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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三角结构的交织统一
——论《呼啸山庄》的创作模式

蔡静
(安教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摘要：艾米莉·勃朗特的代表作<呼啸山庄>充分体现了她对人生和命运的感悟与思考。该小说在叙述

视角、故事情境和人物关系等层面上表现出多重三角模式的交织统一，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及巧妙的艺术构

思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同时也反映出艾米莉与众不同的创作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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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艾米莉·勃朗特创作的<呼啸山庄)长期以来始

终是一邮颇受争议的作品，其深刻的主题、非凡的

想象和动人心弦的情节引发了众多学者和文学批

评家的研究探讨；而这部小说独特的叙述技巧，巧

妙构思的艺术结构更是充分体现了艾米莉非凡的

艺术才能。法国符号学理论大师、结构主义思想家

罗兰·巴尔特曾指出：

文学中的自由力量并不取决于作家的儒雅风

度⋯⋯也不取决于他的作品酌思想内容。而是取决

于他对语言所做的改变。
●⋯●●

我主要关心的是本文．也就是构成作品的所指

的织体。哗

在{：呼啸山庄>中，艾米莉将一个完整的故事分

割成有机的小块。通过运用戏剧性和多层次的叙事

方式把历史故事的情节揉进人们所熟悉的环境之

中然后在特定的情境下再把它们重新粘连起来，创

造出一种新的不同寻常的氛围和意境。这种分割和

粘连手法的巧妙运用．正如结构主义中关于创作技

巧的描述：

在结构主义活动中．原客体和模拟所得的客体

之间或者历时态和共时态之阍．产生了一些新东西

⋯⋯模拟物是理智加于客体的产物⋯⋯而这种增

加是因为自然献给人头脑的正是人自己——他的

历史、处境、自由、阻力最终的呈现⋯⋯。圈m

艾米莉通过多重三角模式的故事结构以及多

层次的叙事系统，成功地在作品中倾吐了其对于生

活的深刻理解：生活深处本来充满了暴风骤雨似的

爱、恨、激情、苦难，但波折之后都会回归于牧歌般

的宁静和安详；历史和现实在向将来的发展过程

中，在人们的意识领域里最终融成一体。

二、《呼啸山庄：》中时空安排

和叙事技巧上的多重三角模式

(一)故事三重阶段的分割和粘连

<呼啸山庄>的时间跨度前后长达31年，故事

可追溯到1771年，以希刺克利夫作为孤儿被带到

山庄为开端，最届发展到1803年，以小凯瑟琳与哈

里顿的婚姻为全篇画上圆满句号。在叙述上，艾米

莉采用了非传统的“戏剧性结构”——这种结构往

往是欧洲剧作家在组织戏剧情节时所采用的方式。

剧本擅长于从故事的中间说起，通常在开端时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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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接近整个故事的终点，剧中的主要人物都带着各

