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文本意向性：
叙述文本的基本模式
赵毅衡

一、
文本携有意向性

（例如日记，对自己赌咒发誓等），接收者就是发送
者自己，
或是自己的另一部分主体（例如梦）。叙述

文本不是一堆符号，文本是文化上有意义的

文本携带的各种意义，需要接受者重构加以实现。

符号组合，
携带着意义等待解释。任何一个叙述文

这些都与符号文本的定义相似，（２）叙述文本与一般

本包含两个主体进行的两个叙事化过程：

符号文本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叙述文本表现一个
卷入人物的事件。而这个文本可以被理解为“具有

１． 有人物参与的变化被叙述主体组织进一个
符号文本。

时间和意义向度”
，这最后一点，正是本文要详细
解释的问题。

２． 此文本可以被接受主体理解为具有合一时
间向度和意义向度。

因此，文本是体现了主体间关系的符号组合，
在叙述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有一定的意向关系，
这种意向体现为文本的意义和时间的方向性：上

叙述本文的这个定义虽然短，实际上牵涉 ８

一段叙述基本定义中指出，叙述文本可以被接受

个因素：某个叙述主体把人物和事件放进一个符

主体理解为具有“内在的意义与时间向度”
，这就

号组合，让接受主体能够理解成有合一时间向度

是文本意向性。所有的叙述文本，
都靠意向性才能

和意义向度的叙述性符号文本。

执行最基本的意义表达和接收功能。一段描写一

叙述必然有一个叙述主体，包括“框架式”叙

对青年男女游览海边的文字或影像，似乎是讲的

述主体， 具有情节的叙述文本似乎不可能自然发

同样故事，在主导意向性不同的叙述体裁文本中，

生，当然叙述者不一定具有“客观存在”的实体，可

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１）

以是读者自己构筑出来的。《史记·陈涉世家》说陈
胜弄神弄鬼：
“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
狐鸣呼曰‘大楚兴，
陈胜王’
。卒皆夜惊恐。旦日，
卒
中往往语，
皆指目陈胜”
。这个预言叙述，
就有了狐
鬼为发出者构筑的发出者意向，加强了这个预言
文本本身的意向性。
接受主体不一定必须是另一个主体，自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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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于过去向度的记录（例如日记，书信，录
像）中，
是记录某段经历（例如恋情）；
出现于现在向度的演出 （例如戏剧、现场电
视、
游戏）中，
是某种情景的当场演示；
出现于未来向度的许诺 （例如旅行社广告）
中，
是某种可以期待的情景。

叙述文本的基本模式
赵毅衡·文本意向性：

可以看到，对于叙述文本的整体意义来说，文
本意向性比单纯的情节内容更为重要。如果我们
把文本意向性看成是形式问题，至少就此点而言，
形式比内容重要。

态，
除了现实性、
必要性，
认知性（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还有目
的性（ａｌｅｔｈｉｃ），
义务性（ｄｅｏｎｔｉｃ）等。
１９５８ 年，雅克布森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一
次语言学讨论会上做了一个“结束发言”
，提出了

