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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交流叙述文本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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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交流叙述学视野中,参与交流的叙述文本是一种复杂存在,除了来自作者创作的主叙述之外,辅叙述、

非语言叙述和零叙述同样影响“接受者文本”的建构。也就是说,在交流叙述中,叙述文本并非是一个固定的存在,

也并非只有作者叙述文本,而是除此之外,辅叙述、非语言叙述和零叙述同样影响了接受者的意义建构,形成“接受

者叙述文本”的元素也由这些因素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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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交流叙述学的视野中,叙述文本并非是一个固

定的存在,即来自作者的文本与接受者最终形成的

“接受者文本”并非同一,二者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
组成“作者文本”的要素和组成“接受者文本”的要素

并非完全重合。这是叙述文本进入交流必然出现的

现象。那么,在交流叙述学视野中,叙述文本的构成

并非基于传统认知,即在传统观念中,叙述文本是来

自作者的符号构成物,是一种具有边界的自足的独立

的结构系统。但在交流叙述学视野中,传统理解中来

自作者的叙述文本在交流中是作为“主叙述”存在的,
除此之外,影响交流叙述文本建构,或者说组成这一

文本建构的还有“辅叙述”、“非语言叙述”和“零叙

述”。换句话说,叙述文本进入交流,在接受者那里,
叙述文本的组成具有了复杂状况,最终组成“接受者

文本”的元素除了来自作者的主文本(主叙述)之外,
还包括其他元素。

一 主叙述

所谓“主叙述”是指叙述主体创造的叙述形态,是

构成叙述文本的核心部分,是有效参与叙述交流,并
影响交流效果的核心部分。主叙述是经典和后经典

叙述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按照一般的理解,主叙述文

本的构成可分为故事和话语,或者底本和述本,还包

括“有意伴随文本”。这里有必要回顾叙述文本的理

论建构历程,并将之纳入一般叙述和交流叙述的研究

框架下考察其形态演变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在交

流叙述学框架下,叙述文本的建构并非是一种“主体

单向”,而是一种“主体-接受双向”。
主叙述的构成因叙述类型的不同而异,对于虚拟

交流叙述而言,其文本形态往往已经成型,是可见的,
因此,主叙述就是已经具形的符号文本,如文学叙述

文本、电影、录制的戏剧、文字新闻或录制的新闻、历
史著作等等。接受者所面对的是不能增殖也不能减

损的文本形态。对于真实交流而言,由于交流双方都

在场,文本是在二者的交流中动态形成,构成文本的

素材并不确定,因此,主叙述就包括一切能影响交流

进程、效果,且能够有效形成叙述文本有机组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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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比如现场性舞台演出,其叙述构成往往并不

