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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局外⼈艺术的艺术价值的探讨⼀直以来都是研究局外⼈艺术的重要切⼊点，本⽂在对
前⼈资料及局外⼈艺术家的作品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建⽴⼀种新的阐述及研究⽅式，即叙
事模型。通过建⽴叙事模型来讨论局外⼈艺术的叙事⽅法，使研究者以更多维的⾓度审视
作品，应⽤其理论对艺术家的作品做出在结构上的先期搭建，并应⽤其分⽀的研究对局外
⼈艺术中叙事型的绘画作品做出⼀个相对科学的解释。另⼀⽅⾯，叙事模型也⽅便研究者
可以在⼀种模式的架构中，替换不同的作品进⾏⽐较式的研究。

    本⽂引⽤阿道夫·沃夫利的作品为主要分析对象，通过分析符号和功能，图式，填充模
型等章节，详述了叙事模型是如何在其作品中被建⽴和使⽤的。在最后的⼀章中，又根据
前⾯论述的三度空间的模型及叙事的关系，引申出了所谓的时空穿越及流动的叙事模型等
概念。从⽽，为更好地表述阿道夫·沃夫利及其他局外⼈艺术家的作品做出了⼀个更多维
视⾓的参考。

关键词：阿道夫·沃夫利，局外⼈艺术，叙事，模型，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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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cussion on the value of outsider art ha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outsider art research.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findings, I am tying to establish a new way of research method in this essay, called 
narrative model. I am tying to discuss the narrative method of outsider ar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rrative model, which allows researchers to survey outsider art with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other hand, researchers can replace different works through the narrative model in order to do comparison and 
further study. 
    The paper quoted Adolf Wölfli as the main analysis artist, represent the progress of establishing and using 
the narrative model in Adolf’s creating activity, through the symbols and its function , schema and 
filling sections. In the last chapter,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l and the narrative space of 
three degrees of previous discussion, I lead out the concept of space-time crossing observation 
and flowing narrative model. Thus, the concept make a much more multidimensional reference for better 
presentation of Adolf Wölfli and other outsider artists. 

Keywords: Adolf Wölfli, outsider art, narrative, model, time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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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欧洲，关于精神病⼈和⾃学者的艺术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九世纪末期。在艺术史上关

注⽆意识绘画的艺术家⼤有⼈在。精神病医⽣⽡尔特·莫根塔勒（Walter Morgenthaler）等⼈

为他们病⼈的画作撰写过具有美学价值的⽂章，他在1921年完成了《⼀个精神病艺术家》

（Ein Geisteskranker als Künstler）⼀书；此外，德国精神病医⽣汉斯·普林兹霍恩（Hans 

Prinzhrn）著有《精神病⼈的艺术表现》（Bildnerei der Geisteskranken），提出精神病⼈的画

作与病症关联性很⼩，探讨精神病⼈画作的艺术价值。

⼆⼗世纪中期，局外⼈艺术被正式提出，很快这种艺术形式备受关注。法国艺术家让·杜

布菲（Jean Dubuffet）为此做出极⼤努⼒，他把⾃⼰多年的藏品贡献出来，在瑞⼠成⽴了原

⽣艺术博物馆（Collection de l’Art Brut Lausanne），著有《涩艺术》（L’Art brut），探讨局

外⼈艺术的价值。另外⽐较重要的著作有英国学者罗格·卡丁艾尔（Roger Cardinal）的《边

缘者艺术》（Outsider Art），以及英国的《原⽣视觉》（Raw Vison）杂志等，它们均以介绍

世界上的局外⼈艺术家为主。在国内，除了郭海平（著有《中国原⽣艺术⼿记》.上海⼤学出

版社.2014）在南京成⽴的原形艺术中⼼，关注精神病⼈的作品以外，介绍中国的局外⼈艺术

家，其它还有，台湾作家洪⽶贞的《原⽣艺术的故事》⼀书，系统的介绍了局外⼈艺术的历

史和现状。

    本⽂试图从叙事学的⾓度去探讨局外⼈艺术作品的价值，通过分析找出隐藏在局外⼈艺术

家作品中的叙事模型对其价值进⾏探讨，以艺术家阿道夫·沃夫利（Adolf Wölfli）的作品为

例，试图分析叙事模型在局外⼈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它引导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影响艺术

家的风格，并且引导读者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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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局外⼈人艺术的叙事

    物种会成为这世界上最令⼈惊异的东西。⾃然界本⾝会令⼈羡慕。借助这⼀模型打开他的

钥匙，能够发明出⽆穷⽆尽的植物，他们应该是有序的，即尽管他们现在不存在，但却是有

可能存在的。他们不是某种富有诗情画意的幻影或幻觉，⽽是有内在的真实和必然性的东西，

这⼀规律适⽤于所有⽣物。

                                                                                                                  ——歌德1

   （⼀一）局外⼈人艺术概况

局外⼈艺术，照字⾯之意，⼤局之外的艺术。局外⼈艺术（Outsider art）是由英国学者

罗格·卡丁艾尔（Roger Cardinal）2提出的，⽤来解释涩艺术（Art brut）的同义词，涩艺术3的

提出和被认可是建⽴在法国艺术家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 ）4多年的收藏和努⼒的基础上

