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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当代法国符号学家巴尔特的学养博大精深，身前悠游倘佯于各学术领域之间，并不执

意标榜修辞学，但是作为话语符号系统及语用学的分支，广义的修辞学的概念贯穿了他大部分作品。
其晚年在法兰西学院开授的“中性”课程性质迄今尚难以定位，吾人视之为语言哲学或伦理哲学之实
践，均无不可，
然而其方法论实系以符号学为经，以性别论述之修辞学为纬，两者互为表里。虽然坊间
已有讨论巴尔特“性”趋向的著作，论修辞与中性关系的课题尚未被我国学者关注，笔者以“中性修辞
学”命名此课题，据以爬梳巴尔特独特的修辞哲学思想与性别论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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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２０世纪中叶的修辞学复兴原因驳杂，涉及的思想史和学科史的议题太多，影响的层面极
为广泛，即使专业的修辞史家亦很难整理出头绪。笔者可以随手举几个例子，他们皆为欧美振
兴修辞学的学界重镇，然而师承有异、路数不一，殊难以修辞学的框架纳入同一阵营，大体以
编年为序：肯尼斯·博克（Ｋｅｎｎｅｔｈ Ｂｕｒｋｅ，
１８９７－１９９３）、佩雷曼（Ｃｈａ觙ｍ Ｐｅｒｅｌｍａｎ，１９１２－１９８４）、
保罗·德曼（Ｐａｕｌ ｄｅ Ｍａｎ，
１９１９－１９８３）、
韦恩·布斯（Ｗａｙｎｅ Ｂｏｏｔｈ，１９２１－２００５）、杰哈尔·热内特
（Ｇéｒａｒｄ Ｇｅｎｅｔｔｅ，
１９３０－）、史坦利·费希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Ｆｉｓｈ，１９３８－）以及列日学派（ｌｅ Ｇｒｏｕｐｅ μ，
１９６７－）成员。无论他们是否健在，其学术地位大致已被认定，一般参考书资料多有引述，易于
检索，此处不再辞费介绍。在“族繁不及备载”的修辞学队伍中，也许我们可以再加上罗兰·巴
尔特（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
１９１５－１９８０）
（Ｃｏｈｅｎ １９９４）。
当代法国符号学家巴尔特的学养博大精深，身前悠游倘佯于各学术领域之间，并不执意
标榜修辞学，但是作为话语符号系统及语用学的分支，广义的修辞学的概念贯穿了他大部分
作品。其晚年在法兰西学院开授的“中性”课程性质迄今尚难以定位，吾人视之为语言哲学或
伦理哲学之实践，均无不可，然而其方法论实系以符号学为经，以性别论述之修辞学为纬，两
者互为表里。虽然有学者讨论过巴尔特的“性”趋向，甚至以虚构的方式要求他出柜（Ｍｉｌｌｅｒ
１９９２），
本文第一作者亦曾在台湾大学指导过相关博士论文（Ｃｈａｎｇ Ｃｈｉｈ－ｗｅｉ ２００１），但是论修
辞与中性关系的课题尚未被学者关注。笔者不揣冒昧，以“中性修辞学”命名，爬梳巴尔特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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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辞哲学思想与性别论述的关系。由于这个命题涉及到比较敏感的同性恋论述，某些话题
只能淡化处理，
或点到为止。
本文探讨的主要语料如下：巴尔特前后所开授的课程纲要经整理后出版的两部作品：第
一部是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他在法国高等社科院所讲授的“旧（
‘古代’
）修辞学”
（Ｌ謘ａｎｃｉｅｎｎｅ ｒｈéｔ
ｏｒｉｑｕｅ）
（见《全集》卷二，
１９６６—１９７３年， １９９４：１１１），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在《交流》１６期修辞学专号出
版，后收入《全集》卷二９０１－９５９页；第二部是１９７８年２月１８日到６月３日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的
课程
“中性”
（ｌｅ ｎｅｕｔｅｒ）的讲座，
２００２年出版。具现性别修辞或爱欲修辞的第三部作品则是巴尔
特的《爱的言谈——
—片段集》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ｄ謘ｕ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ａｍｏｕｒｅｕｘ［１９７７］，中译为《恋人絮语》有