简单为戏剧情节本身,而是包括演员与台下观众之间

的互动,以及戏剧外因素对戏剧叙述效果的影响等

等,演员的眼神、插科打诨等等会影响叙述交流,都可

构成叙述的一部分;再如庭辩叙述,控辩双方的某个

动作、某个眼神都可进入叙述文本的构成。
这里其实涉及真实交流中的静态文本与虚拟交

流中的动态文本的区别问题。静态文本由于媒介局

限,会屏蔽掉许多影响叙述的内容,这些内容有的形

成文本空白,有的则纯粹为丢失的信息。空白经过接

受者的努力可以填补或部分填补,但丢失的部分则无

法还原。再加上虚拟交流中交流的某一方缺席,这些

空白或丢失的信息无法通过及时反馈来填补,经验就

会在此处形成断裂,这些只有在二次叙述化过程中来

建立经验连接,弥补经验链条中的遗失部分。动态文

本一般在真实交流中形成,由于交流双方都在场,经
验反馈很及时,因此,相对于虚拟交流而言,真实交流

的空白和信息遗失较少,即使交流中有所遗失,也会

在交流反馈中得到补充和修正,否则,就会因为这种

遗失使经验链接被切断,并进而影响正常的交流进

程。同时,经验的及时反馈可以有效弥补叙述媒介的

局限性,某方面的局限会通过其他形式获得补偿,使
局限性对交流的影响减到最低。因此,真实交流中的

动态文本构成较为复杂,主叙述包括各自信息媒介,
比如视觉媒介、声音媒介,甚至味觉媒介等等。正因

为真实交流的媒介复杂性,经验反馈的即时性,所以,
动态文本的主叙述构成就会极其复杂,它包括进入叙

述并影响叙述交流的各种因素,只要这些因素参与了

叙述意义的交流性共建,都可以被看作主叙述的一部

分。
因此,主叙述,无论在虚拟交流中的静态文本还

是真实交流中的动态文本,指的是得到交流叙述参与

各方认可的、边界一致的叙述文本。也就是说,主叙

述文本有一种双方认可的边界,有共同承认的叙述媒

介、材料、方式等等。但,主叙述并不是交流叙述文本

的全部,因为除了交流参与方都一致认可的文本之

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交流叙述的意义建构。
二 辅叙述

辅叙述指的是在交流叙述中,交流双方为达到某

种交流效果或者接受效果,在主叙述之外有意增加或

者无意携带一些对交流起辅助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

对于叙述文本的意义建构起到了一种辅助作用。辅

叙述是影响叙述文本意义建构的非主体部分,有些是

靠交流对方的信息提取获得,而这种信息不属于信息

所有方有意参与交流的部分,即这些信息是所有者无

意之中被对方获取并影响交流的因素;辅叙述还包括

叙述交流的参与各方为辅助叙述交流而有意为之的

部分。如“说书”艺人的“看官有所不知”、话本小说中

的“看官听说”等都不是故事的一部分,而是为了交流

顺畅而进行的“情况说明”。
赵毅衡注意到文本边界模糊不清问题,指出:“实

际上,符号文本的边界模糊不清:看起来不在文本里

的成分,必须被当作文本的一部分来进行解释;许多

似乎不在文本中的元素,往往必须被‘读进’文本里。
因此,文本的边界取决于接收者的解释方式。”[1]215赵
毅衡将文本附加的、严重影响对文本的解释又经常不

算作文本一部分的因素叫作“伴随文本”。由此可见,
伴随文本是一种影响接受方理解的因素,并不与叙述

发出方共享。其实,除此之外,在交流叙述中,还有另

一种情况,就是叙述发出方有意或无意增加一些影响

解释的因素,这些因素也辅助了意义文本的生成,就
是“辅叙述”。辅叙述包括伴随文本,但大于伴随文

本。辅叙述也许并不为交流对方所知,它辅助理解或

辅助表达,甚至表达者不想被认为他是有意为之、接
受者也不想让对方了解太多有关帮助自己理解的构

成因素。后者是叙述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文本的

天然伴生物,它有效参与文本的意义建构过程。因

此,辅叙述是交流叙述中的一种交互现象,它有些是

交流双方的共享因素,有些则是隐秘因素,有些是有

意为之,有些则是无意流露并为对方捕捉。这里之所

以强调交互性,主要针对真实交流叙述,因为交流双

方的在场性使辅叙述无论对发出方还是接收方都同

样起作用。
辅叙述包含两方面:一是发出辅叙述,即来自叙

述发出方的辅叙述;一是接收辅叙述,即来自接收方

的辅叙述。发出辅叙述发生在叙述文本的形成过程

中,他通过或公开或隐秘的方式、用各种手段来辅助

叙述文本的意义建构,但这些方式并不一定需要接受

者知道,甚至有时候故意隐瞒;接收辅叙述发生在叙

述文本的理解过程中,接受者为了对叙述文本的理

解,让多种因素参与自己的理解过程,有时,这些因素

并不为交流对方知道,甚至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来理解

对方的真实意图,比如信息提取、对对方的各种资料

收集等。
在交流叙述中,意义的合作共建是一种常态。但

绝不能因此排除叙述(包括来自作者的一次叙述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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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接受者的二次叙述)的个人化行为。因为在交流叙

