状态遥相呼应。《摩西五经》今日多被认为是大卫、所罗门时代宫廷史学家的作品，

美国犹太裔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甚至断言，这位神秘史学家不是别

人，就是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有一位敏锐的批评家指责我在《J书》里没有直截了

当地证明J就是母后拔示巴，一位希提特族妇女，大卫王把她纳入内宫并使她的丈夫乌

利亚轻易地殒命于战场。我很高兴后来采纳了如下假设：所罗门之母拔示巴是一位可

钦佩的候选作者。”⑧至此可见，两希文明中这些最早一批诉诸文字的神话叙事，都是

发生在公元前10世纪之后不久，其对于原始空间的描述，毋宁说是显示了太初有混沌

的不同版本。

在柏拉图那里，《蒂迈欧篇》中的创世图式是，地母盖娅和她无性繁殖的儿子天

神乌拉诺斯结合，生海洋神俄刻阿诺斯（Oceanus） 与大河女神忒提斯（Tethys），俄刻

阿诺斯和忒提斯结合生克洛诺斯与瑞亚，克洛诺斯和瑞亚生宙斯与赫拉及其兄弟姐妹。

这在一些学者看来，一方面是受到赫西俄德影响，另一方面是有意挑战赫西俄德，推

出自己的宇宙创造论。如英国学者大卫·赛得利（David Sedley） 发现《蒂迈欧篇》中的

“载体”，其实相似于赫西俄德《神谱》里的混沌神卡俄斯，盖因两者都是宇宙的基质，

然后才生出地母和天神。对此他说：

在世界形成之前，赫西俄德的混沌神就存在，而且他依然存在，只是在他身

上加有一个规则，柏拉图的“载体”也是一样的，它从宇宙形成之前的混沌状态，

发展成为今天有了秩序和规则的结构。⑨

这是说，原始的混沌状态中已经有了物质与空间，这个为天下母的混沌或者说“载

从空间观念稽考到空间批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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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理式一样亘古如斯，无生无灭，甚至延伸至当代。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而

上学》称赫西俄德或是关心宇宙起源问题第一人，太初有混沌的说法，要强过巴门尼

德视爱或欲望为第一原理。而巴门尼德独钟爱神，说到底也是缘于赫西俄德以厄洛斯

为不朽众神之中第一神：“在诸神中爱神位在前列。”⑩换言之，太初有混沌，混沌并

生大地与爱神。这是亚里士多德愿意认同的空间和生命缘起。

中国神话里亦流行太初有混沌的命题。公元前3世纪屈原作《天问》，开篇就说：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

识之？”輥輯訛这同样是言创世。“冥昭瞢暗”“冯翼惟像”，这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太初空间

的虚空混沌意象。混沌生盘古，盘古撑开天地。但是，盘古之说最早见诸文字已晚至

公元3世纪，时东吴太常卿徐整《三五历纪》和《五运历年纪》记述盘古从混沌中脱胎

而出，撑开天地及死后化身。然而，徐整原始文本早已不存，唯唐代官修类书《艺文

类聚》卷一《天部上》有如是言：

徐整《三五历纪》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

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

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

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

万里。”輥輰訛

《五运历年纪》引录更晚见至明清《广博物志》 《绎史》等文献。即便如此，盘古身

死，化身出大千世界之余，唯身上诸虫化为天下黎民的人类诞生记述，也不由让人感

佩自然的伟大和人类的渺小。中国的真正开天辟地神应是女娲。公元前4世纪《列子·

汤问》载：“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

立四极。”輥輱訛这和同时代的柏拉图暗示原始空间具有物质性足可交通。《山海经·大荒西

经》则说“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輥輲訛，这毋宁说

是更为本真的盘古化身记述。女娲造人的神话远早于盘古创世说。

空间从何而来？显然，这个问题绝非圣奥古斯丁断言上帝创世之前没有时间也没

有空间那么简单。倘若圣奥古斯丁本人没有感到言不由衷，也不至于留下洋洋大观彪

炳后世的天问。那么，既然我们的经验不足以回答空间凭何而来，是不是可以将它视

为先天的认知原理呢？这实际上也是康德讨论时空问题的思路。康德以空间和时间为

认识世界的先验直观形式，判定它们不是物体本身的属性，也无从在物体的关系之中

得到表征，而是一种类似几何学原理的纯粹直观。就像任何一个三角形的两边之和必

大于第三条边，这无须推理，无涉概念，而是不言自明的先天公理。我们谈论多个空

间时，不过是将它们理解为这个唯一空间的各个部分。所以说到底，“在空间中被直

观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事物自身，空间也不是事物自身固有的形式。相反，对象自身根