的。在欧洲，关注精神病⼈创作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在1945年，杜布菲参观了⼏个精神

病医院的艺术收藏之后，被这些作品打动了，回到法国后就提出了局外⼈艺术的概念，开始

了长达四⼗年的探索。让给这种艺术形式下了定义：没有受过艺术训练，对艺术⽂化传统或

潮流物质的，匿名的，⾃给⾃⾜的创作状态；成员包括通灵者，精神病⼈，⾃学者等。局外

⼈艺术的定义更加⼴泛⼀些，还包括在艺术制度之外的⾃学者和朴素主义，以及与主流艺术

制度没有关系的艺术家5。（见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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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一：Howard Finster作品

�     �
图⼆二：Gaston Chaissac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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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三：Adolf Wölfli作品

图四：James Harold Jennings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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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洲和美国，局外⼈艺术已经被承认和认可，局外⼈艺术家已经作为当代艺术的⼀员活

跃在艺术世界中，每年⼀度的局外⼈艺术展会都会在欧洲举⾏，还有很多博物馆致⼒于收藏

局外⼈艺术家的作品。在国内，这种艺术形式还没有受到⼗⾜的关注，除了极个别主题是精

神病⼈和民间艺⼈作品的展览以外，郭海平在南京成⽴了南京原形艺术中⼼，主要关注精神

病⼈的艺术活动。

局外⼈艺术有⼀些共同的特点，质朴粗糙，有想象⼒，强制性；另外，⼤部分作品都跟

叙事有关系。叙事作为⼈类基本的认知⼯具，被这些在潜意识引导下进⾏创作的局外⼈艺术

家不约⽽同的选择，把叙事作为⼀种⼯作⽅法或者⼯作⽅法的⼀部分来使⽤。我希望在这篇

⽂章中简单讨论⼀下局外⼈艺术作品中的叙事状态，从叙事分析的⾓度探讨局外⼈艺术的价

值。

           

 

  （⼆二）叙事、虚构和故事

叙事是“⼀个有限的和连贯的⾏动序列，位于可能世界的时空之中，并从最初事态前进

到最终事态”6。叙事可以看做是⼀种事物彼此连接的⽅式，解释两个事物之间如何联系，便

构成了叙事。例如下图五，讲述折纸的过程，如果把图中的每⼀个步骤当做图象来看的话，

折纸的步骤同样是在描述⼀个⽅形和⼀个海马的图形之间各种联系的可能性之⼀。

�
图五：海海⻢马折纸步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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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如，欧洲⼀种古⽼的绘画⽅式Harlequinade7（见图：六），通过书页特殊的折叠和遮挡

可以使⼏个图像相互转换，由此产⽣图像之间的相互联系；当做连环画来看的话，⼀个并没

有联系的图像来解释发⽣的故事，却利⽤图像之间巧妙的联系构成了⼀种叙事关系。在这⾥，

我们所研究的叙事⽅式，就是这种事物联系的⽅式，⽽并⾮特指的某个故事。

�
图六：Harlequinade

    故事是叙事的同义词，但是较之叙事，故事是⼀个相对具体的概念。我们也可以把故事看

成是叙事的计数单位。我们可以说，⼀个故事或许多个故事。在局外⼈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

会经常遇到这个概念，⼀位艺术家⼀般会使⽤同⼀种叙事⽅式，讲述许多个故事。局外⼈艺

术家作品中展现出的惊⼈的想象⼒和超现实主义⾊彩，全都体现在这许多的故事中。

    局外⼈艺术作品中充满着由联系引发的叙事，存在着⽆数个故事。在这种由事物彼此联系

的⽅式构成的叙事中，联系的⽅式如果与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中事物的联系⽅式重合。那么，

这便构成了⼀种真实的叙事，或者说⼀个真实的故事；若是这种联系⽅式与客观世界的联系

⽅式相分离，那么这个故事就是虚构的。虚构，是局外⼈艺术作品最⼤的特点之⼀，他们的

艺术作品是⼀个强⼤的虚构场所，局外⼈艺术家⽤他们所制造的强⼤的虚构场所将我们的分

析限制在它的内部结构。

    叙事可以看作是把经验重新组合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叙事个体是不完整的。虚构世界

同样是不完整和有限的，它存在着空⽩和缝隙，这个空⽩需要读者去填充。同时，恰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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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完整性赋予了局外⼈艺术作品于魅⼒，激励读者对局外⼈艺术家的虚构世界的想象和