述中,参与各方的目的并不一定重合,没有百分之百

重合的交流叙述。为了各自目的而进行的叙述必然

充满个人化的东西。再者,由于个人的生活、经验背

景、知识结构等等不同,对于叙述符号的理解运用也

存在差异。尤其在叙述博弈中,这种个人化行为会更

多、更复杂,各怀心思是这种叙述交流的常态。但这

种个人化行为并不影响交流叙述的意义共建,因为正

是这种个人化行为才会出现意义的延展,经验在这种

个人化行为方式中得到增殖并进而生长为一种“共
识”。经验就是在这种“个人化”向“公共化”转变中得

到积累。
辅叙述根据叙述者(包括一次叙述者和二次叙述

者)的意图可分为有意辅叙述和无意辅叙述两种。
有意辅叙述是指交流叙述的参与各方为了促进

对方的理解,为了协助主叙述完成意义建构的任务而

有意在交流叙述中加入辅助成分,同时对方也准确地

理解这种成分的作用,并使这种成分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这种有意辅叙述是公开的,并期待其发挥作用的

叙述辅助部分。如带有创作意图的电影海报,其目的

是帮助观众获得解读电影的方向。再如在真实交流

中,信息接受者会用某个动作来展示给发出者来求证

其理解的准确与否。
无意辅叙述是指交流叙述的参与者在自己没有

察觉的情况下,某个动作、语调、文字等提示给对方一

些信息,这些信息被对方有效提取并影响交流。这些

提取的信息与意义的连接要靠提取者来完成,“信息

提取就是为别人的行为赋予意义,至于赋予何种意

义,就完全靠观察者的观察能力了”[2]69。无意辅叙述

往往在真实交流中意义更大。在叙述博弈中,无意辅

叙述有时能够决定交流的成败。因为无意辅叙述有

时会带来“辅叙述矛盾”,即叙述者无意之中提示给对

方的信息被对方获取,而且这种信息与叙述者所要表

露的信息出现矛盾,叙述者的真实意图通过这种无意

流露而被交流对方通过信息提取的方式获得,并影响

其进一步的交流行为。就是说,叙述者的这种无意表

露的信息不是其想要参与交流叙述的意向,尽管这种

意向也许是其真实意图,但不是其交流意图。也就是

说,在真实交流叙述中,交流双方的言语行为只有部

分参与了交流叙述的意义共建,另一部分则不是有意

为之,而是无意之中流露出自己的某种真实心态,是
一种无意流露被捕捉、被读取而影响读取者的交流行

为。如人的身体被认为是一种叙述符号,“以身体作

为叙事符号,以动态或静态、在场或虚拟、再现或表现

的身体,形成话语的叙事流程,以达到表述、交流、沟
通和传播的目的”[3]56。

信息提取是交流叙述中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在
虚拟交流叙述和真实交流叙述中都会出现。在虚拟

