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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 R. L. 斯蒂文森

斯蒂文森小说理论初探

王丽 亚

内容提要 亨利 詹姆斯对英美现代小说理论的成形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这一点是不容

置疑的。但是 , 我们不能就此将所有重大的理论命题归结为詹姆斯的发明。实际上, 对一些基

本问题的认识, 例如, 小说是什么? 语言的实质是什么? 一直都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不断加深

和发展着。而这种争论本身就构成了现代小说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詹姆斯同时代的 R. L.

斯蒂文森在这方面的努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本文从讨论斯蒂文森的短文 !一则谦逊的谏诫∀

入手, 就他提出的以下两个主要命题阐述这位与詹姆斯同时代的小说家的主要观点: 一, 小说

是叙事的艺术 ; 二, 文学模仿语言。在讨论过程中, 将以詹姆斯的小说观为参照, 考察斯蒂文

森在哪些方面推进或补充了 20世纪初的小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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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19世纪英美小说创作和研究领域

最有影响的人物, 亨利 詹姆斯以及他的小

说理论一直是国内外小说理论研究的重点。

早在 20年代, 评论家卡尔 格拉伯就宣称:

#詹姆斯是最伟大的小说家, ∃∃他为后人

研究小说技巧和方法留下了最广泛、最有价

值的评论。% & 60年代, 马克 肖勒对詹姆斯

的重要地位作了充分肯定: #现代小说批评
始于现代派小说兴起之时, 产生于福楼拜、

詹姆斯、康拉德等人的作品以及这些作家的

理论著述里, 尤其是詹姆斯对这些作品的评

论中。% ∋ 而就在这样的批评主调中, 小说评

论家大卫 戴奇在 1951年指出: #一提到小

说艺术, 我们的批评家总是把詹姆斯所说的

每一句话当作批评的准绳; 而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对斯蒂文森的观点表示足够的关

注。% ( 颇有些反讽意味的是, 与斯蒂文森的

小说观一样, 戴奇为斯蒂文森叫屈的声音也

很少为人注意。事实上, 戴奇的抱怨也不能

说没有道理。从 1874年到 1893年, 斯蒂文

森一共发表了 20篇批评文章, 其中大部分

直接与小说批评相关, 例如, !从事文学的

道德∀ ( 1881) ), !传奇文学漫谈∀ ( 1882) , ∗

!一则谦逊的谏诫∀( 1884) , +!文学文体: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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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成分∀ ( 1885) , , !大仲马小说漫谈∀

( 1887) , − !小说中的绅士形象∀ ( 1888)。.

其中最重要的当数于 1884 年 12 月发表在

!朗曼杂志∀ 第五期上的 !一则谦逊的谏
诫∀。/斯蒂文森发表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为