在展开讨论前，首先要说清楚的是：本文讨论

他著名的符号主导功能论。（５）雅克布森在这篇演讲

的意向性，并不是人的心灵意向性，而是文本的意

中指出，他的六功能说三个借自他在布拉格学派

向性。这两者有联系，
但更有区别。塞尔对此作过

时代就熟悉的德国语言心理学家卡尔·毕勒（Ｋａｒｌ

说明：
“ 一般来说，为了解意向，我们可以问‘这行

Ｂｕｅｈｌｅｒ）的“功能”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理论，
“ 语言模式有

为者想干什么？’
那么，
他做一个声言时想干什么？

着三种功能：
情感功能，
呼吁功能，
和指称功能”
。（６）

他想用再现某物为某态，
来造成此物为某态”
。 因

雅克布森在他的讲解中，指出了功能说与句

（３）

此，文本意向性，是符号文本表意中的品格，不是

法学中的语气概念密切相关。
“祈使句与陈述句有

胡塞尔现象学说的作为“意识的基本品格”的意向

着根本的不同：陈述句应服从实在的检验，而祈使

性。但是两者都保持了这个术语的启用者布伦塔

句则不用服从。……陈述句与祈使句的另一个根

诺心目中的“朝向某个方向”的强烈意义。 因此，

本不同之处是陈述句可以变换为疑问句，如‘某人

笔者用“意向性”一词，而不用许多论者选用的术

喝水了吗？’
‘某人将要喝水’
‘某人总是喝水’
，
，
与

语“意图性”
。

祈使句‘喝水！’
则不能转换”
。（７）雅克布森实际上把

（４）

第二要说明的是，意向性是任何符号表意文

陈述、疑问、祈使三种语态句式扩大为三种符号主

本的普遍问题，因此本文的大部分讨论，对一般符

导功能，而且敏锐地指出：陈述句与疑问句可以互

号学也有意义，只是在叙述文本中，这种方向性更

相变换，
而祈使句比较特殊。这与我们想讨论的叙

加重要，更加明显，本文也希望关于意向性的讨论

述三种类型完全一致：记录性叙述，与演示性叙述

最后落实到叙述文本的体裁分类和分析上。

经常可以变换（例如小说改变成戏剧），但是要让

幸运的是，许多理论家讨论过与文本意向性
相关的问题。这些论者中有语言学家、符号学家、

意动性叙述 （例如预言） 与记录性演示性叙述转
换，
几乎不可能。

文学批评家、分析哲学家，因此，关于文本意向性

意动（ｃｏｎａｔｉｖｅ）这个术语来自欧洲中世纪修

问题，现代思想史上积累的材料极为丰富；笔者面

辞学。雅克布森提出：
“当符合表意侧重于接收者

临的困难是，论者各有各的说法，论点散乱，甚至

时，符号出现了较强的意动性（ｃｏｎａｔｉｖｅ），即促使

各有各的术语，
必须仔细剔抉。而且大部分人讨论

接收者做出某种反应。其最极端的例子是命令，
呼

的是命题，而不是文本，他们的讨论只是在延展中

唤句，祈使句”
。（８）意动性是无法用经验检验，无法

才与本课题相关。更重要的是，
很少有人把这个问

判断为正确与错误。意动性似乎很特殊，
实际上却

题应用于文本体裁的研究，更无人用此概念讨论

是许多符号过程都带有的性质。

叙述体裁的分类。本文的任务首先是一一梳理他

国际符号学会（ＩＡＳＳ）的首届主席邦维尼斯特

们的看法，然后指出沿着这个方向做出的诸多理

在《一般语言学诸问题》中提出的模态性分类，非

论思考，与叙述的各种范畴之间有相应关系，值得

常清晰而简明。笔者至今没有考实究竟是雅克布

单独进行研究。

森受到邦维尼斯特影响，
还是相反。雅克布森的六
因素论，讲话时间是 １９５８ 年，但是出版却要到

二、
关于“模态”
的讨论

１９６８ 年。而邦维尼斯特《一般语言学诸问题》前后
两卷分别出版于 １９６６ 年与 １９７４ 年，
但是其中收集

早期符号学家，是从语言学的概念扩大到符号

的诸文却是他 ２５ 年中陆续发表的。看来这两位符

学范围来讨论问题。符号学的
“模态性”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号学的开拓者独自得出他们的结论，不然他们应

来自语言学的语气（ｍｏｏｄ，
法语 ｍｏｄｅ）概念，
语气是文

当会乐于承认互相借鉴之处。

本的一种形式区别特征，
讨论
“命题”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邦维尼斯特认为语句的陈述、
疑问、
祈使三种

的可信度，
可欲度，
强制度，
真实度。而表达出来的模

基本方式，
具有传达表意的普适性，
不仅在各种语言

７９

文艺争鸣 ０５ 期

２０１４／０５·文艺争鸣·理论

中，而且在“任何地方”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
“任何地方都

ｑｕｅｔ），以及理论立场比较接近这个集团的荷兰话

可以认出有陈述声言，
疑问声言，
和祈使声言，
三种

语分析学家范迪克（Ｔｅｕｎ ｖａｎ Ｄｉｊｋ）。（１３）

声言尽管可以是相同的谓词，它们的区分各有特殊
的句法和语法。这三种模态性只不过是反映了人们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文本与语句的基本结构
是相似的，因此文本可以被看作语句的“大结构”

通过话语向对话者说话与行动的三种基本行为：
或

（ｍａ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１４）格雷马斯认为文本不仅是语

是希望把所知之事告诉对话者，或是想从对话者那

义学上一贯的整体，
而且其基本模态是有“愿望”
构

里获得某种信息，
或是打算给对方一个命令。话语的

成的，
因此其构成的基本轴线是四个情态动词：
即愿

三种人际功能刻印在句子单位的三种模态性上，
每

（ｓａｖｏｉｒ）——
—能够（ｐｏｕｖｏｉｒ）
望（ｖｏｕｌｏｉｒ）—知道
——

一种与说话者的某种态度相应”
。（９）

——
（ｆａｉｒｅ），
这样一来，
不仅发出者必须是
“认
—做到

模态来自说话者的“态度”
，
可以看出模
因此，
态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文本之内语法词法上的，
用动词变位，或用情态动词（ｍｏｄａｌ ｖｅｒｂｓ“ 将要”

知主体”
（ｓｕｊｅｔ－ｓａｖａｎｔ） 而且是“有能力的主体”
（ｓｕｊｅｔ－ｐｕｉｓｓａｎｔ），而模态的最后环节则是“做
到”
，
因此模态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表现”
。（１５）

“会”
“能”等）来表现；另一是用口气、场合、语境

模态是命题的分类标准，但是模态强烈程

（例如祈祷、预测、宣讲）等文本外因素，用语境条

度不同，封塔尼耶发展出来的另一个概念，即“张

件来表达的，因此语态性是广义的“全文本”品格。

力度”
（ｔｅｎｓｉｖｉｔｙ）。模态造成的表意意向，
“在组

这种品格超出文本，是说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一种

合上（力量，能量，感觉等）是有强度变化的，在聚

意向性交流：说者用某种方式标明他发出的文本

合上（数量、展开、空间与时间、感觉等）有广度的

有此种模态性，而接收者愿意用这种模态性要求

变化”。（１６）张力度概念很有用，
应当说，
陈述式 － 记

的方式来理解之。这种模态意向性的双边确定法，

录叙述中的张力度，一般说并不明显，疑问式 － 演

在邦维尼斯特同书中另一文中说明得更明白，他

示叙述的张力度已经相当强烈，而祈使式 － 意动

称为“符号”
及其“程序”
：

叙述的张力度特别强烈。
应当指出：模态性虽然直接来自语法中的语

“说话者一方面挪用（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ｓ）语言的形

气概念，（１７） 语气本身可以导向另一种不同的叙述

式机制，用特殊的符号，另一方面使用第二性的程

学研究：
模仿语气（ｍｏｏｄ）而发展出来的叙述文本分

序（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点出他作为说话者的站

析范畴，
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中。本文讨论的是模

位。……任何讲述（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或隐或显地是一

态性，是上文说的关系到文本品格，甚至体裁分类

种言语行为，
它点明了接收者。”

标准的“大结构”
，而不是关系叙述修辞特征的“小

（１０）

结构”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热奈特《叙述话语研究》
的功能， 即包括符
因此模态是一种“全文本”