待商榷）。这三部作品在素材上都可上溯到古典思想史文献。除此之外，本文将旁及巴尔特其
他著作中关于修辞的论述，希望呈现巴氏中性修辞学一幅较完整的面貌①。首先简述巴尔特的
修辞学实践。

二、巴尔特论
“旧”
修辞学
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间，巴尔特在巴黎高等研究院开设了一门修辞学课程，宣称研究“旧修辞
学”，事后授课记录整理成文，
１９７０年发表于《交流》杂志第１６期，命名为《旧修辞学（记忆术）》
（
“Ｌ謘ａｎｃｉｅｎｎｅ ｒｈéｔｏｒｉｑｕｅ （ａｉｄｅ－ｍéｍｏｉｒｅ）”
）。
“旧修辞学”一词，乍听之下，显得怪异，为何不称
“古代修辞学”呢？巴尔特给“旧修辞学”所下的定义和所划定的时空范围是：
“从公元前５世纪
到公元１９世纪统治西方（仅包括雅典、罗马和法国）的后设语言（其对象语言是话语）”
（Ｂａｒｔｈｅｓ
１９７０ａ：
１７３；
１９８５：
８６）。
作者的定义言简意赅，可得而言者有二。
第一，
公元前５世纪到公元１９世纪这漫长的两千四百年不可能属于“古”
代或“古典”
时期，
因此这个断代不具传统编年史的意义，而系指称它们作为语料，亦即“对象语言”的资料库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传统修辞学处理这部西方修辞史用的是“旧”方法，故以“旧修辞学”名之。为何是
“旧”
方法？
道理很简单，
因为学者没有一套现代意义的“后设语言”
（ｍéｔａｌａｎｇａｇｅ）。
笔者认为“后
设语言”一语双关，要么作为方法论的隐喻，要么作为反讽，暗示“旧”修辞学欠缺后设语言。这
一对关键词“后设语言”和“对象语言”的推出，无疑把修辞学突然拉近到２０世纪语言学方法论
的语境。众所周知，首先援用这概念到诗学研究的是１９５０年代末期的罗曼·雅各布森（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１８９６－１９８２），其素材来源是分析哲学家卡尔纳普（Ｒｕｄｏｌｆ Ｃａｒｎａｐ，１８９１－１９７０）和数理
逻辑学家塔斯基（Ａｌｆｒｅｄ Ｔａｒｓｋｉ，
１９０１－１９８３）１９３３年或１９３４年的文献。
虽然雅各布森未曾交代其
用语出处，但这套１９３０年代的逻辑语言已经属于公共智慧财产，任人挪用。巴尔特私淑雅各布
森，他借用了这对术语，把修辞学纳入语言符号科学之下；至于他和索绪尔的差别，主要在于
巴尔特的对象语言为实践性的“话语”
（ｌａ ｐａｒｏｌｅ或ｌ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而非“语言系统”
（ｌａ ｌａｎｇｕｅ）。处
理话语的是“二阶语言学”
，或“超语言学”
（ｔｒａｎ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亦即修辞学。巴尔特说这套后设
语言是“话语的话语”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ｓｕｒ ｌ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并非玩弄文字游戏或提出悖论，而系指话语
（对象语言）的论述（后设语言），分属两个层次，但最终他希望能师法索绪尔的“一般语言学”
，
建立一门跨符号系统的“一般修辞学”
。此处插播一句：后来规模索绪尔的论述，并提出“ｒ
ｈéｔｏｒｉｑｕｅ ｇéｎéｒａｌｅ”
（
“一般修辞学”
）这个学科，正式缴卷的是列日学派，即著名的“Ｍ研究群”，
他们追认巴尔特对此新学科的贡献，并尊称（或戏称）他为“法国的新修辞家”
（ｎéｏ－ｒｈéｔｅｕｒ
ｆｒａｎ觭ａｉｓ）
（ｌｅ ｇｒｏｕｐｅ μ １９７０：
１５）。
第二，既然有“旧”修辞学，那肯定该有“新”修辞学，在逻辑上前者预设了后者的存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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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旧”是“新”的相对概念。巴尔特说，这个“新”文本还没有现身，需要我们把它挖掘出来，挖
掘的工具就是符号学，换言之，用符号学来重读“旧”修辞学。巴尔特显然有感而发，也颇有针
对性。
１９５８年佩雷曼和露西·欧尔布雷希特—提特卡（Ｌｕｃｉｅ Ｏｌｂｒｅｃｈｔｓ－Ｔｙｔｅｃａ）的《新修辞学：
“议论”论文》
（Ｌａ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Ｒｈéｔｏｒｉｑｕｅ：Ｔｒａｉｔé ｄ謘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在法国出版，轰动学界，一时
