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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者的乡愁
——论《中午酒》的视角与隐含作者
谷香娜
燕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秦皇岛
摘

要

《中午酒》是凯瑟琳 安 波特最出色的中篇小说之一，在这则关于美国南方乡村

悲剧的故事里，波特成功地运用了精妙的叙事策略，其叙述视角的循环转换让读者得以窥见
隐含作者的矛盾态度。在叛逆者的外表下，作家对曾逃离的故乡有深切而复杂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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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 安 波特（
）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美
国一位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她严谨且并不多产，尤其以中短
篇小说见长，其

年出版的《波特小说集》曾同时获得

度。长期以来，叙事学家们对叙述视角提出了种种分类方
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弗里德曼最为详尽的八分法，以及法
国批评家热奈特简化归纳的三分法。申丹在《叙事学与小说

普利策小说奖和国家图书奖两项殊荣。作为一名出色的文体
家，她擅长将主题、结构与风格融为一体，为作品注入了强

文体学研究》一书中，详细权衡了两种视角分类法的利弊，
并提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视角或聚焦模式：零视角、内视

烈的感染力。中篇小说《中午酒》是波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之一，她的好友、著名作家尤多拉 韦尔蒂曾宣称这是她最

角、第一人称外视角和第三人称外视角。这种四分法避免了
弗里德曼的偏误与繁琐，也弥补了热奈特的疏漏。笔者将以

喜爱的波特的作品。

申丹的四分法为基础，探讨《中午酒》独特的视角运用及其

《中午酒》描绘了一个美国南方背景下的乡村悲剧。一
个可能患有精神病的雇工赫尔顿来到德克萨斯州，成为了当

对主题的强调。
纵观全篇小说，波特主要采取了零视角和内视角循环转

地农场主汤普森先生的左膀右臂。赫尔顿沉默寡言却勤恳努

换的手法。内视角又包括固定性人物有限视角、转换性人物

力，几年之内使得农场日益兴旺，也赢得了汤普森一家的信
赖。不料有一天，以追踪逃犯和精神病患者为生的哈奇突然

有限视角和多重式内视角。波特对后两种手法均有应用。
零视角即传统的全知叙述。在这一叙述模式中，故事的叙

到来，汤普森为了保护自己的雇工，一时冲动，操起一把斧
头砍死了哈奇。事出之后，法庭虽然判汤普森无罪，但他一

述者没有固定的观察位置，他（她）全知全能，即不受时空
限制，也可以透视人物内心。波特在创作《中午酒》的大部

直生活在自我欺骗、虚伪、同家人及邻居隔绝的状态中。最

分篇幅时均采用了零视角，使叙述声音与叙事眼光统一于叙

终，精神上倍受折磨的汤普森以自杀结束了这个局面。长期
以来，波特的评论家们多倾向于《中午酒》的善恶及宗教主

述者，并在微妙的措辞中评论了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这
些是表达隐含作者观点、态度的有效工具，同时也是故事主

题研究，认为《中午酒》虽然戏剧性极强，但在手法上却很

题的有效载体。上帝般的全知叙述者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

平淡，是“她的小说中最不事修饰的一篇” ；或以这篇
小说为例证，论述波特的南方作家身份以及作品中体现的

着一个南方小农场九年间发生的一切，他（她）虽然也流露
出了自己的感情，但总体上却刻意与整个故事保持距离。

“南方神话” 。事实上，这一精彩的中篇小说的张力与作者
精妙的叙事策略有很大关系，而这种独到的叙事又让我们得

在几种不同视角模式中，零视角的隐含作者与故事的叙
述者之间的距离最小。隐含作者的概念由布思在其著作《小

以窥见隐含作者的矛盾态度。

一、零视角与追忆
叙述视角是作家在创作作品、讲述情节时采取的叙述角

说修辞学》中提出，是指隐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形象。隐含作
者是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正如一个人的私人信件，根据
与每个通讯人的不同关系和每封信的目的，含有他的自我和
不同替身，因此，作家也根据具体作品的需要，用不同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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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隐含作者与现实作者也比较接