自的历史上场。唧因此，剧情往往以顺叙和倒叙的
方式同时向着两个方向进行：在向着未来推进的过

程中，同时展现着过去，一直临到结尾整个故事才

以完整面貌显示在观众面前。并将过去和现在连为

一体。

在《呼啸山庄>中，艾米莉把叙述的起点安排在

1801年的冬天。以故事以外的一个人物洛克伍德的

出现为小说的开端。在时间轴线上．小说的开头同

结尾很接近。而从那以后故事的展开是同时向着两

个方向进行的：过去和将来。在整个叙述过程中。过

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时间点始终交织：以洛克伍德

的好奇心和迫不及待想要了解真相的现实之声为

焦点，把对历史的回顾之声和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

向将来的推进紧密联结在一起。整个故事被分割为

历史、现在和未来各个小块，通过耐莉和洛克伍德

两人的述说，又将三者粘连成了一个彼此相连的三

角模式。以实现“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故事”在时

间的流程和发展中，在情绪、氛围和节奏上的同步。

(二)三点封闭的特定小说情境

《呼啸山庄>中主要的空间领域是呼啸山庄、画

眉山庄和吉默吞(利物浦也只是在希刺克利夫被捡

回来时才提到过)，这三处地方构成了小说的规定

情境。这个现实意义上的自然地域和活动环境被作

者设计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几乎同任何具体历史和

政治事件毫无关联的三角封闭系统。并成为故事中

主要人物的特定活动空间。就像戏剧中构筑的有限

舞台，为各色人物提供着充分表演的空间，但同时

也限制和约束着其表现和活动。小说中情境的特定

封闭性使得外界文明、思想方式和交往礼仪的渗入

和影响始终缓慢而有限．人性中原始的活力与热

情、邪恶与激情、喧嚣与狂乱从而得以充分发挥和

体现。m在这个三角模式的世界中。人物生活的封

闭性与其情感言辞的激烈程度以成正比的状态不

断推进发展着。这种发展遵循一定格式的循环往

复，使矛盾造成纵深感，但却无法轻易终结，直至最

终结局的出现才使一切落下帷幕。

(三)多层叙事结构的递进和交织

结构主义文论认为。叙事作品作为客体也是交

际的对象，关键是“谁是叙事作品的授予者”：由于

叙述本身就发生在说话的即刻，“⋯⋯人称主体总是

以各种改头换面的方式进行叙事过程”。阴而在
<呼啸山庄>这部小说中，整篇故事正是通过相互交

织的多层叙述结构传达给读者的。在当时的文学创

作中，许多英国作家如狄更斯、萨克雷等。惯用随时

插话的方式在其作品中与读者进行直接的对话。发

表自己的议论。卿但在《呼啸山庄>中。自始至终都
没有作者的声音，艾米莉通过精心设计的多层次叙

事系统将自己完全隐蔽起来。使得“一个超越写作

者个体的结构凌驾于其上”；11m并在小说中引进了

处于故事边缘和外面的两个人物耐莉和洛克伍德

作为其代言人．向读者转述其奇特的构思和丰富的

想象。艾米莉是整篇故事真正意义上的全知叙事

者，但同时又是一个完全隐藏在幕后的人物。而小

说的一个次要角色耐莉被安排为所有故事的历史

见证人。从一种假定全知叙事的角度向房客洛克伍

德讲述着山庄中的人事沉浮和兴衰起落；洛克伍德

作为始终存在的倾听者和后来发生故事的见证者．

再将其听来的历史回声以及自己亲身所闻的现实

之声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向读者叙说着。艾米莉则通

过这两个人物的双重和双层转述倾吐着内心深处

狂风暴雨般的激情以及对于人性的深刻探讨和对

生命、爱情和人生轮回的深沉思索。读者跟随着洛

克伍德的讲述从一无所知到知之不多再到无所不

知，在好奇心得到满足的同时，充分体会和感受到

作者故事创作的主旨和意图——对于完美爱情的

高度非凡想象以及对于现实的独特批判。因此。小

说中设定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叙述者们只是

一种假设性存在。在读者和作者的沟通中充当抽象

的中介而已；作者对于读者的讲述实际上是通过这

种三角多层系统完成的。这种叙事风格既体现了作

者刻意追求的艺术效果，又引导着读者透过表层叙

述去获得深层的心理感受和思考。

三、《呼啸山庄》的特定

格局中多层面的三角人物关系

《呼啸山庄>中纵跨30年的故事里，牵涉了三

代人的生活。第一代人恩萧夫妇和林顿夫妇的存在

只是为后两代人提供生活和存在的现实可能性。小

说的重点人物关系主要是围绕第二代和第三代人

展开的．这两代人共处于一个上下衍生的关系网络

中。而每一代的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三角

结构的模式。在结构主义看来。这种人物层面的结

构，在文学作品中隐藏于语言组织形式之下，形成

可以不断生成意义的系统，而这一系统又不断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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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响作品的内容和意义。I躺