参与。对于局外⼈艺术家的作品来说，读者的参与使得其作品更加完整。

      

   （三）⼯工作⽅方法和叙事模型

虚构世界中的内部结构是什么？

如果具体地讨论局外⼈艺术中的叙事⽅法，我们是⽆法通过找出实在的故事，或者特有

的陈述⽅式来对其加以分析，我尝试着把叙事当做⼀个相对具体的事物去看待，找到⼀种⽅

式来分析作品中的叙事状态，这就像是⽂学作品中的结构框架。

⼤多数局外⼈艺术家，多处在封闭的⼯作环境中，很少有⼈被外界⽂化所影响，作品⾼

产，且⾮常有强制性。因此，这些沉浸在⾃⼰虚构的世界中的艺术家们，均有⼀个属于⾃⼰

⼯作⽅法来进⾏他们的创作⼯作。

�
图七：Adolf Wölfli’s writins bound into 45 books, 1908-1930.

⽐如上图七，瑞⼠艺术家阿道夫·沃夫利8（Adolf Wölfli）在没有受过艺术训练的情况下，

⼀⽣绘制了45本笔记本，包括1600张插图，1500张拼贴；这是不可想象的数量，⽀撑他艺术

创作的不单单是潜意识这么简单，⽽存在着⼀个种⼯作⽅法，这种⼯作⽅法并不是抽象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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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捉摸的，⽽是具体化的某种⼈体机能，在某些点上，我们甚⾄可以把阿道夫看成⼀个机器

⼈9，他准确的“输出”⼤量的作品，并且这些作品存在着某种相似性的基础。再如，瑞⼠艺术

家阿萝姿·科尔巴10（Aloïse Corbaz），她的作品风格⾼度统⼀：鲜艳的⾊彩、蓝眼睛的⼥性

形象、男性形象等，都反复的出现在她的作品中。法国艺术家弗⾥德⾥克·布鲁利· 包阿伯利11

（Frédéric Bruly Bouabré）绘制了⽆数张⼩卡⽚来描绘他所看到的幻象，每张卡⽚的中⼼都

有⼀幅图像，边框由⼀些密⽂组成。类似这种在作品风格上的统⼀性，还出现在其他许多艺

术家的作品中。（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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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Adolf Wölfli作品

�
图九：Aloïse Corbaz作品

�       �

图⼗十：Frédéric Bruly Bouabré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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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Johann Fischer作品

我试图将上⽂所述的这种在艺术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某种相似性的⼯作⽅法，看做⼀个

具体的实在，我暂且把它叫做：叙事模型。叙事模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艺术家的⼯

作⽅法，它们均在艺术家的创作中起引导的作⽤；但叙事模型并不等同于⼯作⽅法，它是⼀

个更加具体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作品中的符号，图式及情节来“找到”这个叙事模型，

并对其加以分析，它时常穿插在作品的叙事中，并对其起到⽀撑的作⽤。叙事模型的⽀撑作

⽤类似漫画中的格⼦，把图像分割成为具有时间和空间概念的⼩块，以安东尼·奥朗

（Antoine Orand）的作品（见图：⼗⼆）为例，若是把格⼦从画⾯中抽离，画⾯只能是⼀个

混沌体，原有的故事也被打乱了。所以说，叙事模型不仅指导了艺术家的创作，也引导了观

众对其作品的阅读。

�     �
图⼗十⼆二：Antoine Orand作品

此外，把模型这个词拆开看，它具有“模”和“型”两层意思。第⼀层意思，模型有复制的

功能，它就像⼀个模具，对事物具有复制性。复制性体现在作品中时，它对⾃我构建的叙事

模型有着重复运⽤的含义。局外⼈艺术家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做是这个叙事模

型作⽤下的“复制品”。这就像⼀个纸牌游戏，游戏的实施依据⼀个不变的游戏规则来进⾏，

游戏的过程和结局丰富多彩，却万变不离其踪。第⼆层，模型具有框架的含义，框架即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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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模型事先存在于艺术家的潜意识中，它在创作活动初期得以具体化（此过程如何实

