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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情感 ! 行为：
性别对叙述以及叙述对性别的影响
! " 美 # 罗宾·沃霍尔 $ 唐文

王丽亚译

女性主义叙事学通常注重分析性别与叙述的关系，研究特定文化、历史语境中关于性别的假设对叙
事形式的影响，不过，最近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开始关注叙事形式如何通过阅读行为影响读者本人的
性别行为。这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探索性别意识展现方面进行的努力。本文将 “行为 ”概念引入叙事文
本的分析和阅读层面，揭示阅读某种具有明显性别倾向的叙事文本如何影响读者本人对于性别文化、性
别身份的认同或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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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沃霍尔 $ 唐 （12345 67892: $ ;2<5），女，美国佛蒙特大学人文学院英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和 *= 世纪英美文学；王丽亚 （
*=(, — ），女，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教授，研究
方向为英美小说、叙事理论。 >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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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叙事学分析性别与叙述的关系，研

事学研究的特点。这些方面代表了文本的性别，

究特定文化、历史语境中关于性别的假设对叙事

反映了作者性别化的写作行为，或者反映了文

形式的影响。女性主义叙事学拒绝接受存在一

化对男人、女人写作行为的规约。最近的女性主

种普遍的 “妇女写作”，辨认那些与特定时间、地

义叙事学开始从原先关注读者关于性别展现的

点内被认为属于女性或男性作家的叙事形式。

阐释转向叙事形式如何影响读者本人的性别行

某些被认为属于某个时期的男作家或女作家的

为。我将首先描述女性叙事学研究者们在性别

文体、叙述手段也可能被与之相反性别的作家采

化的意识展现方面所作的努力，然后，我将讨论

用，这就会产生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叙事特征的

读者重复阅读某种性别化的叙事文本如何对读

文本。通过分析性别与叙事的影响，女性主义叙

者本人的性别行为产生影响。首先，我将澄清

事学关注人物（性别特征、典型人物、人物意识）、

“行为”一词在女性主义叙事学领域里的意义。

情节 （主要情节、成规、故事结尾）、叙事过程 （谁
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向谁叙述），这是女性主义叙

具有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女性主义从 @A BA
奥斯丁的话语行动理论中借用了行为概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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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所说内容得以实现的言语行为。为了将行为
区别于 “状态”，奥斯丁在 “如何用词做事”中这

我将讨论性别对聚焦的影响。
“聚焦”是叙事学研究领域用来描述小说家

样解释：具有施动作用的言语根本 “不 ‘描述’、

使用视角的方法，类似于电影研究中的 “凝视”

‘报道’或者证实任何事，不断言 ‘真或假’”，“言

（.78’）。叙述中那个被描述为“看到”事件的人就

说一个句子是发出、或者部分发出了一个行为，

是“聚焦人物”，查特曼称之为“过滤器”。第一位

这一点不能被描述为通常意义上的说了什

将这一做法规范为一种叙事成规的亨利·詹姆

么”。“我把这艘船命名为伊丽莎白女王”，或者

斯称之为“中心意识”。在第一人称叙述中，聚焦

“我现在宣布你们为夫妻”，依照奥斯丁的观点，

人物同时也是叙述者，通常以年幼时的角度观

这些话 “不是为了描述我说话本身的行为，也不

察。例如，《简·爱》的叙述者同时也是观察者：

是为了陈述我即将要做的事：说话就是行为”。

她以年幼时经历事件的角度讲述她的生活。这

这样一个言说行为 “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虚假

里产生的反讽源于叙述学家所说的 “不协调 ”

