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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叙述是人们感觉时间、整理时间经验的基本方式。不同叙述体裁，会用不同方式将时间性因素转化为

某种空间性存在，即呈现出时间的“空间化”现象。当今，演出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体裁，有诸多构成时间“空间
化”的方式。本文以演出叙述为研究对象，对其时间“空间化”方式进行讨论。由于演出的被叙述时间具有较为明
显的空间性特征，所以本文主要就叙述行为时间的“空间化”方式展开论述。演出叙述中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
化”，以及演出场面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本文对这两类时间“空间化”方式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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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是一种具有时间表意性的文本，在不
同条件的作用下，
时间性可以被“空间化”。譬
如，
可以经由图像化处理（ 包括认知图式想象）
形成空间性的存在，
可由反复叙述构成空间性
结构，
或文本本身作为一种空间的存在，等等。

性展开的空间结构（ 简称为演出场面的“空间
化”） 这两类时间“空间化”方式进行分析。

一、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
被叙述情节的时间性可以通过文本中的各

演出作为当今文化产业的核心体裁之一，其时
间的“空间化”方式更甚。表现在多个方面，
如

种符号标明出来，
也可以由情节的展开以及叙

演出需要向观众展示，
需要有空间承载演出； 演

有反复叙述 （ 可造成“空间并置”） 、嵌套 叙 述

员、
道具、
布景等演出因素本身就以空间化形态

（ 可造成“空间套层”） 、插入式叙述（ 可通过隔

存在着； 对时间的表现也需要借肢体动作等非
特有媒介呈现出来。可以说，正在进行的演出
本身就是一种空间式的描述。本文以演出叙述
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其时间“空间化”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演出文本本身的空间性就
十分明显（ 同时，演出的被叙述时间也具有较
为明显的空间性特征） ，本论文对时间的讨论
主要指叙述行为时间 ①这一时间层面，
而“空间
化”则主要指抽象的空间性结构。其中，通过

述节奏为人们所感知。常用的“空间化”方式

出空间促成“空间回环”） 等，它们可以将线性
的、
连续式的时间性展开方式转向多层次的空
间性结构。与演出场面“空间化”方式相比，
情
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方式没有演出场面
—
—情 节 时 间 性 展 开 的
的空间结构效果明 显—
“空间化”不一定能在刚上演时就被接收者意
识到，
大多时候需要看完整场演出。更进一步
地说，
二者都是故事与形式的融合，
但前者侧重

情节—时间逻辑上形成的空间结构，以及通过

于故事情节结构上的“空间化”（ 需要被理解后

演出场面呈现出空间结构，
属于两种较为典型

形成的空间结构感） ，而后者侧重于风格形式

的叙述行为时间“空间化”方式。故而，
本论文

上的“空间化”（ 直接作用于感知渠道的空间存

将对演出叙述中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结构
（ 简称为情节的“空间化”） 以及演出场面时间

前者以不同时间下同一空间（ 同一场景或
在） ，
同一演出区域） 的展示为典型，后者以同一时

① “叙述时间”是个伞形概念，
学界对“叙述时间”的研究多集中于被叙述时间、叙述行为时间、叙述文本内外时间间距等
方面。可参见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45-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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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下不同空间的展示（ “共时态”） 为典型。下