提出的叙述学分析体系，
一再借用“语气”
观念。他

号文本与其所有的“伴随文本”
， 只有把两者结

指的是引语形式（直接，间接引语等），和“聚焦”形

合起来才能确定模态。邦维尼斯特的三分类有个

式（内视角，外视角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叙述者与

特点，他明显没有把另外几种“语气”
，包括条件

受述者之间的“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与“角度”（ｐｅｒ－

句、
感叹句、
虚拟语态等，
包括进来。我认为他是有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问题。（１８）中国学者李显杰，
借用热奈特的

（１１）

（１２）

意为之，其他语气固然有它们的意向含义，但是邦

叙述学范畴（他称为“语式”
）讨论电影中的镜头处

维尼斯特选中的三种语气，代表了三种最基本的

理（景别、景深等），（１９）也可以说是在镜头修辞层面

意向性。这个分类是非常杰出的，
与本文符号叙述

上展开。这些讨论非常有用，只是与本文关心的

学的讨论非常相合。

“体裁意向性”
不同。

对模态理论做出极大贡献的另一个符号学家
是格雷马斯，以及受他的影响而出现的所谓“巴黎

三、
分析哲学关于“语力”
的讨论

学派”
，包 括 格 雷 马 斯 的 同 事 合 作 者 库 尔 泰 斯
（Ｊｏｓｅｐｈ

Ｃｏｕｒｔｅｓ）， 封 塔 尼 耶 （Ｊａｃｑｕｅｓ

分析哲学关于“语力”问题的讨论，历史比语

Ｆｏｎｔａｎｉｌｌｅ），他的 学 生 科 凯 （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Ｃｏ－

言符号学更长，而且沿着一条完全独立的路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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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文本的基本模式
赵毅衡·文本意向性：

展。他们讨论的本质上是同一个课题：
讨论话语交

三类型是：

流中的功能，也就是讨论符号表意中模态，两者都
是文本的意向性问题。只是，在语言哲学中，这个

ａ） 以言言事（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ｃｔｓ），中文又译“说
话行为”
、
“语谓行为”
，或“言内行为”
，即说出一句

问题常被称为“语力”
（ｆｏｒｃｅ）。
分析哲学的发展，虽然演变极为复杂，语力问

有意义的话，
表达一种意义；

题却贯穿始终，可见这是他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之

ｂ） 以言行事（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ｃｔｓ），中文又译

一：从分析哲学的最早开拓者弗雷格，到分析哲学

“施事行为”
“语用行为”
、
，
或“言外行为”
，
它完成交

最近的一位大师塞尔，都讨论过这个概念，所以被

际的任务，
是说事、
做事、
起效的节点；

称作弗雷格 － 塞尔假定 （Ｆｒｅｇｅ－Ｓｅａｒｌ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

ｃ） 以言成事（ｐｅｒ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ｃｔｓ），中文又译

ｓｉｓ），又称“语力独立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取效行为”
“语效行为”
、
，
或“言后行为”
，
是通过说
某事而造成或获得某种结果，例如说服、劝说、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弗雷格最早使用这个术语，（２０） 他认为语句有

唬等。（２６）

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可以称为“含义”
（ｓｅｎｓｅ）；另一
部分则是语力（ｆｏｒｃｅ）：
含义关系到语句是否成真，

以上列出的各种中文译法，基本解释了三型

而语力是语句在说出来时具有的某种特征，也就

的大意，但是语力问题如何进入这个三分法之中

是语句在在交流时的特定功能。弗雷格以“陈述语

呢？奥斯汀认为语力的产生并不取决于句法和语

力”
（ａｓｓｅｒｔｏｒｉｃ ｆｏｒｃｅ）为例：
“陈述语力很容易去

义，甚至于字面意义可以不吻合，二者是互相独立

除，只要将句子变成疑问句，因为我们可以用陈述

的。他指出语力是有标记的，
这种标记可以分成两

句和疑问句表达同样意思”
。（２１）语力可以表现在很

大类：一种是语句外部的，如语气、语调、手势；一

多地方，但是最明显的是表现在语式（陈述、疑问、

种是语句内部的，例如动词、副词、连接词，塞尔更

命令）上。不过应当说，语力这个问题在弗雷格的

认为词序、
标点符号等都加入语力的形成之中。这

体系中站的位置很小：他只是语焉不详地提及，并

种语力的内外标记论，与上一节说的邦威尼斯特

没有充分展开。

模态的内外标记论惊人地相似。

所谓“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
，给语力问题的

弗雷格重点讨论的是“陈述语力”
，奥斯汀的

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学

讨论的重点却是另一种方向，即以言行事语力

生 １９３３ 年 －１９３５ 年的课堂笔记《蓝皮笔记本》中，

（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塞尔对语力加以普遍化，

维特根斯坦把意义问题扩展到所有的符号：
“如果

指出任何语句都具有语力，语力是一种普遍现象。

我们要给符号的生命一个名字，我们必须说那就

既然不同语力的语句可以有相同的内容 （即弗雷

是它的使用”
。 此后在《哲学研究》中则给予更明

格说的“含义”
），那么分析的重点就应当从含义转

（２２）

确的断言：
“在我们使用‘意义’这个词的绝大部分
（虽然并非全部）场合中，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
语言中的使用”
。（２３）这就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引发的

向语力的分布，
分类，
以及强度。
“语句是用来传达
信息的”
这种观念，
就受到了严重挑战。
塞尔认为，意义是意向性派生的一种形式，
“说话人的思想的原初的、或内在的意向性被转换