现在下⽂中有具体论述），此时模型已具有⼀个“型”的概念，之后艺术家再在这个模型的基

础上填充图像，情节及其它材料，使得形成⼀个叙事空间，最后⼀件作品就诞⽣了。此时模

型⾏使了框架的功能。这个过程就像是先绘制⼀张⿊⽩单线条的图画，再⽤颜料在上⾯涂⾊

⼀样。

概括地来说，叙事模型是局外⼈艺术家在处理（叙事性）作品时，普遍使⽤的⼯作⽅法

的具体化指涉。它⽐普遍意义上的⼯作⽅法的称呼更为具体，不仅仅存在于艺术家的潜意识

中，也存在于局外⼈艺术家的作品中，甚⾄通过分析可以“看到”这些叙事模型的形状。另⼀

⽅⾯，叙事模型存在于作品的符号与符号之间，我们称其为缝隙，它们处于动态且不断变化

的状态中，这些“缝隙”并⾮是静⽌的。

概括来说叙事模型有以下⼏个属性：

    1.重复性：作为模型普遍存在于局外⼈艺术家的作品中；

    2.时间（叙事）性：叙事模型的叙事性贯穿作品中的情节，凝聚了错综复杂时间的概念

    3.空间性：叙事模型构建作品的多重空间。

4.流动性：与符号动静相宜，相得益彰。

下⾯，我试图把故事当做⼀个具体的实物来看待，并⽤叙事模型的⽅法对瑞⼠艺术家阿

道夫·沃夫利的作品进⾏分析，深⼊探讨⼀下叙事模型这⼀概念是如何在其作品中存在和运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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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道夫·沃夫利利的叙事模型

    在这⼀章节中，我尝试着把故事当做⼀个具体的实物来看待，以瑞⼠局外⼈艺术家阿道夫.

沃夫利的作品为例，分别阐述叙事模型是如何在阿道夫的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形成的，模型复

制的功能是如何呈现的，以及叙事模型如何被填充且具有叙事性的。

   （⼀一）符号和功能—模型的基础

符号，指的是对某⼈⽽⾔，在某个⽅⾯代表某个事物，它是指代⼀定意义的意向12。

在阿道夫的作品中，存在了许多这样的符号，这些符号反复出现，就像⼀系列阿拉伯数

字，多变的组合使其形成了不同的结果。作者在使⽤符号时，赋予符号⼀定的含义，读者在

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再次赋予这些符号以新的意义，所以，符号的含义对于作者和观众不尽相

同。也可以说，⼀种符号的搭建是由艺术家和读者相互完成的。

在作品的叙事场域13中，符号在其中发挥着不同的作⽤，并⾏使着各种权利，这就是符

号的功能。创作活动结束后，作品呈现的最后效果不可预知，千姿百态，⽽符号的功能则是

每件作品中不变的重复性因素，叙事模型与这些不变的重复出现的符号的功能相关。符号和

它的功能是构成叙事模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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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十三：Adolf Wölfli作品中的装饰性纹样图案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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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道夫的作品中，这些符号⼤概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1.装饰性的纹样图案，成环状或者条状出现在画⾯中，阿道夫把前三个最基本的图案称

作“Glögglo-ring”14，并把这种形式的图案当做符号经常使⽤。通常⽤来分割画⾯的平⾯构成

（见上页图：⼗三）。

下⾯列举的是这种装饰性图案和变体（见图：⼗四）:

�
图⼗十四：Wölfli’s Vocabulary of Forms

2.相对具象的图案，包括男性形象(有时出现全⾝，有时只出现头部)，眼睛和⽻⽑形

象，动物形象（蜗⽜，被阿道夫称为“Vogeli”的鸟，⼀种名为“Hopiquax”的⽣物,还有其它具

象的不经常出现的动物），三维的⼋⾓星,椭圆边框。（见图：⼗五）

�
图⼗十五：Wölfli’s Vocabulary of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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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符号中，男性形象是阿道夫的“⾃画像”，在不同的章节中，男性形象的符号会根据

情节有所变化，作为⾃画像的男性形象符号出现在阿道夫的⼤部分画作中（拼贴作品除外）。

其他具象形象也作为重要的符号经常出被阿道夫使⽤（见图:⼗六）。

�

�



!16

�
图⼗十六：Adolf Wölfli作品中的具象图案分布

3.乐谱，阿道夫经常使⽤乐谱这个符号，他的乐谱是六线谱，早期的画作中，乐谱是空

⽩的，成熟期的作品中，乐谱被填满了⾳符，作为“圣歌”，“交响曲”，被阿道夫⽤来歌颂⾃

⼰。事实上，阿道夫并不懂得⾳乐，也从来没有受过相关的⾳乐训练，但阿道夫称⾃⼰为

“作曲家”，如此说来，阿道夫还是“懂得”⾳乐的，但实际上在他的乐曲⾥却没有⾳乐15，乐

谱作为证明阿道夫“懂得”⾳乐的证据⽽存在，⽽⾮真正的乐谱，它作为符号出现在阿道夫的

作品中，显然，符号指的不是乐谱中具体的⾳节等所指代的内容；这⾥整个“六线谱”作为⼀

个图像⽽存在，并⾏使符号的作⽤；它传达了视觉⽅⾯“乐谱”的图像信息，以及经验层⾯⼈

们对“乐谱”（即使是看不懂的）的认知，当然包括对与之相关的⾳乐的想象。（见图：⼗七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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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七：Wölfli’s Vocabulary of Forms乐谱