的空间串联了起来。侯淑仪将其归为赖声川早

面试举几类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方式，

期即兴创作的一种随机原理，它“不预设结构

以进行具体分析。

把整个创作过程视为一种有机的探索
和内容，

通过插入式叙述手法（ 一般表现为隐身叙

［2］
和发现，
最后才到达演出的形式和内容” 。实

述者显身点评、话语或声音突然“飘入”舞台）

际上，
随机插入、
随时打断恰恰是演出体裁所特

隔出空间，
串联空间，
甚至造成空间回环。此类
“空间化”方 式 十 分 常 见，赖 声 川 在 其 舞 台 剧

有的品格，此处所论主要是就文本本身 （ 创作
的过程） 来看，未涉及观演现场的即兴插入与

《乱民全讲》①中就采用了插入式的手法。该剧

打断。

用一些看似有联系，
以及一些相互独立、
毫无关

通过反复叙述造成的空间并置。对同一件

联的情节或片段表现当时大多数台湾人所共同

事的反复叙述在戏剧演出中最为常见，它主要

呈现的精神状态与焦虑处境，
影射台湾社会的

是由不同次叙述者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阐述构

种种乱象。人们在台上的讨论、对话以及偶尔

成情节结构上的空间并置。其中，较为典型的

被插入进来的独白在结构上杂乱无章，
使整个

是由次叙述者叙述同一件事情。例如，在皮兰

舞台呈现出一个支离破碎的空间格局。尽管对
话的打断以及个人独白的混杂，
是为了暗示现
代都市居民生活的混乱与生存空间的变异。但
让人感觉该叙述文本毫无章法可言，
四分五裂
的空间结构不易于向观众表达该剧的主题，使
之成为一出有机的戏剧，
引发观众对当下社会
困境、
人类精神状态的关注及其思考。对此，
赖
声川特意安排了一些角色穿插在散乱无章的片
段之中，
角色的穿插出场以及演出行为所传递
出的意义与散乱片段所传递出的含义形成了鲜
让碎片化的片段组成了有机整体。于
明对比，
善禄分析赖声川该剧的叙述手法时也就此提出
—
—该剧“偶尔在过场时让美声女
了相关论述—
子的清唱歌声，
涤化戏里头那一波波的泛政治
骚动，
甚至到了戏的结尾，
所有的演员或站或坐
在舞台四处，
一旦有人想开口再说些什么，
都会
被嘘噪，
因为不需要再讲话舞台天幕同时也出

—
—如 果 你 这 样 认 为 的 话 》
德娄《你 是 对 的—
（ 1917 年） 一剧中，次叙述者费罗拉太太、女婿
彭查先生以及他的“妻子”对彭查先生的妻子
的解释也是一种重复叙述。此外，还可以利用
音乐、
乐章的特质将情节时间性“空间
慢动作、
化”。音乐、
慢动作本身就具有时间延展性，
而
乐章交响恰恰能够将延展着的时
重复的动作、
间带上“空间化”构造。诸多导演和编剧注意
到了这类媒介的特殊属性，
或将音乐贯穿于整
场演出之中，
或者按照乐章重新结构构架演出
形式。由于赖声川的《变奏巴哈》② 在这两方面
都有所表现，
这里就以《变奏巴哈》为例进行具
体分析。该演出贯穿了巴哈 （ J． S． Bach） 的赋
格曲（ Fugue） ，即情节随着巴哈赋格曲的展开
而展开，
演员在时间性延展的音乐中即兴演出。
在创作之前，
赖声川为集体即兴设定了规则： 演

现满天的繁星不要再吵了，
只要聆听那美妙的

员分别躺在舞台上画好的 24 个格子中，
随着音

歌声就好，
在浩瀚的星空之下，
所有的争辩与嘈
［1］
杂都是多余的” 。可以说，
穿插式的叙述手法

演员需要展开其动作。可以抓痒、
可
乐的响起，

（ 包括隐含叙述者通过评论显身） 、
片段里与片
（
段外的鲜明对比 戏谑氛围） 让情节在时间性

与位于相邻格子里的演员动作不相一致，
不管

展开时有了较为齐整的“空间化”结构。而该

光渐亮，
格子中的演员随着巴哈“十二平均律”

剧恰恰体现了插入式手法的多重功能： 首先用

第一首 C 大调前奏曲和赋格曲开始缓慢舒展

个人独白、
独语打断人们的对话、讨论，属于用

开来，
犹如同胚胎中的人慢慢起身，
在格子中各

插入式手法隔出空间的一类； 其次是用特殊的

自活动。此时，
受演员片段化的语言、
重复的机

角色功能穿插于散乱五章的片段之中，
通过戏

械化姿势（ 抽象移动的躯体） 和反复音乐节奏

谑比照，
将毫无关联的片段连接起来，
也把破碎

的影响，
情节时间性的展开被“空间化”了。更

以转动，
但都以缓慢的速度进行，
同时还要保证
演员如何行动，
每一格均有一人。大幕拉开，
灯

① 《全民乱讲》（ 2003 年 11 月 28 日在台北国家戏剧院首演） ，
由赖声川与丁乃筝合作编剧导演，该剧为赖声川“表演工作
坊”二十周年前夕彻底自我颠覆的全新剧型，回归到赖声川早期在即兴创作之中引用的“天马行空”的随机原理。
② 《变奏巴哈》是赖声川集体即兴创作的作品，
台北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于 1985 年 6 月 11 日在台北市立社教馆首演，此
后搬演两场。2012 年，其学生杨景翔在内陆搬演该剧，名为《变奏巴哈———末日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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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奏巴哈》三幕均按照巴哈赋
值得一提的是，
格曲的结构分为《第一乐章》《第二乐章》《第三