“语用转向”
。
对语力概念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奥斯汀的言语

成语词、
语句、
记号、
符号等等。这些语词、
语句、
记

行为理论。奥斯汀于 １９５５ 年在哈佛作系列演讲时

号和符号如果被有意义地说出来，它们就有了从

提出言语“施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理论， 由于奥斯

（２７）
说话人的思想中所派生出来的意向性。”

（２４）

汀不久去世，此后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作出很大

他的言下之意是，倘若当一个说话人的言语

贡献，把它转变成当代语言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

行为有意义，
需要满足有意义的条件。大体来说包

派别。（２５）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型说，
与本文讨论

含三个条件：其一说话人要说出某个语句；其二，

演示叙事的“意向性”分型非常一致，不同的只是

这个语句所表达的意向与语境相符；其三，听话人

奥斯汀讨论的是语句的品质，而本文讨论的是演

应当理解这个言语行为并接受它。但是当语力指

示叙事类型的主导品质。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

向不同重点时，语句的功能就完全不同，处理问题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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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科也就不同：当语力指向信息，语句目的是言

“语力 － 动势”说，（３２）这些理论众说纷纭，说明它们

事（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其研究则为语音学、语义学、句

不一定完备，这就是为什么余力问题至今依然称

法学等传统科目；当语力指向说话者者身，语句目

为“假说”
。但是如何解释是另一回事，语句，尤其

的是行事（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其研究则为语用学；当

是具有强力语力的取效诸型语句，的确在听众心

语力指向接收者时，语句目的是成事（ｐｅｒｌｏｃｕ－

里改变了某种思想、情感状态，产生做某种事的压

ｔｉｏｎａｒｙ），在接收者身上产生的效果，是主要研究

力，
这个事实已经经过许多理论家论证。

对象。

此时的学科应当称作什么？塞尔却没有

（２８）

四、
模态 － 语力与文本体裁

说。
但是这个唯有名称的研究方向，恰恰是言语
行为理论的重点所在。塞尔提出语句的五种分类：

一批符号学，
一批分析哲学，
学术路径很不相
同，却不约而同地朝一个方向思考，取得了大致相

再现型（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某种事物状态，例如
宣称、
肯定、
相信等；
表达型（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表达某种心理状态，例如
祝贺，
感谢，
悼念等；
指挥型（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言者挑动听者某种行为，
例如建议、
邀请、
请求等；
保证型（ｃｏｍｍｉｓｉｖｅ）言者保证做某种事，赌咒、
发誓、
承诺；

似的结论，但是这两个思维路子始终就没有综合
起来，最近才有学者认为这两边讨论的论题，应当
合成一个“语气 － 语力关联论”
。（３３）例如彼得．赛蒙
斯提出：分析哲学可以引出多种命题分类，其中的
“传达再现范畴”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就是符号学家邦维尼斯特的
三分，即：陈述、提问、命令，分别对应了言者思想
上的判断、
疑惑、
意愿。（３４）

宣称型（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在社会文化条件下引出
某种后果，
例如洗礼、
宣战、
就职、
签约等。（２９）

模态与语力这两种学说中间，的确是有一些
隔阂的：
分析哲学主要是英美思想潮流。虽然弗雷
格是德国人，维特根斯坦是奥地利人，发扬光大此

这五中的分布非常有意思，
我们可以看出，
塞

派哲学的却主要是英美学者，至今分析哲学依然

尔的分类概念，已经非常接近雅克布森的主导功

是在英美哲学界占据主流地位；而 ７０ 年代之前的

能六分类，只是雅克布森处理的是文学艺术文本，

符号学和叙述学，居于顶峰的一直是法国学者，他

“意动”
只是类型之一。而塞尔的分类，
把重点放在

们继承的是索绪尔的理论路线。其实邦维尼斯特

语力的取效作用，他的五分类中的后面三种应当

虽然是典型的法国学者，是索绪尔的隔代弟子，却

说都是以言成事取效，此时的研究应当称作什么，

并不排斥英美哲学。１９６３ 年他就指出分析哲学，
甚

塞尔上引文中没有说明，笔者将在后文中称之为

至刚出现的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与他的思维路

“意动研究”
（建议英译 ｃｏｎａｔｉｖｉｃｓ）。
为什么语力能够在“语言之外”
的听者身上产

子有很大关联。（３５）另一位能结合两种潮流的是阐
释学家利科，可能是因为他对叙述学的长期兴趣，

生意动效果，产生采取某种相应的心理冲动，甚至

以及他与格雷马斯的长期交往，利科在七十年代

真的去做言语劝说或要求他去做的事？

的著作，就已经指出过奥斯汀理论的言语施为理

符号学的创立者皮尔斯认为：意义不是先在
的存在于心灵之中，只有在社会行为中，依凭交往
双方的语境，符号和意义才能结合为一体。他说

论 ，是 解 决 某 些 难 题 的 钥 匙 ，例 如 对 “ 许 诺 ”
（ｐｒｏｍｉｓｅ）的理解。（３６）
另一位学术整合能力很强的学者哈贝马斯，

“从符号的层面上来说，任何符号的意义是它的正

已经看到意动 － 语力问题对当今社会面临的许多

确的效果。而且，
它的理性的意义是它对于应该被

问题，有重大影响力。他提出，要建立合理的人际

我的理性所掌握的东西产生的正确的效果；也就

关系，建设他理想中的“公共领域”
，充分认识语力

（３０）
是说，
对应于我的行为。”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语力在语句的纯语言意义上

而约翰逊提出心理学的解释，即“语力 － 格式
塔完形”说，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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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了语用功能，语力能够把语言与主观世界，客
观世界，
以及交往世界联系起来。（３７）