的 ：我 宣 称 这一 行 为本 身 了了 分 明 ， 无可 争

（2,99*-7-:’）——
— 叙述之我与经验之我在时间、

辩”。当女性主义把性别称为 “行为”时，她们是

距离、知识方面的差异，这给文本阐释增添了许

指奥斯汀关于 “施动”的用法，而不是我们大家

多可能的意义。当文本出现一个不具姓名的叙

熟悉的理论概念 “行动”（&’()*(+,-.）。在舞台或

述者时，单个人物视角可能持续地充当聚焦人

者银幕上，“行为”指做出某种动作，塑造一个无

物 （例如亨利·詹姆斯大部分的小说），也可能

需与表演者 “真正自我”相关的另一个 “虚构”身

在某些章里由不同人物担任聚焦者，也可能从

份。然而，说到性别 “行为”，女性主义理论家们

一章到下一章，或者从一个场景到下一个场景

的 意思 并 非 表示 性 别是 一 种假 装 或 虚 构的 行

发生改变。有时候视角可以由某一个人物承担，

为。个人的性别并不是指他 / 她是谁，而是指他 /

有时候 ; 当它们没有 “标志”时 < 直接源自自由间

她做什么。正如朱迪斯·巴特勒 （012,34 5136’(）

叙体。这些情形下的视角人物成为眼睛、耳朵及

所言，任何人不具备 “真实”或 “先有”的性别，无

作者预设的读者 （7134*(,76 712,’-:’）和实际读者

论他 / 她的生理性别是什么。性别由一系列成分

获得信息的渠道。从这个角度讲，视角人物相当

构成：手势、个人风格、言谈、服饰、脸部表情、情

于电影中的凝视者，或者是由电影摄像机设定

感、行为，并非由身体器官或生理决定。因此，当

并 且隐 含 其 中 的那 个 观 察 者。 劳 拉 · 穆尔 维

我说话时以某种方式挥动双手，当我倾听别人

（=71(7 >16?’@） 在分析经典好莱坞电影时提出

谈话时抬起眉头、点头，当我坐的时候翘着二郎

了颇具影响的观点：在主流西方文化中，凝视通

腿，而不是两腿并拢将踝关节靠在一起，或者在

常性别化为男性。电影中的男性凝视将女性身

说话结尾处抬高声音，似乎要提问，我就是在作

体进行了去人物化 （2,9+’+A’(）和物体化，这体

出一系列属于 !% 世纪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的性

现在当电影摄像镜头对准女性腿部进行特写，

别行为。也就是说，这些特点构成了性别，而并

或者掠过她的臀部或胸部，然后再转向她的脸

非表述了性别。

部 ，或 者 有 时 候省 略 象 征 其主 体 性 的 脸部 镜

依照这种把性别看作行为的观念，我将用
两个例子来说明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者们如何

头。而这种处理方式很少被好莱坞电影用于展
现男性身体。

分析性别对文本的影响。我以前的叙事研究主

正如女性主义叙事学所示，认识到 “男性凝

要集中在叙述者的性别、叙述者向受述人叙述

视 ” 的男女分别处理常规是了解叙事话语性别

过程中的性别含义、隐含受众、实际受众。今天

化机制的关键。作为揭示男性凝视如何运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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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小说中的例子，我从柯林斯 （!"#$"%