人在遇到一群悲剧演员后，终于见到国王。第

乐章》，
也就是说，
故事的发生发展与乐章的节
—
—主题依次在各声部作最初
奏结构（ 呈示部—

们上演了一出戏，
而演出的戏实际上就是他们

—
—主题的进入比较自由，
的陈述； 发展部—
可随

哈姆雷特将交给英国国王的信掉包后脱身，
致

进入此处也无规定性； 再现部或结
时变奏答题，
—
—主题在主调上进入，并与答题构成主
束部—

戏中嵌入的故事不同
使二人性命不保。这里，
（ 悲剧演员的排练和演出） ，而且，《罗》剧还将

调—属调—下属调的布局） 相呼 应，动 作 的 反

《哈姆雷特》剧中的片段直接引入其中，
再度形

复、
主旋律的一再重现 （ 或正或反，一而再，再
而三地强化主题） 、每一场主题的重复等反复

成一种包裹与嵌入的关系。也就是说，该剧所

叙述的方式，
让按时间性展开的情节呈现出了
“空间化”结构。概言之，
赖声川借用赋格曲种

二幕则是二人再次遇到悲剧演员时，
演员给他
的命运。第三幕，
二人陪同哈姆雷特前往英国，

嵌入的片段或故事，
使得情节的延展“立体”了
起来，
即情节时间被“空间化”了。而被嵌入的
通过两段
两个片段又形成了一种并置的关系，

—
—《主 题 》（ Subject） 、《答 题 》
的 音 句 性 质—
（ Answer） 、
《对 句》（ Counter subject） 来 统 合 全

不同命运的比照，传递出人生之荒诞的意味。

剧的情节线索，
巧妙地应用了赋格曲的乐理结

美设置、
演员表演上有意区隔了叙述上层与下

另外，
该剧在演出之时，
斯托帕在灯光转换、舞

构构架情节的空间结构，
在丰富演出的空间结

层，
这也使得故事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

构时，
呈现出舞台上的人生剧码犹如赋格中不

与演出场面的“空间化”情况相重合。这在下

断变形、
无常又不可预测的主题。然而，
巧用肢
体动作、
音乐等演示媒介来制造空间感 （ 包括

文会具体论述。

让故事情节显出其“空间化”结构） 的方式还有

述所造成的并置的、
嵌入的空间结构情况，
是相

多种，
在哑剧、
音乐剧中则更为明显。

互关联的，
可以达到同一效果。譬如，
当插入叙
—
—将另一个
述文本中的片段具有一定规律性—

通过嵌套叙述造成的空间套层，属于空间

实际上，
反复叙述、
插入式叙述还是嵌套叙

并置的一种变体。它与插入式叙述极为相似，

故事分成片段间隔插入同一叙述文本，打断原

但不同之处在于，
嵌套叙述“插入”的是另一个

有叙述文本中的情节线性展开的方式，且该故

故事而不是单纯的评论或乐音。嵌套叙述造成

事与原叙述文本所讲故事有因果逻辑关系等，

的空间套层现象在“戏中戏”中较为常见。在
“戏中戏”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1497 年
西方，

可视为反复、
插入式或嵌套叙述，
而情节的空间
结构既可看成是嵌入式的空间结构又可归于并

亨利·麦德瓦尔的戏剧，直到文艺复兴时期，
“戏中戏”成为普遍手法，莎士比亚的《仲夏夜

置式的空间结构。以汤姆·斯托帕德的《阿卡
狄亚》（ 写于 1993 年） 为例。该戏共分两幕七

之梦》《哈姆雷特》和卡尔德隆的《人生如梦》等
剧均是人们所熟知的“戏中戏”。汤姆 · 斯托

场： 第一场戏发生于 1809 年，
第二场戏发生于
1809
当前，
而第三场戏又回到
年，
情节就第一

帕德（ Tom Stoppard） 就曾对《哈姆雷特》“戏中

场戏继续发展 …… 依此类推。1809 年所发生

戏”舞台前后情节的一个完整补充，做了另一
—
—《罗
场“戏中戏”（ 或者说是对莎剧的改写） —

的事件穿插在当前的故事中，
形成有规律性的

森克 兰 茨 和 吉 尔 德 斯 特 恩 已 死 》（ 简 称
“《罗》”） 。该剧详尽叙述罗森和吉尔在宫廷路
上与一群戏子的相遇，
以及陪同哈姆雷特坐船
赴英格兰的过程，
并直接引用莎剧中与两人有
关的片段（ 大多在舞台后半部演出区域上演） ，

隔场跳跃。有意思的是，
该剧依旧是在不同时
1809
，
年和当前） 同一地点（ 英国德比郡乡
间（
间的一个贵族庄园） 中上演，该剧第一幕第二
场的舞台提示中写道：
本剧的剧情在十九世纪和当前之间来
回转移，
但始终在同一个房间内。两个时

巧妙地嵌入自己的剧目。但《罗》剧与《哈姆雷
特》一剧不同之处在于，《哈姆雷特》剧中两个

期必须共用室内的器物，无通常预料中的

小人物罗森和吉尔成了《罗》剧中的主角，
而哈

都不抵触。

姆雷特则为戏中的配角，
二者的命运发生了转

也就是说，
隔场插入的情节事件将空间隔

变。其次，
戏中之戏，
或者说被嵌入的故事有所

开之余，
又将隔开的片段串联了起来，
而不同时

不同。该剧第一幕为国王召见罗森和吉尔，二

间内故事所发生的地点相同这一特殊情境，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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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置或
让隔开的片段构成了空间性的结构—

