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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本中的空符号性人物在“希声”、“无形”的表象之下蕴含着多重意蕴，具有无隅的表意功能：
他们以话语权的缺失性“失语”，实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蕴传达功能；通过空泛的身份所指“空白”，完成文
本的深层意义指涉功能；借助形象塑造抽象化的个性“缺失”，使读者跨越了与作者之间的隔阂，直接进入开放的文
本沟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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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切有意识的活动都是符号活动，整个人化

要性可见一斑。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空符号的研究仍

的世界都浸泡在纷繁复杂、似有若无的符号之中，正

然处于起步阶段，仅有的研究也集中于空符号存在的

如卡西尔所言：“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

哲学辨析和语言学层面的探析，对文学文本中的空符

[1]

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中。” 中国古人也

号性人物的观照较少。事实上，空符号性人物在文本

很早就看到符号学“统会天下之理”的重要性，如王

中往往起着非比寻常的作用，具有强大的表意功能：

夫之在《船山全书》中提出：“乃盈天下而皆象矣。

他们通过作者有意识的“空缺”和“留白”写作，实

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

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蕴传达；通过“空白”的

[2]

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 可以说，我们所

指示作用，完成文本的深层意蕴所指功能；借助形象

认识的世界都是由符号所组成的，符号学的研究对人

塑造的符号性“缺失”，帮助读者跨越与作者之间的

类解释所知世界有着重要意义。

隔阂，展开直接的沟通和对话。

在当今的符号学研究中，研究的视线和重心主要
集中在对实符号的阐释上，而对于符号系统中重要的

一、“沉默”：“无声胜有声”的意蕴传达

组成部分——空符号的研究却相对阙如。所谓空符号

一维的空符号往往表现为声音的停顿、空缺。在

（blank-sign）即是符号感知的空缺：空白、黑暗、寂

文本叙述中也常有着类似的情况。当这些停顿、空缺

[3]

切合到具体人物的叙述时，该人物就具有了空符号的

静、无语、无臭、无味、无表情、拒绝答复等等。

这种空符号看似无关紧要，实则具有极大的表意作用。

特征，蕴含着“沉默”下的多重意蕴，可能造就出人

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宗教家言常以空无一物的虚

物性格的复调性或者表达作者的某种隐秘声音。此类

堂，净无墨点之白纸，象示所谓太极之本质……宋周

空符号性人物最大的特点是“失语”——作者在叙述

敦颐之《太极图》，明释法藏《五宗元》，均以空白

过程中的省略或者人物本身话语权的缺失。比如在某

圆圈 O 始，示大道之原。”

[4]

空符号在符号世界的重

个交流语境中，一方重要关头的突然停顿，总是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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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教授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指出：
“缺