叙述文本的基本模式
赵毅衡·文本意向性：

雅克布森到脑损伤症状中找符号双轴运作的

都沦为结构分析的对象。（４１）贝尔西的分析给我们

原理，以提出一种“神经生理科学”的根据，近年

的最大遗憾，除了她的重点偏倚，就是她的分类并

来，也有人对于言语行为的分类做同样尝试，找出

不是全域性的，除了这三种，还有其他各种风格体

大脑左半球的不同区域，分别处理断言、疑问、要

裁。而邦维尼斯特的分类是全域性的，
笼罩所有语

求、
命令。

句。

（３８）

也有学者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话语类型造

中国学者胡亚敏首先注意到邦维尼斯特语态

成的区别没有如此大，而且在语言实践中经常混

模式在叙述学上的意义，（４２）她在一条注解里提及，

合。神经生理学家吉莉安．爱因斯坦说：
“作为一个

只是没有充分展开。偶然见到真正把语式展开到

人的自我感觉并不完全在认知记忆，也在于意动

体裁研究的，
反而是研究广告的学者。汉娜 － 凯萨

成分，以及两者的混合。我说我很高兴，并没有报

指出祈使式强调说话者当下影响力，因此应当与

告我做了什么，我只是说我的感觉，我这感觉与我

感叹式结合：
“考虑到祈使式实际上是未来的镜像

做了什么同样重要”
。（３９）这个看法显然是对的，一

（ｍｉｒｒ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言说的当下情景就成为

旦我们从典型性的命题例子转向文本，转向表意

言说明显的源头，我们强调言说的现在进行时态，

实践，上面讨论的注重文本意向性，就不可避免有

同时意指未来的情节“。（４３）也有中国的广告学者，

混合，非典型类别也经常出现。这三种叙述意向，

把塞尔的语力说应用到广告研究中。（４４）此外，
奥斯

非常可能会重叠于一个叙述文本之中。

汀的“施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字面原义为“演示”
，无

笔者最关心的问题是：尽管文本意向性问题
提法如此散乱，而且被不同学科不同学派妨碍了

怪乎有戏剧学者看到“以言行事”理论与戏剧表演
的关系。（４５）

其整合，
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理论问题。既然意向

近年来对语式与叙述文本关系所处比较实质

性可以将语句、命题、文本分类，为什么没有论者

性解说的，是加拿大叙述学者乌里·马戈林，他在

意识到文本意向性可以扩展到体裁的分类，而需

一篇长文中仔细讨论了各种语式与一些实验小说

要本文来提出这个问题？

的关系，指出语句的各种时态、体式、语气，都可以

其实早就有人朝类似方向做过思考。威尔斯

发展成全本的小说。 （４６）例如普林斯说的“否定叙

女批评家凯瑟琳·贝尔西（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ｅｌｓｅｙ）早在

述”
（ｄｉｓ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是否定句式的扩展；科依茨的

１９８０ 年的《批评实践》一书中，就发现邦维尼斯特

《来自内地乡下》 是现在进行时的扩展；布鲁克 －

的三种语式，
可以与三种典型的文学风格相应。

罗丝的 《阿尔伽门侬》
（一位教师面临辞退一直在

贝尔西认为经典现实主义是“陈述”
（ｄｅｃｌａｒａ－

计划此后的生活）是将来时的扩展；卡尔维诺《如

ｔｉｖｅ），
因为是在告诉读者发生过什么事，
读者的接

果冬夜里一个行人》，杜拉斯《死亡的疾病》
（全书

收站位固定，叙述文本具有真实性，并且靠这种真

用用“如果……那么……”写成）都是条件句的扩

实性打动读者。为做到这一点，
叙述行为本身在文

展；洛莉．莫尔《自助》
（读起来如恋爱指南）则是祈

本中不露痕迹，因此，
“文本性”是程度不同地隐藏

使句的扩展。（４７）马戈林的文章，
证明当代西方实验

的。贝尔西高度赞扬疑问式文本，
则是先锋文学的

小说的文体实验的确五花八门，穷极了语言的各

特色，是阿尔都塞式的文本，旨在质疑读者对现实

种可能性。他在文章中已经提及某些叙述类型，
例

稳定的幻觉。
“疑问式文本……阻止读者认同合一

如电视现场直播是“现在进行时”
。但是虽然马戈

性的讲述主体，文本中作者的位置是在疑惑，是自

林已经意识到塞尔分类具有启示性，他并没有提

我矛盾……读者收到文本的挑战，事实与文本保

出一个叙述体裁类型方案，只是说某本小说类似

持距离，
而不是完全被吸纳到虚构世界中”
。

某种句式。

（４０）

贝尔西这本文的主题，
就是赞美疑问式文本。
她的理解很精彩，可惜她三言二语打发了祈使式，

五、
意向性与叙述体裁分类

因为她认为最典型的祈使式文本，是宣传作品，目
的是推动读者做某种事。她认为祈使式的宣传作

本文检查各种文献，对意向性问题的学术发

品，与陈述式的现实主义，都是制造整体性，结果

展作一个简略回顾，目的是把他们应用于叙述体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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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的分类。