演出场
较于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方式，

回环。我们均可通过隔场展开的两个故事获
知： 1809 年 4 月，
塞普蒂莫斯正在给 13 岁的女

面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研究偏重于由演出
—
—演出的形
风格形态造成的“空间化”结构—

孩托马西娜上数学课，
早慧的托马西娜已经预
料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意义。此时，三流诗

式不是内容的装饰，
不是内容的容器，
而是事物
［3］
的本质 ，
因此对演出风格形态的研究更显重

指责塞普蒂莫斯曾经企图非礼
人查特闯进来，

要。这种“空间化”结构是人们可以直接通过

查特夫 人。180 年 之 后 的 现 在，克 洛 伊、瓦 伦

媒介渠道呈现并感知出来的，
但并不一定都与

格斯仍然住在这个庄园里，
另外还有两位客
丁、
—
—园艺学家汉娜和学者伯纳德。其中，汉
人—

叙述的层次有关。演出场面的“空间化”同样

娜研究庄园的历史，
想要确定谁是隐士，
伯纳德

进行分析。

想要证明诗人拜伦曾到过庄园并杀死了诗人查

可以以多重方式呈现出来，
这里试举两类依次
可以通过多种戏剧风格的同时呈现及故事

特。而瓦伦丁则在破解塞普蒂莫斯和托马西娜

不同年代的同时比照，
将
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

所思考的问题。当前的这些人物都努力想通过
极其有限的线索去推断 1809 年在这里所发生

空间层次感突显出来，
其中最明显的是将不同

的事情。可以说，斯托帕德试图将两条时间线

风格的剧目拼贴在一起。中国当代话剧导演林
兆华的舞台剧《三姊妹·等待戈多》就是一例。

平行展开，
造成了情节结构的并置。而两条时

该剧为了反映出两个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心

间线交隔上演，
打破了原有的时间线性，
有相互

理，
表达人类的命运在于永恒等待、
长久追寻的

嵌入之效。而对不同时间、
同一个地点、
同一件
事情考证或寻求答案又有反复叙述之嫌。这样

主旨，
大胆地将契诃夫的《三姊妹》与贝克特的
《等待戈多》这两部风格相去甚远的话剧作品

的设置使得该剧悬念意味步步增强，
直到最后

—
—一 静 一
拼贴在 了 一 起。舞 台 上 两 种 风 格—

水落石出： 拜伦的确到访过庄园，
但不曾杀死查
特，
查特是在西印度群岛被猴子咬死的，
托马西

动，
优美沉郁与荒诞怪异的呈现，
不仅将演出的
空间感突显了出来（ 使得舞台空间更为立体） ，

受刺激而变疯的塞普蒂莫斯
娜死于一场火灾，

还将两部西方经典剧作平行并置了起来，
俨然

从此在隐居室中耗时几十年奋力计算。

一出结构谨严的二重奏。可以说，该剧演出场

纵观上述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方

面（ 片段） 的并置是消解了整个话剧的旋律性

式，
空间性结构的隔出实与叙述层次有关。换

的，
也即打断了时间性地向前推进的故事情节，

言之，
叙述区隔在叙述中的分层作用可以造成
—
—它们在隔
齐整的、
并置的、
嵌套的空间结构—

促成了一种动静交错、回环往复的节奏形态。
林兆华 为 增 强 演 出 的 画 面 感 （ 空 间 立 体 而 充

出多个空间之时，
又将彼此隔开的空间相互勾

盈） 而将两部西方经典剧作拼贴“并置”起来，

连了起来，
造成了叙述的上下层次关系，
使得不

为的是促使观众以更为理性的方式比照两部西

同空间层次形成了嵌套、并置的空间形态。与
形成演出场面的“空间化”结构情况不同的是，

方剧作背后的文化隐喻，
领会二者互为指涉的
思想 内 涵。而 瑞 士 剧 作 家 马 克 斯 · 弗 里 施

构架故事情节时间“空间化”情况中的区隔或

（ MaxFrisch） 的《中国长城》则是将不同年代、
不

不可见、
或不易被察觉，多数没有演出中的明

同文化背景的人物置于一个场面之中。该剧以
秦始皇在顺利打退北方蛮族，
并
公元前 200 年，

下面将具体展开而论。
显，

二、演出场面的“空间化”