本不为我们所知，而我们称为外部对象的东西，无非是我们感性的纯然表象，其形式

就是空间，而其真正的相关物亦即物自身”輥輳訛。时空因其直观形式而成为哲学认知的先

决条件，这对于今天一路走向生活和身体的美学学科，自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形而上学

之喜。对于空间批评理论而言，康德的这个先验直观形式的定义，毋宁说也是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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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和理论探讨的展开，提供了一个广袤又深入的先天空间构架。

三、“空间转向”与文学批评

近年人文学界风起云涌的“空间转向”，缘起于20世纪70年代。它几乎同步崛起在

欧美哲学、地理学、社会学和文学批评等诸多领域。

在哲学领域，1974年，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出版了“空间转向”的奠基之作

《空间的生产》，这是他六年间七部都市和空间系列专著的压轴之作。这本书的开创性

意义，可见于它的开场白。如作者所言，“就在没多少年之前，‘空间’这个词还有

着一个严格的几何学意义：它引发的观念，指的纯然就是一片空旷的区域。在学术上，

跟它相伴的修饰语通常是‘欧几里得’‘均质’‘无限’之类，给人总体感觉是，空

间最终是一个数学的概念。因此说到‘社会空间’，听起来很是稀奇”輥輴訛。

我们通常不把列斐伏尔归入“法国理论”一脉，但是列斐伏尔谈“空间的生产”，

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呼应其同胞所掀起的后结构主义浪潮。该书第一章中，列斐伏尔称

他的空间批判完全适用于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德里达的“文字学”和罗兰·巴特的总

体符号学，认为这个学派名声日盛，独断愈甚，总是迷恋形而上和认识论的空间观念，

让精神空间包裹了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可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终究毫不犹豫从精神

跳进了社会。所以，空间的生产，说到底是协调哲学家的精神空间和地理学家的物理

空间，而社会空间的生产理论，则是将空间的思考落实到城市生活的日常经验上来，

由此尝试沟通理论与实践、精神与社会、哲学与现实。

在地理学领域，早在1969年，美国马克思主义人文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在其成名作

《地理学中的解释》中，即已述及空间概念必有文化参入其中的与时俱进的必然性。在

1973年出版的《社会公正与城市》中，哈维强调，面对都市贫困及种种弊病，地理学

不可能标举客观中立，而必须立足于社会公正，来重新评估城市空间的集聚和再分配。

两年后他在 《空间修复：黑格尔、杜能与马克思》 一文中首次提出“空间修复”

（spatial fix） 的概念。哈维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揭示了空间必然被不断开拓，

让位给更高层次的社会生产。这个命题，跟詹姆逊等人断言的“现代主义的核心范畴

是时间”“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范畴是空间”的立论多有不同。它意味着空间并不是谦

卑被动的包容接纳，而是和资本主义现代性一样，具有无限的扩张潜能。

同样是1974年，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出版了《恋地情结》，强调人对特定地方

的情感纽带，使地方成为情感事件的载体，变身为符号。对于自然与人工合力而成的

物质环境，我们有着怎样的认识？我们又如何来感知、构建和评价它？我们过去对环

境抱有怎样的期待，现今又有怎样的期待？经济、生活方式以及自然禀赋本身，如何

影响着人们的环境态度？对此，段义孚明确反对传统地理学分门别类的访谈、问卷和

心理测试等散乱方法，反对将环境变迁的思考作为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一个部分。他表

示愿以“恋地情结”为主题，将文化与环境区分开来，来分析它们彼此对价值观形成

的贡献。进而，他提出一种“空间心理学”，认为空间划分里的“中心”和“边缘”概

念具有普遍性，人类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愿意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段义孚发现，