是农场的天籁，但在叙述者的追忆中却蕴含了悲凉的味道和

近，我们就可以把叙述者看成作者的代言人。《中午酒》的
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就始终保持着很近的距离。在《 中午酒

不祥的预兆：赫尔顿由于杀人而过早饮完了生命中的中午
酒，余生只能在逃亡中度过；汤普森先生也由于一时冲动葬

的源流》中，波特详细记录了她创作这个故事的始末：“和

送了自己的生活。

《中午酒》 这篇小说始终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早年的回忆
那记忆就是这篇小说的最初源头。
”

正如《中午酒》这一谶语式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叙述
者本意是想讲一个关于邪恶人性的故事，但却无意中融入了

根据波特的描述，当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
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接着听到一阵尖厉而拖长的号叫。她本

世
自己过多的追忆。汤普森农场虽是破败的，却充满了
纪的田园气息，夫妇茶余饭后的嘲谑和儿子的调皮使小说充

能地感觉到这一切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在其后的漫长的童

满了温厚的人情味。波特于

年经历中，波特又亲眼目睹了南方社会的种种事件、习俗，
这些事件的片段与她成年后对故土的复杂感情杂糅在一起，

之前的十四年中，她去国离家旅居欧洲，却始终难忘故乡。
波特幼年成长于南北战争之后的南方社会，这里充满了种种

给了她最初的创作冲动。如同她创作的米兰达系列故事一

怀疑与不安，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一个身处其中的敏感的女性

样，《中午酒》也来源与作者的早年记忆，我们在故事叙述
者的身上即能推敲出隐含作者的态度。 零视角的叙述声音

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使在离乡多年之后，波特仍难以释怀。
在故乡带给她的回忆里，有质朴的乡亲、如画的田园，也有

与叙事眼光统一于叙述者，而此叙述者通常与人物保持一定
距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客观性。《中午酒》的叙述者善

潜伏的暴力、隐隐的不安。这种矛盾的态度使波特在讽刺笔
下人物的同时，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同情。

于利用全知叙述所特有的隐蔽的评论方式，通过其叙事眼光
或表达方式暗暗对人物评论，并向读者暗暗揭示隐含作者的
意图。试分析这句对农场景物的描述：
“

泉水不断地从一个小泉眼里流出来，泉眼快给病

恹恹的蕨草遮没了。这一带别人地里都没有泉水。汤普森夫
妇觉得，如果好好加以利用，这口泉水是能给他们带来好处
的。
”
这句话中即蕴含了叙事者的隐蔽评论。泉水是汤普森农
场的优势，但夫妇俩却不善经营，致使资源荒废，农场处处
都是破败的景象。通过略带讽刺的笔触，叙事者指出了汤普
森夫妇共有的弱点：处理现实问题的不力。正如他们不能经
营好农场一样，他们也不能处理好生活中出现的其它事情。
纵观全篇，叙述者在讲述汤普森农场的故事时始终采用
一种追忆式的口吻。叙述者以一个业已经历了世事变迁的成
年人的心态来讲述这个悲凉的故事。故事开头即限定了时
段：
年，这表明叙述者对九年间的事件已然了若
指掌，既明白缘起何时，也了解何时尘埃落定。故事的起止
年，地点为得克萨斯南部小镇，这与波特
时间为
童年时代的真实经历吻合，赋予了故事回忆录般的真实性，
仿佛隐含作者在讲述童年亲历的事件；而这种位于故事开头
的限定又有其浪漫性：似乎这一事件早已注定发生，一切都
是宿命。略带神秘的浪漫主义与故事真实性相结合，给整篇
小说带来了张力。这是一个生活中潜在的暴虐性突然爆发的
故事，处在故事中的人物对暴力事件毫无预感，但追忆者却
能认识到种种迹象。为了体现这些迹象，叙述者对事件做了
主观编辑，选取了有代表性的情节作为铺垫，例如在第二年
时，赫尔顿先生曾被目睹抓住碰了他口琴的两个孩子的肩膀
猛烈摇晃，同时脸上杀气腾腾。目击者汤普森太太虽然对这
件怪事感到不安，但却无法解释清楚。直到最后一年哈奇先
生来到农场，我们才从他的谈话中了解到赫尔顿先生在世人
眼里是个疯子，曾一度因为杀死了弄丢他口琴的亲兄弟而被
关进疯人院。这样，他摇晃那两个孩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因
为对赫尔顿来说，口琴是最珍贵的东西。读者进而了解到赫
尔顿常吹的曲调“中午酒”的来历：“你太痛快了，没到中
午忍不住把手边的酒全喝完了。
”
这曲调在九年间一直