�
图⼗十⼋八：Adolf Wölfli作品中的乐谱分布

4.⽂字。除了纯粹叙述性的⽂字（纯⽂本故事）之外，阿道夫的绘画作品中同样出现⼤

量⽂字。⽂字没有固定的存在⽅式，通常作为填充的符号被放置在画⾯中的各个图形上，通

常依据图形的⾛势分布。这⾥的⽂字，也并⾮我们所说的可读的⽂字；它们是阿道夫发明的

⼀种⽂字，跟法语有关系但是没有⼈可以读懂，另外阿道夫还发明了⼀套计数⽂字，来记录

⾮常⼤的数字。在这⾥⽂字的符号功能与乐谱是⼀样的，是作为图像存在和被使⽤的。（见

图：⼗九）



!18

�

�



!19

�
图⼗十九：Adolf Wölfli作品中的⽂文字分布

�
图⼆二⼗十：Wölfli’s Vocabulary of Forms抽象图案

4.抽象图案。阿道夫的画⾯中海会出现⼀些抽象的有韵律的图案，例如整齐的短线，⽹

格，排列整齐的斜线（见上图：⼆⼗）。阿道夫喜欢⽤这些图案纹样来填充画⾯的空⽩，

就像使⽤⽂字⼀样。阿道夫的作品中也会出现⼀些上⽂未提及的图案形式，以及⼀些⾊块，

在这⾥我们都看作是⼀种作为填充的符号。填充符号分布在画⾯细⼩的⾓落，从⽽形成阿

道夫繁杂有装饰性又饱满的作品风格(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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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十⼀一：Adolf Wölfli作品中的抽象图案分布

    以上五种符号在画⾯中均具有各⾃的功能，我们依据符号在画⾯中的功能，把符号分成两

类：第⼀类符号是基本符号，它们作为画⾯的基本元素存在（形体⼏乎不变，所以⾸先出现

在画⾯中），⽀撑画⾯基本结构，这些符号包括：装饰性的纹样图案，相对具象的图案（不

包括眼睛和⽻⽑形象）和乐谱（见下页图：⼆⼗⼆）；第⼆种符号是填充符号，包括具象图

案中的眼镜和⽻⽑形象，⽂字和抽象图案，作⽤是填充画⾯的空⽩区域，形式经常随着画⾯

的结构⽽流动改变（见图：⼆⼗三）。     

    在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中，符号存在许多变体，由符号构成的作品同样千姿百态；但是对于

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和作品⽽⾔，符号的功能是不变的。叙事模型与符号的不变的功能相关。

同样的⽅法，我们也可以把另外⼏位局外⼈艺术家常⽤的符号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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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二⼗十⼆二：Wölfli’s Vocabulary of Forms基本符号

图⼆二⼗十三：Wölfli’s Vocabulary of Forms填充符号

 

  （⼆二）图式—重复的流动模型（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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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的作品具有明确的风格，结构明确，装饰性强，图案复杂。这种风格依附于作品

的图式。就阿道夫的作品⽽⾔，图式指的是图像元素在画⾯中的排列样式。那么，图式是如

何形成的呢？

上⽂中，我们把阿道夫所⽤的符号依照其功能分成两类：基本符号和填充符号。依照阿

道夫的⼯作⽅法，他作画的过程可以⽤两个步骤概括：第⼀步，他先在⽩纸上罗列具体的基

本符号，包括装饰性的纹样图案，相对具象的图案（不包括眼睛和⽻⽑形象）和乐谱，（由

于以上符号的形在每张画⾯中都是不变的，后出现的符号会随着画⾯的构图⽽变化，由此推

断，阿道夫在作画时⾸先罗列以上符号）。第⼆步，在第⼀步的基础上填满整个画⾯，这⾥

⽤到的就是阿道夫的填充符号。（见图：⼆⼗四）第⼀步完成的时候，画⾯的结构已经形成，

基本的图式已经出现，这个图式对于第⼆步的填充⼯作来说，起到了模型的作⽤，模型已经

出现在画⾯的图式中，但图式不等同于模型。

�
图⼆二⼗十四：步骤⼀一和步骤⼆二

    模型出现在步骤⼀所形成的图式中，当步骤⼆被实施之后，模型才完全形成。

模型的形状是什么？

模型是个抽象的概念，如果把模型⽐作⼀个茶杯中的空间，如何准确的得到这个空间，

⾸先要有⼀只茶杯，再把杯盖盖上，器型和盖⼦之间的空间便是茶杯的空间。⽽步骤⼀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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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的符号属于基本符号。步骤⼆中所使⽤的符号是填充符号，模型处在这两种符号所形成

的封闭的空间内；如果我们把基本符号的集合和填充符号的集合当做相对具体的两个可变的

物体看待，那么模型便处在基本符号与填充符号的缝隙中。因此这两种符号决定了模型的形

状，同时他们所形成的集合在不同的作品中不断变化。

由此可见，模型的形状是变化的，模型是流动的（见图：⼆⼗五）。

�
图⼆二⼗十五：Janice Kerbel作品 

模型作为模板在阿道夫的⼤部分作品中起到复制的作⽤；同时模型是流动的，作为概念

的模型以同样的⽅式，不同的姿态出现在阿道夫的⼤部分作品中。模型的具体化在创作活动

中得以实现，但作为概念的模型在创作活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在基本符号被使⽤时出现，