—使用“非特制”媒介（即不是特地制造作为
型——

本文仔细检查各种符号叙述类型，以及它们

符号传送用的媒介），例如身体姿势、表情、言语、

的表意方式，发现叙述主体总是在把他的意向变

实物等。心像作为幻觉与梦的叙述媒介，
也可以算

成模态性，使他的文本具有时间向度，用各种方式

成演示性叙述的一个亚类。

标记在叙述形式中，从而让叙述接收者回应他的
时间关注。

口头言语在一般情况下是“非特制”的，与身
体姿势一样的“现成媒介”
，舞台上的演出，动作言

在各种语力理论中，
弗雷格讨论陈述语力，
奥

语兼用，构成演示叙述。令人困惑的是，某教授讲

斯汀讨论以言行事语力，塞尔的五分类比较全面

解历史，某清理着讲解某个事件，某行吟诗人说一

地涉及了各种语力，重点落到了三类“取效”言语

段史诗，与代代口头相传的评书一样，其文本似乎

上。在各种模态理论中，格雷马斯可能更为多变，

是“记录性的”
。但是这就像戏剧或电影预先做好

雅克布森可能更为全面，但是邦维尼斯特理论或

书面文本（剧本）并不能取消它们具有的演示叙述

许最为清晰：陈述、疑问、祈使，这三种时间使体裁

诸基本特征（如“即兴”
“不可预知”
“可干预性”等

比较整齐地分为三种。

等）。因此，
口头叙述，
是一种演示性叙述。

本文进一步推测：叙述的所有体裁，可以按照

意动型叙述诸体裁，以预言与宣传为代表，主

邦维尼斯特的三语式论，分成以下三种时间向度：

导模态是祈使，主导语力则是“以言成事”
，是“为

过去，
现在，
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
在叙述中不仅

实现某目的而叙述”
。按奥斯汀的解释，
“ 以言成

是可能的，
而且是必须的。没有这样的三种时间向

事”是“用说话演示的行为”
，说话即为了达到目

度关注，
叙述就无法为接收者提供基本的意向性。

的。意动叙述的“以言成事”
则可以理解为“用叙述

记录型叙述诸体裁，以小说和历史为代表，起

—以预言、祈
达到某种目的”
。意动性叙述体裁——

主导功能的模态，是邦维尼斯特说的的“陈述”
，主

愿、宣传、命令、广告等为典型——
—因为其意向张

导语力是奥斯汀说的“以言言事”
：言说本身就是

力特别强，不会因为媒介的物理性质而改变，所以

目的。按奥斯汀的解释，
“以言言事”注重“说话行

可以用文字、图像等过去性媒介，也可以用身体、

为本身”
。不是说叙述不可能用来达到什么目的，

实物等现在性媒介，更可以用胶卷与电子等过去

但是目的性并非叙述的内在部分，而是意义的符

现在媒介。马戈林指出：
“在预示叙述里。时态与情

用延伸：
“以叙言事”这种功能占据了表意过程的

态基本上交织在一起（有人甚至会说，未来本身就

主导地位，其他目的虽然在作品中也存在，作为体

未来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
是一种情态）”
。（４８）的确，

—以历
裁类型，
叙述的目的就是言事。这种叙述——

模态，借用封塔尼耶的术语，这是意向的张力度最

史、小说、新闻、壁画等为最典型体裁——
—倾向于

强的一种体裁。

使用文字、图像等人造的“特制性“记录媒介，因为

笔者以上的总结，已经把模态 － 语力理论推

记录性的叙述朝向过去，以记录为主，媒介的持久

进了一步。在现代符号学 － 分析哲学发展出来的

性就可以保留给后代的接收者阅读；

命题理论里，三种语气，与三种时间方向已经捆绑

演示型叙述诸体裁，以戏剧、比赛、游戏为代
表。主导模态是邦威尼斯特说的“疑问”
，
主导语力
能则是“以言行事”
，
是“为某目的而演”
。按奥斯汀
的解释，
“以言行事”
是“说话中演示的行为”
，
因此，

在一起，在笔者上面的推演里，这对应扩大到叙述
体裁与媒介。
正如弗雷格和雅克布森都提到过的，陈述句
很容易转换成疑问句，同样，记录性叙述也可以转

“以演行事”也可以理解为“演示中演示的行为”
。

换成演示性叙述，
翻过来也一样。柏拉图与亚里斯

演示固然可以达到其他目的，一旦剥夺了演示的

多德努力区分“叙述”
（ｄｉｅｇｅｓｉｓ） 与模仿（ｍｉｍｅ－

现在在场意义，演示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情节推进

ｓｉｓ），对西方叙述学界，成了很久难以预约的障

动力。正如贝尔西所说：
“哪怕这种文本不是如邦

碍。事实证明，西哲一样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长

维尼斯特所说的‘试图从读者那里得到某种信

期以历史与小说为核心的西方叙述学，很久以来

息’
，它们也是在邀请读者对文本提出的问题做出

一直难以从“叙述必过去”的公式中脱身，直到最

回答”
。此类叙述——
—以戏剧、比赛、游戏为典

近才很不情愿地放弃这个不必要的“原则”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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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文本意向性：
叙述文本的基本模式

现代胶卷、
模拟与数字电子技术，
把演示性媒

“叙述者的广义形态”
，
《文艺研究》２０１２ 年 ５ 期。
（２）赵毅衡：
《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介记录了下来，形成电影、电视、录音、录像等新的
体裁，它们记录了现场表演，供后来者接收，这样
就打混了两类叙述。在叙述的基本模式上，
演示性
叙述实际上是置于过去的现在，类似于动词的“过
去进行时”
：在记录的当时，这些叙述文本是演示

１５ 页。
（３）
“Ｈｅ ｉｓ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ｃａｕｓ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ｂ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ｉｔ ａｓ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ｓｅ”
， Ｊｏｈｎ Ｒ Ｓｅａｒｌ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Ｍｉ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ｐ． １７２．

式进行时，
本质上依然是现在。无怪乎许多电影学

（４）Ｒｏｎａｌｄ

ＭｃＩｎｔｙｒｅ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Ｗｏｏｄｒｕｆｆ

Ｓｍｉｔｈ，

家坚持说电影的本质时态是现在进行时。（５０）这张

Ｈｕｓｓｅｒ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ｉ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因为
表更不包括当代文化花样百出的“多媒介”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 Ｄ． Ｒｅｉｄｅｌ， １９８２， ｐ．