交流叙述中,信息提取的方式会与真实交流有时不

同。上述在真实交流中的信息提取往往当场完成并

影响交流的意义共建,但在虚拟交流叙述中,信息提

取可能会发生在交流叙述之前或之后,比如对叙述发

出方的侧面了解,也许有些信息叙述者并不想让交流

方获知。对于围绕叙述者或叙述文本的信息提取,无
论之前还是之后,都会影响到交流的效果。有时候,
信息炒作者会利用这一点来达到某种社会效应,它们

甚至虚构事实来达到某种接受效果。当然,一旦这种

虚构被揭穿,交流叙述的结果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运

动,直到其效果达到足够抵消虚构事实带来的负面影

响为止,如引起公愤使虚构者受到法律、道德惩罚。
如此情形在网络时代屡见不鲜。

辅叙述误读,指在交流叙述中,信息接受者在组

建“接受者文本”过程中,错误地接受了某些杂音,导
致某种错误判断,并进而影响交流效果,产生了辅叙

述误读。在审判、庭辩等叙述类型中,由于接受者错

误的“信息提取”产生辅叙述误读的现象极为常见,以
辅叙述误读而产生的后果有些时候非常严重,尤其是

在法律领域。
三 非语言叙述

以交流为视角研究叙述,使叙述中的非语言因素

获得重视。尤其对于面对面的交流叙述而言,更是如

此,“语言选择和伴随的种种非语言行为形式(包括面

部表情、身体姿势、具有副语言特征的声音的发出、笑
声、手势和注视)之间,通常有很高的互动”[4]135。就

是说,在很多情况下,完成一种意义表达需要语言和

非语言之间的互动配合。非语言叙述多数情况下是

一种片段性叙述,叙述的施受双方靠共享经验、语境

来补充、建构一个完整的叙述行为。共享经验与共享

语境是非语言叙述成功参与叙述交流的基础,其表达

的内容越多,交流参与各方共享经验与语境就会越庞

大。“语言外交际在记忆和推理时要求更多的知识和

更大 的 努 力,只 有 这 样,它 才 能 传 达 更 复 杂 的 信

号”[2]32。非语言叙述不同于聋哑人手语,因为手语是

一种具有约定规约的符号系统,是已经被语法化的语

言系统,手语其实是语言的另一种符号形式。非语言

叙述不存在规约性的东西,而是靠共享经验、语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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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起来的叙述方式,它没有固定的表达方式,一张