又引导之后的填充符号⾏使其填充功能；也就是说，在阿道夫拿起画笔之前，模型就已经开

始起作⽤了，并引导阿道夫的创作活动。所以，对于阿道夫来说，创作作品⼏乎没有所谓的

开始和结束。很多时候，在开始画画前甚⾄不知道⾃⼰想要画什么，他的故事总是在⾏动中

渐渐明晰的16，这便是模型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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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符号和填充符号的功能是每件作品中的不变的因素，处在两种符号缝隙之中的模型

同样作为不变的因素存在于作品中。这就是阿道夫所能“复制”出数量如此惊⼈的作品的原因

所在，因为他在创作中重复的⽤模型在做复制。

    （三）填充模型—故事的形成

以上，我们对符号的功能及阿道夫作品中所使⽤的图式进⾏了分析，解释了叙事模型的

重复性。下⾯，我想从阿道夫的⼯作⽅法的⾓度，论述作品是如何在模型的基础上被建构完

成的，从⽽引申出叙事模型中的叙事性因素。

对于阿道夫和⼤多数局外⼈艺术家的作品⽽⾔，符号决定了其作品的风格，符号的功能

也决定了艺术家的⼯作⽅法，⽽叙事模型则形成了作品中的时间和空间，这完全得益于叙事

模型的叙事性。

前⾯我们说过了，阿道夫的作画过程可以⽤两个步骤概括：

第⼀步，他会先在⽩纸上罗列基本符号。

第⼆步，⽤填充符号填充第⼀步中出现的叙事模型。模型的叙事性在第⼆步中得到最终

实现，对于阿道夫来说，他的故事讲完了。 

 

�
图⼆二⼗十六：填充⼈人脸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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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二⼗十七：填充⼈人脸图案

    拿（上页）图⼆⼗六当做例⼦，在第⼀步中，⼈脸是⼀个图像的概念，当阿道夫把⽂字和

抽象的纹样填充在叙事模型上，⽂字，图案和⼈脸之间便产⽣了关系；此时⼈脸的⾓⾊不再

是图像，⽽是作为与⽂字相呼应的情节⽽存在，当然，⽂字本⾝就是作为情节被填充的。同

样地，在图⼆⼗七中，⼈脸和周围的花形图案产⽣了叙事关系。当模型被充分填充，所有的

符号都作为情节附着与叙事模型之上，此时作品才作为⼀个叙事场域⽽存在，模型才具备了

叙事性。

依附着叙事模型存在的基本符号和填充符号之间，它们的相互关系就是叙事吗？

⾸先，在⽂章开头我们已经指出，叙事是事物间彼此连接的⽅式。万物时间总是存在这

样那样的联系。在宇宙中，你总可以将⼀个事件解释为另⼀个由其它更早的事件引起的事件。

阿道夫所描述的是⼀个虚构的，⼀个与现实世界平⾏的可能世界；⽂字，乐谱等等，都是他

的语⾔，承担像⽂字⼀样的作⽤，把阿道夫的这些符号放在⼀起，就形成了⼀种所谓的“叙

述”，阿道夫⽤这种⽅式描绘他的虚拟的世界。在叙事所构建的世界中，“⼀个虚拟的X(X是

个普通名词)是具有X的空缺（virtus）的某个东西，但不是X17；在阿道夫的叙述中当然存在

空缺，⽽⾯对这种空缺，读者会根据⾃⾝的经验填充其空缺，并试着去理解这段叙述，这也

就是所谓的叙事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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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八：⼼心理理模型之⼀一