且命令举国上下修建万里长城之后，
举办盛大
的聚会为基调展开，
通过不同国家、
不同时代的

在演出中，
对时间的表现需要以舞台空间

人物，
古代与现代场景的比照，
讽刺那个用武力

的符号化为前提。如，
演员迈了几步或转了个
圈代表跑了许多路程。此类标明时间的空间符

修筑长城、
独裁专政的闹剧的时代。舞台一开
—
—右侧是一段中国风格
场呈现的是两番场景—

号有诸多类型，
这里则主要就演出场次、
场景时

的露天台阶，
左侧前方则是几张现代派风格的

间性展开的“空间化”现象而论。需要明确的

靠背椅。无疑，
演出已将两个不同的时间场景

是，
相较于演员的姿势动作等具象的、
单一的空

并置在一起了。更有趣的是，光临这次宴会的

间符号，
本论述所说的演出场面（ 包括片段、场
景、
场次） 属于大局面文本的“空间化”方式； 相

人物又是从各种历史时段走来的： 法国皇帝拿
破仑、
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
美洲大陆的发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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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
文学人物唐璜、
戏剧人物罗密欧和朱丽

结构显现了出来。此类效果时常需要与静场的

叶、
腓特烈大帝、
华伦斯坦，
还包括一位现代人，

方式相互配合，
即有时舞台上没有其他人，
或者

也即，
同一舞台上被隔出的左右两边，
会频频发
生人物“闪回”“穿越”的情状。譬如，
在宴会开

其他在舞台上的人都不说话、静止不动，等等。

始之前，
现代人就闯入了秦始皇之女美兰的闺
大谈两千年之后的未来社会 （ 秦始皇
阁之中，

面为例。幺妹深爱生态学家，
但被他拒绝之后，

所做的一切在二千年之后的世界里已经不可通

重，
当媒婆和一群人抬着轿子载歌载舞、
喜气洋

以林兆华执导的《野人》中幺妹出嫁的一个场
被迫嫁给他人。剧中幺妹出嫁的场面十分隆

因为未来人类会处在一个氢弹或者原子
行了，

所有的演员突然停了下来，
洋地通向目的地时，

弹时代，
而独裁统治在现代社会是极其危险的，

止住不动，
而唯有头上披着大红纱巾的幺妹从

一旦成为暴君，
就是整个人类的暴君，
会使整个
人类都同归于尽） 。尽管现代人的言论引发了

轿子里下来，
缓缓地走向舞台中央。她慢慢地
掀开红头巾，
神情复杂地望着前方，
随后又缓缓

但在秦始皇这位强权专制者眼里
美兰的好奇，

往人群走去。她一跨进轿子，
作
地披上红头巾，

却显得苍白无力（ 秦始皇对于现代人的说法不

静止状的人群马上继续前面的歌舞动作，
仿佛

只把它当作一种雄辩术，
并调笑地颁给
屑一顾，
他一个“孔夫子大奖”） 。舞台上，古代与现代

吹吹打打，
欢歌曼舞地涌向舞台
没有间断似的，

的场面拼贴并置，
两个相去甚远的时间维度共

了，
大伙的喜庆场景与幺妹悲怨的心境恰恰形

生于一时，凸显出了场面的“空间化”结构，在
展现一个从古代中国到 20 世纪西方的广阔的

成了鲜明对比，
赋予了演出场面“空间化”的结

历史背景之时，
表达了反战和反对独裁的意旨。

深处。这一静一动将人物的心理空间“前推”