图片、一个动作、一个指示符号,甚至某种声响、气味

等等,均可以作为一种非语言叙述方式,只要交流双

方能懂得即可,而不必对交流关系之外的人透明。如

一个人可以用手指着放在桌子上的书告诉别人书在

那里,也可以用下巴朝书抬一下来指示。
正因为非语言叙述的非规定性,注定不会单独完

成一个复杂的叙述过程,而只能作为该过程的一部

分。一旦非语言叙述的表达方式被固定下来,成为一

种语法意义上的交流手段,非语言就变成了具有独立

表意功能的符号语言了。
尽管非语言叙述是一种非规定性的符号表意,但

这种非规定性在一个具有共同经验基础的文化环境

中,却可以形成某种约定俗成的动作语言。格雷马斯

将人类动作分为自然动作和文化动作,指出:“尽管由

于机理原因,动作语言表述的可能性受到限制,但它

一旦被传授学会,就和其他符号系统一样,构成了一

种社会现象”,“一个关于社会化了的人体语言的类型

学不仅能说明文化分野(见接吻技术),或者性别的分

化(见‘脱羊毛衫’的操作程序),它还能解释并假设一

个自主的符号向度的存在,仅就这一向度在文化、性
别和社会集团之间造成种种分化差异而言,它就让各

文化、各社会和各集团拥有了表意功能”,“于是,自然

动作语言摇身一变成了文化的动作语言”[5]58。这种

“文化动作”由于携带文化内部共享经验的表意特征,
而被符号化了。尽管如此,这种动作语言往往是一种

语言或经验链条的携带物,它一般不单独构成一个具

有语法化特征的表意链条。因此,动作语言只能够辅

助话语或经验完成表意,或者在一定的话语、经验语

境中传达表意信息。如卓别林的无声电影,靠动作完

成某种表意链条,这种表意链条必须在特定的经验语

境中完成,也就是说,动作之间靠共享经验来连接,从
而构成完整表意信息。而当经验无法完成这些动作

连接时,则不得不靠字幕辅助完成。单纯的动作无法

提取为语言符号,但可解释为某种文化符号,动作之

间靠共享经验获得连续性,并形成完整的叙述。但,
这些动作却无法拆分而形成单独的表意符号。

基于此,非语言叙述只能是复杂叙述的有机辅助

部分,而不能成为叙述交流的主体,是一种辅叙述。
它可以辅助话语完成某个叙述过程,也可以通过共享

经验链接不同非语言叙述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叙述文

本。在某些看起来只靠非语言完成的叙述文本中,其
实蕴含了一种经验语言,这是一种内化的语言,如果

需要,它随时可以转化为话语符号。在这种非语言符

号构成的链接而形成的叙述文本中,话语符号已经内

化为经验符号,动作语言必须经由经验进行链接来获

得整体的存在感。因此,电影的默片、舞台的哑剧等

等非语言叙述,之所以能够形成叙述文本,接受者的

二次叙述非常重要,二次叙述形成的二度文本中,没
有经验链接是不可想象的。

非语言叙述参与交流也可分为有意和无意两种

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无意非语言叙述有时更能传达

发出者的真实意图(如庭辩叙述中无意流露出的某种

情绪)。此时,交流叙述的发展方向会变得扑朔迷离,
所谓表情比表达更真实。

照片、连环画、漫画、绘画叙述也是非语言叙述形

式,它们靠两方面获得交流通行证:一是靠伴随文本;
二是靠画面呈现的具有共享性质的经验逻辑。但这

两种通行方式不能百分百保证交流的预期效果,因为

二者均具有不充分性特征。因此,此类叙述在交流中

往往容易引起误解、容易断章取义、容易不充分解读。
如新京报网曾经登出一组“大妈碰瓷老外”图片[6]:图
片中的大妈和一骑摩托车的外国人发生碰撞,外国人

一脸无辜,大妈趴在摩托车上,甚至把老外的羽绒服

扯烂了。再加上图片发出者的标题“大妈碰瓷老外”,
使接受者对大妈产生一致谴责,甚至辱骂。有图有真

相,再加上大家对碰瓷者的憎恶,这种一致的谴责并

非出人意料。光靠图片及简单的文字信息,使图片的

事实被文字这一伴随文本所误导。事实上,这的确是

一种误导,即大妈并非是碰瓷者,而是在人行道上正

常行走被逆行、超速且无驾照的外国人骑的摩托车撞

了,大妈和其论理,被其辱骂,且二人产生撕扯,导致

外国人羽绒服被扯烂,后经公安机关进一步了解,此
外国人与其父在中国工作但无工作签证。这个事件

表现出了有图有真相的弊端,有图并非是有真相的充

分条件,靠不充分的伴随文本提供信息并不能达到客

观公正的交流效果。更何况信息爆料人有意的歪曲

报道。后来,此组图片的爆料人公开道歉:有意的歪

曲爆料要承担责任[7]。利用图片的非语言叙述的不

充分性特点,来达到某种接受效果,同样也要承担责

任。
非语言叙述无论哪种方式,都可还原为一种语言

描述,即用语言符号描述叙述本身或者交流叙述过

程。非语言叙述不但表达经验,也建构经验。
非语言叙述往往成为叙述文本的表达方式,在中

国传统戏剧叙述中,有两种非语言叙述方式。一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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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俗成的动作语言方式,即已经程式化了的戏剧动