受佛教影响，中国人也描绘了圆形世界图景：中间是昆仑山，这是世界的屋脊；其下

从空间观念稽考到空间批评理论

23



文艺研究 2021年第 6期

是富饶的中原沃土家园。但这个环形格局相左于中国传统的方形格局大地观念：“王

土是正方形的这种观念是中国的一贯传统。这种思想意识最早在《尚书》 （成书于约

公元前5世纪） 中就有记载。人们设想大地以天子之地为中心，按等级向下呈正方形环

状展开。向外依次是诸侯之地、众卿之地、大夫之地、士人之地，最外面就是未开化

的蛮荒之地。”輥輵訛本着上述圆形和方形的世界图景，我们今天来读如《穆天子传》中周

穆王“八骏日行三万里”访昆仑相会西王母的故事，自会有新的空间体会。

在社会学领域，1979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出版名著《区隔》，也讨论了不同

阶级阶层生活方式的社会空间。布尔迪厄的解释是，他笔下的社会空间可以视为一张

抽象的图表，就像地图，给读者提供一个鸟瞰方位，就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生活习

性做一个总体性评价。这和80年代詹姆逊将“认知图绘”（cognitive mapping） 这个心

理-城市规划概念用于他的后现代空间文化批判，可谓殊途同归。到1991年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英译本出版，进而美国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1996年出版《第三空间》，

不遗余力地推举列斐伏尔空间性、社会性、历史性的“三元辩证法”，空间转向为文学

批评所提供的理论积累，至此可谓水到渠成。空间和地方对举，对应全球化与本土化

之间的冲突，成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热门主题。

文学批评和空间历来关系亲密。早在1945年，美国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的著名文

章《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就将“空间形式”这个概念引入文学批评，1955年法国

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更演绎了现象学如何直接介入文学批评。更晚

近看，可推法国利摩日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韦斯特法尔的“地理批评”（géocritique），

他2007年出版的《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空间》 輥輶訛广被译介，是为此说的代表作。该书

英译者美国空间批评家罗伯特·塔利早年是詹姆逊的学生，对于詹姆逊的“认知图绘”

不但心领神会，而且有深入阐发。韦斯特法尔的法国同道米歇尔·柯罗，则在2014年出

版《文学地理学》 輥輷訛，反诘韦斯特法尔的“地理中心主义”，提出地理批评的重心应从

客观环境转向主体想象形式的重构。可见“空间转向”并非徒有虚名，而莫若说见证

了当今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走向。

从狭义上来说，文学批评是文学理论的一个分支，它指具体作家作品的价值和审

美评价；从广义上说，文学批评可以统指文学作品的定义、分类、阐释和评判。但是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批评与作品渐行渐远，不仅跟理论分庭抗礼，甚至反仆为主，

成为了一应新进新潮理论的同位语。批评之所以跟理论并进，甚至有一阵风头盖过理

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解构主义一路风行，并首先见于文学批评领域，

以至于批评也好、理论也好，语出惊人业已成为无意识本能。但自此以还，批评事实

上跟理论一样，如火如荼之后同样经历了从异军突起到陷入低谷、转眼又重振雄风的

峰回路转。批评当然有别于理论。理论的反面是实践，而批评本身包含着实践。理论

举凡自成一说，必具备跨学科性质，而跨学科对于批评未必一定是先决条件。文学理

论研究文学的是其所是，以及它在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方位；而“文学批

评”虽然广义上可谓“文学研究”的同义语，在方法上它一般不高屋建瓴地下定义，

而更倾向于揭櫫缘由、表明立场。就此而言，柏拉图《理想国》中对诗的谴责，可视

为文学批评最早的范例，但是它未必一定是文学理论。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批评与理

论开疆拓土之余，打破学科之间壁垒已成大势所趋。空间批评理论，作为以空间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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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批评和理论，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呼之欲出。

四、构建一种空间批评理论

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空间批评理论？空间批评理论如上所见，当以广义上的

空间作为对象展开跨学科探讨。文学批评与空间理论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文学和文

化地理学的联姻。一旦将认知地理学与空间政治学的视角引入文学批评，文学和批评

叙事便有望描绘出由表及里的“人文认知地图”。以空间为对象的批评和理论目前林林

总总已有近十种板块初见端倪。如空间本体的探讨、社会空间、心理空间、第三空间、

文学地理学乃至地图学的考究等。总体来看，打通边界、破除壁垒将成为空间批评理

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因其星火燎原、方兴未艾，所以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与开放性。而

对空间本体的哲学探讨，固貌似天马行空的玄学，但是对于空间批评理论而言，它应

具有基础和纲领的意义。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考虑从三个方面来探索构建空间批评理