另一方萌生万千遐想。与之相似，一个关键人物原本
应该在重要的文本场合展现自己，但他却被隐匿起来。

失能被感知，而且经常携带着重要的意义：绘画中的

他的缺失反而更加惹人注意而又扑朔迷离。《喧哗与

留白，音乐中的休止，飞行从雷达上消失，情书久等

骚动》里的凯蒂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叙述上的空符号

不来。”[3]很显然，凯蒂在叙述中缺席并成为空符号

性人物。

性人物，也携带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她的反抗和逃离，

《喧哗与骚动》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也

集中反映了福克纳的女性主义思想。

是福克纳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最受赞誉的一部小说。

福克纳生活的时期，正是美国南方社会的转型期。

故事讲述的是康普生一家作为南方没落地主，在时代

南方女性仍然被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传统思想、等级制

变迁中走向衰亡的家族悲剧。全书一共由四个部分构

度等落后的风气压迫着。因而当新兴工业文明和自由

成，前三章是三个兄弟的内心独白，最后一章则由女

的社会风气呈现在她们面前时，她们不免迸发出强烈

佣迪尔西对前面的内容做出补充叙述。全书以凯蒂的

的反抗和叛逆精神。这种社会环境自然影响到福克纳，

堕落为中心，勾勒出整个家族的没落衰亡。可以看出，

它与福克纳对女性的认识共同构成了其女性主义思

凯蒂是整个故事的关键人物，也是全书的中心。一切

想。福克纳将自己对女性反抗意识的理解都注入到凯

人物的行为、语言、思想都与她息息相关。但是福克

蒂这个人物的塑造中。凯蒂变成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

纳在这部意识流小说的叙述中，用了三个章节详尽展

反抗精神的象征。这种反抗一个最有力的展现方面就

现凯蒂三个兄弟的内心世界，却没有以凯蒂的意识为

是福克纳将凯蒂变成为叙述中的空符号。凯蒂所有的

重心进行单独叙述。虽然凯蒂的形象以及思想可以从

行动和言语，主要都是从三个男性的视角里展现出来

她三个兄弟的回忆中勾勒出来，甚至展现得饱满生动。

的。无论这些视角如何多面，都无法弥补凯蒂主体性

但是从小说叙述方式来看，凯蒂这个人物显然跌入了

的缺失。凯蒂成为空符号，既是在男性掌握话语权的

“失语”的境地。凯蒂是整个小说的中心人物，她的

社会中女性处于“失语”地位的象征，同时从更深的

心理描写本应该像一首乐曲的高潮一样惹人侧耳倾

层面来看，这种“空白”反而是一种强调，它以缺失

听。福克纳却在叙述中有意略去了这部分描写。这就

的方式消解男性视角下对凯蒂评价的绝对性，从而发

使得凯蒂成为一个叙述上的空符号，犹如一段深情并

出最强力的沉默的自我抗议。鲁迅说：“最高的轻蔑

茂的朗诵中突然的停顿，给人以巨大的想象和阐释空

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或许叙述中的空

间。

符号凯蒂在文本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意义也正是如
凯蒂在叙述过程中的缺席，使我们只能从各个侧

此。

面来探索她的心理，勾勒她的形象，这样反而使其形

可见，叙述上的空符号性人物实则是作者有意识

象出现特殊的复调性。凯蒂在每个人的眼里都具有不

的“沉默”，它以整个叙述为背景，用缺失的方式展

同的特点，我们可以从凯蒂的三个兄弟的叙述中勾勒

现出多重意蕴，起到了无声胜有声的表意效果。

出她勇敢和坚毅、美丽和堕落、反抗和叛逆的多重形
象。复杂的人物性格和命运零散分布于整个作品中，

二、“空白”：深层所指的指示作用

让读者有更多的空间去揭示一个复杂多面的凯蒂。

在一些文本中，有时人物在形象层面上出现空白，

温克尔曼在评价希腊雕塑拉奥孔时曾指出：“在

甚至只是一个称谓，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这就造成

强烈的痛苦之中……我们无需审视脸和其他部分，而

人物在深层所指上出现不确定性。这种所指上的空符

只要在受着疼痛的、收缩的下腹就可以感受到身体的

号性人物往往起到巨大的指示作用，他通过消解自身

全部肌肉、肌腱以及整个人的疼痛。”拉奥孔群像有

的重要性，将文本的意义指示到相关联的实符号上。

意省略了面部表情的痛苦细节，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其

这样的指示作用类似于文面上的空格，将阅读者的视

他诸多相关联的方面看出其内心节制巨大痛苦的表

线聚焦在实在出现的文字上。我们在阅读文字时，常

现。同样，在《喧哗与骚动》中，凯蒂在叙述上的缺

常需要空格来指示重点。标题左右、段落之间、诗行

失给我们提供了从各个侧面阐释人物的巨大空间，这

之间等等，都是空格带给我们的引导与指示。在文本

样就更好地展示了人物的复杂多义，达到了“此时无

中，这种类型的空符号性人物，也有着相似意义。著

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名荒诞剧作品《等待戈多》中的“戈多”这一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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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空符号性人物，其所指的意义本身就是悬置、不确定

