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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知叙事学是叙事学理论与认知科学交叉产生的新学科，成为 21 世纪西方后经典叙

事学理论中的重要流派。叙事学家研究叙事进程与世界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普适认知模式研

究、认知地图研究、实证心理学、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前沿理论的推进。国内

学界应进一步梳理认知叙事学的基本概念，重新勘定认知科学和叙事学错综复杂的疆界重合处，

并且发掘具有生命力的理论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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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认知科学和叙事学这两大学术潮流在 20 世纪后半期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彼此

产生交叉发展和互惠效应。学界一般认为曼弗雷德·雅恩 ( Manfred Jahn) 1997 年发表的论

文《框架、优先选择与解读第三人称叙事: 建构认知叙事学》正式提出了 “认知叙事学”
的概念。这个学术理念如今已成为当代西方叙事学前沿发展领域中的重要分支，是后经典叙

事学发展历史过程中极具生命力的一大理论思潮。认知叙事学同神经科学、心理学、社会

学、实证研究、认知语言学、认知文体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等领域交叉渗透，成为跨学

科整合资源的研究平台。弗鲁德尼克和奥尔森在 《当代叙事学潮流》 ( Current Trends in Nar-
ratology) 中将认知叙事学作为当代叙事学研究之首，这种研究方法 “关注叙事被感知和被

识别时读者的心理过程，而不是语言叙事、尤其是散文叙事的功能分类”( Fludernik ＆ Olson

2011: 3)。认知叙事学的重要特征是跨学科，它关注语言形式概念，不断汲取认知语言学的

理论养分，从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丰富发展了叙事学理论。戴维·赫尔曼 ( David Herman)

指出: “认知叙事学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清晰地组成了建构世界的叙事实践，这与科学工

具、逻辑推理以及其他再现模式的读取方式是相对立的”( 赫尔曼、尚必武 2009: 100)。认知叙

事学试图从新的维度来阐释叙事，打破经典叙事学专注于文本研究的局限，将叙事文本视为

读者感知和阅读过程的中间环节，将叙事研究的重心拉回到人本身，更加关注语境和读者，

顺应了西方学术发展历程中最新的语境化潮流。
叙事学界对读者和心理的关注由来已久，随着认知科学近年进入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

期，叙事学界对认知的交叉研究也进入崭新阶段。认知科学是 21 世纪互联网时代脑科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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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阵地，给叙事学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推动力量。叙事学界一批学者迅速响

应，在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向历史大潮中创立了认知叙事学这一重要分支。在认

知叙事学发展历程中，戴维·赫尔曼、莫妮卡·弗鲁德尼克 ( Monika Fludernik) 、玛丽－劳

勒·瑞安 ( Marie-Laure Ｒyan) 、曼弗雷德·雅恩、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 ( Patrick Colm
Hogan) 、凯瑟琳·艾默特 ( Catherine Emmott) 、玛丽莎·博托卢西 ( Marisa Bortolussi) 、彼

得·狄克逊 ( Peter Dixon) 、艾伦·帕姆尔 ( Alan Palmer) 、H. 波特·阿博特 ( H. Porter Ab-
bott) 和丽莎·尊希恩 ( Lisa Zunshine) 等人做出了大量开拓性的贡献。

弗鲁德尼克指出，“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认知范式已经成为文学研究者和叙事学家们的

一种万能修辞”( Fludernik 2010: 926)。在认知叙事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叙事学家偏重从认知

学科汲取理论养分。目前，认知叙事学已经进入新阶段，更加关注叙事学科本身的特性以及

它对认知学科的互动与反哺。博纳尔兹 ( Lars Bernaerts) 的《故事与心灵: 文学叙事的认知

方法》指出，自认知转向之后，许多旧问题都可以用新方法来进行概念演绎，读者意识和

虚构人物的意识都可以在意向论和神经病学的层面进行理论化 ( Bernaerts 2013: 10)。作为一

种新兴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认知语言学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有待深入研究的学术

议题和亟待澄清解决的学术争论。由于认知科学涉及心理学、脑神经学、人工智能和语言学

等诸多范畴，自兴起之日起，就带着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先天优势，同时也隐藏着一些无法摆