洛阳纸贵。这本书虽然标榜“新”修辞学，但是在方法论上未见新意，主要是作者讨论逻辑推理
和价值哲学议题，却没有处理到巴尔特意识到的修辞学的核心——
１９７７年佩
—语言符号问题。
雷曼续作《修辞帝国：修辞学与议论》
（Ｌ謘Ｅｍｐｉｒｅ ｒｈéｔｏｒｉｑｕｅ：ｒｈéｔｏｒｉｑｕｅ ｅｔ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开篇
第一句话就是回应巴尔特的《旧修辞学》，略谓要更好地了解修辞学我们还是得回归亚里士多
德对修辞学和辩证法（即逻辑）的区分上去（Ｐｅｒｅｌｍａｎ １９９７：１６）。这两位大师有意无意之间的
回应、看似冷淡的交锋，其实隐然流露出哲学（纵然属于后形式逻辑的哲学）和符号学在攻略
修辞学疆域时的敌对立场。有趣的是，佩雷曼仅提到巴尔特一次，作为负面的开场白，但他的
书名“修辞帝国”却出自巴尔特１９７０年《旧修辞学（记忆术）》的第二节，在该节中巴尔特为其尚
未诞生的新修辞学开疆辟土，划下舆地志。才气纵横的巴尔特岂是省油的灯，１９７０年出版的
《符号帝国》
（Ｌ謘Ｅｍｐｉｒｅ ｄｅｓ ｓｉｇｎｅｓ）索性不提修辞学，直接从事修辞学舆地志的日本文本实践，
当然包括同性恋的语言、话语和视象修辞，
遥指后来的“中性”
修辞学（Ｂａｒｔｈｅｓ ２００２ｃ）。
巴尔特如何挪用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架构来处理旧修辞学呢？他请出索绪尔论语言结构
的发现工具，共时轴和历时轴，和一个修辞学的古典隐喻“场合”和“题目”的双重外延义（ｔｏｐｏｓ
＝ ｐｌａｃｅ ＝ ｔｏｐｉｃｓ，按英语的“ｃｏｍｍｏｎｐｌａｃｅ”
（陈套语）词源上“场合”、
“地点”的意义已丧失），把
它们结合，进而发展出一个描绘地形图的解释工具。
《旧修辞学》以“修辞学实践”开篇，别有意
味，因为巴尔特的共时策略下的历时分析，所涉及到的是各个历时时期关于“修辞学”的对于
话语的话语实践。这样的话语实践之广泛，证明了一个“修辞帝国”的存在，其幅员与时延都比
任何现实帝国强大。巴尔特所谓的“修辞帝国”建立在“修辞学建立了一种文明之上的文明”这
一认知的基础上，认为修辞的帝国是西方唯一的文化实践。这一文化实践确立了语言在人类
社会中的绝对主权，因为这样的话语实践所赋予人类的分类法，不仅体现了历史上各个历史
集团的意识形态，也发展出了整体社会的、在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上的意识形态（Ｂａｒｔｈｅｓ
１９７０ａ：
１７４－１７５）。因此，巴尔特对旧修辞的研究也是对西方文化的话语的分析，也是对其整体
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回视与结构分析。
巴尔特所谓的“在结构主义视域中研究旧修辞”
，其核心在于重建旧修辞的研究对象，并
且在重建中表现这一对象发挥作用的规律（或发挥的各种功能），也就是说，要有指向性地模
拟出这一对象的“假象”
。此中有一个极为深刻的辩证法悖论，在重建旧修辞学的对象语言过
程中，巴尔特逐步地写出了、催生出了“新”修辞学。作者选择勾勒历时性的西方旧修辞学的七
个阶段，然而对每一阶段的解读都在共时的、系统的面向上进行。那么，又该如何理解巴尔特
的这种“历时”性勾勒与共时性读解结合的研究策略？我们发现，巴尔特以“旅行”
（Ｌｅ ｖｏｙａｇｅ）
与“网络”
（ｌｅ ｒéｓｅａｕ）这一对隐喻为题，
对其研究策略做了说明，我们综合如下：
（ａ）不重建修辞
学史；
（ｂ）在修辞学两千年历史中隔离出几个时段作为其“旅途”
上的
“日程”；
（ｃ）对每一时段修
辞家所操用的分类法进行搜集整理。以上的三项工作，旨在将旧修辞学重建为一种用以进行
话语生产的“纲领”
（Ｂａｒｔｈｅｓ １９７０ａ：
１７５）。巴尔特使用了两个比喻辞格：
“ 旅行（航行）”与“网
络”。用“旅行”隐喻“历时”性的追溯，在这一部分，巴尔特对他在课程说明中提出的七个阶段
中修辞家所生产的话语进行了概述；用“网络”隐喻“共时”研究，说明修辞学的历史并非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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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时的。巴尔特提示我们，对于语言赋予文化的修辞学代码的认知，将使得人们能够理解和
解释其文化，并且修辞学代码所具有的共时性的特质，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与贯穿西方的文
化法则和当时之大众文化之间内在的一致性那里，得到了证明。因此，可以说巴尔特重建旧修