构。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在徐晓钟执导的《大

可以通过非特有媒介区隔出多重空间，以

雪地》一剧中，黄子牛与秀玲互相表达爱慕之
—
—秀玲要用自己的棉帽子为黄
心之后的场面—

显出演出场面的空间结构、层次。最为直观和

子牛的手取暖，
两人在音乐中夸张地扭捏推拉

常见的方法是利用具象的物体将空间分割开
—
—将演 出 区 域 分 为 舞 台 前 / 后 部，上 / 中 /
来—

也采用了一静一动的效果。不过，导演对他们

下，
左 / 中 / 右部分，等等。譬如，利用楼房的特

一瞬 间 发 生 的 几 个 动 作 做 了 另 一 种 特 殊 处
—
—“定格”，也即两人在推拉时，多次地停
理—

殊结构，
向观众展示一栋楼的横切面，
亦即多个

顿或静止了几秒。与此同时，舞台灯光与场景

楼层、
多个家庭生活居住的空间； 向观众展示某

氛围也伴随人物动作的停顿而发生变化。这个

一层几户人家的横切面，
亦即一个楼层，
多个家

演出场面的特殊设计在短暂的时间内将人物内

庭私有以及公共的居住空间； 向观众展示一户

心的情感、
情绪呈现了出来。人物动作瞬间的

人家多个房间的横切面。又可以将演出区域设

静止、
定格中断了人物外部环境以及事件、
情节

计为可移动形式，
根据演出情况而移步换景，
或
（
将演出区域分为内环和外环层叠关系 如，赖

时间性地展开的进程，
从而使该场面呈现出了
—
—人 物 心 理 空 间 被 前
一个被结构化的空 间—

声川的《十三角关系》等戏中就有对旋转舞台
的运用） 。除了利用实物道具进行特殊设置或

推，
而人物所处的环境、共享的事件等被后置。
王晓鹰导演曾对定格与前推人物的心理空间所

—
—不仅能把
隔断之外，
由于叙述框架的作用—

达到的效果做出了评论，认为它“中止了外部

身体和物件这些日常物品转换成演示媒介，还
［4］
能将演出空间被“特用”的情况呈现出来 ，灯

短暂停滞，
使得他们相互间的姿态造型所显露

光、
演员姿势这类塑形极强的媒介配合演出情

的情感含义，
特别是他们与此时的舞台灯光气

而恰恰是因为外部时间的
的现实时间的进程，

境，
也可形成演出场面的“空间化”结构。这在

氛一起变得格外明亮开朗的面部表情所显露的

呈现人物心理、
意识流方面较为典型。如用不

情感含义，
鲜明而富于美感地向观众揭示了两

同色调的灯光将人物的内心独白或意识流凸显
出来，
此时人物的追光与周围的灯光色调或者

人心中初次萌发的美好恋情给他们带来的内心
［5］
欢乐” 。本文认为，
上述定格、静场等方式也

场景色彩基调出现了差异，
演出场面的空间化

会造成“展面”与“刺点”① 之间的空间结构（ 场

① “Studium / Punctum”为巴尔特《明室》一书中不好理解的两个拉丁词，
本文采用赵毅衡教授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
中的翻译“展面与刺点”。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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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置”、
左右并置、上下分层等空间的排列组
合情况。

小结： 两种“空间化”方式的“重合”

空间结构，
慢动作与概述性动作、
日常生活中常

诚然，
前文分析的两种时间“空间化”方式

见的肢体动作的比照也能够形成场面的空间结

均是对时间的空间结构化与展示场面的空间结

构。赖声川的《变奏巴哈》中就有对慢动作的
徐晓 钟 所 执 导 的 几 部 作 品（ 《培 尔 · 金
运用，

构化现象的一种论述。因为情节的展开是具有
时间延展性的 （ 即时间与情节的关系紧密，任

特》《桑树坪纪事》《大雪地》） 还特别运用了转
台来强化这种慢速的动作。以《大雪地》中“抓

何叙述都离不开情节—时间，因果—道义的逻
辑关系） ，
对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方式

强奸犯”这出戏为例，大翠与大海半夜幽会被

进行研究也就是对时间的空间结构化方式进行

来不及逃的大翠在情急之中谎称被人强奸。
抓，

研究。而由于演出本身就需要空间来呈现，因

于是，
保卫科干部便集合全体工人，
让大翠当众
指认“强奸犯”。当大翠迫于无奈而向大海走

此对展示场面的研究着重于被结构化的空间现

去时，
其他工人消失了（ 静场） 。舞台顿时静止
了下来，
唯有大海一人站在台口处，
向大海走去

在传统戏剧中较为常见，
如古典戏曲多按照一
折一幕的线性时间进行叙述） ，另一种是就空

的大翠因为转台的缘故（ 与大翠走去的方向相

间展开论空间结构（ 这类情况在现代戏剧中经

反） 让大翠一直处于走动的状态。此刻，二人

常出现，
如现代戏剧偏重于打破线性时间观，
多
—
—都存
线并进） ，
但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着的—