脱的混乱和局限。近年来，国外学界出版了大量认知叙事学成果，从不同侧面丰富了这一领

域的研究。国内学界申丹、尚必武、唐伟胜等人也做出了有意义的总结和推进工作。申丹等

归纳了近年来西方认知叙事学流派最有影响力的几种研究模式: 戴维·赫尔曼的作为认知风

格的叙事、莫妮卡·弗鲁德尼克的普适认知模式、瑞安的认知地图与叙事空间的建构、博托

卢西和狄克逊的“三种方法并用”。( 申丹等 2005: 310－321) 本文将围绕 3 个部分展开，从总

体上对上述人物领衔的当代认知叙事学现状与发展趋势做出综合评估，重点论述认知叙事学

的诞生基础、认知叙事学的主要特征以及认知叙事学对经典叙事学的创新与突破，以便从总

体上把握当代西方认知叙事学发展的最新脉络。
1． “讲述世界故事”与“建构故事世界”
戴维·赫尔曼是认知叙事学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他发表了大量认知叙事学方面的

文章和专著，还作为主要组织者编撰了著名的 《剑桥叙事学指南》和 《劳特里奇叙事理论

百科全书》。赫尔曼的认知叙事学主要思想是将叙事视为 “一种认知风格”，在他看来 “叙

事理解就是建构和更新大脑中的认知模式的过程，文中微观和宏观的叙事设计均构成认知策

略”( 申丹 2004: 4)。赫尔曼一直致力于讨论 “世界建构方式” ( ways of worldmaking) 的时间

维度与空间维度，有意前置世界建构的过程，把世界建构看成叙事体验的重要维度。赫尔曼

等认知叙事学批评家讨论世界建构问题时都受惠于尼尔森·古德曼 ( Nelson Goodman) 《世

界建构的方式》 ( Ways of Worldmaking，1978) 一书所提供的理论资源。麦克吉弗雷 ( James
A． McGilvray) 的《时态、指称和世界建构》 ( Tense， Ｒeference， and Worldmaking，1991) 也

为认知叙事学的发展提供了语法分析的坚实基础。赫尔曼 ( 2009: 100) 提出，叙事如何创造

世界的研究可以聚焦于话语模型提示的认知过程或判断，包括绘图叙事中图像和语言激发的

认知过程、特定故事世界的本体地位、存在物以及时空形态等。赫尔曼聚焦于叙事与心理之

间的关系，他认为世界建构主要是叙事经验的标志，是故事和故事讲述的基本功能，也构成

·25·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年



了叙事研究的起点。赫尔曼主张世界建构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的推断: 讲述行为激起什么类型

世界的推断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行为的推断。
赫尔曼的认知叙事学研究是公认的权威成果，具有前瞻意义。他的 《叙事与心理科学》

( Storytelling and the Science of Mind，2013) 堪称近年认知叙述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受

到学界一致好评。此书延续了他在《故事逻辑》 ( Story Logic，2002) 中关于叙事理解和认知

模式的理念，同时在叙事诗学建构方面迈进了一大步。赫尔曼在书中探讨了一系列前沿话

题，系统地阐释了他的叙事与世界建构理论，全书分为“意向与叙事世界建构”“建构故事

世界: 叙事作为阐释之目的”“讲述世界故事: 叙事作为意义的方式”3 个部分。赫尔曼在

该书中开创性地讨论了话语模式提示的认知过程，从认知角度展示叙事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

的交互作用，为叙事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赫尔曼的研究体现了研究主题的深度和锐度，从

认知科学的角度切入，深入讨论了叙事学中的 “行动”“叙事交流模式”“人称”“媒介”
“角”“镶嵌”“时空”等重要概念。赫尔曼从认知科学的基本框架开始理论建构，将心理

科学的最新发展引入叙事学研究，丰富了叙事学领域基本概念的内涵。《叙事与心理科学》
是他倾注多年心血写成的学术代表作，书中对众多叙事学概念的梳理和修正均极具洞察力。
赫尔曼在认知叙事学的道路上不断开拓，近年他将关注目光延伸到超越人类的动物和其他物

种，2016 年主编了《生物小说: 二十与二十一世纪文学中的人与动物关系》 ( Creatural Fic-
tions: Human-Animal Ｒelationships in Twentieth- and Twent-First-Century Literature) 。2018 年他

出版了《超人类叙事学: 叙事与动物生命》 ( 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 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 ，讨论超越人类的叙事以及自我、纠缠自我、超人类家族、动物心理、多物种

故事世界等新兴话题。世界建构理论是新世纪以来西方叙事学界的一个重要议题，除了赫尔

曼之外，维拉·纽宁 ( Vera Nünning) 等人也在此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纽宁在 2010
年主编出版了《世界建构的文化方式: 媒体与叙事》 ( Cultural Ways of Worldmaking: Media
and Narratives) 一书，从理论维度对世界建构的理论框架、方法论基础和发展视野等内容进

