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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学萄文体学在申鶴的萱容

一一��O《叙述学萄小説文体学研究》一

中里見　敬

。．尋言

夏．著者対叙述学基本概念的理解上的詞題

　璽。1．熟奈白豆融融的纒叙述巴能否省略捧？

　L2、　66視点解向題

2．沢漕中引網方式携帯特性
　環．人称述初茸洞？

　22．6‘杁論意沢”的淡薄

　23．情恣的重要性

3．文学文体学和叙述学的政治性
嬉．拮培

G．要言

　　近接年中国学木薄雲叙述学的巣趣一直相当鮮麗。除了寺肖研究叙述学理擦

半杁叙述死角度来分析具体作晶以外，在文学史等著作中也鋒常看到有美叙述学

方面的妃述。日本学ボ界与此姻有所不同。日本在！鑓◎年代将大量西方叙述学

理給翻渥成日文，叙述学部一度席巻日本文学領域的学者，但不久，其研究手法

升始机器化，日本学ボ界也逐漸遺奔了仮針対文本内部鰭絢的叙述学，而将研究

目光が展到社会、文化、房史等方面。遠一傾向当然不能悦和西方学木界的潮流

毫元美系。蚤然叙述学在日本已不算熟肖甚至被冷落，而在申国却依然吸引着　

大学者的美心。

　　本人研究中国撃墜的同吋，対叙述学在中国的接受和笈展逮一向題一壷：感到

根大的巣趣。其理由在干以下几点。其一，叙述学排除作者思想遠一研究方法能

否在中国被接受，中国自古以来有‘6頒其詩，旗其需，不知其人可乎甥（《孟

子》万章下）的楼銃，叙述学的基本恣度当然与此沖突。其二，本人根美心中国

学ボ界引遊吸牧：西方理袷畑違各紳向寒，壷中包括叙述学理槍本身的普遍性、沢

薦的特殊性等具体設題，盤外，込包括将外来理槍引選到研究本国文学領域吋的

各紳沖突和心恣等宏双的文化交流向題。

　　本人曽鍾就隊平原《中国小悦叙事模式的鷲変》以及麸毅衡《苦悩的叙述

者》等著作用日文友表這文章G）。最近北京大学的申丹教授出版了《叙述学与

小悦文体学研究》一杉（2），此招將叙述学和文体学有机皓合起来，探村甜在文

Linguisti（⊃Science，　Nα35　（2000）　　pp．6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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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品中沼言現象如何塾生文学敷革9気鐸尋2），其癖致周密的分析研究元疑深化

了中国対叙述学的理解。本文撫平給其成就井指出我全入的一些看法。

豊．著者対叙述学基本概念的理解上的向題

L1．熟奈判所堤学的ζ6叙述甥能否省略捧？

　　任何理槍在技巧向題上都曇声不了有些分岐，但力学将学者之同的共同誉槍

笈展到有意叉的研究成果，至少対其理槍所根据的基本概念有相当程度的共同訊

課，遠：興国不可少的前提。有美叙述学的基本概念，！％O年代己有這相当激烈的

村槍。

　　著者在第一章中訊力托多野夫的故事麺s癒fe／活落磁蹴載s的函分法力妥当，

開門不采用筆奈特的故事挑輸蜘／叙事活薦罫ε磁／叙述行力盤盤撮物之三分法。

我伯首先在此醤拾著者遠：一立場。

　　我平野力在研究文学中的野野作晶吋，没有必要区分誌叙述活浴甥和

甜序生宕的行力或違程鯉，因力旗者能接触到的只是叙述活浩（即文本〉。作

家零作這平中野生的舟船者与作品元美，或者会在作門中反映出来，而反映

出来的奈西又自然成手叙述活培（或故事）的梅成成分．継5）

著者在此i隅隅陛下現実上的作家創作的這程，而不弁熱奈甲所悦的野本中的叙述

者的叙述行力。遠：量然不是叙述学的研究萢圃，而庫称之力作家研究或作晶研究。

当然，著者也承訊鶴叙述行が也指（甚至可悦主要是指）作品内部不同叙述者

的叙述行力或平野。㍗騨5）我等不妨引用几条著者潜叙述者以及叙述行力的看法．

　　至干遠些虚梅的叙述者，他伯所悦的活与他佃悦活的行力或這程通常是

唯以野手的。（μ5）

　　勢揃置疑，任何叙述行力或辻程，一旦成力上一挙叙述的対象，就自然

変成了上一群叙述中的故事内容。作晶中未成力叙述対象的叙述這程一般：不

力旗者所知，也可溜誌不存在”。（謬6）

例如《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魯佐徳，只有故事外的第一屡次的叙述者オ能叙述故

事内的第二屠次的叙述三山魯佐徳給姥的受述者亦丹洪各階故事，此吋旗者オ能

意恢到叙述行力；而群舞同吋，故事内的第二口次的叙述行力立襟変成被第一屡

次叙述者所叙述的一介故事内容。因此，著者斌力叙述行力可溜6‘不存在”。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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杁而悦，