和、品德高尚、颇具智慧，但她的脸决定了她无

&’##"()）的 《白衣妇女》中摘取一段，此时，主人公

法引起小说中浪漫主人公的注意。性别化的凝

兼叙述者沃尔特初次看到玛丽恩 *

视同样决定了玛丽恩在该小说婚姻情节结构中

我从桌子朝离我最远的窗户望去，看

的位置。小说的类型规定了玛丽恩的 “丑”脸在

到一位女士站在旁边，背朝我的方向。当我

故事结尾时必然出现的结局：她全心全意地为

的目光停留在她身上的一瞬间，我即刻注

模样俊俏的堂兄料理家务，而这位男人的凝视

意到她罕见的身材之美以及她那毫无做作

早已决定了她在小说中的命运。

的优雅仪态。她高挑个儿，但又不是太高；

若要从女作家的作品中找这样的例子，女

标致，丰满，但不胖；头部与肩膀的构架令

性主义叙事学家可能会想到伊迪斯·沃顿

人感到自然、柔顺、坚挺；以男人的眼光来

（+,"-. !./0-’(）的《欢乐之家》。与柯林斯的小说

评价，她的腰无可挑剔，因为它落在恰好

相比，构成该小说情节的大量内容源于对女性

处，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弧线，紧身衣没有使

人物的外观描写，因此，大量的描写直接指向女

之变形，倒是使她的腰身显得令人赏心悦

性的容貌。小说有一部分通过悲剧的女主人公

目……她很快地转过身朝向我。她开始从

莉莉·巴特的视角进行描写，但是有不少段落

房间的那一端朝着我这边走来，她的身体

通过她那位不情愿的求婚者劳伦斯·塞尔顿的

和四肢的一举一动都是如此优雅，以至于

视角进行。在小说开卷处的那个场景中，塞尔顿

我急迫地期待着想看清她的脸。她已经离

被作为一面反射镜，折射莉莉那令人眩目的美

开窗户那边——
— 我对自己说，这位女士是

丽：

黑人。她又朝前移动了几步——
— 我对自己

她走在他旁边，步履轻盈曼妙，塞尔顿

说，这是位年轻女士。她离我更近了——
— 我

意识到自己因为与她如此之近而感到一种

对自己说 （我感到有些吃惊，且难以言表），

难得的快感：她的耳朵长得小巧可爱，向上

这位女士相貌丑陋！

的卷发形成波浪状——
— 过去也这样稍经修

以维多利亚小说作为参照，这段关于女性身体

饰就显得如此光鲜吗？——
— 还有她浓密笔

的描写已经非同寻常：沃尔特凝视着玛丽恩的

直的黑睫毛。她的一切都是那么既充满活

腰，而且能看出她没有穿箍身内衣，他强调她体

力又精湛美妙，富有力量同时又不乏精

态 “丰满”但不肥胖，这种明确指向女性身体的

细。他觉得造物主准是花了不少工本才制

描写在维多利亚小说中并不多见，虽然，它预示

造出如此尤物。

着一个世纪以后的好莱坞电影摄像头的指向。

如同柯林斯对攻击性的男性凝视的展现，塞尔顿

此外，这段描写将女性身体解构为各个部分 （形

对莉莉的观察把她分解成一些身体部件——
— 她

态、体态、头部、腰部、肢体、躯干），这就等于将

的步履、小巧的耳朵、往上翻卷的头发、黑色睫

女人作为一个没有主体的物体呈现给读者。对

毛。与柯林斯作品的隐含作者相比，该小说的隐

小说叙事结构性别化进行分析，应该将注意力

含作者对男性凝视客体化含义更加敏感。
塞尔顿

转向这段描写为我们提供的阐释线索上。首先，

从关注莉莉的外貌很自然地过渡到对她的身体

这段文字标示了人物类型和功能。通过沃尔特

进行评价 （“充满活力且美妙无比……如此强烈

的异性眼光进行描写并由此引出玛丽恩这一人

又如此细微 ”），最后，在他的想象中把她变成一

物，这就立刻将这一人物定位在非主要人物的

个物体，某个一定化了很大工本才“制造”出来的

地位。随着故事的发展，读者看到玛丽恩性格温

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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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用塞尔顿作为聚焦者使得这段描写