(一)恩萧兄妹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故事中最初出现的人物三角结构是以希刺克

利夫为焦点的，通过他与辛德雷和凯瑟琳兄妹之间

的不同关系构建而成。当希刺克利夫作为孤儿被带

到这个家里来之后。在同这个家里同根相生的荫个

孩子的接触相处中。渐渐地感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

态度和情感，典型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一

面是来自辛德雷的憎恶和践踏．另一面是同凯瑟琳

之间两小无猜和情同意合。这一三角关系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明了，但却为后面其它三角人物关系的形

成和出现提供了一定的前提因素；而在希刺克利夫

身上，被辛德雷剥夺的学习权利、被践踏的向往文

明的愿望以及被毁灭的朦胧炽热的爱情使得一种

摧毁性的阴影和人性的扭曲在他心底暗暗地滋生．

从而为他后来的疯狂复仇行径埋下了种子和伏笔。

(二)原始自然情感和现实环境的矛盾和冲突

随着故事的发展。后来埃德加·林顿的出现和

介入。使得希刺克利夫置身于另一个对于他来说永

远无法开释的三角关系中．也进一步加剧了他的疯

狂和嚣乱。这个三角结构体现了第二代主要人物间

的复杂关系，其焦点集中在凯瑟琳身上，希刺克利

夫因为她的背叛而怨恨复仇。埃德加·林顿因为她

的爱而陷入终身不幸之中。凯瑟琳从人格、精神和

力量上都具有一种“双重性”。一方面她身上有着与

希刺克利夫相同的原始野性和自然活力。正如她自

己所言：“他比我更象我自己，不管我的灵魂是由什

么做成的。他和我是一模一样的”。阳而另一方面，

她天生丽质，家境优越，满足了埃德加所在的社会

圈子对于一个待嫁姑娘的最高企盼，使她得以顺利

进入她所心仪和迷恋的优雅和文明生活中。尽管她

生活在一个文明习俗、思想方式以及交往礼仪的条

框和规则几乎都荡然无存的封闭空间中，惯常的道

德风尚和文明气息的影响却在她小小的头脑中始

终留下一席之地；因此，凯瑟琳在不同的环境中。其

性格也显示出空间的差异性，表现为在希刺克利夫

面前的真实狂野和放肆妄为；在埃德加面前的骄娇

各半，恩威并施；她对希刺克利夫的爱有如“恒久不

变的岩石”。但对埃德加则是“树林中的叶子”——

会随时光变化而变化。m实际上，在这个三角结构

中，凯瑟琳作为多重形象和多种性格的抽象和集

中，是其它两方中任何一人都无法驾驭和把握的，

无论哪～个都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与她保持协调

统一。所以这个三角结构注定要坍塌——爱情无法

带给她甜蜜，婚姻不能带给她安宁，在三方的纠缠

和撕扯中，凯瑟琳的灵魂一块块地被撕成碎片，最

终作为孤魂在荒野中游荡着。

(三)爱怨的延续和天性的复苏

在第三代人的关系安排上。作者选择了与第二

代人几乎同样的机制来展开他们之间的爱情、背

叛、复仇和反抗。使上一代人之间无法解决和终结

的关系通过希刺克利夫的疯狂报复行径折射和影

响到下一代人身上。这样使得前后两个结构成为某

种意义上的同构体。凯瑟琳·林顿同其母亲一样“被

设置在三角结构关系的中轴上，成为第三代人爱情

和复仇的载体”。脚-小凯瑟琳既是“她母亲的翻版”