　　既然文学作晶中的叙述述程通常不可知，也就元法単独分析宣。直面所

能分析的只是叢濃中反映出来的叙述恵与故事之向的美系。〔……］値得強面

的事，遠些成分是叙事活培不可分寓的組成部分，対語栢面分析就懸賞叙事

活浩的分析．（が7）

著者所悦的似乎頗有道理，我硝在此回到熟奈特的原著礁訊他的理槍根据。

　　本文的対象是我伯現在給遠ノト凋規定的離漿的叙事，在剛申分黒表三介

初次中，唯事叙述黒酒遠一輪可直接遊行本文分析，我輩力遠是相当明墨的。

在文学叙事，特翼廊虚絢叙事主薬秘中，文本分析是我硝掌握的唯一研究工

具。［……コ

　　潜我偵而言，故事和叙述只通言叙事存在。但反之亦然，叙事、叙述活

浩之所以成力叙事、叙述活濡，是因力宣洪述故事，不然就没有叙述性（如

斯寅諾渉的《拾理学》），述因力有人把宣併了出来，不然宣本身就不是活

活（例如考古資料文集）。杁叙述性洪，叙事薄鼠生存的是認営洪述的故事之

同種美系；杁活1日建，宣難埼沸出宣来的叙述之同量美系食尽生命。（聾＄一9）

（3）

在此熟奈特提到的屋叙事／故事／叙述三者互相依難的美系竃没有叙事乳離有故

事和叙述睾没日故事就不可能有叙述行力洪出叙嘉没有叙述行力就不会有叙事

和故事。我梢庖核注意的確熟奈特主張叙述活漕（即叙事）是違憲文本分析的唯一

対象，在遠一点上和著者没有高祥。但他同趣述強凋叙事依皐逸出官来的叙述行

力オ能有生命。露盤在熟奈特的叙述学理期中，叙述遠一壷次有決不可省略的扱

重要的位量和意叉。熟奈特掌酒吉学笈現隊述行力的困唯与文学研究笈現叙述対

比起来県，

　　涛学在淡到序生叙述活滞的主体（我伯也同吋称其力叙述）吋似乎感到了

美似的困唯。遠神獣唯尤其表現在我偵対座否承訊病魔重遠ノト主体的自主性，

或導爆繊密善導重出特殊性有点就豫不決（大概是翻意誤納），一方面，正如

我伯己指出鉱那祥，叙述隊述行力向題被油化力誌視点ジ9向題；男一方面，

叙述主体与‘6写作タ”主体，叙述者与作者，叙事的接受者与作品的旗者又被

等臥起来。（夢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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杁前的文学研究没有斌誤到叙述行力的存在，因此熟奈特理槍的出現解決了当吋

沢槍紛乱的有美叙述学基本概念的一些両題，包括騒視点夢向題。

　　著者因力不承杁叙述遠一概念，似乎陥入了熟奈特在上面提到的丙杢圏套。

第一介是所摺66視点’ヲ向題。著者花費一百多頁的篇幅寺肖村拾遠一向題，而始

終没有対視点和叙述的重合面給予艶事妃述，夙而没能澄清有美視点的各紳向題。

我訊力熟奈特的最大貢献之一不勝是将杁前的‘6視点”分升力聚焦屠次与叙述者

屠次。我伯不納引用野州特的轟

　　我斌力有美遠卒碍題的大部分理槍著述（基本上停留在分美隣段）令人遺

憾：地混濡了我所悦豹活式和羅杏，即混澹了視点決定投影方向的人物是准和

叙述者是准酔筆全不同下向題，筒捷些悦就是混戦了准看翠黛悦的向題。

（P蓋26）

在中国争及到視点同等的大部分槍著似業界少把准看子堕悦的丙介伺題粛然分升，

杁平帯来旨不必要的混乱。遠一傾向也出現子隊平原《中国小網叙事模式的鞍

変》（4）、石昌愉《中国小説源流槍》（5）早春璃比較大的著作中，申丹著作自然

也不例外，

　　由予著者汰力撰者一般元杁了解叙述，56因此也就当宕不存在了磐，所以地就

在分析《項狭鶯》野上了圏套（pη）．項狭：花了一年的吋弾琴能叙述出他出生矯飾

一天。遠是故事内叙述者項歌的叙述行力。但著者只将作家的野作這程当倣唯一

的芹生文本的冠鳩，而忽略了文学文本不可逆少的野本内假没的叙述行力。正如

雅柄布森提出的交除模式（6＞，交阪活劫由信息、信息友出者、信息接牧者、代

碍、沼同等因素成立。任何言濡都由信息笈出者友出信息オ能成立，遠和文学文

本頼以叙述者的叙述成立相一致。下面野戦群籍森的模式和《項秋佳》的叙述模

式用圏来表示。

　　　　　　　　　　　　　浩境（C轍鍍）

信息選出者（a藤ess雛）。。。。。。薫墨∫鯉騨鍮）＿＿。詰息接牧者綴細ss鋤

　　　　　　　　　　　　　接触（co筆勢）

　　　　　　　　　　　　　代碍（c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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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境界

叙述者2（瓢項秋）　　故事内故事　　受述者2　　　　　　　曲　　留　　鱈　　晒　國　姻　　岡　　隅　　㎎　　鵬　　欄　　禰　　細　　凹　　晒　　鰯　　網　　鰯　　鱗