采用男性凝视之眼，也不是所有女性作家在作

通过他的眼光得以呈现，沃顿以一种批评的态

品中都从被凝视的位置进行描写。性别身份中

度对这种男性凝视进行了再创造，将隐含读者

可能出现的变化都会影响叙事聚焦，而通过影

的注意力吸引到沃顿本人对塞尔顿将莉莉视为

响叙事从那种聚焦进行观察，可以展现关于性

物体这种行为的判断上。该小说中另一位聚焦

别的盲点 （如柯林斯小说中的例子）和洞见 （如

人物是莉莉本人，因此，沃顿原本可以因此构建

沃顿小说中的例子）。分析具体文本中聚焦蕴含

一种女性凝视，与塞尔顿把女性身体分解为几

的性别可以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一种连接点，揭

个成分的观察构成一个对照。小说原本可以描

示性别如何影响叙事，性别本身如何被构建或

述莉莉针对塞尔顿，或者对追求她的其他男性

通过重复的叙事模式被强化。在 《白衣女人》的

人物 的凝 视做出 的反 向凝视 ，来 构成一 种平

场景中，当真实读者阅读文本，他 / 她借用了聚

衡。然而，沃顿采用莉莉的视角以获得另外一种

焦人物的观察角度。沃尔特的凝视行为把玛丽

不同的效果：

恩的身体分解为几个部分，而真实读者 “我”在

对于莉莉 （&’()）而言，她总是会因为能

想象中对他通过视角获得的投射重新创造为想

够在公众场合显示自己的美貌而感到兴

象中的形象。这就形成了我称之为的性别表述

奋，而今晚她意识到自己穿戴分外华丽，特

健美操，意思是：使得真实读者 “我”通过男性叙

莱诺 （*+,-.+）先生的眼光从未离开过她，他

事视角观察故事世界并经历其情感过程。当读

的凝视与其他仰慕者的眼光一起汇聚在莉

者阅读叙事文本，他 / 她就经历了对自己性别表

莉身上，她感到自己处于关注中心。啊！年

述 进行 修正 的可 能， 这是 对其 阅读 行为 的反

轻、美貌！多么美好！苗条的身材，富有活

观。通过这种方式，性别不仅影响了叙事，阅读

力、灵活轻盈的步履，曼妙的曲线及幸福的

叙事作品也影响了读者本人的性别。

憧憬！她感觉被一种难以言表的魅力搞高
抬起，这是一种跟天才对应的身体魅力！

一部采用人物聚焦的小说希望读者在阅读
过程中采用聚焦人物的眼光进行观察，因此，读

正如我们可以预料到的，沃顿的描述并没有通

者在阅读过程中，通常随着聚焦人物的观察步

过将女主人公置于一个观察男性身体的颠覆为

骤一起进入叙事。小说家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

止。与此相反，《欢乐之家》将凝视的眼光昭然若

中不仅要感受到，而且要“看到”。我在不久前出

揭，揭示女性身体在男性凝视之下的客体化。这

版的著作 《好好哭一场》中论述，阅读叙事作品

里，莉莉经历的男性凝视被描述为令她感到兴

对读者的身体会产生影响：当我感动于小说中

奋；她品味着容貌、举止之美带给她的权力感。

的情感或悲剧时，我会热泪盈眶、喉咙哽咽；当

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一幕置于小说语境中，这一

故事让我感到兴奋或害怕时，我感到心跳加快、

段描写实际上包含了一种悲切的反讽意味。莉

呼吸急促；当故事中的喜剧突变或滑稽的言辞

莉天真地相信自己的容貌之美是一种 “永恒的

使我忍俊不住时，我感到胸膛急剧起伏；当悬念

力量”，实际上注定了让她感到失望。她的经济

顿起时，我就会感到肌肉紧张、屏住呼吸；当我

地位以及孤苦伶仃的家庭状况与她的美丽容貌

感到乏味时，我就会感到喉咙口紧张、打哈欠。

相比，对她的婚姻影响要大得多。正如小说隐含

叙事作品对读者的身体产生诸如此类的作用，

作者所洞悉，莉莉在男性凝视之下感受到的权

假如哭泣、笑、吸气、打哈欠很快出现在某些特

力仅仅是她的一种幻觉。

定的时候，通常源于叙事类型对这些身体反应

并非所有的男性作家在运用聚焦的时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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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预设。属于某一种类型的叙事文本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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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某些业已成立的规定，在故事情节的某些

故事情节早已十分熟悉； -. 世纪的美国女大学

时刻激发预料中的反应。例如，喜欢阅读婚姻情

生当她们第一次阅读奥斯汀小说的时候，轻松

节的读者——
— 姑娘遇见小伙子，姑娘失去了小

地跟随着故事呈现的情感节奏：激动，随之而生

伙子，姑娘最终嫁给了小伙子——
— 随着情节出

的担忧与紧张，最后当故事以婚姻情节的典型

现新的变化，每一步都会在可预料的时刻激发

结尾出现求婚或婚礼 （或两者兼有）场景，读者

一系列固定的情感模式：伴随着女主人公发现

感受到无比喜悦。这种模式构成了她的女性性

并将注意力固定在男主人公身上，读者会感到

别——
— 或者说女性性别在她的时代和地方意味

期待和激动；随着女主人公在 “失去”心上人之

着什么。阅读奥斯汀 / 部长篇小说中的任何一

后挣扎着努力赢得他的欢心，读者会感受担忧

部，观看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重复阅读自己喜

与悬念；当女主人公最终与心上人团聚，读者感

欢的小说，这样的学生重复并维持着同样的情

到欣慰与满足。激动之后开始担忧，然后是欣

感结构——
— 情感兴奋，然后，因为紧张而中断，

慰；激动、担忧、欣慰：喜欢通俗传奇故事的读

最后感到的极度喜悦。她越是习惯于经历这种

者、简·奥斯丁作品的读者、喜欢好莱坞浪漫喜

由婚姻情节产生的情感节奏，她就越感到自己

剧、日本的少女漫画、电视肥皂剧、以及其他关

的性别身份。通过这一过程，阅读叙事作品变成

于婚姻题材故事人，都会一遍又一遍地经历这

了展现性别的行为。

些情感模式。我把这些流行的叙事形式叫做“情

这两个过程——
— 聚焦对真实读者关于性别

感技术”（!"#$%&’&()"* &+ ,++"#!），它们在读者和观

化的世界观可能产生的影响和由文学类别决定

众的日常生活中提供了一种情感结构。值得注

并通过重复阅读对身体产生的效果——
— 仅仅是

意的是，这些叙事类型同样具有强烈的性别化：

两个例子，用于说明女性主义叙事学在探索叙

情感电影和故事、肥皂剧、婚姻题材的故事长期

事如何影响性别过程中可以进行的研究。性别

以来都与女性气质或脂粉气观众相关联。我倾

观念总是与文化密切相关，女性模式和我在这

向于使用 “脂粉气”来形容这里指涉的对象，因

里提到的脂粉气模式完全是西方的、白人的、中

为，不同于 “女性”，“脂粉气”一词可以用于男女

产阶级的建构物。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者也许

两性在性别行为上符合文化对女性化模式的定

可以针对亚洲各国文学或通俗文化提出这样的

义。

问题：哪一种文学类型主要指向男人或女人？哪
假如性别是逐渐形成、展现在身体中的一

些文学类型中的聚焦或情节具有哪种典型的感

个过程、一种行为，那么，反复阅读或观看强烈

知或情感模式？这些模式对我们关于女性 0 男性

性别化的叙事类型就代表了性别行动的一个例

性别的身体经验提供了什么样的认识？这些问

子。例如，想一想那些喜欢阅读简·奥斯汀作品

题可 能有助 于我们深 入理解 叙事 作品如 何影

的美国女大学生。通过观看好莱坞电影、电视连

响、导致性别行为。

续剧，阅读传奇小说、喜剧故事书，她们对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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