辞，目的在于重建过去西方文化的言说方式与言说背后的意识形态；修辞学的目的在于解析
这种言说，因此，超越了语言的句法层面，不仅将语言的语义分析包括在内，也容纳了语言的
语用分析，人类话语的表意与交际都成为修辞学的考察对象。从这一视域出发，我们再看巴尔
特为这篇 《旧修辞学》 添加的副标题“记忆术”，作者承袭了耶米斯列夫 （Ｌｏｕｉｓ Ｈｊｅｌｍｓｌｅｖ，
１８９９－１９６５） 的内涵和外延逻辑二分法，继续发挥他在《符号学原理》中的推论，视记忆术为无
穷演绎的内涵符号学，与修辞学实为一体之两面（关于“第三人”逻辑和修辞学作为符号学的
关系，
参见Ｅｃｏ １９８８：２５５）。

三、巴尔特的中性概念与修辞学实践
“中性”
（ｌｅ ｎｅｕｔｒｅ）概念是巴尔特与“零度”概念同时提出的，但是直至他１９７８年集中地讨
论了这个概念，
它才获得了读者和批评者的重视。
一方面，它诚然未得到系统、统一、
清晰的界
定，另一方面，它显得过于具有包纳性因此不够澄明。巴尔特在接受美国 《法语评论》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杂志萨瓦奇（Ｎａｄｉｎｅ Ｄｏｒｍｏｙ－Ｓａｖａｇｅ）采访时指出：
“ 中性”并不是系统性的概
念，系统性的概念不可能为
“中性”
（Ｂａｒｔｈｅｓ ２００２ｂ：７３７）。
我们只能把这句话当作一个讨论的起
点，而不得就字面上多作解读，正如我们不宜把巴尔特的宣告“作者之死”就字面义来理解，并
据之否定巴尔特在不同场合的任何发言一样。我们尝试做两部分工作：第一，整理巴尔特的
“中性”概念；第二，在前一工作的基础上，反思巴尔特书写中“中性”的成分与性质。在第一部
分工作里，我们将要梳理各个时期巴尔特对“中性”的界定，探视“中性”概念／思想的呈现及其
内涵指向；此外我们也将尝试应用修辞学的辞格术语，一并涉猎巴尔特自己特殊的修辞学实
践。事实上，
“中性”由音位、形容词、句子直至话语的各个层级发展而来，必然会遭遇修辞学的
问题。在句子以下的层面，
“中性”只是语言学的现象，在句子之上，
“中性”是特殊的修辞策略，
而在更为广义的意指系统中，
“中性”不仅是特殊的语言实践，也是特殊的文化实践。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对巴尔特的“中性”概念、书写、思想的研究，必将反馈于我们对其话语符号学的思
考。
“中性”概念的首次出现，
可以追溯至巴尔特的第一本专著，１９５３年出版的《写作的零度》第
一部分“什么是写作”
。
巴尔特用
“中性的”
（ｎｅｕｔｒｅ）这个形容词修饰一个隐喻的喻依：
“任何写作
的痕迹都沉淀于一种初见是透明、单纯与中性的化学成分中，
（写作的）简单持续逐渐在一种
悬停状态中，揭示出越来越厚重的一整个过去，就如同一部密码”。
（Ｂａｒｔｈｅｓ １９６５：１９）
“化学物
质”这个喻依的喻旨究竟是什么呢？在化学学科中，
“中性”表示既不成酸性，也不成碱性的性
质，比如纯水。这个来自于拉丁语
“ｎｅｕｔｅｒ”
的形容词，表示在两个对立项之间的“非此非彼”
（ｎｉｌ謘
ｕｎ ｎｉｌ謘ａｕｔｒｅ）。
而在巴尔特的语境中，
写作中彼此对立的“此”与“彼”分别是什么呢？是自由与记
忆。
写作的痕迹最终呈现出有记忆的自由，
溶解双方的是否是书写行为？
在“写作与沉默”这一节中，巴尔特讨论到语言学上“中性”，即在两个极项之间建立的中
性项，也是零项，并由之引申出“中性写作”
，后者这个概念被视作是一种从语言的规约中解放
出来的“白色写作”
，也称“零度写作”
。加缪在《局外人》
（Ｌ謘魪ｔｒａｎｇｅｒ）中尝试的一种否定写作的
风格，可视为是“中性写作”的形式表征，在写作中，思想并不拘囿于语言的社会／神话属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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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累历史的承诺。巴尔特认为，这种写作重现了古典艺术（古典写作）的基础：工具性。但是，
写作的形式作为一种工具，却不为意识形态服务；形式成为了作家的特殊境遇。作家竭力地创
造清新的语言，还要抵抗，以防被社会和历史塑造为他自己语言风格的囚徒 （Ｂａｒｔｈｅｓ １９６５：
６６－６８）。
综合《写作的零度》对
“中性”
的思考，
我们可以认为，巴尔特在１９５３年的这部作品中提出的
“中性”是对一种特殊书写行为的描述，与其说有一种“中性”的书写形式，不如说存在一种“中
··
性”的书写行为。这种书写行为是一种假设存在（或以缺席的方式存在）的对语言的创新，在这
一创新中，
作家努力使得自己的创造一方面在清新语言，另一方面不至于成为新的限制。