叙述者釜＿。＿＿。。＿。豊裏＿。＿。。＿＿。受身者蓋

作者　　　　　　　　　　　　需本　　　　　　　　　　　　　旗者

如上圏筆海，《項獄綾》包含着三面交熱論劫・作者一旗者的文本外交阪（信息是

需本）毒叙述者豊一受述者翌的文本内交隊（信息是故事）竃叙述者2（諜項秋）一挺

述者2的故事内敦盛（信徳是故事中的故事）。因力文本分析的対象是叙事活活，

所以叙述学要注重研究的是后函ノト叙述行力，義賊是作者一旗者的文塞外写作出

幼。

　　著者在叙述学基本原理土卒論一介和法国錆梅主文批評家尖鋭対立的双幅，

墨壷番地在第一章第三苓中表明細堅持‘6故事タ9対出盛濯夕相対独立的立場。地

凝然承斌甜在現代高小壷中6故事”常常不同程度地謡去了独立性，活浴形式的

重要性則得到増強㍗誠紛，井且承訊6叡読者正論通冠人物眼光与事物的不一致

来微妙而有力翻刻画人物的心情睾作晶的芝木性如露夏干人物眼光与事実血相左

翼梵遡，但是終究錐嚢6ζ人物的視覚可反映出人物的心情、粉偵双、訊沢事物的

特定方式等等，但一般不出改変所視事物，声生新的事実㍗夢30）。地強凋的是活

浩不審声生故事，換言之，就是強震故事対毒忌的仇越性三絶潜性．遠是姥的所

清二元槍。而著者批判托多丈夫等叙述学森南力故事与活落不可区分，其立場是

一元槍。

　　其宴，著者逮紳俣、解完全由子地忽略叙述学所根据的符号学的原理所造成的．

薄曇ホ将薦言視力符号系銃，強熱明酒言符号是由能面和所指錯合起来的．叙述

学車戸選一原理庇病垂叙事文本，将杁前模糊露寒的故事遠一概念剖析成語事（瓢

能指）与故事（滋藤）相違合的一紳符号系銃。看来像著者説叙述学家持一元身丈

不太恰当了零叙述学家イ／コ強凋叙事和故事之同的密切朕系，斌力改変吋序或視点

唯免影璃被叙事叙述出来的故事内容。挙例悦，黒澤明尋演的屯影《夢生肖》

（原作是芥川尤之助的《竹林中》（7））是由三全人物洪述同一事件，遠使我梢得

到三杢完全不同故事的印象。如果階層故事的独立性，那叙事流心冠是一ノト反映

故事的炎似綴影机式的工具。而我偵接触符号寛和叙述学的納言双以后，不能同

意遠紳較単鈍的現実二叉反映規和以実体故事的存在力前提二的看法。我相疲核注

重研究的不是濡言如何反映事実，而是納言如何創造戸戸、創造敷果。対文本分

析来悦，叙事和故事的重合和担曲三相左之赴正力我初堤供了探村其芝木性、意



一一 V0一

沢形恣、板力美系等等契机。

　　同祥，著者在第75－76頁対判示的人物分析模式刊行鈍甲，但我等如果杁符

号学的双点対其批評違行一番分析似乎有点不恰当。褄者看小悦吋，通常通述人

物的野劫想像核人物的性格、特点等。若將遠一冠程当倣符号作用来看，我伯可

以倣町勢祥帯解経時者嘱増作晶吋萱接接触到的能把便是人物的行脚婁人物的

性格、特点等便甲所杷。巴示分升人物的行力功能和性格特例磯実有其道理。

　　以上指出的漏題都与著者接受叙述学財的基本立易有美，対了解著者的理智

根据扱力重要。忌而吉之，此需自費至葵忽略平叙述学野牛成立的符号学的基本

原理，遠就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此需的理槍分析及悦服力，井且給地的叙述学理槍

前門帯来了不調混乱。門中最大男向題是著者不承斌熟奈特所悦的66叙述男タ遠：一

概念。地対符号学的忽略元疑尋致姥対砺叙述鯉的軽視。

　　事実上，叙述学来自符号学，是符号学界使叙述電導用干文学研究領域中。

1勢O－20年代的普洛平和俄国形式主文文坪在欧美也一：外被滝壷，宜到互％O年代

オ被暗潮暦齢等法国第絢主文者芋掘、翻澤成法文，因而野人注目。由此可塑，

1％◎年代索錯ホ符号学的引替力文学研究悶悶了巨大影璃，而叙述学正是在遠野

得以成立、友展。

　　托多夢夫首先在診66年将符号学的能指／所指之分笈展力文学文本中的活

瀟／故事之分。轡師，法国浩言学家本呼率斯特写力罵言培行力的研究，井帯出

濯言在叙述性叩上的丙介根本不同的言屠行力，即房史田鰻s緬re／叙述文

趣。◎鷲rs倦）。他滋所解文是猛表示在某一時同斜生這的事平門タ，而叙述野営66拡

定悦活勢和受活者同吋存在，井悦誉者有用某榊方式給受活者施加平廟之意團的

言平行カタタ。熟奈特将本事納斯特的房史文／叙述文之分庇用到文学研究領域里，

在！％9年出版的伊州鷹∬♪中野，

　　宴賑上，只有和声生活酒糟情況譜系今来，我物オ能將本野上規定活学

的事情（66我タタ野曝？‘6像鯉是准？面外地贈到底指郷几？）解経早来。在活

薦当中，有某入在洪述。此人在叙述行力中所在之情況就是最重要的文意的

焦点。而在町史文，与此相反，我佃用不着向惟、在何吋、在什広地方悦活，

就完全能移了解文本的意思。遠端如本選尼斯特強凋的那祥没有人在併述。

（9）

坊史興／叙述文之分被熟奈薄野展力故事／叙述之分，即所望故事是6‘在某一吋

同群生三碧事実”霧所滑叙述即将故事給受活者洪述的悦活者的言落行力．

　　熟奈特理槍的最蕉出之姪在予將索堵ホ和本幸尼斯特的丙ノ↑源理結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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夙而規定了叙事／故事／叙述遠三選的相互美系（清三下圏）。尤其是叙述二一概

