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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白象似的山丘6的外视角叙事模式
梁 晓 晖

摘 要 海明威在其5白象似的山丘6中采取了外视角的叙事模式, 叙述者仿佛
是一个旁观者, 读者通篇听不到他的声音, 而作者却通过简短的人物对话及有限的场
景描写充分展现了故事及其主题, 使读者从中领略了海明威那言简意浓的写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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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篇小说5白象似的山丘6 中, 海明威

我们全然不知他们的思想与感情。而且这篇

讲述了一个并不新鲜的故事。一个美国男人

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在谈话中都对自己的真

希望恋人打掉怀上的孩子, 纠缠不休地劝她
去做流产手术, 同时又极力掩饰自己是在强

实感受有所保留, 于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们
目前面对的问题以及整个故事的主题都要靠

迫她; 而女方不希望打掉孩子, 并为男方不负

读者去推测, 所根据的只能是人物言不由衷

责任的态度感到 伤心。故 事发生在 一个车
站, 车站一方是光秃秃的田野和一座座山丘;

的对话和叙述者笔墨甚少的场景描写。

另一方是绿油油的麦田, 浓郁的树林以及连

对话后面的隐含信息

绵的山脉。这对恋人在这里等候火车, 他们
边喝酒边聊天, 几次都几乎争吵起来。故事
情节简单, 内容也无甚新颖, 而海明威展现主

在这则故事中, 作为旁观者的叙述者借
以叙述故事发展的人物对话虽是明了不足,

题的艺术却颇具魅力, 独具匠心, 使这篇小说

却是弦外有音, 蕴藏着许多信息。

成为当代短篇小说中的名篇。
在这则发生了不足 35 分钟的故事里, 海

故事男女主人公在整个谈话过程中, 都
尽力保持平静。但他们虽然从未真正地争吵

明威采取了第三人 称外视角的叙事模 式 ¹ ,

起来, 他们内心的痛苦与激荡却不时流露出

叙述者不对人物性格进行任何分析, 不对人

来, 借此我们得以探知二人之间的分歧。

物内心世界进行任何描写, 也不对人物的行
为发表任何评论, 而把自己作为无法透视人

故事开头, 这对恋人一边点饮料, 一边闲
谈。但在女孩对 看到的 景色做了 一个比喻

物内心的旁观者。与那种 全知叙述 模式相

) ) ) 太阳下 的山丘 看上去 好似 白象 ) ) ) 之

反, 读者所看到的只是叙述者作为旁观者所

后, 这种闲在的气氛被突然打破了:

能看到的, 所听到的也只有人物之间的对话。
人物仿佛在我们面前进行着舞台上的表演,

/ What should we drink?0, the girl asked.
She had taken off her hat and put it on th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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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s pretty hot , 0 the man said. / Let . s
drink beer. 0

们的分歧所在, 但这件事实在恼人之至, 使他
们又不得不去面对。于是他们谈论啤酒的时

/ Dos cervezas, 0 the man said into the cur-

候, 男方出乎读者意料地挑明了这个一直困

/ Big ones?0 a woman asked from the door-

扰着他俩的话题。
/ The beer. s nice and cool, 0 the man said.

tain.

/ It. s lovely, 0 the girl said.

way.
/ Yes. Two big ones. 0
. . . . . . The girl was looking off at the line of
hills. They were white in the sun and the country
was brown and dry.

/ It. s really an awfully simple operat ion,
Jig, 0 the man said. / It. s not really an operation
at all. 0
The girl looked at the ground the table legs

/ They look like white elephants, 0 she said.

rested on.

/ I. ve never seen one, 0 the man drank his

正是流产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男人的心
思, 使他随时会像此时这样突然爆发, 所以这

/ No, you wouldn. t have. 0

个话题会这样被突然提出。我们不禁感到这

beer.
/ I might have, 0the man said. / Just because
you say I wouldn. t have doesn't prove anything. 0

两个人虽然一直在尽力保持平静的谈话, 实
则貌合神离。对男人的突然爆发, 女孩用沉

在这段对话中, 男人或是不愿去分享女

默表示不满。他们接下来的谈话让我们了解

方创造性的思维, 或是没能领会这个比喻的

到一些他们的过去并设想到了他们的未来:

意境。不管是哪种情况, 我们都能感觉到他
心事重重, 想找个机会发泄一下; 而且他与女

/ I. ll go with you and I. ll stay with you all
the time. They just let the air in and then it. s all

孩显然缺少恋人之间应有的默契。而此时女

perfectly natural. 0

孩从山丘那面转过身来望着面前的珠帘, 并
随即转换了话题, 从而避免了一场争吵, 保持
了平和的气氛。然而在他们点了一种新饮料
之后, 这种气氛又被打破了。
/ It tastes like licorice, 0 the girl said and
put the glass down.
/ That. s the way with everything. 0