詹姆斯与小说家沃尔特 贝赞特的一场辩论。

1884年 4月, 贝赞特在伦敦王家学会上发

表了一次题为 !小说艺术∀ 的演讲。 同年

9月, 詹姆斯在 !朗曼杂志∀ 上发表了著名

的 !小说艺术∀ 一文, 对贝赞特的小说观提

出了异议。斯蒂文森的 !一则谦逊的谏诫∀
实际上是对这两位理论家的主要观点作出的

回应。从文章的内容来看, 斯蒂文森不仅是

这场争论的积极参与者, 也是与詹姆斯旗鼓

相当的论战者。奇怪的是, 詹姆斯的 !小说

艺术∀ 一直是小说理论研究者的必读经典,

贝赞特的 !小说艺术∀ 也因为声名显赫的詹

姆斯而成为研究詹姆斯小说理论的参考对

象, 而斯蒂文森的 !一则谦逊的谏诫∀ 却很

少有人问津。

本文拟从讨论斯蒂文森的短文 !一则谦
逊的谏诫∀ 入手, 就他提出的以下两个命题

阐述 这位与詹姆斯同时代的小说家的主要

观点: 第一, 小说艺术是叙事的艺术; 第

二, 文学模仿语言。在论述过程中, 我们将

以詹姆斯的小说观作为参照, 考察斯蒂文森

究竟在哪些方面推进或者补充了詹姆斯的理

论。

一、# 小说艺术即叙事艺术%

我们知道, 在与贝赞特的辨论中, 詹姆

斯虽然援用了贝赞特的题目 小说艺术,

但在对待一些根本问题的态度上, 例如, 小

说的实质, 小说与生活的关系等, 他完全站

在贝赞特的对立面。也就是说, 詹姆斯与贝

赞特在同一命题下谈论着不同的内容。斯蒂

文森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为了更清楚地表明

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有必要对两位评论家谈

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在他看

来,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关于小说的定

义。依照贝赞特的说法, 小说是 #虚构的散
文%, 而詹姆斯则认为小说是 # 个人对生活

的印象%。!斯蒂文森觉得这样的定义是根据

现有英国小说的某些特征作出的界定。他的

态度是, 虽然这些特征不应该被忽略, 但

是, #要想使我们关于任何一种艺术的谈话

卓有成效, 我们就得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对它

们下定义, 而不是把它们限定在某一个框架

内。∃∃我们有必要仔细观察叙事艺术的基

本规则。%∀显然, 斯蒂文森认为一个宽泛的

概念比一个限定性的定义更有利于把握小说

的实质。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了两点: 首

先, # 一个叙事文本, 无论是采用素体诗还

是斯宾塞诗体∃∃叙述艺术的某些规则必须

得到同样的关注%; #第二, #叙事, 不管是

真实的还是想像的, 实际上都是叙述的艺

术%。∃不难看出, 斯蒂文森将小说艺术置于

叙事艺术的大框架中进行思考, 主要是为了

从总体上把握小说在结构上的特质。

人们习惯上将诗歌、小说、戏剧归于体

裁这一类型下。% 从表面上看, 斯蒂文森的

第一个观点将诗歌与小说等同为一体, 似乎

混淆了它们之间的界限, 但他的主要兴趣显

然不在于研究小说与诗歌、戏剧的区别, 而

是从探讨文学的实质和文本结构入手来把握

小说与其它叙事体裁之间的联系。这一点在

下面一段话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失乐园∀ 是约翰 弥尔顿用英语写
的诗歌; 后来呢? 夏多布里安把它翻译

成了法语, 变成了一个散文故事; 再后

来呢? 乔治 吉菲兰的一位同事 (也是

我的同事) 又将法译本改成了英语小

说。为了求得一个清楚的说法, 我们要

问: !失乐园∀ 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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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 斯蒂文森极力想表达这样一

个观点: 我们很难对小说下一个固定不变的

定义; 无论什么时候、用什么语言对 !失乐
园∀ 进行重新叙述, 只要故事内容不变,

!失乐园∀ 还是 !失乐园∀。隐含其中的一层

意思是: 形式可以不断变换, 而内容则依然

如故。不管斯蒂文森是否有意为之, 他实际

上已经涉及了叙事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

从消极的一面去解读这层意思, 我们可以认

为斯蒂文森对于形式与内容的理解是机械

的, 或者说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众所周知,

亚里士多德认为, 在构成悲剧的基本要素

中, 情节 ( mythos) 是最重要的。∋斯蒂文森

试图对 !失乐园∀ 的几经变换作出解释: 故

事像一个常量, 可以从英语诗歌变为法语散

文, 然后又变为英语小说。而在这个过程

中, 小说仅仅是众多叙事形式中的一种。值

得注意的是, 他从翻译和体裁的角度作了相

关的说明。在斯蒂文森看来, 翻译虽然把故

事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还改变了

故事的体裁, 但故事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往返

流通。斯蒂文森的兴趣当然不在于谈论翻译

在形式与内容关系中的作用, 但他暗示 !失

乐园∀ 可以几经 #翻译% 而故事不变, 说明

他倾向于传统意义上的 #内容%。不过, 从

积极的一面去理解, 斯蒂文森避免对小说作

出明确的规划, 从叙事艺术的总体特征来考

察小说的 #故事%, 也许正说明了他意识到
可以从结构上将叙事作品分为两层: 形式与

内容。用现代叙事学的术语来描述, 就是:

#故事% 与 #话语% 的关系。
正如大家熟知的, 法国结构主义叙述学

家托多罗夫于 1966 年提出了 # 故事% 与

#话语% 这两个概念, 前者表示作品的素材

(内容) , 后者指涉表达形式。按照现在叙述

学的说法, 斯蒂文森强调 #故事信息% 的做

法实际上侧重了传统意义上的 #故事%, 即,

按照时间、因果关系排列的事件。但我们必

须看到, 斯蒂文森并不否认 # 话语% /形式

的重要性。他说: #事件之间的紧密关系,

对话中高强度的基调, 几经选择的词和词

组% 是好的小说必须具备的。() T. S. 艾略

特指出: #任何一位诗人、艺术家, 都不可

能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和理解

依赖于他对自己与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的

关系的理解。%( 斯蒂文森的情况当然也不例

外。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 他继承了亚

里士多德的诗学传统, 强调小说情节在建构

小说故事中的重要地位。但他同时大胆地摈

弃将诗歌、小说分别对待的传统做法, 从形

式结构的角度提出小说即叙事的艺术。也正

是在这种关注的眼光中, 他一语道破了这样

一个事实: 无论是贝赞特还是詹姆斯, 他们

谈论的都是 #叙述的艺术%。( 这个道理现在

听起来当然很简单。兴起于 20世纪 60年代

的结构主义叙事学, 其主要意图就是假定文

学或某种文学类型中存在一个无所不包的共

时系统, 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各种叙事文本的

特点建立一种 #科学的%、普遍适用的叙事

分析模式。但从历史的角度看, 斯蒂文森在

1884年提出这样的观点, 这在当时不仅代

表了一种现代观念, 更重要的是, 它促进了

小说批评的理论化。

#小说艺术即叙事艺术%, 这一说法的意

义还在于它充分肯定了小说的艺术地位。在

19世纪末, 小说虽然已不再被认为是扰乱

传统道德的巫术, 但是, 与诗歌、绘画和音

乐相比, 小说依然处于次等地位。 # 小说就

是小说, 好比布丁就是布丁, 我们要做的就

是尽快享用% (! 就是这种观念的写照。

斯蒂文森虽然没有直接将小说与绘画和音乐

相提并论, 但他提出的叙事概念并将这一概

念拓展至诗歌创作领域, 无疑提升了小说的

艺术性, 而这又与詹姆斯、卢伯克对技巧和

形式表现的高度关心不谋而合。正如黄梅所

 25 

被忽略的 R. L. 斯蒂文森



言, 现代小说高度关心技巧和形式问题,

#其理论底牌是把文学等同于艺术或音

乐%。(∀与詹姆斯一样。斯蒂文森借音乐比文

学。比如, 他在论及叙述技巧与读者接受态

度的关系时, 就这样说过: #音乐与文学,

都属于时间艺术, 它们在时间中编织声音图

案; 用它们的术语说, 就是通过由声音和停

顿构成的花样。%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叙事学经过发展、变化, 至今己成为一门研