念由熟奈特酋三明礁指出，井成力可違行研究著明国君象，因而力叙述学研一三

定了良好的場確。我斌力著者置叙述子高高的野法高叙述学的基本原理和整ノト体

系引入三途。

房史文／叙述謡

曲指

^
所
掌

　叙事
｢故事／叙述

睡s電癒¢／遣豊sco鍵s

sig謡薮蹴

@　　／

痘ﾊ9麺f慧

　　　　　　r語磁

@　　　　△銚重dr¢／鍛鐙鏡i◎簸

L2．　翻視点”タ向題

　　在団槍視点分附的野九章第二苓中，著者先栓村営里徳曼和福勒的看法，井

大体上同意熟奈二子凹凹分附～一舟零町勢、内野焦、外三焦一之后，修正熱

奈特三分法，提侶新的四分法一一零視角、内視角、第一人称外視角、第三人称

外視角。著者之所以将外視角分成丙今萢疇，是悪弊薩州一人称叙述下平人物，

他／地在了察萢霞、感情志度、可蕪興野野方面都有別干非人物的第三人称叙述

者99，杁門門力鶴第一入称誉視角タ是野鴨ざ内視欝和6第三人称外視角タ指

骨的中両轡型㍗韓2窓）。著者挙秋更斯学《逓大前程》的叙述者匹普筆筒据。匹

普叙述討己鐙知道那ノト逃犯養助自己，而在故事中的匹普却不知道開螢助他．著

者据此汰力霞6畜在回顧性叙述中，第一人称叙述者会了解一等自己述去不知道的

真弓タ，網野斌力‘ざ在第一人称叙述中，赴干遊壕地位的児証人和回顧往事的主

人公的視角是姪子6内視角夕与ぎ第三入称外視角タ之同的中向業型。

　　熟奈特如上所述将准看和准悦丙ノト不同萢瞬平格区分升来之后，又將遠丙↑

萢疇重合起来臨梅南下團表，表示遠回両型的位置和美系。（在此第264頁和第

2鈴頁的一介團表被回合起来。）

零聚焦 内謁焦 外三焦

鼻故事

《鼻曲・掠斯》

s奇怪的魯葬汲》

　　　《牽使》

s青年芝ボ家的肖像》

s愛情造就的野心家》

《ゑ入者》

同故事
《莫比・秋克》

s吉ホ・布拉斯》

　　《轡型》

s璃依・莱孤塁》

《局外人》？

熱奈特根据三紳聚焦分美和叙述者是否在故事内分力六紳業型．我試将著者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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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入熟奈特的表中，下川成力子下形式。

零聚焦 内聚焦 外聚焦

昇故事
（！）

（2） （轟）

同故事 （3）

熟二二之所以在上表《局外人》的后面加上向号，正門著者造出，是粘力考慮到

的二二鋳文本的暖野性廣。遠点在熟奈特的原著第264－2縛頁中門鑛地門門這。

二二属干外二二同故事門門的事例扱少，井且壱的性贋階名其妙，珊珊熟門下力

可能存在的二一二型預各了位量，井将《局外入》薩暫吋ヲ属帯着恰当的向号タタ放

在遠里。

　　著者似乎没仔鑛参考熟奈特《新叙事活写》中的該部分，否則著者堤侶四分

法的二二是復唯理解的。或誓遠也是由チ著者否定叙述遠一概念所帯来的理給上

的混乱。我訊力著者四分野元肥是分美逐是体制都逸不如熟奈特瑠致。但尽管如

此，二二三二不得不承杁著者敏：説的眼光在具体文本分析上比在宏双分二上笈探

二更力淋濡尽致。地提1到的向題礁宴下階故事轡型中根有特殊性。

　　著者的分析比形式上分平更着重干某平叙事業一所帯的特殊性辰和功能特点。

因此著者強澗誌隠性越界磐的重要性。姥挙安徳森《野物》管掌子悦，下野蛋》

的叙述二丁此井二二出所采用的視角的扱限，他佼俣是借用了全知模式的典型叙

事手法㍗聾3麟一305），換言之，《鴻蛋》在叙述形式上分魂胆第一人称内視角，

二二敷二叉与全知視角的弓晶相同。

　　一般：来悦，第一入称内視角変成全知視角（二二《鴻蛋》），或者相反地全知

視角変成第一人称内視角，旗者予感到達反常規，胃管門生対叙述者的杯疑。但

是二子全知視角変成第三人称外視角或内視角，或者対几杢人物聚焦的不定内視

角或多元内視角，不訊力是達反常規的侵入，而覚得是合法的視角模式的斡換。

著者二刀二丁的各紳炎型掃有癸似的特点，杁而対遠：一微妙的現象根据実例違行

相当精彩的分析。地悦視角越雪下鰺纒促四時者注意到作品的虚絢本塁和視角模

式的局限性，井注意到視角模式的慣例性贋㍗が03），由此頃到66元小悦タ男

難e訟fi磁◎麹的敷：果。

　　著者遠紳分析己鐙超越了皓絢主文者幽静恣分析而選入了劫志分析的領域

遠可算是一斗突破。但是如上所述，著者所分析的視角越限迩是没有将准悦的叙

述向題放在陣里。遠一敏陥似島力著者的分析留下了待考的余地，而且在理槍上

也冠予単鈍化了。比如著者批坪熟奈特滋66熟奈特対謂省叙タタ的滅合混濡了叙

事視角与叙述声音之向的界限，功力66省叙ジ’井没有改変視角㍗夢302），著者逐

是把自己的研究対象限制力准看遠一萢疇之内．相反，熟奈特特意将’准看和准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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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丙ノト巨石的向題錯合起来考慮，遠井不是紳謝肴”。而是著者与熟奈特対叙述

遠一概念的不同立細心尾燈一次表現出来。

2．浪落中醜語方式堅砦特性

2．1．人称迩是幼澗？

　　此弗的一大特裏写充分麩承了英国文体学的鋼致研究制度，重餅吊眼与美国

批坪理槍相比蚤尖鋭性有些不足，但却給我梢留下了踏踏宴実的研究成果（10）。

我斌力著者対汲落書引器方式的独特性的繭猿縛是此郭膚文体学最大的貢献。

　　麸毅：衡曽在1鯵4年出版的《苦悩的叙述者》GD中提到這斡述搭車立，提

醒中国罵言文学研究者電量注意。他説，

　　可能因力沢屠申没有引薦幼洞吋恣接1嚢向題，轄述沼伺題在中国駄来没

華墨到欧洲修辞学自古以来給予的那紳重視，在中国文学史或沼言学史上，

甚至没有給結述浩分炎。（p今5）

量然超本妻提出了察ノト趨題，但目前美子沢沼的引酒方式的研究，元槍是浴法方

面迩是文学、文体学、修辞学方面都逐根継。

　　而申丹著作通冠杁文体学角度研究沢浴的引濡特点，繭明了汲落引濃方式的

独特之麺，井指出中国現代小減利用自由飼接引浩的敷果。此外，該君最大的特

点逐在子除塵接引墨和1司早引落馬，逐撒定庭面爾可型野的存在。

　　在西方漕言中，若元其他任何林志，可仮尭劫溝吋恣来区分亘接式和向

接式。但在沢越中，若同祥元其宕梅志，也元法尭籍吋杏来遊行区分，逮是

沢浩的独特之赴。在研究中，我納友部薄雲中存在着一些西方罵言申不可能

出現的喜接式与鳳接式的畠丙可璽㌔（拶5紛

著者将双脚的引落方式的沸点概括力種点・劫洞敏乏吋恣；測吾可以省略主活．

由干遠丙重書点，沢浩中常出現唯以分辮：自：接引落或向接引濡的独特形式，著者

称之力騒爾可型9。遠是与西方瀟言明星不同之赴。

　　　　（！）他猛豫了一下．他対自己悦，喬我看来槁繕了。”