之间的距离被慢动作以及转台的作用拉远了。

象。尽管一种是就时间谈空间结构（ 这类情况

同时，也 巧 妙 地 将 人 物 的 心 理 状 态 呈 现 了 出
—
—缓慢的步速说明大翠内心在犹豫，而越
来—

在时间性的展开以及空间的结构化。换言之，
它

走越远的距离则意味着她深知这一举动将使得

的效果也有其相同之处。下面试举几例：

们可以同时出现在一场演出中，
两种方式所产生

她永远走不到被她亲手毁掉的爱人身边。舞台

两种方式共存于同一演出文本中，
但产生的

上，
全体工人寻常的肢体动作与表现大翠指认
“强奸犯”犹疑不决的步速，
大翠平日的肢体动

效果不同。以赖声川执导的舞台剧《暗恋桃花
源》为例。该剧由《暗恋》（ 讲述在 1948 年，
青年

作与表现内心越走越远的更缓慢的动作形成了

男女江滨柳和云之凡在上海因战乱相遇，
也因战

比照，
二者并置了起来，
形成了结构化的空间场

乱离散； 之后两人不约而同逃到台湾，
却彼此不

面。然而，
对慢动作运用得最为极致的是将其
意象化。罗伯特·威尔森（ Ｒobert Wilson） 的意

知情，
苦恋四十年后才得以相见的故事） 与《桃
花源》（ 讲述魏晋时期的武陵人老陶因为其妻春

象式表演便是其中一类。这种表演剥去了人物

花与房东袁老板私通而离家出走桃花源； 等他返

的性格，
演员只需要按导演的指令缓慢移动，
形

回武陵时，
春花已与袁老板成家生子的故事） 两

同傀儡。譬如，
其代表作《沙滩上的爱因斯坦》
（ 1976 年） 一剧，演员在舞 台 上 的 缓 慢 行 动 状

剧拼贴而成，
即在同一个舞台上同时呈现了的暗

态，
营造出了一种梦境式幻觉感受，
与日常生活

恋故事和古代魏晋时期女子出轨的故事。该戏
—
—“暗恋”与“桃花源”两个
中特殊情境的设置—

琐碎的状态形成极强烈的反差效果。而正是因

由
不相干的剧组意外地在同一个剧场里相遇，

为人物性格的扁平化，
人物行为的机械化，
反反

于演出迫在眉睫，
无法更换彩排地点，
两个剧组
只能同时彩排，将两种不同风格类型 （ 现代悲

复复的慢动作恰好将舞台场面的空间结构化了
（ 即由意象与意象的重复、同一符号的复现使
空间仿若隔出了多个层次） 。

剧与古代戏剧） 的戏剧拼贴在一起。该剧开演
时，
戏中两个剧组的排演时不时地被剧场工作

实际上，
通过不同戏剧风格的比照，
故事中

人员以及对方剧组打断，
这时古代戏曲的排演

不同时段、
情境的比照，
以及非特有媒介隔出的

与现代戏剧的排演是相互交织的，
形成了情节

多重空间让演出场面空间形态结构化的几例，

时间性延展的空间化结构。直到第十幕，在十

均属于通过“共时态”下不同空间区域的相互

万火急的情况下，
两个剧组不得不共用一个舞

比照而形成的空间结构化态势。只是它们结构

台各自排演时，
现代与古代两个类型风格不一

化空间的方式不一样，
即分别呈现出“前推”与

的戏剧形态于同一个演出场面的对照，将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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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化了。可以说，
整出戏在纵向和横向
—
—纵向的情节时
上都存在空间结构化的现象—

其实，
对两种“空间化”方式在演出这一体
裁中的运用及二者关系的讨论（ 重合与分离） ，

间性展开的空间并置，
横向上演出场面中的空

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情节与场面时间性展开
的关系。首先，情节与场面并非对等 （ 它们的

间并 置，而 这 一 并 置 恰 恰 将 爱 情 的 各 种 状 态
（ 暗恋、
离散、
寻找、
婚姻、
出轨、
重聚等） 一同呈
现了出来。同时也满足了台湾人民潜意识的某
种愿望： “台湾实在太乱了，
这出戏便是在混乱

差异可以通过同一戏剧的剧本和演出文本比照
出来） 。情节由具有可述性的事件组成，而场
面未必构成一个情节，它可以是事件、情节、故

钻出一个秩序来。让完全不和谐
与干扰当中，
”由此
的东西放到一起，看久了，也就和谐了。

也可以是某一情节片段等。当
事发生的背景，
二者“重合”（ 尤其是在独幕剧中） ，两种“空间

可见，
戏剧的拼贴与空间的并置，
能够让本不相

化”方式所达效果一致。其次，对演出场次或

关联的、
破碎混乱的情节“和谐”地共生，在强

场面的划分并不一定以情节发生发展的原有逻

重新建构起其独有的时间秩序。
烈的比照中，

辑为依据（ 现代戏剧时常会打破传统戏剧的时
空观念） 。因此，当场面与情节所展示的事件

两种方式共存于同一演出文本中，但产生
该类情况在前文所举的例子中已
的效果重合，

或二者具有同一步调时，两种“空间化”
一致，

有涉及，
这里先就《变奏巴哈》来论。赖声川的
《变奏巴哈》中多处出现了反复重合的现象，
如
24 个格子将舞台空间划分开来，演
第一幕中，

方式可能会引发同一种效果。

员在格子中站立、
转向、
前进、
后退等机械化、
缓

也就是说，
尽管原有的情节时间被打断了，
但随

慢的重复动作构架了演出场面的空间结构。而

着空间的结构化，
新的时间也重新被建构了起
“空间化”
来。另外，
两种
方式之区别常会被有

在第二幕、
第三幕中，
多名演员围绕一个主题的
反复叙述也在无形中划分出了演出场面的空间
结构。这三幕对人生无常、
百无聊赖、
难以掌握
又组成了情节时间的空间化结
的主题的重复，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受何种时间“空间
化”方式的作用，
并不意味着叙述时间的停止。