    叙事理解就是⼀个按照⽂本的提⽰及相应的推论，不断地建构与更新故事世界的⼼理模型

的过程18。如（上页）图⼆⼗⼋，这是读者按照阿道夫的提⽰所构建出的⼼理模型的可能性

之⼀，并以此来填补阿道夫在他的虚构世界中所留出的这种叙事的空缺。所以我们可以说，

⼈脸和两个动物形象之间存在着叙事关系。

故事中存在时间概念，时间凝聚在叙事模型中。如（上页）图⼆⼗⼋，在从1到3的认知

过程中，故事在读者的经验中发⽣，伴随故事进展的时间概念同样存在于读者的经验中。⽽

在阿道夫的作品中，图中蓝⾊部分是隐藏的，并⾮真实存在；蓝⾊的部分隐藏在阿道夫的叙

事空缺中。空缺之所以出现，原因是作为情节出现的两种符号，其联系不够紧密造成的。空

缺存在于两种符号之间，⽽符号之间正是叙事模型的位置所在。于是我们可以说，蓝⾊部分

的时间概念隐藏在叙事模型中，叙事模型中凝聚了时间。

故事的形成使叙事模型存在空间概念。既然符号之间存在叙事性，任何事物都处于⼀定

的时空之中，时间和空间相互依存地推进事件的进展，在阿道夫的虚构世界中也不例外。当

阿道夫开始填充叙事模型的时候，之前罗列的基本符号则由图像转换为故事中的情节；填充

模型⽤的填充符号同样作为情节被他使⽤。如（上页）图⼆⼗⼋，读者经验中的的故事（蓝

⾊部分）发⽣在⾃⾝的时空中，像故事中的时间概念⼀样，读者经验中故事所在的空间同样

隐藏在符号的缝隙，即叙事模型之中。所以，叙事模型是具有空间性。 

叙事模型的作⽤，有些像是透过窗⼦观看到的景物，它把窗外原本浑然⼀体的风景分成

相互联系的⼏个⼩块。这时叙事模型的含义与漫画中的格⼦相似，在彼此联系的画⾯与情节

之间，承载了读者隐藏的经验，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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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十九：Killoffer Patrice作品

试想如果没有叙事模型的存在，阿道夫的画⾯看起来可能只是⼀个未被分割的“完整”图

像，这就像直接观看风景⼀样，失去了窗框的分隔，也就不存在时间点上的联系，所以故事

也就不能成⽴了。因此，叙事模型是贯穿作品叙事场域中的情节，它⽀撑了整个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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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叙事模型构建的时空中穿梭

       

    到⽬前为⽌，作为⼯作⽅法的叙事模型已经建⽴起来。由于模型的叙事性，在叙事模型⽀

撑下的阿道夫的作品，阅读起来也像是⼀次穿越时空的旅⾏。这⼀章我们从读者的⾓度去阅

读作品，由此来进⼀步探讨叙事模型的时空概念。

  （⼀一）叙事模型隐藏的多重空间

    对于叙事性作品来说，叙事只有通过⼈们对它的使⽤才能得到解释19，只有作品被观众阅

读之后，故事才真正被完成；同时，观众解读的过程又是另外⼀个创造的过程。阿道夫在完

成⼀件作品的时候，⽤他所虚构的世界赋予了叙事模型以空间性，观众的阅读赋予建⽴在模

型基础上的叙事场域更多的空间，丰富了叙事模型的空间概念。

依据可能世界的理论，（语⾔）它能冲破时空局限，是⽣活从平⾯变成多棱多⾓。语⾔

组成的故事可以形成与现实世界平⾏存在的可能世界，构成独⽴的空间。现实世界不过是众

多可能世界中的⼀种，例如著名的悖论：薛定谔的猫，按照同⼀个法则，事情的结果有两个，

这两个结果都有可能变成现实，⽽与现实对⽴的就是可能世界。所以阿道夫的作品中处在可

能世界中的故事所形成的空间，与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四维空间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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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观众阅读阿道夫的作品时，在叙事模型所形成的叙事场域中，会出现许多个（可能的）

故事。每个故事，均与其⾃⾝的平⾏空间同时存在，这些空间充满整个叙事场域（见下页图：

三⼗）。

于是我们可以说，叙事模型被它所构建的叙事场中的多个平⾏空间所包围；⽽这些平⾏

空间的有些部分是隐藏在叙事模型中的，所以叙事模型中隐藏了多个平⾏空间（图三⼗⼀）。

另外，叙事模型是⼀个抽象的三维模型，它作为⼀个抽象的维物体存在于⼀个空间中。

在叙事模型被完全填充之后，观众开始阅读作品的时候，阿道夫的画⾯中所有的符号都由平

⾯的图像转化为故事中的情节，这些情节各⾃处于其⾃⾝的故事空间中，如果我们把单独的

情节拿出来，情节依然带有其所在原有故事的空间性；显然，依附在叙事模型上的情节处于

各⾃隐藏的故事中，承载了⾃⾝独⽴的空间，此时的情节在概念上是⼀间实在的屋⼦，⽽不

是⼀间屋⼦的照⽚（图三⼗⼆）。由此，叙事模型被⽆数的相对独⽴的空间附着着，作品的

叙事场域变成⼀个类似楼房的相对具体存在，被⽆数空间包围的叙事模型也不再是平⾯的，

它好像楼房的框架，⽀撑着周围的空间。叙事模型是⼀个抽象的三维物体，三维的物体必须

处在某个空间中，必定具有空间性。

�  �
图三⼗十：Adolf Wölfli作品中的平⾏行行空间

图三⼗十⼀一：Partrick Jackson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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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十⼆二：Luis Camnitzer作品