又殊异于其母亲。她的爱不再是狂野和火热的。而

是深沉和温柔的。她的身上既有着小林顿(希刺克

利夫之子)的敏感和狂想；又有着哈里顿(辛德雷之

子)的倔强和莽撞。表面上看来，她喜欢小林顿的文

明素质而讨厌哈里顿的野蛮气息；内心深处，她却

不断能够体察到自己灵魂上与哈里顿的同一性。希

刺克利夫对于她和哈里顿进行的复仇和毁灭只是

更好地衬托出他们身上天生的激情、铁的意志和那

种倍受压抑扭曲后依然闪烁着的人性光辉。在这个

三角模式中，小凯瑟琳的合体意义日益淡化，在完

成了一个自身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后。把性格中

的敏感和理想化。连同她那虚幻的爱情一起加以抛

弃(否定了小林顿)，而对于正直、顽强和淳厚的品

质(即哈里顿的特质)加以赞同。由此这个三角结构

内部经历了一个蜕变的过程．产生了某种逐步稳定

的建设性因素并渐渐取代了前面潜伏的摧毁性因

素。正常的人性力量以不可逆转之势生长起来。在

看穿了小林顿的自私孱弱后，小凯瑟琳有意识地调

整了自己的角色位置。把哈里顿放在与自己平等的

位置来对待和教化．继而重建起两人之间一种健康

的现实关系。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走向相亲、相爱。

艾米莉对于正常人伦范围内的文明婚姻和家庭构

想最终得到了体现。

四、结语

艾米莉在<呼啸山庄>里将绝对时空中的活动

画面放在历史流程中进行间断式的定格，表现出同

时代作家少见的对于人、人生和人的命运的思索和

探讨。小说的结构安排显示了作者在驾驭人物和情

节发展方面的非凡才能。文中多层面的三角模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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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交织，密切相连，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一个封闭

性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作者将绝对时空中的爱怨

交加和此起彼伏加以刻画并层层展开，其间渗透了

她对时空、生命、爱情和人生的深沉思考，并体现了

小说情节构思的整体性、交换性、自律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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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7条)

1.期刊论文 姜吉林.JING Ji-lin 隐匿的"他者"——对《呼啸山庄》基于叙述视角的女性声音分析 -中华女子学院

山东分院学报2009(6)
    <呼啸山庄>的小说叙事体现了复杂的叙述视角和声音: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我"由异故事叙事者男性绅士洛克乌德和女性佣人耐莉共同承担,这一叙述

技巧突显了性别的意味,展现了女性声音隐匿性的存在;凯瑟琳是作家的女性代言人,小说叙事惯用的爱情结构模式突显了女性主体性的存在;同时耐莉叙

事声音的安排又遮掩了复仇情节的非道德意味.

2.期刊论文 王娟.WANG Juan 探析《简爱》《呼啸山庄》《蝴蝶梦》的神秘性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9(5)
    <简爱>、<呼啸山庄>、<蝴蝶梦>这三个不同文本所共同展现出的神秘的气氛、恐怖的阴影有助于故事情节的展开与深入,凸现出扣人心弦的艺术特征

,对文本本身的可读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主要从文本的叙述视角、哥特式的写作模式、三位作家的生活经历三个方面来分析神秘性形成的原因.

3.期刊论文 徐晓霞.Xu Xiaoxia 试论《呼啸山庄》叙事方式的创新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28(5)
    <呼啸山庄>在欧洲文学史上被誉为"奇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对叙事方式的开拓性艺术创新.其一,它大胆借鉴书信体小说的叙述模式,在欧洲传统

框架式叙事结构的基础上,开创了多个叙述者叙述相同故事域的叙事结构;其次,在欧洲小说叙述视角的演变历程中,首创了欧洲小说旁观式第一人称的叙

述视角.

4.学位论文 张玲 对《呼啸山庄》的视角和语言的文体分析 2006
    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被誉为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是一部足以与莎士比亚的伟大戏剧相辉映的杰作，具有永久的艺术

魅力。自《呼啸山庄》出版一百多年来，小说以其丰富的主题和独特的视角而备受评论界的关注。评论家们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等诸多角

度对《呼啸山庄》的主题，人物形象，结构，女权主义，现代主义因素等进行了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专著从文体学的角度对该小说的文体进行

系统的研究。基于此，本文从文体学这一全新的角度对小说中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文体风格进行分析。文体学注重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

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论文通过描写和分析作者选择的视角和语言成分及其产生的特定的文体效果，为挖掘文本的美学价值提供了客观依据，并