作,如上马动作、抬轿动作、表达愤怒情绪的动作等

等。这些动作因长期与观众的交流而形成固定的表

意,观众通过这些动作可以直接获得理解,而无须话

语传达。另一种是跨层动作语言,即演员面对观众的

表情和肢体语言与观众达成交流协议,即这种非语言

叙述只有观众和表达者共享,而对故事中的其他人不

透明,这样就构成中国戏剧特有的插科打诨。电影中

对人物细微表情的特写即是用非语言叙述来传达人

物的内心隐秘,这种隐秘同样是电影的作者与观众达

成的某种交流默契而对故事中其他人不透明,这其实

也是一种跨层交流。这种特写镜头,以传达演员某种

隐秘动作的方式,暴露了摄像机的存在,也就是暴露

了银幕外叙述者的存在,是银幕外叙述者与观众形成

了交流语言,而对故事内的人物来说是不透明的。这

种信息的不透明构成观众的某种心理优势或接受意

向,这往往成为影视叙述文本吸引观众的一种方法。
四 零叙述

零叙述是指叙述交流中的符号空白,它不具形为

某种符号,但它本身携带意义,是一种“空符号”,是能

够被交流双方感知并形成交流经验、取得交流效果的

叙述现象。零叙述可发生在故事层面,也可发生在叙

述层面,但归根结底是叙述发出方的选择行为,因为

故事不会自身消失或隐匿,因此,笔者认为,从叙述发

出方区分这两个层面的零叙述没有意义,只有在叙述

的交流中讨论零叙述带来的意义才具有价值。
零叙述在交流叙述中有多种表达式,可大致有如

下类型。
其一,欲言又止。由于某种语境压力或者道德压

力,说话人不得不回避某些不可明言的内容,使叙述

成为空 白。如《雷 雨》中 鲁 侍 萍 对 周 萍 说:“你 是

萍———凭什么打我儿子?”《祝福》中,当鲁四老爷了解

祥林嫂被婆家的人绑去时说道:“可恶! 然而……”。
欲言又止实际上屏蔽掉了说话人所应承担的道德伦

理等各种责任,它使接受者有一种领悟感,似乎比说

出来更具心理内涵。说话人在屏蔽掉所应该承担的

言语后果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心理秘密通过这种零叙

述隐秘地传达给接受者。
其二,避免重述(重复)。这种零叙述方式在中国

古代小说中常常出现,比如对过去经历的回顾,叙述

者往往采取“如此这般地重说一遍”等叙述干预来省

略重复给读者带来的厌烦感。中国传统“说话”(说
书)艺术也是如此。避免重复除了为避免复述过去事

件(一般情况下,这种过去事件是被接受者了解的)
外,还有另一种形式,即为避免重复未来事件,即叙述

内容在将来还要叙述,因此采取零叙述方式省略。如

《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中常常出现为应对

将来某个事件而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方式,用“如此这

般”等等省略,在未来的叙述中这种省略内容会逐渐

展开。在电影中这种手法也非常常见。这种为避免

未来重复而采取的零叙述策略还有一个重要的交流

目的:获取交流期待。
其三,非语言替代。在交流叙述中,尤其在真实

交流叙述中,非语言成分参与叙述的交流进程,而且

有时候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非语言替代式零叙述

是一种非语言叙述。在交流双方获得共享经验的前

提下,一方采取某种非语言方式暗示对方某种状况,
对方会根据共享的经验还原这种暗示所表达的内容,
交流就算完成,因为意义传达的目的已经达到。非语

言替代的这种暗示效果实际上是一种语言转换,比如

本来可以用说话的方式传达的内容用动作代替,动作

本身虽然在某些时候也可以被解读成语言,即动作语

言,但很多时候它不具有语言的普遍语法化特征,而
只是一种小范围动作语言,如只有交流双方的某种约

定,因此,非语言替代式零叙述是一种小范围的交流

叙述方式,它因为不透明性而对局外人产生神秘感。
叙述文本往往采取这样的方法使叙述交流中的接受

者有进一步解密的兴趣。非语言叙述有很多种方式,
某个动作、某种声音,甚至某种气味等等均可以成为

一种约定性的叙述,如间谍电影中常常将花瓶正放表

示正常、放倒表示有危险。
侦探小说、警匪电影、武侠电影、悬念电影、舞台

戏剧等等往往采取这种零叙述方式。如用某个神秘

事物代替某种往事,这种代替对于剧中人也许是透明

的,但对于接受者却是需要解密式阅读或观看才能获

得。非语言替代式零叙述在庭辩中也常见,如代表案

件过程的物证,局外人无法获知,但对局内人则是无

需明言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墙上的斑点》,一个墙

上的斑点引发主人公无限遐想,每一次的思想滑动,
斑点就会代表一件往事,斑点成为许多故事的重要生

发点,此时,斑点就相当于一种非语言的零叙述,其所

代表的每一个故事均与主人公形成某种无言约定:外
人无法确知斑点与故事的神秘联系,只有主人公与斑

点之间形成的这种“约定”,才形成了斑点(及其所可

能代表的故事)与主人公之间抵近心灵的交流,由于

它不共享,读者永远不知道主人公接下来会联想到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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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故事,意识流在这种不可预知的思维流动中获得

“文本-读者”之间的交流张力。
其四,经验性省略。在交流叙述中,往往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即某些叙述成分被人为省略而完全不影