在１９６４年的论文《符号学基础》中，巴尔特特别辟出一节讨论了“中性化”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这
个概念。这个概念指“语言学上的一种现象，相对应的对立组失去了其相关性，也就是说，这组
对立不再有所意指。在一般情况下，在系统关系中的对立组的中性化现象发生于语境的效应
之中，因此可以说，
‘中性化’现象是‘消除’系统关系的句段关系”
（Ｂａｒｔｈｅｓ １９６４：１２７）。举例而
言，在音位学上，法语中的é与è处于词尾时，中性化现象就发生了，它们二者之间的替换不会
导致意义的改变。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某些语义单位在特定组合中的替换上。巴尔特把这种
“中性化”现象从语言学延伸应用至符号学，他提出，当一个符旨（高名凯误译为“所指”
）可能
存在两个对应符征时，这两个符征（高名凯误译为“能指”
）之间就可能产生“中性化”现象。总
而言之，
“中性化现象体现了句段关系施加于系统关系上的压力。句段关系近乎言语，在一定
程度上是‘违背’意义的一个因素。在一个符号系统中，系统关系为主导则意味着句段关系的
匮乏，
反之，句段关系为主导则趋向于导致意义的含混。”
（Ｂａｒｔｈｅｓ １９６４：１２９）
在１９７５年的《罗兰·巴尔特自述》中，
在
“语言学的寓言”
这一片段中，除了“中性”
在语言学层
面的呈现之外，巴尔特还论述了一种伦理学意义上的“中性”。语言学上的“中性”用以解释在
某些对立之中的意义的损失，而伦理学范畴的“中性”用以消除压制性的意义之令人无法忍受
的标识（Ｂａｒｔｈｅｓ １９７５：１２７－１２８），也即是说，表征聚合关系的冲突之外的话语。可以说，前者是
语言结构层面上的中性，后者是话语层面上的中性。因此，话语中性超越在句子层面的中性操
作。相比于对初级意指过程中因二元对立而产生的意义的延宕，巴尔特更为关注在第二级意
指活动中悬置话语冲突性，
比如，避免某一（甚至任何）意识形态对话语的主导作用。
此外，
《自述》中特别设置了题为“中性”
（
“Ｌｅ ｎｅｕｔｒｅ”
）的一个片段，在该片段中，巴尔特的
话语中性思想表露无疑。他将“中性”界定为“二律背反的反对物”
（１９７５：１３５），
“是对炫耀、掌
控以及威吓的一切回避、
破坏甚或嘲讽”
（１９７５：１３６）。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片段中作者首
次区分了“零度”与“中性”
，而在之前的写作中，巴尔特总是将“零度”与“中性”合并谈之。他认
为，
“零度”是一种第三项，是一种在语义和冲突两个方面都对立的中间项，而“中性”则是“言
语活动的无限链条上的其他一个缺口，是一种新的聚合关系中的第二项，相对应的，暴力（斗
争、胜利、戏剧、
傲慢）是其饱和项”
（１９７５：
１３６）。
此外，
《自述》中性也表露了作者对意义方面的“中性”的重视。比如，
“排除意义”这个片段
里，他阐述了在“大众意见”与知识分子不懈努力要引入社会的“意义”之间产生的一种张力，
主张要排除“大众意见”
的同时，
梦想对
“意义”
的排除（１９７５：９０）。
在“意义的波动”
这个片段中，
巴尔特延续了“排除意义”的主题，同时指出，文本、意指活动以及中性都是意义波动的形式
（１９７５：
１０１－１０２）。
“中性”操作对于意义来说，即是避免固定的意义（比如大众意见的意义），同
时避免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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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７３年的《文本的愉悦》中，巴尔特用“中性”来表述“文（文本）”
（Ｔｅｘｔｅ）的性质。巴尔特
写道，他之所以热爱“文”
，是因为在“文”中绝少话语上的冲突。
“文”不是一种“对话”
，
“没有虚
假、挑衅、敲诈，也没有个人私语的斗争”
，
“它在人类关系的内部，建立了一座环岛，彰显出悦
的非社会的天性”
，以及“使人隐约瞧见欢的诱人至极的真实”，
“文”
“将十分可能是言语已然
摈弃了的所有的想象界的内容，
中性”
（２００２ａ：２２７）。
在１９７７年的《爱之言谈的片段》，
“滴酒不沾的醉态”
（Ｓｏｂｒｉａ Ｅｂｒｉｅｔａｓ）这则片段中，巴尔特
通过一个东方的概念“清心寡欲”
（无占有欲），间接地讨论了“中性”的问题。
“清心寡欲”不是
一个或此／或彼的选择，
“占有欲”
应该被节制，然而“无占有欲”也不应该显示出来，而是要在其
缺席的陈列中，主体从自己的“意象库”
（Ｉｍａｇｅ－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中脱离出来，
“不主动寻求清心寡欲，