究文学文本与历史、社会和文化之间结构关

系的学科。现在, 我们认识到, 从最宽泛的

意义上讲, 人类借助各种媒体进行的阐述活

动 (电影、电视、绘画、音乐) 都可以称为

叙事。而这一现代意识在斯蒂文森的理论中

已经隐约可见了。

不过, 斯蒂文森提倡从最广义的角度理

解小说叙事, 并不意味着他忽视小说这种文

类的形式特点以及叙述技巧本身的多样性。

与詹姆斯一样, 斯蒂文森十分强调叙事技巧

的灵活多样。斯蒂文森认为, 技巧的多样性

来自作家有意识的创造, 它是艺术家的职

责: #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改变技巧并且变换

描写的对象。%(∃但是, 与詹姆斯不同, 斯蒂

文森主张应该对小说进行分类。我们知道,

詹姆斯认为不应该将小说分为 #人物小说%
和 #事件小说%。他说: #难道人物不是事件

的决定者? 而事件不是对人物的说明?% (%斯

蒂文森虽然也承认人物与事件之间的联系,

但他认为, 不同的创作意图以及不同的叙事

技巧使小说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征。比如,

在处理冒险小说时, 为了渲染冒险带来的愉

悦感, 小说家常常注重建构故事情节。此种

情形下, 由于情节和氛围上升为一个主要成

分并且占据了大部分的叙事空间, 人物塑造

就自然而然地降至次要地位; 而在建构人物

小说时, 斯蒂文森认为重要的是如何展现

#所写人物的性情%, 至于如何把握情节的一

致性则是次要的; 而戏剧小说, 重点应该放

在描写事件在人物内心引起的激情而不是仅

仅描写事件本身(&。因此, 斯蒂文森主张根

据叙事技巧的不同, 把小说分成三大类: 冒

险小说, 人物小说和戏剧小说。
(∋

从表面上看, 斯蒂文森的这一观点似乎

与他原先那种高屋建瓴的态度相抵牾。其

实, 他打破诗歌、小说、戏剧的传统分类,

旨在对叙事文本的结构进行更全面的探讨。

而在了解了它们之间的共性之后, 他又对小

说这种文类进行分类。这中间实际上完成了

一个从微观到宏观再返回微观、从考察小说

与其它叙事文本的相似之处到重新认识不同

小说之间差异的过程, 他这样做, 正好说明

他与詹姆斯一样, 强调小说是由互为关联的

成分组成的有机体。比如在 !传奇文学漫

谈∀ 一文中, 斯蒂文森说: #文字艺术的最

高成就, 是在一个共同的法则之下% 将此起

彼伏的各种因素, 戏剧的、图画的、道德的

和浪漫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 场景因

为有了激情而变得鲜活, 而激情又因为场景

制约而不至于狂放。激情和场景相依相伴,

缺一不可。这就是伟大的艺术; 它不仅仅是

文字艺术的最高成就, 也是所有艺术的最高

层次, 因为它结合了最广泛、最多样的成

分, 既代表了真理, 也代表了愉悦。% ∗) 只要
我们把这段话与詹姆斯提倡的小说有机体稍

作比较, 就会发现, 这两位理论家在这点上

并无二致。在 !一位女士的画像∀ 的前言

中, 詹姆斯这样说道: #我会建造一座大厦
∃∃有一个刻满浮雕、布满绘画的拱顶∃∃

但我决不会让读者脚下的每一块有着方格图

案的土地向着墙壁的根基延伸。% ∗詹姆斯将
小说创作比作建筑, 无非是为了强调作品内

部结构的有机统一。为了更有成效地取得这

种统一性, 詹姆斯认为必须在叙述方法上下

工夫。与斯蒂文森一样, 詹姆斯同样提倡在

小说各个场景之间建立某种服务与全局的系

统, 使两种叙事方法 # 图画% 和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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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合二为一。∗ 不过, 詹姆斯关于