响交流效果,即接受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补充被省

略的内容使叙述获得“残缺的完整性”效果。如电影

中,如果一个镜头显示一个杀人场面,下一镜头则显

示罪犯受审的画面,那么观众会很自然把二者的中间

环节通过自己的经验判断连接起来:罪犯因杀人而被

逮捕受审。但有时候,叙述文本作者会利用“既成经

验”这一点,为叙述文本设置接受悬念。如影片《肖申

克救赎》开头杜福瑞受审与其酒醉后拿枪走向案发现

场进行蒙太奇剪辑,但杜福瑞对妻子与其情人被杀没

有责任,这种组接为影片设置了一个悬念:观众的接

受经验受到考验。因为,观众会根据以往电影剪辑的

经验,自然认为杜福瑞是凶手,但事实上,影片一步步

颠覆了观众的这种经验期待。再如,电影中一个人物

说他明天要开一个会议,下一镜头他出现在会议现

场,观众会感觉很自然,因为,电影叙述已经把足够的

信息提供给接受者而使其能够对故事建立起经验连

接。
经验性省略在叙述交流中可有两种利用方式。

一是顺向利用。即根据交流叙述中交流双方的经验

共享(或者延展性共享,即通过既成的共享经验进行

推导得出),顺向利用这种共享来获取经验连接,使这

种方式的零叙述获得最佳交流效果。二是逆向利用。
即利用接受者的既成经验,使其产生误判,使叙述获

取接受动力,并在适当时机揭示观众判断的不可靠

性,使其获取意想不到的接受体验。
因此,经验性省略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叙述技法,