《等待戈多》是爱尔兰现实主义剧作家塞缪尔·贝

的，因而关于戈多的猜测实则对文本的解释并无太多

克特的两幕悲喜剧，1953 年首演。这是一幕在空虚中

帮助。我们在这里应该将视线的焦点放在空符号更深

漫长地等待而又未等到所等之人的悲剧。剧中两个流

层的指示和间隔作用上来。从文本中不难发现，故事

浪汉狄狄和戈戈苦苦等侯戈多，而最终戈多还是没有

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对观众来说都是空白的、缺

到来。作为等待的对象和全剧的中心人物，戈多却是

失的，这其实连同等待的对象戈多构成了一系列的空

一个缺失的存在。他始终没有在剧中出现。他是谁？

符号。这一系列的空白消解了相应因素自身的重要性，

为什么等待他？他和等待的人有什么关系？文本中没

而将所有的意义都指向了仅有的实符号——人和等

有丝毫的提示，仿佛作者极力避免对其作出解释。于

待。就像一行文字，除去中间的“等待”二字其余都

是戈多就成为一个空符号性人物，带给文本极大的开

是空格。这些空格，既将这行字的意义指向这两个字，

放性和多义性阐释空间。

又将其他冗余的成分间隔在外。英国剧评家马丁·艾

《等待戈多》诞生于二战后资本主义精神空虚的

斯林在《论荒诞派戏剧》中曾就此评说道：“这部剧

大环境中，其时正值西方宗教衰落、上帝已死的时代，

作的主题并非戈多而是等待，是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

长久以来以上帝、原罪为基础的西方信仰和道德体系

本质特征的等待……此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等待中

开始土崩瓦解。信仰的动摇使人们普遍处于一种无意

纯粹而直接地体验着时光的流逝。”戈多作为空符号

义、混沌的精神状态。《等待戈多》在一定程度上反

性人物，对其所指的猜测是有益于文本的阐释的，但

映了这种时代精神状态，空符号人物戈多就好像漩涡

他在更大的意义上是指示和间隔出“等待”这个终极

的中心，将文本的解释都吸引到他所指的意蕴深层当

问题的讨论。
由此看来，所指上的空符号性人物，以自身身份

中。
对于戈多的所指，向来引发读者诸多猜测，有人

的空缺将文本意义指向现实存在的思索，这样就使得

认为他是上帝，有人认为他是局外人。但贝克特自己

文本讨论的中心更加明确，引导读者走向文本更深层

一直拒绝落实戈多的身份，他有意让此剧保持悬而未

的内涵。

决的结局和不确定性。缺席的戈多，行踪不定，说来
不来。狄戈二人根本没有见过他，却又把全部的希望

三、“缺失”：跨越隔阂的沟通功能

寄托在他身上，要向他祈祷，向他提出不断的乞求，

某些时候，文本中人物形象的空泛，实际上是作

似乎他的到来可以解决所有难题，让原本无聊空洞的

者有意削弱人物的个性，达到人物类型化、抽象化的

生活充满光明。他们的等待充满了痛苦、煎熬和腻烦。

目的。这样的空符号性人物，旨在拉近作者与读者的

戈多却一直不来，又一直说要来。此处普遍存在三种

距离，让读者跨越具体人物限制，而直接进入作者的

解释方法：一种认为它表现出人类对宗教失去以往的

内心世界。通常在小说阅读中，读者往往会产生将自

信仰；第二种认为它暗示了空虚的宇宙中人类的孤独。

己带入角色的倾向，比如我们品读《红楼梦》时，常

在广袤的时空中，人类的存在如同无意义的等待；第

常将自己想象成宝玉或黛玉，随着贾府初遇见而欢欣，

三种认为两个角色的等待代表的是，人们要靠自己的

随着花落人亡而悲戚。人物的遭际让我们生出了喜怒

努力塑造自己生命的意义。此时，戈多象征着希望，

哀乐，产生文学上的“共鸣”，进入文学接受活动中

象征着救世主，象征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为此，人

所要达到的高潮。但无论是贾宝玉亦或者是方鸿渐，

们忍受着空洞乏味、日复一日的生活，忍受着强人的

这些鲜活的人物一方面会触动我们的神经，另一方面

欺凌、旁人的冷漠、无处不在的苦难和不可避免的生

他们又总是被限定在一定的语境之中。他们的家庭环

离死别。在各种苦痛中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信念：明天

境、时代背景都与读者的实际情况存在着间隔。在带

也许就好起来了。但是消极的等待没有任何意义，一

入自我世界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与作者之间对话的