/ Then what will we do afterward?0
/ We. ll be fine afterward. Just like we were
before. 0
/ What makes you think so?0
/ That. s the only thing that bothers us. It 's
the only thing that. s made us unhappy. 0
他们过去曾经拥有快乐的时光。而此时

/ Yes, 0 said the girl. / Everything tastes of
licorice. Especially all the things you. ve waited so

男人不断力劝女孩去做流产手术, 丝毫不顾
及她的 感受, 全 然不 想承担 起应 尽的 责任

long for, like absinthe. 0

) ) ) 接受自己爱的结晶, 这些使女孩对未来

/ Oh, cut it out. 0

自己与男人的关系失去了信心。

/ You start ed it , 0 the girl said. / I was being
amused. I was having a fine time. 0

随后的谈话中他们的矛盾愈加明显。女
孩说: / If I do it ( the operation) you won. t ever

/ Well, let. s try and have a fine time. 0

worry?0她这是在试探男人对她的感情是否真

/ All right. I was trying. 0

挚, 思索两人将来的关系能否一如既往; 而男

好时光非要经过努力才能得到 ) ) ) 他们
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分歧。他们试图回避他

人全然误解了女孩, 或是故意误解了女孩, 把
问题引到了手术的安全性上, / I won. t w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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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at because it. s perfectly simple. 0而后两
人竟用同样的句型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这对恋人是在车站等候火车。车站, 作

致使两人 的矛 盾更 显突 出: / We could have

为两个地方的连接处, 为这对恋人的故事提

everything, 0女 孩说完, 男 人反驳道: / We can
have everything. 0 这 里男人对流产一 事的态

供了一个恰当的背景与象征: 这是他们过去
与将来的一个结合处, 他们生活中的一个转

度刺痛了女孩, 使她认为将来很难再如以往

折点。过去, 生活无忧无虑; 如今, 他们面临

那般幸福; 而男人却坚持主张孩子是他们幸

着女方怀孕的问题, 他们讨论着是否打掉这

福生活的唯一障碍, 只要打掉孩子他们即可
一切如故。

个孩子却不能达到共识; 将来的一切都悬而
未决,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他们很难再

在他们的对话中, 不仅二人的矛盾昭然
若揭, 而且二人的性格也可见一斑。男人急

如以往那般全身心地相爱。
这两个人所在的场景不仅为他们现在所

于让女孩打掉孩子, 所以不断淡化手术势必
带来的痛苦, 他用 了如下字 眼来描写 手术:

处的进退 两难的境地提 供了一个 恰当的背
景, 而且还与女 孩的思维 和心态紧 密相联。

/ awfully simple0, / perfectly natural0, / not any-

在故事的开头,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车站一

thing. 0 在他们并不算长的对话中, 类似的表
达他使用了八次。他甚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

方的山丘和一片光秃秃的景象。女孩也注意
到了这一面的荒凉景象, 而此时 ) ) ) 正如我

给女孩: / I know you wouldn. t mind it , Jig. 0 可

们后来意识到的 ) ) ) 她正在心事重重地考虑

见这个人有多么以自我为中心。然而, 他还

着怀孕后两人关系的裂痕以及流产的问题。

尽力掩饰自己急于让女孩打掉孩子的急迫心
情, 他一边力劝女孩去做手术, 一边又不断虚

这片景象有多么空落, 她的心情就有多么空
落。与此相反, 在故事进行中, 二人争着争着

伪地声称, 如果女孩不想做这个手术, 她不必

女孩站起来, 走到了车站另一头, 这里她发现

去做, 仿佛在他如此不想接受孩子的情况下
女孩还能有别的选择。而男人这种言不由衷

了/ 大片的麦田, Ebro 河岸的树丛, 河那一方
的远山。
0这一面的景象浓郁富饶, 使她回忆

的话总共说了七次。这说明他不仅自私, 而

起了他们往日的幸福时光。于是她不禁有了

且虚伪。而缺乏真诚使女孩对他更加绝望。

那样的感慨, / We could have everything and ev-

相反, 这个女孩对感情是真挚的, 所以她
对男人的态度感到大为伤心。她是相当严肃

ery day we make it more impossible. 0 正如车站
两旁截然相反的景象, 她的生活与心境也一

地看待两人之间的关系的。她一直在估量他

样是物转星移, 今非昔比了。

对她的感情, 是她提出了有关二人未来关系
的问题。她还相当富于想象力, 所以才会做

此篇外视角的优势

出那样一个比喻: / 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 0
她那曾有的梦想以及如今的绝望都寄于她的

在这则 故事中, 男女 主人公 的关 系、性

一声感叹之 中, / we could have everything and
every day we make it more impossible. 0

格、
内心活动, 都不是叙述者直接展现的, 而
是通过人 物对话及场景 描写让读 者去体察
的。叙述者在这里使用外视角, 使读者一直

场景描写的作用
故事寥寥几笔的场景描写也对展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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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困惑与猜测之中, 从而产生了悬念和紧
张的效果。从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人物在谈
话中试图回避着某件事情, 我们一直在推测