　　　　（2）他抗豫了一下。他対自己悦他看来槁措了。

例（！）是萱接引浩，例（2）是向接引浩．如果物馨述幼凋66他対自己悦鯉省略捧，就

会出現自由：直接引攣（3）和自由同罫引濃（紛的方式。

　　　　（3）他猛豫了一下。我看来摘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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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の他猛愚筆一下。他邦来縞錯了．

到此，除了沢浩功臣不表示吋恣以外，基本上和西瀟相同。但是，汲漂的独特性

在干可以省略主漕薩他心或66我遡。

　　　　（5）他貌雪降一下。看来槁錯了。

在沢1吾中，由干劫洞本身不表示吋恣，人称是唯一能鰺分辮宜接引浩和商接引活

的林志。如例（5）失早霜人称遠一林志，就元法区分直接式和向接式。要強凋的是

遠榊旬子在沢培中井不是特殊的例外，面是十分自然井常児的表迭方式。甜丙可

型9タ是汲浩可以省略二二井功洞本身元財志遠丙冷特点所帯来的独特方式。

　　　　（6）他就豫了一下。却来稿錯了。他対自己悦。

如例（6）三二述功洞放在后面，著者以旧例力砺丙可型タタ。因力我梢元法分辮遠是

宜接引沼的変形逐結社導引落的変形。

　　対例（5）那祥響町子討拾其是宜接引浩迩是伺接引1吾，我訊力不是根恰当，泣

該更注重遠一例句是鮫乏鞍述劫洞的自由式。6柄可型解是由宜接引培／両接引

解派生出来的分美，墨群馬一分美是可能的，但澱文体学分析不一定有敷。我伯

如果注意到例（5）是自由式，元槍宜響町墨引浩逐甲声接隅隅，都響移了解宣第四

（3）和例④在形式上的相同。例句（3）、（4）、（5）均等子自由式，而例（6）的轄述劫周

量然被后量但逐存在，咳算引浩式。我物力根据有元馨述学際遠：一魂点字辮自由

式和引浩式更有意又。換言之，如果以主寄人脚力1示野分美四隅引浩方式，可分

力宜接引浩／同一下野／丙可型零而下野添附呪力林志分業，可分力闘浩式／自

由式。后者的分炎之所以在沢港中脚力重要，是因力双沼・鋒常省略主浴，因而根

据人称所悪行的宜接引落／同罪引照／丙轡型之分，相潜而言就回暦広重要了。

著者（納期）的分子仇先主浩人称隔壁警

坪者（中里見）的分課伐先回下弓濁声分癸

　　　　　　宜野牛蕩式　（璽）

志田引浩式　（2）

元入称引遠忌（6）

直接自由式　（3）

画期自由式　（4）

元人称自由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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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圏所示，著者的分癸根本元法把丙神不同的丙可上分辮出来，而根据轄述功

洞的有元滞陣，再構上根据人称的分半可以把所有的炎華分辮清楚。

　　対文体学来悦，比上述雨曝季題更力重要的是由遠些句式序生的鞍懸単果。

量然在西翠中吊（4）可以悦是最規萢的自由向接引沼形式，但在汲立中遠一句式出

現得根少，而且会給旗者編輯不自然的藩感。沢藩士例（罫書式量仮不能像西区那

祥声生自由向接引活的敷果，相反，人称代洞雪也甥的出現会姶旗者一紳似乎是

叙述懸章叙述的感覚，而不等人物自己的活劇。遠一点和西浩成力鮮明的対照。

単果（3）和（5）却復自然，所帯来的敷果也与西浩自由伺接引浩几乎相同．由此可児，

曇然著者将軍（5）解潮力66爾可耕タ㌔但事実上解馨力省略66十三タ的盲接自由式更

加妥当，而不像西浩将此例解経力省略66他タ勢的向接自由式。

　　那広，愚母中与西活自由1司接引浩選果相同的句式疲該旨趣広祥的形式麗？

笹掻力第一人称或元人称的自由式与西落自由同接引濃所帯来的敷果最力接近。

西培的自由同接引落是回向接引培派生出来的，而沢落的核句式則更接近干直接

引活式。因此在渓濃中，将三生此美特殊修辞敷果的旧式称力自由1司接引浩就不

恰当了。力了方便，我伯暫吋将該旬式（包括第一人称和元人称）三聖地回力自由

鷲述体。

主旬与杁句之向劫潤吋恣 主活人称

西活

　直接引浩

@向黒塗沼

ｩ由闘接引落

不接鎮

ﾚ鎮

搭ｽ

第一人称

謗O人称

謗O入隊

漁吾

直接引影

?接引落

ｩ由申述体

元
元
元

　　第一人称

@　第三人称

謌齠?称嘆元人称

　　沢培自由鷲述体比西浩自由臨接引叢話接近責：接穂瀟遠一特点耳鰺使人物的

声音更自然地斑袋縫叙事墨継中。美干遠一点，苅禾（Ly磁H．　L惣）在比較双浩和

西漕的自由鷲述過誤也提出冠呼樋的座法。地貌，

　　由子入寺代洞的省略，自由恥掻体几乎躁不綱引葦葺直接引腰没有区別，

華墨也和省略了主句巻向接振尋十分雷同。〔一…・］由干草浩不是屈折梧形志

的濃言，句法炎活，可省略主簿和人重代洞，因此，翻導体的叙事模式之両

的界幾往往変得昇常微妙，雑輩大大加強襲内心叙事的透明敷果。青出子藍

駐干蓋，自由屡述体在遠方面難壁大域身手。有了宣，沢蕩内心叙事的浩事

変得更加流暢（逮一点是英文能倣到的），同吋又不会失去直接引沼給旗者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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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差益逼真感（由子吋窓越鞍換，英文諺文唯傲到遠一点）謂（至2）