年创作了这个故事；在这

二、内视角与同情
在内视角叙述模式中，叙述者的眼光与人物的眼光相
等，仅说出一个或几个人物知道的情况。转换性人物有限视
角即采用聚焦人物的眼光来观察其他人物，叙述者主动放弃
了自己的权威，用人物的眼光取代自己的眼光，让读者直接
通过人物的眼光观察故事世界。在《中午酒》中，作者主要
通过两个聚焦人物应用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即汤普森先生
与汤普森太太。例如，在小说开头，一个陌生人来到了汤普
森农场，作者即通过夫妻二人的眼光对陌生人赫尔顿进行了
两次肖像描写：
“汤普森先生看见站在他面前的是个胸部狭窄的人，面
孔瘦长，白眉毛下蓝眼珠的颜色淡得快成了白色。

汤普

森先生见他人中长长的，估计他又是一个爱尔兰人。
”
“她看见有个高高的、花白头发，穿蓝工裤的男人，在雇工
小屋的门口，闭上眼睛在自我陶醉地吹他的口琴，他坐的那
把硬板椅往后翘着。
”
这种通过聚焦人物眼光来观察作品中其他人物的方式
无疑能较好揭示前者对后者的态度、看法。叙述者放弃了自
己的权威，转而让人物去观察、评价，这种方法能更好地揭
示人物关系。比如从上面两个例子中，细心地读者便能从
“估计他又是一个爱尔兰人”、“闭上眼睛在自我陶醉地吹他
的口琴”等微妙措辞感知汤普森夫妇对陌生人赫尔顿的第一
印象：他可能只是个懒惰无能的雇工。
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的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体现聚
焦人物的性格。一个人观察事物和下结论的方式能体现他
潜在的世界观。例如，汤普森先生，一个只操心“自己的
尊严和名声”的大男子主义者，认为“
奶牛让他心烦。
它们一天两次等着挤奶，站在那用女性得意洋洋的脸色来
责怪他。
牛奶也使他心烦。
母鸡也使他心烦。
”
汤普森太太则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时时为赫尔顿先生
的灵魂担心。看来他不是一个上教堂的人，连星期天也照
样干活。
”
表面看来，叙述者把汤普森先生描述成了南部千千万万
普通农夫中的一员，他头脑简单，脾气直来直去，“自己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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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信奉