让来者来，去者去，无意存留，无意拒绝，接受而不保有，创造不为适存。是所谓‘道常无为而无
不为’
”
（Ｂａｒｔｈｅｓ １９７７：
２７７）。巴尔特在《中性》课程中亦利用道家原理讨论“中性”问题。在他看
来，道家的启示是先有“不判断、不言语”
，再有内心深处的“不判断、不言语”
（巴尔特 ２０１０ｂ：
４８），外部的言语行为要转换为内部的言语行为，直至彻底的沉默，或者说“飘落于语言之外，
沉于惰性之中”
（Ｂａｒｔｈｅｓ １９７７：
２７７）。
１９７８年２月至６月期间，
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特别开设了一门研究“中性”
的课程。
在课程说
明中，巴尔特指出，该课程不再研究语言系统中的中性事实，而是研究话语实践中的中性现
象，
“中性这个词可应用于一切分节言说的有意义的句段，比如文学的、哲学的以及宗教的文
本，也包括经过社会编码的姿态、行为、品行，以及主体的内心活动”
（Ｂａｒｔｈｅｓ ２００２ｂ：５３１；
２００２ｃ：
２６１）。
在该课程的讲义中，巴尔特对伦理学范畴的话语
“中性”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
“我
把中性定义为破除聚合关系（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ｅ）之物，或者不如说，我把凡是破除聚合关系的东西都
叫做中性……什么是聚合关系？它是指两个潜在的项次之间的对立，我为了说话，为了产生意
义而显现二者之一。”
（巴尔特 ２０１０ｂ：
１０）这一界定贯穿了整个“中性”
课程，在１９７８年２月，巴尔
特在摩洛哥菲斯和拉巴特的文学院进行授课时，这一界定也被再度重申：
“一切曲折变化，只
要避开或打破意义的聚合性和对立性结构，以便搁置话语的冲突性现象，我们都认为属于中
性。
”
（巴尔特 ２０１０ｂ：３３５） 聚合的本质即在两个项次Ａ与Ｂ之间选择其中之一，Ａ与Ｂ之间的差
异即为意义，对聚合关系的破除自然也就关涉于如何处理差异性。话语的中性则体现为：既不
选择Ａ也不选择Ｂ，
同时拒绝对这两个项次的逻辑对立面非Ａ与非Ｂ的选择。
此外，与《中性》课程同期，巴尔特也在其他采访与小文章中谈到了“中性”的问题。在一篇
发表于１９７８年２月６日摩洛哥《意见报》的采访稿中，巴尔特将“中性”与“对断定的悬宕”联系起
来，他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写作姿态（Ｂａｒｔｈｅｓ ２００２ｂ：５３９－５４０）。另外，在前文已经引述过的访
谈《与巴尔特面对面》中，
巴尔特否认
“中性”
是系统化的概念／思想。
在此，我们稍微回视上述界定，我们基本可以罗列出三类“中性”：语言学“中性”
；中性的
书写行为，这里涉及到伦理学上的中性话语实践；意义上的“中性”。前面二者可与“零度”概念
互通，可视为对二律背反二元关系的中介，但是最后这一类“中性”则是破坏了二律背反，在这
一规则之外，建立了新的聚合关系，这即是巴尔特所谓“可写的文”以及“清心寡欲”所意味的
“中性”。或者说，我们可以将“中性”划分为两类：第一类属于回避或破坏了冲突性的话语，第
二属于这种回避／破坏的行为，它们可能包括悬宕意义、回避断定等。
《中性》课程中，就是巴尔
特对二十余项在他看来可能属于上述两类“中性”
范畴的熟语进行的分析。
在上述对“中性”概念的历时性界定之外，我们尝试调用修辞学术语对巴尔特所论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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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对聚合关系的破坏进行重述。在巴尔特看来，中性，也体现为一种新的辩证法：
“两项的
矛盾正通过发现第三项而消失，这第三项不属于综合，而属于延续：任何事物都在返归，但却
是以虚构的形式返归，
即以螺旋的新的回环形式返归。”
（巴尔特 ２０１０ａ：２０；Ｂａｒｔｈｅｓ １９７５：７３）
从修辞学的视域来看，我们也可以说，中性对聚合关系的改造相当于辞格“悖论”
（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ｓｍ）
（ａｎｔｉｔｈｅｓｉｓ）的中介。
“对照”的两项，并不是根据某一特征的有无来区分的，而是
对辞格“对照”
由于这两项均被标识出来（ｍａｒｑｕéｓ）来区分，并且这两个项次之间存在一种既定的且永固的对
立；
“悖论”却试图调和这种对立，在两个对立的项次之间建立一种中介关系。在巴尔特的话语
概念这里来看“悖论”
，它对于“对照”两项的调和，之所以不是综合而是一种延续，是因为“悖
论”产生了第三种言语活动。第三种言语活动的永续出现，是“中性”对聚合关系所体现出来的