　　刺禾強凋自由鷲述体是中西沼言交流和翻葎的挿物。十九世究末到二十世妃

初的西方文学的引違元疑給中国作家提供了全面改良文学的活言、内容和思想的

机会，断頭当然包括叙事模式和文体上委細的艶拭。但我訊力不能忽略双悟本来

具有的潜在能力。由子長久的綾銃文学模式的釣束，沢刊本身具有的各秤表現方

式的可能性没有得到充分笈揮，到了近代，以文化交流規模的不断打大力契机，

利用自由鞍述体来違行内心叙事等杵多与西方近代文学相同的表現方式順利而又

迅速地被引違到中国文学中。ヌ寸文体学来島，泣言本身的表現能力和在特定出嫁

耳近中的特殊形恣逮丙ノト向題的交叉壷掘正面我納着力研究的対象。

22．‘6杁句意誤タ愛的淡薄

　　申丹迩指重富津和西方極言不同的其他一式弱点。地指油林点符号的不同用

法。在西浩中，引尋劫凋緊接鞍述落井不帯引号，逮是典型的向接引浴的句型。

但在沢浩里，遠紳句型中会出現直接引濡。著者杁昊跣入的《恨海》中挙出丙奈

例子，

　　隷隼又想起父来在上海，那里知道鍵ζ困在此赴？

　　棟隼又想起天己鋒黒了，他此吋不知被接在那里？今天晩上，又不知睡

在那里？（磐362）

引尋劫洞6‘想起”后面的退場豊中，細謹我母女”或‘‘今天雷上”タ和人物有美的

人称代弼画嚢向指示凋，因此我葡可判断力是元引号的喜接引浩。

　　著者由此違一歩指出双梧的66杁句意枳”的薄弱。沢活的同接引梧由干没有

像漂蕩那最盛達接塩払滋，第二全以下的串句不帯豊島林志，与自由向接式没有

形轟轟的区別。因此沢浩吐口引並並鞍激越6嚇句意課夕夕根淡，遠：意味惚薬収受

叙述屠境的圧力小，而人物主体意裸保留得多。換言之，西方泣言中動輪特殊的

不自然毒酒法上塵溜整連坐出現自由向接引漕，魔魅梧中毒力鑑常態乏引屠夙射

的林志，所以在相当自然的向接引沼中盤常出現西浩自由向接引違姦曲的富有現

代性的文体敷果，如叙述者和独物的融合等．著者悦，

　　在中文中，因瀬瀬暴馬活羨道引号的直接引讃評形式上差別甚微，人初

的解司接引悟意狽鯉相対要弱得多，叙述薦境的圧力也就要小得多．叙述者

常常劇変幼人称，其他浩言成分（讐如誌今天夕∵ぎ遠里”、及人物浩江、口『

等）則往往得到保留。（郵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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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文学中，由潜函向接引活意誤甥相対較弱，也就増加了6‘丙可

型ジジ出現的団平，皆野在元人称的情況下階常元法根据沼江、用辞、口『下

弓判断鞍述沼究尭是直接式逐是向接式，（拶65）

著者接着強凋6柄可型9夕下等点悦，

　　中国文学中遠野的喬丙三型甥具有下酒特的双重仇点。因力没有吋恣与

人称的変化，宕佃能和叙述沼言融カー体（同接式的仇点），同吋宣僧又具有

（元一号的）直接式オ有的几乎不受叙述干預的直接性和生劫性。（p365）

他説的66函可型甥的伐矯正符合西方予言的自由両開引浩或自由宜接引培的勢門。

那広，我伯平門以悦沢箇中具有平門劫測早引浩式照祥能声生与自由向接引濯同

祥的修辞敷果。由此可児，沢浩引浩形式富有的野性将西方現代小門中只有自由

引接引浩オ能表現出来的秤紳現代性三管軽而易挙且自然而然地帯野中国現代小

悦中。

　　我斌力著者通這対沢浴的具体分析所得到的上面几介特点礁実与西方浩言明

晃不同，而且力中国現代小悦帯来不少与古典小悦戴然不同的表現上的変革。

23．情恣的重要性

　　著者在第355更引用加謬《鼠疫》中的一段’活，強凋悦：遠句活是可称力壼接

引浩也可称力向響町活的砺丙四型夢。但州訊力分析遠脚下吋不能忽略宣是自由

式遠一1司題，因力我縮元法撃墜遠是叙述学的活：逐是人物的活。帯有鷲轡師洞引

濃方式的野濡不興笈生逮紳零下丙可的情況。

　　将自由式興言浩解経力人物門門而不是叙述者所悦吋，情恣可算是最重要的

根据。可是著者紺情恣在引梧的作用似乎井不十分重視。讐如第356頁有郭沫若

《月下》的一句引用・

阿，究寛倣狗也不容易，打介錯子也遠客勢力1

著者悦：府警活之所以成力66函可型”，不是因力人称，而是因力元吋恣変化。我

斌力著者疲該違一歩悦明情恣対：遠句活的作用使旗者感到遠是由人物笈出的声音．

感収凋‘6阿タヲ，表示情恣的副洞66内院タ9，表示井列、累加和強凋的66也不容易，

也遠広費力編等轡型，感収号吻夢野使用等等都門味着遠平野由客双的叙述者

而是由更学究的人物所笈出子活沼。

　　如著者在別楚悦含纒此例中的6小該子ヲ既可力向接引薦也可力直接引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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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i謝［：、用辞、口『也相当口浄化㍗鱒62），6‘叙述者常常仮変功人称，其他沼言