论的可能性，它们分别是社会空间、文学地理学、第三空间。

首先是社会空间批评理论。它意味着文学空间并不单纯是接纳事件发生的物理载

体，以及想象展开的时代背景，而同样是错综复杂的一切社会关系的生产，指向知识

结构的极大多元化。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空间有如上帝鸟瞰世界，表出各个阶级阶

层互不相同的生活趣味以及背后的经济因果。在大卫·哈维看来，它意味着文学尤其关

注社会等级的越轨和颠覆。如他在《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一书中就引过巴

尔扎克《邦斯舅舅》的例子：公寓女管理员不光是送上一日三餐，还利用巴黎门房们

四通八达的“神经系统”，勾结网罗遍布全城的不法之徒，轻易盗走了邦斯舅舅的珍藏

古董。在哈维看来，这也是一种空间生产的能力和权力，使最底层社会中人亦可能颠

覆既定的空间生态和道德秩序。哈维大量分析了巴尔扎克巴黎题材小说之后，发现巴

尔扎克那篇灵光一现偶然撰成的精彩墓志铭，其实是可以用“资产阶级”来改写其中

的“我”，如是便成为：“资产阶级用他们的思想来包裹世界，铸造世界，塑造世界，

穿透世界，掌握世界———或自以为自己能掌握世界；然而他们突然醒来，发现自己处于

幽暗光影深处。”輦輮訛

社会空间的文学视野，也包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认知图绘”批评。詹姆逊本

人直接用“认知图绘”展开批评的例子不多，但是这个术语最初的缘起就是心理学，

在詹姆逊看来，它的广泛影响也深深侵入了无意识领域。如他1988年发表的《认知图

绘》一文所言，鉴于资本贯穿了资本主义历经的三种空间，他愿意用网格逻辑来分析

第一空间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用现实主义来解构传统叙事的神秘化；进而用二元对立

来分析第二空间帝国主义阶段，确立反讽为现代派文学的典型方法；最后用精神分裂

批判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即后现代全球空间。因为后现代社会支离破碎，既是同

质的又是分裂的，既是新的又是旧的，“即便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或以往现代主义

者的多元主体世界，也无以就这一过程给出任何一种充分的比喻表达”輦輯訛。假如说这里

詹姆逊显示了“认知图绘”可以如何用于社会空间的宏观批评，那么对于作家作品，

它便是绘制意识形态的心理学地图，作家和人物各就其位，思其所思、想其所想，各

自带有鲜明的阶级印记。简言之，在社会空间的文学语境中，阶级批评重振雄风。这

从空间观念稽考到空间批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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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来看，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强调的“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亦不失为社会空间批

评的一个范式。如果认可空间问题的中心之一是活的身体，那么，致力于意识形态批

判的性别批评，当可同样进入社会空间批判理论的视野。

其次是文学地理学的构想。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

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 《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

助乎？”輦輰訛这可视为中国地理批评的先声。早在19世纪，斯达尔夫人就提出过南方文学

和北方文学之分。泰纳在其《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更进一步提出种族、环境、时代

三要素决定论。由是观之，文学地理学应能显示文学如何在与地理互动、互补、互释

之间开拓自身的空间意义。如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主题就是性格与环境。此外，像

乔伊斯的都柏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彼得堡等，在文学地理学视野中，都成为魅力

无穷的真实与想象交集的空间，相关的文学与文化信息汹涌而来，秘响傍通、伏采潜

发，构成跨学科比较研究的新起点。所以，文学地理学也好，地理批评也好，必将更

多关注自然地理的人文因素。

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文学地图学”（literary cartography），亦可归入文学地理学的

类别。作家在作品中插画地图并不少见。但丁在《神曲》里画地狱结构图，又画宇宙

构成图；莫尔给《乌托邦》画海岛图；笛福也给《鲁滨逊漂流记》画地图；福克纳在

《喧嚣与愤怒》里画过约克纳帕塔法郡地图；托尔金给中土世界画的地图多不胜数。文

学作品中这些有形的以及更多无形的地图，被认为画出了作品的隐喻和修辞路线，要

言之，最终重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之余，勾画出作品总体世界的意义图。故而，

文学作品中的空间主题应视为包含又不限于传统的环境分析。

段义孚的“恋地情结”固然使文学作品中的地名充满了情感色彩，但一个地方给

人亲切情感，反过来也可能触发创伤，由此“恋地情结”变身为“恐地情结”。这与创

伤批评又勾连起来。罗伯特·塔利则干脆越过“恋地”“恐地”的对立，另造了一个新

词“topophrenia”，即场所意识，来命名他2019年的近著《场所意识：地方、叙述与空

间想象》。该书序言中作者说：

诚如通贯本书所示，地图在这里应被理解为一种隐喻，但是并不因为用作比

喻而有损强大。确实，我要说，它真不过就是隐喻，因为空间想象作为文学地图

学的动因和基础，必然连接着“真实”空间，比方说地理和建筑，也连接着构成

了世界的想象空间，无论是社会领域、这个星球，抑或宇宙的认知———简言之，

爱德华·索亚空间设想、空间感知和空间体验“三元辩证法”的价值所在。这一方

法是将各种“真实-和-想象”地方，作为真正对象来加以分析的。輦輱訛

塔利称他的空间批评可以叫作“文学地图学”，强调不同于韦斯特法尔的“地理中心”