话语冲突性的消解。巴尔特在《旧修辞学》一文中曾隐蔽地指出，中世纪的修辞学训练中，对三
段论的操演，以逼迫辩手一方承认自相矛盾为手段，事实上是对在话语支配活动失利的一方
进行精神阉割（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然而，在言语能力的场域，并没有任何一种言语活动能够对其他言
语行使永久的支配，一方的胜利，随时可能会被第三种言语活动推翻。因此，在修辞学的对立
中，胜利总是属于第三种言语活动。
“这种言语活动的任务是解救俘虏：分散符旨，分散教条。
……言语活动之上又有言语活动，无休无止，这便是驱动话语的领域（ｏｇｏｓｐｈèｒｅ）的法则。”
（Ｂａｒｔｈｅｓ １９７５：
５４）在这一视角下，
话语中性是话语所固存的本质，它体现了言谈中话语支配的
胜利甚或意识形态的操纵的暂时性。话语中性存在于交际往复中，也存在于任何一次单独的
话语使用之无休止的内涵意指活动中，它的任务是解救在话语中被“捉住”的人。这也正是巴
尔特试图通过对三十种中性辞格／形象（ｆｉｇｕｒｅｓ）的论述从而使读者理解的内容：
“中性未必如定
见所认为的那样，只反映一个平庸的、毫无内在价值的意象，相反地，它可以有重要的和积极
的意义。”
（巴尔特２０１０ｂ：
３３５）
在以上认知的基础上，我们得以将中性话语与任何断言、外延（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ｄｅｎｏｔé）以及大众
意见（ｄｏｘａ）区分开来，然而并非对立起来。从语言学（而非语言哲学）的角度来说，语言的天然
的论断性来自于语言的代码总是与一种符旨联系在一起。这一符旨既指向存在（êｔｒｅ）也指向
外延——
状态”
（Ｂａｒｔｈｅｓ １９７５：７１）。
从根本上来说，断言、
外延、大众意
—
“言语活动的一种‘真实’
见都是生产固定意义的话语。在《就职演讲》中，巴尔特如此论道：
“言语活动是一种立法，语言
系统则是一套代码。我们看不到语言系统中的权力，这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任何语言系统都是
一种分类系统，而任何分类系统都是带有压迫性的。”
（Ｂａｒｔｈｅｓ ２００２ｂ：４３１）断言从语言系统进
入了话语，这是因为话语由本是断言的命题／场合（Ｔｏｐｉｑｕｅｓ）构成，中性要避开话语，就要反话
语的独断论（ｄｏｇｍａｔｉｓｍｅ），悬置存在与语言的关系，这也正是布朗肖的主张。布朗肖认为：
“中
性的要求不外乎将言语行为的表征性结构（例如‘这是此物、彼物’
）悬置起来，即那种与存在
有关的时显时隐的关系；在我们的语言里，一旦说出一个东西，这种关系就立即提出来了。”
（巴尔特２０１０ｂ：
７５）从巴尔特的修辞学视野来看，中性对于断言的超越，也是“无定所”
（ａｔｏｐｏｓ）
对“地点／命题”
（ｔｏｐｏｓ ／ Ｔｏｐｉｑｕｅ）的超越。
“无定所”的话语正是中性的话语，没有被固定在一个
阶级、
一种固定话语模式的场所中。
“大众意见”
（ｄｏｘａ），或“公共舆论”正是“命题”的典型体现，
是某种重复的、固定的、
多数人的精神，是
“偏见之暴力”
（Ｂａｒｔｈｅｓ １９７５：５１）。

四、
“中性”
作为“符号间性”
的批判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巴尔特的“中性”作一个比较严格的检验。首先我们同意在语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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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音位的对立并非绝对。巴尔特以／ｓ／和／ｚ／两个音位既同且异的二元对立为基础，把它投射到
人名上，如其名著Ｓ／Ｚ中的角色Ｓａｒｒａｓｉｎｅ名字中两次出现的书写字母ｓ，由于所处身的场所不同
而有／ｓ／和／ｚ／两种发音，并赋予了它们性别的语义值，继续往象征层次发展（Ｂａｒｔｈｅｓ １９７０ｂ）。这
个例子也显示出“文元”
（ｇｒａｐｈｅｍｅ）和“音位（元）”
（ｐｈｏｎｅｍｅ）的冲突，此虽为题外话，但未尝不
能引发关于巴尔特话语／书写符号学更深一层的探索。音位上的对立作了结构语言学和索绪尔
语言符号学的基础，但是在表面上听来是对立的，更下一个层次却有一些不稳定的、
“无以名
状的”
（
“ｕ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灰色地带，它“中和”了、
“中性”化了音位的对立，它可以被称为“原音
位”
（ａｒｃｈｉｐｈｏｎｅｍｅｓ），布拉格语言学派对此多有发挥。我们不妨说巴尔特企图寻找更原初的存