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鉴赏文本的意义和艺术价值。同时本文在拓展语篇的文体分析方法上做出了新的尝试，从而证明语用学的发展为小说的文体分

析提供了一套崭新的分析理论和方法，也为我们理解和欣赏文学语篇提供了新的依据。本论文由三个部分组成：绪论，正论和结论。绪论部分比较全面

地综述了关于《呼啸山庄》的批评现状，尤其是关于小说的叙述风格和语言风格方面的评论。并对论文的结构布局作了说明。第一章着重探讨了小说独

特的视角及其产生的特定的文体效果。文章指出，小说中多重叙述视角尤其是复视角的运用使这部古典文学作品更接近于二十世纪的现代艺术，对小说

中所讲述的故事尤其具有特别的作用。本文作者还将长期受评论界所忽视的叙述人洛克伍德提到与小说的主要叙述人耐利同等重要的位置，详细分析了

他的叙述视角及其在小说中特定的文体意义；第二章分析了小说卓越的语言风格。本文作者从传统的文学文体学的分析方法入手，对小说中具有浓郁乡

土气息且高度精练，富有诗意，能让读者产生无限想象空间的语言特征作了比较详细而全面的分析。此外，作者在运用语用学的有关理论进一步探讨小

说语言的含蓄特征及其言外之意的同时，也为此小说的研究和鉴赏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结论部分对论文作了概括，并重申了其主要观点。

5.期刊论文 罗倩 《呼啸山庄》中的叙事视角与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1)
    本文利用热奈特的叙述理论,揭示出<呼啸山庄>独特的叙述技巧.小说采用多重叙述者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来展开故事情节,并且在各自的叙述中

体现出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从而揭示小说"激情"与"理性"之间的冲突这一主题.

6.期刊论文 萨如拉 《呼啸山庄》的叙事方式的突破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0(3)
    本文重点分析了<呼啸山庄>的戏剧结构冲突及框架结构的变化.<呼啸山庄>结构严谨、完整,颇像莎士比亚的戏剧,整个情节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戏剧化

特色.在叙事结构中在沿袭古老的框架结构和借鉴书信体小说叙述视角转移的灵活性的同时,又不囿于它们的限制,而是恰如其分地将两者融合,同时又突

破了两者,这种独树一帜的陌生化处理形成自成一格的风格,也加深了读者对文本欣赏.

7.学位论文 单萍 《呼啸山庄》叙事视角的文体学研究 2008
    本文着眼于小说视角的文体研究，旨在提出一个综合运用系统功能语法全面研究《呼啸山庄》小说视角的文体分析模式。小说中的视角是作者对其

小说内容所持看法的出发点，与小说的主题意义紧密相关，同时又蕴含在小说文本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中，因此具有一定的文体价值，值得对其进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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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体研究。话语基调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本文提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系统功能语法的分析模式，系统化地运用话语基调的理论对小说视角

的文体价值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从艾米丽的《呼啸山庄》中选取适当的词句或段落作为分析对象，对叙事视角进行文体学研究，使对小说的分析

趋于科学化和全面化，开拓探讨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对小说运作规律的掌握，对小说的表达方式的识别，对审美特征的深入认识，从而提高《呼啸山庄

》欣赏和评论的整体水平。

    该论文由六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引言，介绍了《呼啸山庄》的背景以及研究现状。

    第一章是该论文的理论支持。

    第二章是对《呼啸山庄》叙事视角的陈述。

    第三章是把话语基调的理论应用于《呼啸山庄》中几个选段的分析，从而更加清晰地审视小说的叙事视角。

    第四章是叙述视角之外所包含的信息。

    最后一部分是结论，指出本文采用的分析方法的意义及存在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方向。

    通过分析，笔者发现从话语基调角度来分析文学作品不失为一种有效、科学的方法，并能使文章分析更有力度，更为深刻。

    因此在验证话语基调理论的同时，也为文学作品的分析和欣赏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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