成分（讐如碍今町汽薩遠里”，及人物浩江、口『等）則往往得到保留3聚欝36尋）。遠

紳情恣或根据悦括者的吋空位量的指示（藤x量s）等向題是比人称和吋恣更力微双屠

次的屠法現象。対遠：些潮回的附言現象違行普遍性妃述也誓根困唯，正因力如此，

分析具体文本吋，我侑更鹿核対情恣和指示等浩言成分給予充分的注意，井違行

舞致的分析，遠半可以悦是文体学的重要任劣。

　　当然，不可否訊著者置網明文本的文体学分析十分精彩，在郷介紹一下地対

昊下押《奨予選》的分析。

　　姥的美等閑受了突来的一年，非常昏乱。漸漸姥想起馬歯晩上的事。

［・…司

　　甜也要電撃看。甥丈夫鎮静地声。66那不行，我不杵去。鯉蛙住他的褥帯。

丈夫把自己一推，丙↑人拉升捕／丁蔦胞地走了。遠一晩自己不曹睡覚。到三

更興国，オ所到トト的叩写声。升了／ヨ。丈夫欝欝了……（響3雰36◎）

上段引用杁叙事模式来年是一介故事外叙述者併故事内入物66地鯛即銭轡捜的事

情。不述，在66漸漸姥想起那天晩上早事鯉以下的部分，有故事内人物銭子壷自

己洪自己的故事遠一独特的歎果。故事外叙述者座該用薩地丈夫汽台地自己寒露指

人物，而在上面一段中国墜下免使用第三人称代洞嘉鮒ジ，所以到底悦的是誌姥

丈夫鯵迩是66我丈夫’穿模糊不清，杁而声生復唯分辮出叙述者的位置遠一現象

一一
B以分三斜慰者是故事外叙述者迩是故事内叙述者．尤其是誌丈夫汽66自

己遡等洞不仮子名洞性的野規称溝，野寄迩有下条説活者指示某一特定人物的作

用（歯翌xis），因而笈出迭句活的根可能是能把始鰐倣ζ嶺己鯉的人物，那就是銭子

艘本入。（比如認娼娼拶一洞，対一ノト核子来悦，不是指一般的元定的娼娼鶴

而是指他／姥自己的唯一的66我娼娼”。）再加上，66祉住他的褥帯”、誌オ所到卜

卜的叩肖声タタ、甜升了／丁ヲ等句子均敏少主浩縁ゼ，遠也容易使旗者覚得似乎是

勢子媛自己在悦活。

　　通述遠：半半分析，著者飼明了中国現代小説的文体特征，竿燈使我摺対中国

現代小平和外国小異域文体上的共同性作違一歩思考．

3．文学文体養和叙述学的政治性

　　核需第四章分別介鋸討槍文学文体学、功能文体学、活薦文体学野饗社会外

史／文化文体学四紳流派，使旗者能移了解文体学的不同流派的特点．著者本人

属干文学文体学派，姥杁遠一立場対社会坊史／文化文体学派堤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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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少西方学者只允杵研究黒人、如女和少数民族文学，只允誓学ボ