它有效利用交流双方共享的经验而使叙述的效率获

得提升,电影对观众经验的培养就是一个成功的例

子。任何叙述,无论对参与叙述交流的任何一方,都
有一个经验培养的过程,它使某些个人化经验通过这

种培养而转变成公共经验,使叙述在技法层面得到发

展。应当指出,叙述的经验性省略作为零叙述的一

种,其对叙述交流各方的经验培养从方式到程度是不

同的。而且,经验性省略在某些叙述类型中运用较为

谨慎。如庭辩叙述,详尽的叙述过程对于庭辩叙述及

其法律效果是至关重要的。再如在医疗叙述中,小到

一个叙述动作都会影响医疗师对于病人心理状况的

分析与判断。而要求客观真实的新闻叙述,经验性省

略的零叙述无疑会引起观众的怀疑。经验,有时候只

能限定在可控范围,因为我们无法保证某些经验会对

所有人都有效。
其五,视角盲区。对于叙述文本来说,现代小说

叙述一个重要开创就是限制视角的运用。正是这种

运用,使叙述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域,即叙述的

可靠性问题得到广泛讨论。限制视角,即采取故事中

某个人物的视角,使叙述视野受到该人物视野的限制

而出现视角盲区。在人物视野之外发生的故事,在叙

述中受到限制,出现叙述空白,即视角盲区式零叙述。
限制视角使叙述受到视野限制的同时,也被叙述者进

行了个人化过滤,使故事充满变形、情绪化,表达的也

是一种个人化经验。这种零叙述把判断的权力通过

交流让渡给接受者,使故事与叙述同时受到评判。限

制视角带来的交流叙述效果,从理论层面讲,它转移

了接受者对故事的过分关注,调动了接受者参与文本

价值建构的热情,增加了接受者的裁判权。另一方

面,它也要求接受者须有较高的审美判断力。
视角盲区式零叙述增加了意义的多向性,因为未

叙述部分需要在叙述交流中被填补,然后才能对叙述

进行整体的意义建构。而这种填补必须从已叙述部

分寻找线索。接受者的能动性被这种叙述技巧所调

动,并且不是调动一端,而是整体调动,包括故事整体

性建构、价值判断、意义判断等等。
其六,媒介缺陷。媒介的表达能力是有限的,对

于叙述的普遍性而言,有时候,某些媒介会显得力不

从心。如以视觉为主的静态图片,包括绘画、照片等

等,其表达永远是事物的一瞬,如果想表达一个连续

的场面,不得不采取多幅图片组合的方式来解决。如

《韩熙载夜宴图》,通过五幅画面来叙述整个夜宴过

程。但我们不得不说,每幅画面也只是某个叙述环节

的一瞬,而无法完全呈现整个事件过程。静态画面的

局限性使大部分的连接性事件被省略而成为零叙述。
小说无法直观呈现某一画面、场景,描述性语言只能

是一种模糊表达。即使《红楼梦》对大观园的描写再

精细,不同的专家也会绘制出不同的大观园景观。释

梦者手段高明也不足以还原梦境,逻辑、时空混乱的

梦叙述使任何“二次叙述”都变得不完美。电视剧对

名著的改编带来的恶果是,使那些再看原著的人思维

受限,因为文字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带来的审美魅力

被瞬间定格成画面。因此,对于学生来说,用看电视

剧代替阅读不仅不能培养审美思维,而且会带来思维

僵化的恶果。
媒介局限带来的叙述空缺是叙述者不能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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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难题。他能做的只有两方面:其一,修补媒

介局限,但这种努力往往会得不偿失,因为这里往往

需要技术支撑,或者进行“跨媒介修补”,比如上海世

博会中国馆展出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一种跨媒介修

补,使绘画版本在电子媒介转换后获得了动感;其二,
利用局限性,即巧妙利用媒介局限使叙述在交流中获

得“意外收获”。
媒介局限式零叙述是把双刃剑,带来独特审美效

果的同时,也会带来因不充分表达而在交流叙述中歧

义丛生局面。合理利用媒介局限,会提高叙述质量、
提升魅力,获得意想不到的接受效果。

热奈特在论及叙述的时距时,在“省略”条目下提

到“省叙”概念,指出:“从时间观点看,对省略的分析

归结为对被省略故事的分析”[8]68。热奈特进一步把

省叙分为“明确省略”、“暗含省略”和“纯假设省略”。
“明确省略”的读者可以从文本感知时间的流动,如
“三年过去了”;“暗含省略”读者只能推导出某个时间

空白;而“纯假设省略”则无法确定时间,甚至通过倒

叙透露出的时间无法找到其确定的位置。热奈特的

省叙概念是时间在叙述中的变化方式之一,这种省略

似乎是一种不掺杂经验成分的文本形式,它不连接文

本外的作者与读者,即使“暗含省略”是一种读者推

导,但说到底只是一种文本现象,仅此而已。
中国古代艺术讲究“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白居易

《琵琶行》的接受效果是“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

秋月白”。中国国画讲究“虚白”带来的意境氛围,并
影响深远。张艺谋在讲到其电影对国画意境的运用

时说,他在电影中常会用到国画的意境。比如到关键

时刻,镜头不留给演员,给空镜头,让观众有深远、空
灵、意味深长的想象空间[9]40。《道德经》之“大音希

声、大象无形”就是讲究空缺带来的接受效果,其前提

是这种空缺建立在交流双方有效的意义共建基础上。
“无论是解释者还是发送者,他们在具体符号过程中

的主要作用,就是对符号文本进行解释和意义的再生

产”[10]161,而零叙述就是要靠这种再生产获得叙述身

份。
需要指出,在叙述交流中,叙述文本的零叙述所

出现的空缺,需要交流来填补。如果交流链条出现断

裂,零叙述交流就会有问题。这与省叙意义相近,但
零叙述是建立在已经形成的交流经验基础上,虽然出

现叙述空缺,但并不影响交流的连续性,相反,零叙述

可以节省文本时间,可以增加叙述者与接受者心照不

宣的交流。零叙述出现在知识、经验共享的基础上。
但如果滥用零叙述,则会使交流叙述的流畅性受到影

响,甚至交流一方因不堪忍受叙述空缺带来的理解障

碍而退出交流,甚至拒绝交流。这种情况在电影史、
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也许这并非叙述文本作者的缺

点,而恰恰是其前卫性或前瞻性,这就需要假以时日,
让接受者的经验获得提升,然后才可能使其叙述文本

获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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