#图画% 和 #场景% 的说法是在他完成了几

部重要作品 (特别是他的后期作品) 之后,

在他为这些作品写序时才有了理论上的认

识。∗!我们这样说, 并不是为了要在詹姆斯

与斯蒂文森之间作出某种选择, 而是为了说

明, 作为两位处于同一时代的批评家, 斯蒂

文森与詹姆斯一样具有同样的现代意识。从

批评的角度看, 对任何一方或是任何一方某

些方面的忽略都是有失公允的。

二、言语 文学模仿的对象

在詹姆斯与贝赞特的争论中, 另一个重

要分歧是关于小说家的个人经验和小说真实

性的关系问题。贝赞特认为, 为了使小说人

物 #真实%, 小说家必须 #根据自己的经验

写作%。为了挑战贝赞特所谓的 #真实性%,
詹姆斯从质疑 #经验% 一词的意义着手进行

了反驳。他用自己的 #经验% 说明作为间接

#经验% 的个人印象的重要作用: 一位英国

女作家十分出色地刻画了一个法国青年的性

格, 可是作家本人对这位青年的了解仅仅依

赖于 #一瞥%。不过, 詹姆斯认为, 那短短

的一瞥已经是 #经验%。∗∀在此基础上, 他提

出了小说 #是个人对生活的印象% 这一观

点。∗#

詹姆斯与贝赞特对 #经验% 和 # 真实%

的不同理解实际上表明了他们在对待文学艺

术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方面的不同态度。这种

冲突自然是由来己久。我们知道, 在柏拉图

的文艺理论中, 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他对艺术

逼真性的强调, 即, 艺术品要与模仿对象一

致。与柏拉图不同, 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不

是复制, 而是创造性的行动, 仅仅与客观对

象相同的作品不是上等的艺术品。从大的框

架上评判, 贝赞特的观点代表了柏拉图提倡

的机械模仿论, 而詹姆斯则代表了亚里士多

德的美学观。以客观世界作为模仿对象, 贝

赞特强调作品与客观世界的相似: 强调作家

个体对客观世界的心理反应并且以此作为描

写对象, 詹姆斯提倡语言对于描写对象的再

创造。初看上去, 詹姆斯提倡的 #真实% 与

传统的 #镜像说% 背道而驰, 实际上, 他强

调的是作家艺术直觉的重要性。与贝赞特一

样, 詹姆斯也提倡 #真实性% (或称为 #似

真性%) , 只不过他把 #真实% 的重点移到了

人物的内部世界。当然, 为了使描写对象具

有典型意义, #印象% 必须是有选择的。他
说: # 艺术在本质上就是选择, 可它是一种

以典型性和全面性为主要目标的选择。% ∗∃也

正因为小说具备的这种典型性, 詹姆斯认为

#小说的题材同样储存在文献和记录中%。在

此基础上, 詹姆斯提出, 小说的真实性不亚

于历史, #小说能与生活竞争%。也就是说,

詹姆斯认为小说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逼真

性, 因此, 小说家在选择题材时必须注重典

型性, 在形式技巧上必须创造出毫不逊色于

历史的似真效果。

然而, 在斯蒂文森看来, 不管是贝赞特

提倡的客观临摹, 还是詹姆斯倡导的主观印

象, 都有失偏颇。他认为 # 真实% 是一个

#值得商榷的词%。∗%他说: #面临使人头晕目
旋, 杂乱无序的现实, 不管我们是在进行思

维还是创造, 惟一的办法只能是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他既不认为艺术是现实的复制,

也不认为艺术是通过 #典型性% 和 #逼真
性% 与生活展开竞争。与其它任何一种艺术

一样, 小说既不能 #与生活竞争%, #也不能

与历史竞争%。∗∋如果我们以新历史主义的眼
光来看待这一观点, 我们会觉得, 就像詹姆

斯批评贝赞特对 #经验% 的理解过于机械一

样, 斯蒂文森对于历史的理解也有些机械。

但我们必须看到, 斯蒂文森强调区分历史真

实与艺术的虚构, 其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艺术

在本质上与生活截然不同。生活是杂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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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艺术则是有序的。用他的话说, 就是:

#生活是怪诞的, 无限的, 无逻辑的, 唐突

的, 令人痛苦的%, 而 #艺术品却是整齐的,

有限的, 自足的, 理性的, 流动的, 柔弱

的。%+)与詹姆斯不同, 斯蒂文森提出, #小

说∃∃之所以存在, 不是因为它类似于生

活, 而是因为它与生活迥然不同, 这一点是

必然的, 也是重要的, 既是作品的意义, 也

是作品的手段。% + 换言之, 与其它艺术一

样, 小说与生活隔绝, 不存在 #外指性%。

以今天的眼光看, 这恐怕是斯蒂文森所处的

那个时代里最旗帜鲜明的结构主义观点了。

从表面上看, 斯蒂文森似乎与詹姆斯站

在两极, 前者极力凸现生活与艺术的差异和

不相容, 而后者则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似相

通, 实际上, 詹姆斯侧重作家个人印象是为

强调现实生活在作家内心的反应, 而斯蒂文

森将生活与艺术进行严格区分, 则在于揭示

艺术的建构特质, 双方都在极力说明艺术品

必须经过艺术加工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

有意思的是, 斯蒂文森虽然避免沿用詹姆斯

的题目 小说艺术, 但他强调小说艺术的

建构特质事实上强化了詹姆斯提倡的技巧

论。从这个角度看, 与詹姆斯的追随者 F.

M. 福特和卢伯克一样, 斯蒂文森对詹姆斯

提倡的形式技巧实际上起了一定的推广作

用。

斯蒂文森关于文学的自我指涉特点的论

述似有必要作进一步强调。他明确指出:

#文学, ∃∃就模仿而言, 它模仿的不是生

活, 而是言语 ( speech) : 不是人类命运的事

实, 而是人们叙述时的侧重点和被压抑的东

西。%+ 这一观点中的现代意识是不言而喻

的。在斯蒂文森提出这一观点以后的大约半

个世纪中, 小说理论家们虽然一直致力于探

讨文学艺术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但大多强调

艺术对生活的模仿功能。詹姆斯固然不赞成

贝赞特对 #经验% 的机械理解, 但他依然注

重客观世界在作家内心的投射。詹姆斯以后

的理论家, 如卢伯克, 主要兴趣在于以詹姆

斯的创作技巧为榜样, 从理论上论证作家不

介入的戏剧化 #展示% ( showing) 在艺术成

就上要远远高于干预故事的 #讲述% ( tell

ing)。说白了, 这些理论家都将模仿视为衡

量艺术成就高低的重要标准。1972 年, 法

国叙事学家杰拉德 热奈特在他的 !叙事话

语∀ 中写道: #叙述, 无论是口头的还是笔

头的, 是语言的事实, 而语言的功能是指涉

而不是模仿。%+!我们知道, 热奈特的叙事分

析模式基本上以托多罗夫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理论为基础, 因此, 他所谓的语言指涉对象

显然是语言以外的一个 #他者%, 而不是语
言本身。

相比之下, 斯蒂文森显然更偏重于语言

的自我指涉。他明确指出, 叙事的典型模式

不是直接的指涉, 而是 #独立的, 富有创造

的%: #一部好的小说, 它的每一章, 每一

页, 每一句都是对它自身富有创造性的中心

思想的重复和再重复。%+∀这些说法固然进一
步说明了斯蒂文森认为文学是个自足体系的

观点,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对语言实

质的独特看法。在他眼里, 现有的所有叙事

作品都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讲 #故事%: #只有
第一个对着围坐在篝火旁的人讲故事的人才

是对生活进行直接处理的真正艺术家%。+#承

认真正的 #故事% 仅仅存在于过去某个时

刻, 而以后的 #故事% 仅仅是故事自身 #间
接的% 重复, 这一观点似乎从另一个侧面向

我们暗示了斯蒂文森为什么拒绝在历史与文

学之间划等号。在他看来, 历史仿佛是一种

属于过去的经验; 这种经验我们无法企及,

但又构成必须通过叙述进行描述的文本。有

意思的是, 无论斯蒂文森如何抵制将文学等

同于历史, 他在强调叙述的自我创造和自我

指涉过程中, 又恰恰将历史带进了文学。从

这个角度看, 斯蒂文森虽然否定了詹姆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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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小说与历史竞争的观点, 但他的否定恰

恰又在另一个侧面向人们昭示了历史与文学

通过叙述在结构上体现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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