着他们二人是什么关系, 两人之间发生了什
么问题, 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于是阅

个副词显得很是突出: 首先它与当时的情景
不符, 其次作者在这则故事中到此为止没有

读变得饶有兴趣, 颇富挑战性。

给两个人 物及他们的行 为使用过 任何修饰

同时, 因为作者从未直接描述二人的内
心世界, 我们自然而然地会觉得与人物在感

语。这里作者严格遵守了通篇所采用的外视
角, 这个副词所展现的只是叙述者作为旁观

情上比较疏远, 而这种疏远感正与两个人物

者所观察到的现象 ) ) ) 女孩外在的表现。然

之间所存在的疏远感相对应。故事中男女二

而故事至此我们已经了解了女孩, 能够想象

人都不愿 把自己的内心 感受全部展 现给对
方。男人尽力掩 盖自己不 愿接受孩 子的事

她需怎样克制自己才能按捺住内心的怒火与
委屈, 摆出一副平静甚至愉悦的表情, 而她这

实, 他说: / I. m perfectly willing to go through

个明媚的笑容与她气愤、痛苦的内心形成了

with it if it means anything to you. 0 为了缓和他

强烈的对比。于是一个副词 / brightly0 进一

逼迫女方去做手术的紧张空气, 他劝解她的
话都是以这种方式说出: / I wouldn. t have you

步反映了女孩是怎样尽力压制自己的感情,
从而反衬出了男人的咄咄逼人, 为故事平添

do it if you didn. t want to. But I know it. s per-

了几分苦涩与厚重。

fectly simple. 0 而同时, 女孩在男人无止无休
的劝解下几次都要爆发, 而每一次又都克制

随后, 男人把行李拿到车站的另一头, 接
着又往回走。走到酒吧间时, 他/ drank an A-

住了。她非常渴望知道男人对她的感情是否

nis at the bar and looked at the people. They

真挚, 但她又从未直接提出过这个问题。我

were all waiting reasonably for the train. 0 / 通情

们一直在对这两个人物进行着猜测, 正如这
两个人物一直在猜测着对方。作者依靠外视

达理地( reasonably) 0 显然不是作者对等车的
人们下的评语, 这一句只能是男人的想法, 而

角, 巧妙地营造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隔

此句中男人的想法是通过自由间接思想模式

膜的气氛, 使我们更容易领会角色之间当时
所体味到的疏远感觉。

( Free Indirect Thought) 介绍出来的。这一句
在视角上发生了越 界 » : 叙述 者一下从一个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使用精当的与视角有

旁观者进入到了人物的内心, 从外视角侵入

关的副词, 一个严格遵从了本文的外视角; 而

了全知视角。小说一贯的外视角以及这句暂

另一个发生 了视角 越界, 进 入了全知 视角。
两个词都出现在故事临近结尾处, 一个与女

时的向全知视角的越界, 使这一句的中心词
/ reasonably0显得格外醒目。这个词所影射的

孩有关, 一个与男人有关。

是, 在男人 心目中女 孩/ 不通情 达理( unrea-

故事发展到最后, 男人关于手术如何简
单, 他又如何不愿强迫女孩流产的无止无休

sonable) 0, 因为她 不顺从他的主 张。然而这
个词给读者的感觉却恰恰相反, 我们一直在

的唠叨之后, 女孩终于按捺不住了, 她恳求男

听着男人对女孩虚伪的关心和喋喋不休的劝

人/ Would you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告, 而此时他竟这样看待希望保住两人孩子

please please stop talking?0 而男人还是继续他
那 虚 伪 的 辩 解, 于 是 女 孩 警 告 他: / I. ll

的自己的恋人。一个副词顿时勾勒出了这个
男人萎缩的人格。

scream. 0 此时女招待走过来提醒他们火车五

这则短篇以其独特的视角使简短的对话

分钟后就会到了, 女孩对她/ smiles brightly0以

含义丰富、
有限的场景描写意味深长, 全篇文

示感谢。这时, 女孩几近歇斯底里, 还能明媚
地一笑实属奇怪。于是/ 明媚地( brightly) 0这

无虚笔。叙述者虽然没有直接站出来说过什
么, 但却一直与读者进行着无声的交流, 使我

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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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感受到了作者/ 此时无声胜有声0的叙事魅

力。

¹ 根据弗里德曼的定义, 在 第三人称外 视角叙事 模
式的作品中, 读者就像观看 戏剧一样 仅看到人 物

waiting reasonably for the train.0
» 申丹: 5叙 述学 与小说 文体 学研 究6 , 北京 大学 出

的外部 言行, 而无 从了 解人 物内 心的 思想 活动。

版社, 1998 年版, 第 298 页。

而热奈特则将其定义为: 我 们只能看 到主人公 在
我们面前的表演, 却始终无 法知道主 人公的思 想
和情感。详见5 叙述 学与 小说 文体 学研 究6 下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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