太眼里看来仅仅是血腥残忍的，她无法理解男性暴力，也无

一条原则：有人帮助他，他也就应该帮助这个人。他会用行
动去保护对自己生活有益的东西。汤普森先生不是恶人，但

法原谅她的丈夫。就杀人事件来说，汤普森先生的动机是及
其混乱的，但并非出于卑鄙的目的。哈奇的突然出现打乱了

也决不是道德的化身；他是一个可怜的罪人，单凭自己简单

农场生活的平静，毁掉了貌似幸福的表象，他本身代表了邪

的思想一意孤行，而傲慢和懒惰又导致了他思想的昏聩。而
汤普森太太则是那个时代和地域所造就出来的女人的典型，

恶事物，或者是人们内心的魔鬼。但汤普森与哈奇之间的对
抗并非善与恶之间的对抗。如果说哈奇是邪恶的象征，那汤

只会按照既定的标准生活，并心甘情愿放弃了判断力、勇气
等人性的品质，以及精神上的独立见解。然而，在转换性人

普森与他的对抗便是平凡人与宿命的抗争，那么，即使这种
抗争并不像善恶之战那样可歌可泣，却也勇气可嘉。事发

物有限视角这种聚焦模式中叙述者不可能完全隐匿自己的

后，汤普森先生不能在清白与罪过的夹缝中苟且偷生，最终

眼光。读者能从种种迹象判定叙述者对汤普森夫妇深切的同
情和作为人的肯定。他们在每况愈下的生活中努力保持尊

以死明志，保全了自己的尊严。汤普森太太也说出了只有女
性才能说出的对暴力的控诉：“是啊，他们不得不用武。他

严，坚持体面地活下去，精心抚养两个儿子。他们热爱自己

们永远是不得不用武的。
”

的家，宽容待客，对辛勤劳动的成果心满意足甚至沾沾自
喜。狭隘的眼光使他们只看得到眼前的生活，却始终不知道

“人物视角与其说是观察他人的手段，不如说是揭示聚
不同视角的采用暗示了隐含
焦人物自己性格的窗口。
”

疯子赫尔顿是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把利剑。表面的幸福生活与
潜藏的暴力形成了张力，显示了叙述者对受命运摆布的平凡

作者的态度。事实上，零视角与内视角相转换的手法，让读
者与人物的观点一步步认同，进而同情他们各自的境遇。汤

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便顺从了命运的支配”。

人的同情。

普森夫妇在各自的精神世界里都是孤立的，可悲的。他们彼

故事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赫尔顿的生活主要通过汤普
森夫妇的有限视角呈现在读者面前。他虽然生活在农场九

此缺乏交流，不能联合起来以人性的勇气对抗传统和舆论所
形成的压力，造成了最终的悲剧。

年，从各方面来说都已经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一分子，但他始
终是神秘的，汤普森夫妇对他的个人历史和内心情感不得而
知。他是个疯子，本身超越于善恶之上，是突发暴力事件的
一个诱因。几年来汤普森夫妇与他朝夕相处，却从未意识到
他会成为毁掉他们生活的导火索。叙述者借此讽刺了汤普森
夫妇作为平凡人的愚钝，然而一个来路不明的疯子竟能成为
家庭一员，这也正是田园生活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童话。在潜
伏暴力冲破平静表象之前，这种表象是人们辛勤维持的结
果，对人的这种努力我们不应加以否定。赫尔顿先生在农场
的出色表现让读者心中的天平也向他倾斜，也为汤普森先生
为他挺身而出提供了更多理由。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者采用了零视角与转换性人物有
限视角的交替运用，但当情节发展到第一个高潮，即汤普森
先生杀死哈奇的一刻，作者应用了另一种内视角——多重式
内视角来为读者呈现这重要的一幕。多重式内视角即采用几
个不同人物的眼光来描述同一事件。试对照汤普森夫妇眼中

三、结语
波特出生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南方世家，青少年时期的
她性格叛逆、藐视传统，十六岁就逃离学校与人私奔了。这
造成了她和家庭的裂痕。在她的许多作品中，如米兰达故事
系列中，她沿袭了自己青年时期对南方的反叛，讽刺了旧习
俗的荒谬。然而在《中午酒》中，通过对叙事角度的分析，
我们却得以窥见隐含作者的矛盾态度——一方面，隐含作者
讥讽了缺乏决断力的平凡人，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在自己身
上创造奇迹；另一方面，她对这些平凡的南方人却抱有深刻
的同情，使通篇弥漫着乡愁的气息。或许，正如波特自己所
言：“我已为昔日的好梦撒下了一掬伤心之泪，为我珍爱而
病重的人们，为我自己的痛苦和忧患。
”

这位表面叛逆

的女作家对曾一度抛弃的故乡怀有深刻的感情，这给她的作
品注入了更多内涵和魅力。

看到的同一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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