    叙事模型构建的叙事场域是⼀个复杂的多维物体，它存在着多维度的空间。如果叙事模型

是⼀个抽象的三维的概念，那么叙事模型⽀撑的叙事场域在概念上同样不局限在⼆维的平⾯。

在经验层⾯，被阅读过的叙事场域存在许多故事，隐藏在叙事模型中的和没有被隐藏的

空间穿插着构成了叙事场域的多维度的空间。阿道夫的作品中存在的多维度的叙事场域似乎

有有点难以想象，我们可以把阿道夫的架上作品看做是这个多维度的叙事场域的横截⾯，横

截⾯复杂的图像排列可以从某⼀⽅⾯映射这个复杂的多维度的叙事场域；就像物体落在地上

的影⼦可以反映物体的形状⼀样(见图：三⼗三)。

�
图三⼗十三：加来道雄，《超越时空》，上海海科技教育出版社，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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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十四：共⽤用的图像和交错的空间

    这个叙事模型构建的叙事场域中还存在重叠交错的空间，交错的空间同样延伸到叙事模型

的空间性上。交错的空间来⾃画⾯中图形的共⽤和图像的拆分，如图三⼗四,两个⼈头可以分

开作为两个图像来看待，也可以作为⼀个图像来解读。如此这就形成不同的解读⽅式，也就

是不同的故事。由于这种图像的共⽤和拆分，⼏个故事的空间从⽽重叠和交错。叙事模型构

建的叙事体中存在着⽆视这样交错重叠的故事。

  （⼆二）阅读⽅方式—时间的重叠交错

    叙事模型中存在着多重空间，同样也隐藏了错综复杂的时间。建⽴在上述多重空间的基础

上，对阿道夫的作品的解读，就像是在多维度的叙事场域中的⼀次时空交错的旅⾏。我们已

经了解到，叙事模型所构建的阿道夫的叙事场域是⼀个多维物体，存在交错的空间，⽽穿⾏

在这个多维体的故事，也同样具有交错的时间概念。阅读⽅式可以隐射这些交错的时间线。

在这个多维度的叙事体中，存在着许多单独的情节。在观众的阅读活动中，观看在⼀定

程度上引导着故事的形成。⼀个情节不⼀定要与与它最近的情节发⽣关系，眼睛的视线范围

很⼴，眼睛的选择存在着跳跃，例如，情节a可能被选择跟情节b发⽣联系，也可以跟情节c

发⽣关系；从⽽产⽣的故事，可能是同样的也可能是不同的。这样就产⽣了⼏个故事，故事

中的时间轨迹也各不相同。我们可以暂时把叙事场域看作是有⼀个具体的形体，情节是分布

在形体中的点点⾬点的链接形成了故事；在这个形体中，点的连接⽅式有⽆数种，故事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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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个，我们可以把链接点的线，暂时看成联系不同情节的时间线，他们交错的穿插在作

为物体的叙事场域中。当然，作为多维体的叙事场域中的时间线要远⽐这复杂得多（见图：

三⼗五）。

�
图三⼗十五：连接点的不不同⽅方式

阿道夫的作品中，图像的拆分和共⽤从另⼀⽅⾯造成了时间线的复杂交错，就像相应的

空间交错⼀样。时间跟随者交错的故事空间⽽交错重叠。

这些局外⼈艺术家的作品，除了视觉上的光怪陆离之外；建⽴在局外⼈艺术中的叙事模

型基础上的叙事场域，更是⼀个神秘的“物体”；这⼀类叙事性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种新

的阅读⽅式，即情节与情节交叉联系带来的另⼀种体验。情节可以是很多元素：⽂字，奇怪

的形象，抽象的图案，乐谱……局外⼈艺术的神奇之处，就是把这本来分散在不同叙事体中

的信息，放置在相对统⼀的空间中，从⽽构成⼀个有⽆限空间交织的神奇叙事体。假使当做

故事来读，⼀千个⼈会有⼀千个故事，就像⼀次时空穿越旅⾏。我想局外⼈艺术的神秘之处，

也就在于这⽆数的故事和⽆限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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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叙事模型⾃始⾄终存在于阿道夫·沃夫利的创作活动中，被阿道夫使⽤，又指引他开始新

的创作。叙事模型具有⼯作⽅法的作⽤，但⽐⼯作⽅法要更加具体，我们可以通过分析，

“看到”模型的结构及形状。

由于叙事模型的存在，作品中便具有了隐藏的多维度的空间，这些空间的交错和重叠导

致了时间的概念，它们隐藏在作品深处，这些不易显现的交叠⽽流动的模型便是其作品的核

⼼概念。由于模型的存在，才使得观众参与到阅读中，从另⼀⽅⾯来看，阅读的体验就像是

⼀场时空穿越般的旅⾏。这些以⼆维表象存在的作品，实际在此是⾮⼆维的，它们超越了束

缚的本体，在叙事模型的概念下，它们显现为具有流动性的叙事空间，并且保持着不停的流

动，它们是可变的，⾮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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