在状态，正如他在《爱之言谈的片段》中召唤出柏拉图的《会饮》篇１１９ＤＥ作为互文本的情况一
样。在更进一步的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引述会饮者喜剧作家亚里斯多芬里尼斯的一段叙述：
“最初，世上有三种人，不像今天只有男女两性。那第三种人具有两性的特质，今天我们只知道
他的名字叫‘女／男’
（ɑνδρóγυνον［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ｏｕｓ］
）。他／她的形象和名字一样，是一个双性的统
一体，
可惜如今只剩下一个被贬责的名字了（ｏνεíδει 觟νομα κεíμενον）。”
除了语音上存在的中性现象，中性主要属于语法范畴中的名词类别，但是重要的一点是，
语法上的“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不得与自然性别，即生物的性别雌雄、男女混淆。在法语和希伯莱语
中，每一个名词都具有性别，或阴或阳，其代词亦随之区分；德语和俄语则有三性，阳性、阴性
和中性。名词是人为的非生物，其性别是附加上去的，是任意性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性别范畴
只能被视为高度聚合的分布型态，没有语义基础。不幸的是，用语言的人类，一旦碰到名词的
性别（ｇｅｎｄｅｒ）就难免抓狂，
会作人称性别（ｓｅｘ）的联结（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８９：２４６－２４７）。许多性别研究的
问题就出在这儿。
中性论述听来动人，但我们得保持清醒。鉴于性别的差异主导着西方文化，巴尔特竟跨越
范畴，反对结构语义成分的聚合体（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ｅ）内外的替换关系，然而没有此关系运作原理就
没有符号演绎（ｓｅｍｉｏｓｉｓ），也没有机制让不同范畴的符号系统从事转换，从（名词的）性别过渡
到语法、到伦理、到意识型态，符号间性的内涵符号学无法成立，修辞学也就宣告死亡。如果修
辞学是舆地志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和喻词学 （ｔ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无定所”
，
、
“无所”、
“不在场”或“无所适从”
（ａｔｏｐｏｓ）意味着中止旅行、
去除舆地志、
“无修辞学”。
此外，巴尔特推崇希腊怀疑论者乐道的“中
止判断”
（ｅｐｏｃｈｅ），一再引述伪迪奥尼索斯的否定神学和胡塞尔的搁置主观性论调，以免陷入
武断论的窠臼，但是这一切负面性的、否定论的、甘地主义式的、道家的、禅宗的、所谓没有立
场的立场正是另一种武断论 （关于身体语义学可能和“中性”否定论的关系，可参见Ｒｕｔｈｒｏｆ
１９９７：
１２３ｆｆ）。归根究底，让我们回到身体（ｓｏｍａ）即符号（ｓｅｍａ）亦即坟墓（ｓｅｍａ）的原初场所，一
切都来自生物基因的排序，一切显意识和潜意识的意象数据库都肇因于一个始原性的、遗传
性的偶然事件，即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的遗传指令赋予了巴尔特未来的性趋向（无妨戏称为“历
时轴”吧！），加上后天巴尔特的生长环境（不妨视之为“共时轴”
），两种因素的互动使得巴尔特
面临了说“出柜／不出柜”与不说“出柜／不出柜”的两难式修辞困境，导致了他反讽地选择了“中
性”和不得不说“中性”
。
注

释

①根据法文 《全集》 索引，巴尔特在下列１１部著作中讨论过修辞学：
（ａ）
《修辞学研究》，１９６５年；
（ｂ）
《修辞学研
—续篇》，
１９６６年；
究——
（ｃ）
《流行（服装）系统》，１９６７年；
（ｄ）
《修辞分析》，１９６７年；
（ｅ）Ｓ／Ｚ，１９７０年；
（ｆ）
《古修辞

- 23 -

（ｇ）
《
“话语”
语言学》，
１９７０年；
（ｈ）
《关于“真诚”的教训》，１９７２年；
（ｉ）
《ＲＢ自传》，１９７５年；
（ｊ）
《一位
学》，１９７０年；
伟大的“爱欲辞格”的修辞学家》，
１９７６年；
（ｋ）
《阿尔钦姆波尔多（Ｇｕｉｓｓｅｐｅ Ａｒｃｉｍｂｏｌｄｏ［１５２７－１５９３］
）或者修辞
学家与魔术师》，１９７８年。
（
《全集》卷五，１０９２页）。不知道这份索引是怎么编的，它明显地错过了１９７７年的《爱
—片段集》，而这本著作必须追溯到柏拉图论修辞学和爱的两篇对话录《会饮》篇和《斐德若》篇（见
的言谈——
法文《全集》卷五，２５－２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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