跨学科比较批评，它更多侧重文学本身。耐人寻味的是，塔利和韦斯特法尔的文学地

理学命名和构架虽有不同，两人却异口同声，承认受惠于爱德华·索亚。

索亚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文学视界。空间究竟是物质的客观存在，还是精神的

想象建构？索亚以真实的地方为第一空间，想象的地方为第二空间，前者是客观的，

后者是主观的。而“第三空间”，便是在沟通融合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基础上，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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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作“他者化”的加工，既是乌托邦，又是异托邦，非真非幻，亦真亦幻。塔利《场

所意识：地方、叙述与空间想像》中引索亚的话说：“万事万物一并进入第三空间：

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的与具象的，真实的与想象的，可知的与无从想象的，重复的

与差异的，结构与中介，心灵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循规蹈矩的与无法无天的，日

常生活与无穷的历史。”輦輲訛这样一种空间构想，骨子里假若说不是文学性质，我们很难

想象它还能属于其他什么性质。

“第三空间”的灵感来源，主要是列斐伏尔和福柯。索亚称他曾同列斐伏尔多次晤

面，而且几乎说服了后者认可《空间的生产》是自己的第一力作。关于福柯，索亚称

他愿意与福柯同在第三空间，因为福柯的“他性空间”和“异托邦”思想，跟他的

“第三空间”志同道合。福柯的空间批判彰显权力关系，列斐伏尔则更偏重社会生成的

意义研究。概言之：

近几年来，许多最典型的空间学科（地理、建筑和城市研究） 学者和其他学

者（社会理论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女权主义者、后殖民理论家）

都指望借助福柯或列斐伏尔来使他们独特的、长期坚持的空间观点或他们对空间

重要性的新发现在知识、哲学和政治上获得合法性地位。他们褒扬并钟情于福柯、

列斐伏尔，当代整个人文学科对批判性空间观点及地理想象的确认就围绕这一点

展开。輦輳訛

索亚称光有赞扬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方法。具体说便是福柯的异托邦、列斐伏尔的三

元辩证法、贝尔·胡克斯的边缘性和彻底开放理论、霍米·巴巴的杂糅理论等各种方法

的综合运用。索亚认为它们不仅是地理想象上的“他性空间”，而且构成对一切传统空

间思维的挑战和解构。

这个“第三空间”的方法论，当可将今天一应“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囊括其中。

包括斯皮瓦克从地域边界角度来反思第三空间，也包括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想象地理学。

新历史主义重读文艺复兴英国戏剧，19世纪以降康拉德、吉卜林等一批异域题材小说

的“文化帝国主义”阐释，亦可归入这一类空间批评。进而视之，文学的想象空间有

真实的，也有半真实半虚构的。前者如密西西比河之于马克·吐温，后者如约克纳帕塔

法之于福克纳。还有完全虚构的，如乌托邦之于托马斯·莫尔。真实空间与想象空间两

相交融进而变形重组，便有如梦似幻、非幻非真的“第三空间”。曹雪芹的大观园、马

尔克斯的哥伦比亚小镇马孔多、陈忠实的白鹿原，甚至陈凯歌《妖猫传》里的大唐鬼

宴，都可以作如是观。

空间批评理论当前还是一个新话题，它的学科基础、理论基础以及批评视界，还

有待进一步打通传统学科边界来加以厘定澄清。普天之下，莫非空间。后现代“空间

转向”展示了无限可能性和开放性，或者可以说，空间批评理论的旨趣是立足政治和

想象，以广义上的空间作为对象，来展开跨学科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及其理论建设。社

会空间、文学地理学和第三空间，可视为彼此互动互释的三个基础板块。有鉴于文学

表现情感的古老命题，阶层的、文化的、性别的情感，当是空间批评理论一如既往的

三个母题。跨学科、跨边界则将是它势所必然的展开特征。同时，考虑到空间本身的

从空间观念稽考到空间批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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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是为哲学和文学的缘起形态之一，我们依然有充分理由，将空间探讨与时俱进的

漫长历史，纳入空间批评理论的组成部分。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

之？屈原的天问即便在今天看来，亦不失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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