媒介复杂化后，会有很多情况出现。但是笔者认

２－３

为，对于媒介的基本模式，以上表格中的对应还是
成立的。
按内在时间向度，可以对人类文化中所有各种
叙述文本，
做出以下的分类：

（５）罗曼·雅克布森“语言学与诗学”
，见赵毅衡编《符号
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６９－１８４
页，原文见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Ｃｌｏ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Ｌｉｎｇｕｉｓ－
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ｉｃｓ”
， 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Ａ Ｓｅｂｅｏｋ

（ｅｄ），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８．
（６）
（７）
（８）赵毅衡：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

１． 陈述式过去向度（记录性）叙述：历史，小说，
照片，
文字新闻，
档案等；
２． 疑问式现在进行向度（演示性）叙述：戏剧，
行为艺术，互动游戏，超文本小说，音乐，歌曲等；
及其现代媒介化变体过去进行向度（记录演示性）
叙述：
电影，
电视、
录音、
录像等；
３． 祈使式未来向度（意动性）叙述：广告，宣传，
预告片，
预测，
诺言，
未来学等。

社，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１７７－１７８ 页，
第 １７７ 页，
第 １７７ 页。
（９）Ｅｍｉｌｅ Ｂｅｎｖｅｓｎｉｓｔ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
ｔｉｃｓ， Ｃｏｒａｌ Ｇａ ｂ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ａｍｉ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１， ｐ．
１１０．
（１０）Ｅｍｉｌｅ Ｂｅｎｖｅｓｎｉｓｔｅ，“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ｏｆ Ｅ－
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ｒａｌ

Ｇａｂ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ａｍｉ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１， ｐ． ８２， ｐ． ９１
（１１）赵毅衡：
《全文本与普遍隐含作者》，
《甘肃社会科
学》２０１２ 年 ６ 期，
第 １３５－１４８ 页。
（１２）赵毅衡：
《符号学》，第六章“伴随文本”
，南京大学

这三种叙述文本的真正区分，在于主体意向

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４３－１５９ 页。

关注的时间方向：过去向度着重记录，因此是陈

（１３）关于格雷马斯学派与范迪克理论立场之相近，可

述；现在向度着重演示，意义悬而未定，因此是疑

以 参 见 Ｉｒｍｅｎｇａｒｄ Ｒａｕｃｈ，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问；
未来向度着重规劝，
因此是祈使。它们的区别，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９７

不在于被讲述事件（内容）发生的时间：就被讲述
事件的发生时间而言，可以用在完全不同的叙述
之中。各种叙述文本讲的“故事”
可以相似，
文本体
裁的内在意向性，却让它们的意向指向了不同的
方向，
它们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本文为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专项“广
义叙述学的理论基础及其在各种媒介中的应用”
（ＳＫｑｙｚ０１３０１）成果之一］

（１４）Ｔｅｕｎ ｖａｎ Ｄｉｊｋ， “Ｇｒａｍｍａｉｒｅｓ ｔｅｘｔｕｅｌｌｅｓ ｅ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 （ｅｄ） Ｃ． Ｃｈａｂｒｏｌ， Ｓｅｍｉｏｔｉｑｕｅ ｎａｒ－
ｒａｔｉｖｅ ｅｔ ｔｅｘｔｕｅｌｌｅ， Ｐａｒｉｓ， Ｌａｒｏｕｓｓｅ， １９７４．
（１５）Ａ．Ｊ． Ｇｒｅｉｍａｓ， “Ｌｅｓ ａｃｔａｎｔ， ｌｅｓ ａｃｔｅｕｒｓ ｅｔ ｌｅｓ
ｆｉｇｕｒｅｓ” ，

（ｅｄ） Ｃ． Ｃｈａｂｒｏｌ， Ｓｅｍｉｏｔｉｑｕ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ｅｔ

ｔｅｘｔｕｅｌｌｅ， Ｐａｒｉｓ， Ｌａｒｏｕｓｓｅ， １９７４．
（１６）Ｊａｃｑｕｅｓ Ｆｏｎｔａｎｉｌｌｅ ｅｔ Ｃ． Ｚｉｌｂｅｒｂｅｒｇ，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ｅ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 Ｍａｒｄａｇａ， ｐ． ２２４，
转引自张智庭“激
情符号学”
，
《符号与传媒》２０１１ 年第二期（总第 ３ 辑）８ 页。
（１７）Ｆ．Ｒ． Ｐａｌｍｅｒ， Ｍｏｏｄ ａｎｄ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注释：
（１）某些理论家认为有些叙述无须叙述者，例如 Ｓｅｙ－
ｍｏｕｒ Ｃｈａｔｍａｎ， 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ｌｍ，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８。笔者认为叙述者具有人格 － 框架二象，参见赵毅衡

（１８）热奈特：
《叙述话语研究》，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
究》，
中国社科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
第 １９４ 页。
（１９）李显杰：
《电影叙事画面的‘语式’功能”
》，
《华中师
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５ 年 ４ 期。
（２０）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Ｄｕｍｍｅｔｔ， “Ｓｅｎｓｅ，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ｏｎｅ”ｉｎ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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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０５·文艺争鸣·理论
（ｅｄ） Ｓ．Ｌ． Ｔｏｚｏｈａｔｚｉｄｉ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５）Ｅｍｉｌｅ Ｂｅｎｖｅｉｓｔｅ， ＂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

ｌｅ ｌａｎｇａｇｅ＂，魪ｔｕｄ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 １８ （１９６３）： ｐｐ． ３－１１．？