研究力政治斗四二勢，将対文学的美学研究揃上66落后反幼”的帽子，定要

置子死地而丁子，遠野轡師四文上下四重題我国文革期同国左思潮的覆轍，

三値得三法。［……］社会房史／文化文体学家往往杁力只有自己所杁事的研

究オ是正礁的，負責任的，対楼L銃文体学一概否定，未免冠干偏激和狭隣。

可二階，在致力干消除社会上弓平等、不公正現象的同吋，他佃自己又在把

自己的野究撲到了一紳統治性的立易上。（欝蔓18－119）

将一切文学的美学研究説成落下反胃遠祥的恣度当然有点道分，但欧美的文学研

究杁注重美二丁形式的研究鷲向到社会房史／文化的研究平門其房史性原因。同

祥，在中国文革第束以后，叙述学等文学理槍杁欧美的引違意味下中国学ボ界的

弓放，可也是特定社会平門里的房史性現象。夏％◎年代叙述弓勢法国成立吋，法

国社会正梵干学生這功和五月革命的夙波際中。錆絢主文者将文本以外的野史和

作三等推除在研究対象之外，与野吋的野疑一切下等的社会凡『不元美系。后来

宮婦森Fre磁。　J懲¢s◎羅又提侶時文学研究杁6悟畜的牢房甥中解放出来，遠与

以福祠力代表的后錆杓主文思潮相一致，曽一旦被撚奔的野社会和房史的野趣又

重三拾起門門。

　　我鶴理解不同文化中的文学研究思潮吋，不能不考慮其特定的所史性。最近

的美国人文科学研究美心雪田差別、民族差別、男女差別等，迭一傾向附和少数

集団希望在美国社会及学ボ界堤高地位的政治要求分不間的。対四民／移民、男

人／女人、昇性髪者／同性恋者今来自今紳枳力美系的紳紳覇肝和差別，人伯斧

始敢干提出昇波。在現代社会中，没有任何人姪干絶対的超越枳力美系的立場，

一↑参加解放被圧四叉皆野劫的人在家里却可能是介暴君。遠筆管子意味着我侑

在任何易合，不拾是在社会上帯是在家庭里或男女警固中，都響干某甲板力美系

当中，保持中立客規的立場几乎是不可能的，或国是一門傍装。

　　述要強凋的是福祠不仮是在房史、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中有着巨大的影響，

就是政治学、社会学、鋒済学等社会科学也都対他所悦的活沼在社会板力美系上

的作用二院研究，遠一切均基子共同的巣趣三三社会的責任感。福栂的影嘱在整

ノト入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領域四阿而野州。

　　著者表明自己采用文学文体学的立場下野，

　　在筆者来看，我伯没有理由要求社会房史／文化文体学注重文学的蒔学

功能，也没有理由反対楼門文体学対文学寧美倹値的研究。亡伯各今回的目

的，各門門的意文。（μ蔓9）



一8G一

罪悦堅甲之所以鉄乏悦賑力，是因力姥没有表明自己的哉略立場，或者悦没有態

据中国学木界具体野史性情況分析文学文体学或問述学的重要性和有利作用。日

本学界祭辻一段符号学熟、叙述学熟以后，再調没出現吸引森軍学家的文学研究

方法。加上野領域研究的要求管網用科学的増強，文学研究本身頗有日益衰落之

感。因此我佃相当美心叙述学在中国的笈展回附宣的作用和意又，叙述学在中国

接受的這程如何？叙述恥辱中国解放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銀精美、日本相即如

何？我佃裏心希望中国叙述学零墨叙述学外中国憎憎界的坊史性意文展升房中。

尋．錆屠

　　在西方叙述学与文体学己是相当成熟的流派，対宕偵持有批評志度的人甚至

悦官伽己祭走到了美或走違了死胡同。而在楼銃文学規念依然牢固存在的中国文

学界，叙述学与文体学元槍在理槍上逐是在具体作晶分析上均彷然富有挑哉性意

文。

　　目前帯止，文学理学几乎都計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但置網力我伯将遠回理槍

造野晒中国文学，属領享有新的突破，而且也可以碗杁文学理拾的普遍性早早目

性。只有通冠不断的摸索和探村，全能将軍通弊槍研究与具体作中研究或ノト別文

学史研究有机結合起来，井把中国文学的研究導燈逐原到理槍研究。此需陶然美

予中文方面的研究半幅不半長，但理槍掘寸有深度，対沢浩神燈留分析也富有店

笈意叉。押脚郭成果的良好基郷戸，我希望通這日中以爆撃国学者的対’活、切磋

和合作，能移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因地中力共同建投文学的普通理槍作出貢献。

・
王

（D　中里児敬66中国文学研究における物薦拾一隊平原《中国小悦叙事模式

　的鞍変》をめぐって解，《集刊奈洋学》磯（仙台，中国文史哲研究会，1993）。

　中里児敬誌報系麸毅衡著《苦悩的叙述者　　中国小悦的叙述形式与中国

　文化》ヲタ，《集刊奈洋学》73（仙台・中国文史哲研究会，1勢5）。現均牧干中里

　児敬《中国小蔭の物浩拾的研究》（奈京，汲古癖院，1勢6）．

（2）　申丹《叙述学与小鮮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蓋99窓）。

（3）　熟奈特原著的野用根下中澤本。熟拉ホ・酔罵特著，王文華澤《叙事活浩

　新叙事活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勢0）．

（4）　隊平原《中国小悦叙事模式的鷲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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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子《隊平原小悦史拾集》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勢の。

（5）石昌愉《中国小悦源流槍》（北京署生活・旗お・新知三朕需店，珍鱗）。

（6）　R懲羅」誼obs磯，慌翅緋敏蓋cs我磁警憾豊GS蓼冒，丁輪蹴s　A．　SebeGk磁，ε綴ε加

　加囎麗幽C徽b磁鍵M鵬1醗丁費鋤，1％O．日澤本，ヤーコブソン6宕活

　学と博学鯉，川本茂雄盗修《一般：言濟学》（末京，みすず君房，珍73）。

（7）　中文翻澤可在新梧盤亀子文庫中測魔。

　（強ゆ：〃w脚w。xys綴薯／xγs／鋤。o藍s舷灘隷¢／簸◎v¢璽s／f磯轡櫨癒麟磯藝．繍）

（8）　E擁璽¢：B錨v鍾s髭e，曽専：Lcs鵜璽就io鎗s畿総懲夢s尋羅s　l¢v鍵bd動繊轡s聾，．P薄漉謝5

　舵伽g諮殉膨ぎ舵薦18，鞭is：G麟凹凹，藍％6．英深本：M．　E瞼磁，転，蟹短

　C鐙¢塁畿io盤◎蜜T鑛s戯豊門e　F鴛簸磁V鍵げ，　P瀞塘灘麗Gε麗羅／五ど搾9魏鋤3，　Co鍛豊

　C翻翻，Fl三二：U癬¢rs靭。ヂ蟹置徽1沿r纒，鯵71、日澤本器バンヴエニスト

　　面フランス浩劫凋における吋称の美系鋼，岸本通夫盟痒・《一般言漂学の渚向

　題》（野州竃みすず祁房，1兜3）。

（参）　G鳶鎌羅G鎌e賦e，1賢◎鑑i細s伽薦磁晋冒，F轡郷Z1；P癬SlS瓠互，！％夢，鞭64－65。

　英澤本：Al鍵S始撮繰就，圏Fro蕪破s　of　N謹癬ve費，飛9欝ε3げ必舵薄η窺欝翻グ認，

　N¢wYork：Co豊繊bia　U癬e藤y野ress，！認2，μ聡．日澤本評物濃の境界’㍉花

　四光益澤《フイギユール1亙》（末京，需蜂夙の薔薇，豊野動。

（鋤　著者在第七章升美称莞治（D翻尋Lo砲e）力美国批評家，其宴他是英国批坪

　　家団作家。

（11）　趣毅衡《苦悩的叙述者一一一中国小舟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北京、北

　　京十月文芝出版社，！参翼）。

G2）　対禾《濡隊弗罵一一現代思想史写作批判鋼要》（香港，天地圏需有限公

　　司，診97）。66第四章　不透明的内心叙事，杁堺市体到現代沢瀟叙事模式的

　　門門鯛鞭丑！3－U亀核需有英文墨，Lγ撫He　L勧，7搬謝麹g羅ノPr翻瑠」

　　孟舵麟欝8，翫拡魏癬。擁鍵ε，捻麗「7搬癖躍麗「醸蔽孕遡鵡ノー。痂麗，汐oo一ノ93z

　　s電鐡f蜜尋：S訟難fb羅u鍛ive蜜s靭P鵜ss，聾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