如剧中所表现的那样，纯粹的等待只会落入无尽的空

隔阂。诚然，鲜活具体的人物是一部小说的点睛之处。

虚。戈多大概只是人们制造出来的、安慰自己的幻象。

但是，在一些后现代小说中，文本内容已经向小说本

一旦戈多真的来了，反而失去了意义。

身聚焦，无疑在这种情况下，空符号性人物具有更大

站在符号学的视野下，我们看到，戈多作为一个

的“元语言”优势。这里我们可以以《寒冬夜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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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来分析。

我挖掘本质和探究创作问题的特征。毫无疑问，《寒

《寒冬夜行人》是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

冬夜行人》中这个空符号性的“你”，在表现文本外

创作于 1979 年的作品，也是一部典型的第二人称小

部世界可能存在的虚构性上有着自身的优势，这就极

说。小说以《寒冬夜行人》一书的出版发行为开端：

大地帮助了小说进一步挖掘自身本质，其在文本中起

“你”兴匆匆地购来该书，并开始阅读。但看到三十

着不可替代的表意功能和跨越隔阂的沟通功能。

二页时，“你”发现问题——该书的装订有误，于是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小说文本，在一些影视作品

“你”找到书店，要求更换。小说中的故事模式的基

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空符号性人物的影子。比如《V

本要素是：追寻与再追寻。第一重故事以“你”的行

字仇杀队》里的自由斗士 V，从头到尾都隐藏在面具

动展开，不断循环，并遵循着“寻找下文和得到开头”

之下，摸不清他的真实身份。但毫无疑问，他的思想

这一主线。第二重故事以“提供线索与找到另一故事

是整部电影的灵魂。再比如《春夏秋冬又一春》中，

开端”为中心。“你”始终在线索的指引下，得到另

老和尚和小和尚从哪里来？为什么在此？电影未作叙

一本小说的开头。

述，而是直接将观众带入到一个生命轮回的故事中去，

在小说中，卡尔维诺没有对“你”这个故事主角
做出具体的介绍，而是开门见山地就以“你”展开故

电影中的角色就有了指向整个人类的强大力量。这样
的例子，也体现在诸多广告、动漫等艺术作品中。

事。“作者型叙述者”在第二章的末尾说：“男读者

正如《道德经》所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

啊，要问你是谁，多大年纪，问你的婚姻状况、职业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在这些“希声”、“无形”

和收入情况，未免太不礼貌。这些事你自己去考虑罢

的空白和缺失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巨大的、“无隅”

了。”很显然，卡尔维诺已经着意简化这个人物，或

的表意世界。毫不夸张地说，空符号作为符号系统的

者说让其符号化。在理解文本时，我们多数时候将“你”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认识这个符号的世界有举

看作是整本书的“隐设读者”。这种解释具有合理性，

足轻重的意义。今天符号学早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的显

也符合于文本的内涵。但卡尔维诺在这里使用“你”

学，然而空符号的研究仍然相对缺乏。随着人们对符

这个能指空泛的符号，似乎是有更深刻的意义。我们

号世界认识的加强，空符号的作用也日益展露出来，

每 个 阅读 此书 的 现实 中活 生 生的 读者 都 是文 中的

此后的空符号研究在各个层面都应该会出现更加深入

“你”。“你”这个人物的空白，让作者与读者事实

的探析。

上展开了直接的对话。“你”越是空白缺失，读者在
阅读中就越是能完全带入自身到作品中去。“你”不
断使文本中的主人公和实际读者重合，让自己的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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