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４， ｐｐ １９５－２０２

英译文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２１）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Ｄｕｍｍｅｔｔ， Ｆｒｅｇ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 ｐｐ．
３０８－３０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ｒａｌ Ｇａｂ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ａｍｉ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１，？ｐｐ ２３１－２３８．
（３６）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ｕｅｒ，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Ｕ－

（２２）
“Ｉｆ ｗｅ ｈａｄ ｔｏ ｎａｍｅ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ｇｎ，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 ｉｔｓ ｕｓｅ”
，
Ｌｕｄｗｉｇ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ａｎｄ Ｂｒｏｗｎ Ｂｏｏｋ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１９５８， ｐ．４
（２３）
“Ｆｏｒ ａ ｌａｒｇｅ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ｃａｓｅｓ—ｔｈｏｕｇｈ ｎｏｔ ｆｏｒ
ａｌｌ—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ｅｍｐｌｏ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ｗｏｒｄ ｉｓ ｉｔｓ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 ｐ．７７
（３７）Ｒ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Ｌａｆｏｎｔ，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ｕｒｎｉｎ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 １６７
（３８）Ｎａｃｈｕｍ Ｓｏｒｏ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Ｂｒａｉｎ Ｄａｍａｇｅ： Ａ Ｎｅｗ
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ｏ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Ｂ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ｇ－
ｎ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 Ｖｏｌ． ５７， ｐｐ ２１４－２１７
（３９） Ｇｉｌｌｉａｎ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Ｏｗｅｎ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Ｓｅｘｕａｌ Ｉ－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ｕｄｗｉｇ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Ｓｅｌｆ”
， ｉｎ

ｔｉｏｎｓ， ４３，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１９８９， ｐ． ２０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４）Ｊ． Ｌ． Ａｕｓｔｉｎ，
Ｈｏｗ ｔｏ Ｄｏ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Ｗｏｒｄｓ， Ｏｘ－
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５， ｐ．６
（２５）Ｊｏｈｎ Ｒ． Ｓｅａｒｌ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ｓ：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

（ｅｄ） Ｇａｒｙ Ｆｉｒｅｍ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 ２１１
（４０）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ｅｌｓｅｙ，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ｅｔｈｅｕｎ， １９８０， ｐ． ９１．
（４１）贝尔西：
《解构文本》，赵毅衡编选《符号学文学论
文集》，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５７６－５８５ 页。

（２６）参见邱惠丽：
《奥斯汀言语行为论的当代哲学意
义》，
《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号，第 ３７－４２ 页。
（２７）塞尔，约翰：
《心灵、语言和社会：实在世界中的哲
学》，李步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１３５ 页。
（２８）Ｊｏｈｎ Ｒ Ｓｅａｒｌｅ，“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ｃｔｓ”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５， ｎｏ． １，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７５， ｐ．５
（２９）Ｊｏｈｎ Ｒ Ｓｅａｒｌ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９， ｐ． ３４
（３０）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ｂｉ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
ｐ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 Ｐｅｉｒｃｅ， Ａｍｈｅｒ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ｓ－
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７． 转引自瓦尔． 科尼利斯：
《皮尔斯》，

（４２）胡亚敏：
《叙述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版，
第 ９９ 页。
（４３）Ｄ Ｈａｎｎａ－Ｋａｉｓａ ｅｔ 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ｉ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１２， ２００６
（４４）唐淑华：
《论‘语用设计’对广告语言语力的制约与
促进》，
《哈尔滨学院学报》２０１０ 年 ３ 期。
（４５） 最早把言语行为三分型与戏剧相对比的是 Ｋａｒｉ
Ｓａｌｏｓａａｒｉ。见埃罗．塔拉斯蒂，
《表演艺术符号学：
一个建议》，
《符号与传媒》，段练、陆正兰译，２０１２ 年秋季号，总第五辑，
第 ２３１ 页。
（４６）
（４７）
（４８）乌里·马戈林：
《过去之事，现在之事，将

郝长墀译，中华书局，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９５ 页，根据理解对译文

来之事：时态、体式、情态和文学叙事的性质》，见戴维·赫尔

略有改动。

曼主编《新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８９－１１３

（３１）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ｄｉｌｙ Ｂａ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 Ｃｈｉｃａ－
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３２）Ｌｉｏｎｅｌ Ｔａｌｍ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３３）
“ｍｏｏｄ－ｆｏｒｃ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ｉｓ”
。见马歇尔．Ｄ．维

页，
第 １０２ 页第 １０１ 页。
（４９）参见赵毅衡“代序”
，普林斯《叙述学词典》２００３ 年
新版“叙述”条目，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ＩＶ－Ｖ 页。
（５０）麦茨进一步指出这种现在时的原因是：
“观众总是将运
动作为
‘现时的’
来感知”
。见麦茨：
《電影語言：
電影符號學導論》，
劉森堯譯，
遠流，
台北，
１９９６，
２０ 頁；
阿尔贝．拉菲提出：
“电影中的一

尔曼，
“ 语气、语力即语法在比较哲学中的作用”，
《社会科

切都处于现在时”
。 Ａｌｂｅｒｔ Ｌａｆｆａｙ， Ｌｏｇｉｑｕｅ ｄｕ Ｃｉｎéｍａ：

学》，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期，１３１－１３５ 页

Ｃｒé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 Ｐａｒｉｓ： Ｍａｓｓｏｎ， １９６４， ｐ． １８

（３４）Ｐｅｔｅｒ Ｓｉｍｏｎｓ， “Ｎｅｗ Ｃａｔａｇｏ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ｍａｌ Ｏｎ－
ｔ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ｅｄ） Ｒｕｄｏｌｆ Ｈａｌｌｅｒ， Ｉｎｖｅｓｉｇａｔｉｎｇ Ｈｉｎｔｉｋｋａ，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Ｒｏｄｏｐｉ， 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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