意地模 糊 （ 如 置 于 不 同 文 化 空 间 中） ，以 产 生
“陌生化”的效果。尤其当某些被试图取消戏

构。而几乎贯穿了全剧主旋律的“流水席”则

剧时空以达到剧场时空和戏剧时空统一的演出
演员和观众共享同一个空间 （ 可以是剧
来说，

更能体现时间的空间化结构与展示场面空间结

场时空也可以是叙述时空，
因为二者合一了） ，

构化的重合。剧中多重时间按照“流水席”依

却受不同文化空间的影响，则会使时间“空间

次在舞台上上演，
人来人往，
匆匆过客与主旋律

化”方式更为复杂。

相互呼应（ 如，第二幕中舞台不同方位多个破
碎场景的同时呈现与正在进行的主旋律的呼
应） ，
使得时间与空间的机构化在同一幕中出
现。当然，
这是一类较为复杂的情况，
体现了对
多种媒介的巧妙使用。而在阿瑟·米勒执导的
舞台剧《推销员之死》（ 1983 年） 中，也出现了
两种“空间化”效果有所重合的情况。该剧采
将老推销员的意识流回忆
用双线并进的方式，
以倒叙的方式间隔插入现在正在展示的故事
中，
演出场面中人物心理空间的“前推”（ 空间
被结构化了） 与不断间隔插入、不断重复以打
断情节时间性延展的情况 （ 时间被结构化了）
同时出现，
属于两种“空间化”方式重合的一种
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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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rational life happiness， happiness ethics of poetic is a symbol of happiness， and dialogue-type co-existence happiness ethics， neither "solipsism"， nor "selflessness"． Third， the happiness of poetic， between life and poetry， self and the other， suffering and happiness， which both sides becomes each other ethical motivation， belongs to ethics of the limit．
Key words: symbol ethics; the happiness of poetic; the other; ethics of happiness; limit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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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ocial Media
JIANG Shi-ping
(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Social media" and "luxury brand"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paradox"．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its marketing value continues to highlight． Besides， luxury brand consumers' age declines in these years，
so that， luxury brands have to face a "paradox"． Luxury brands using social media to spread the brand information， the key is to
maintain its brand image not to be diluted and damaged． This paper setting out from three element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implied author"， analyses the brand image． It points that brand image is brand text identity， which combines "acting author" and "deduced author"． To maintain the identity of brand， "acting author" and "deduced author" must be
consistent， which means that the recipient having a common value with communicator is needed． While social media presents "
circle group" feature， it provides a chance to create "virtual brand community" for the luxury brand， which can break the "paradox" and help luxury brand achieve a marketing breakthrough in social media platform．
Key words: social media; luxury brand; implied author; circle group communication

On the Two Ways of Time "Spacialization" in the Performing Narration

HU Yi-wei
(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Narration is the basic way of feeling time and reorganizing the experience of time．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cultural
genre， the factor about time w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a kind of spatial existence，which showing up some features of spatialization． Today， as one of the core carrier the cultural industry， performance has many ways of being " spatialization"． Therefore，
this essay will analyze the special way in the performing text． Due to the narrative time in the performing text presenting obvious
spatialization， so this essay mainly discussed two kinds of " spatialization" phenomenon in narration time through the plot and
scene．
Key words: narration behavior; time; space; structure plot; show scenes

Study on the Northern Anti-abolitionist Violence in Jacksonian Era of America

LI Dan
(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China)
Abstract: In 1930s， the anti-abolitionist violence gradually increased in the northern states． This violence included the attacks of
the abolitionists and their print shops． Its organizers were mostly "gentlemen of property and standing"． The reasons resulted in
so many anti-abolitionists violence ar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econd party system" in the Jacksonian era，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and finally the limitations of law in protecting the abolitionists'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press． Anti-abolitionist violence made some famous people defend the abolitionist's freedom of press． It also made the abolitionists publish some newspapers by virtue of penny papers revolution， then sounded their voice in public sphere， and finally transferred the abolitionists' freedom of speech to the freedom of all American people．
Key words: anti-abolitionist violence; the second party system;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press

Three "Skills" Symbiosis: A Ｒational Pursuit in the Course Teaching of Disciplinary Teaching Theory
LI Ming-gao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Liangyungang Normal College， 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6， China)
Abstract: the disciplinary teaching theory is a curriculum which is most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eform of the basic curriculum． Teachers teaching the disciplinary teaching theory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normal students in the future teaching by
showing the teaching conception and teaching behaviors． Academic is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urse of the subject teaching curriculum， art is "characteristics" of disciplinary teaching theory course; technology is " brightness" of the course of the subject
curriculum． Teaching of the theory course should embody the three "skill" symbiosis， realizing the academic character， artistic
charm and technical means of harmony and unity．
Key words: subject didactics; academic; art; technology

A Ｒesearch on Government Ｒesponsibility of University Continuing Education

CHEN Xin
( Jiangsu Qingjiang Middle School， Huai'an， Jiangsu 223001，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s the research focus， is not a subjective act， but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the
continuing role of various factors． The ideal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including that formulating the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mproving the external system， constructing the target system， guaranteeing the necessary material conditions， optimizing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University Continuing Education． It should be investigated the practical path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round the main relationship， behavioral targeting and behavior， promoting the 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 from reality
to the ideal shape form．
Key words: university continuing education;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practical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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