行了充实和丰富。
2． 普适认知与认知地图

德国学者莫妮卡·弗鲁德尼克堪称认知叙事学领域的先驱。她撰写的 《语言的虚构和

虚构的语言》 ( The Fictions of Language and the Languages of Fiction: The Linguistic Ｒepresenta-
tion of Speech and Consciousness，1993) 、《建构自然叙事学》 ( Towards a“Natural” Narratolo-
gy，1996 ) 、主编的 《超越认知隐喻理论: 文学隐喻面面观》 ( Beyond Cognitive Metaphor
Theory: Perspectives on Literary Metaphor，2011) 以及发表的系列高质量论文奠定了她作为普

适认知理论带头人的学术地位。弗鲁德尼克提出以口头叙事为基础的普适认知叙事模式，认

为叙事的深层结构具有 3 个认知参数: 体验性、可述性和意旨 ( 申丹 2004: 2)。弗鲁德尼克

( Fludernik 1996: 12) 认为以自然叙事学为表征的普适认知叙事研究方法不仅可以 “为叙事性

的建构提供理论原型”，而且 “可以成为认知起源的核心生产模式”。弗鲁德尼克的自然叙

事和普适认知模式带有较为明显的结构主义色彩，“她想 ‘找到一种可以处理最大数量的叙

事文本的模式’”( 阿尔贝等 2013: 135)。在叙事学进入新世纪后经典发展加速裂变阶段之后，

“部分受到并归功于弗鲁德尼克研究的启发”( 阿尔贝等 2013: 133)，“非自然叙事学”在布莱

恩·理查森 ( Brian Ｒichardson) 和扬·阿尔贝 ( Jan Alber) 等人的引领下异军突起，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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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仿叙事为研究对象，成为叙事学领域的一大显学。弗鲁德尼克曾多次撰文对自然叙事学和

非自然叙事学之间的异同进行剖析，并与布莱恩·理查森和扬·阿尔贝等人展开对话。进入

2010 年以后，弗鲁德尼克对叙事的认知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更加关注阅读程序中认

知、隐喻、非自然叙事和叙事进程之间的关联，旨在研究读者认知与叙事文类发展之间的关

系。弗鲁德尼克在认知领域研究重心的转移问题值得探讨，有助于分析她的普适认知模式取

得的创新意义，同时也有助于针对该理论过于强调体验和叙事化过程、忽视情节分析与叙事

接受的局限进行思辨与对话。
玛丽－劳勒·瑞安是认知叙事学领域享有盛名的学者，她倡导的认知地图与叙事空间建

构理论从虚拟现实、跨媒介和空间的角度展开研究，为认知叙事学领域开拓出广阔天地。瑞

安在《认知 地 图 与 叙 事 空 间 的 建 构》 ( “Cognitive Map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Space”，2003) 中明确表示她的认知叙事理论以地图与空间作为理论切入点，“关注的是真

实或虚构的空间关系之大脑模型，聚焦于阅读时文字所唤起的读者对叙事空间的建构”( 申

丹 2004: 5)。瑞安近期连续写作和重新修订出版重要学术专著，从地理、叙事空间、叙事空

间化以及作为叙事虚拟现实的角度来阐释自己的认知叙事学理念。瑞安对空间和地理的关注

贯穿了她目前为止的叙事学研究生涯，她不仅进行认知叙事领域的理论阐发，还积极运用实

验与调查的方式考察作者的创作如何受到读者认知的制约。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瑞恩在认知

地图与叙事空间建构方面所做的努力，同时辨析她提出的读者空间环境记忆和认知地图模式

在叙事空间建构方面存在怎样的具体关联，并且进一步讨论作为个体读者的认知体验跟叙事

文本所创造的共同认知结构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近年国内有学者已经展开对玛丽－劳勒·
瑞安叙事学思想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张新军的专著 《数字时代的叙事学: 玛丽－劳尔·
瑞安叙事理论研究》 ( 2017) 。认知地图和叙事空间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内涵和前沿特性，

结合了虚拟现实技术等最新科技发展成果，在此领域我们需要继续推进，还能大有可为。
3． 实证心理学与人工智能的认知叙事探索

加拿大学者玛丽莎·博托卢西和彼得·狄克逊的 《心理叙事学》 ( Psychonarratology，

2003) 一书是从心理学角度进行认知叙事研究的经典学术作品。他们批判认知叙事学研究

领域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提倡一种以现场实验和实证研究为主的新研究方法。博托卢西

和狄克逊试图对叙事交流过程中读者对叙事文本的接受与反应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形成心理

认知叙事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博托卢西和狄克逊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 “话语处理”
( discourse process) ，他们对文本特征和读者建构进行区分，认为读者处理叙事的方式与处理

对话采用相同的方法 ( Bortolussi ＆ Dixon 2003: 33)。他们还使用语言学概念对读者认知叙事的

过程进行理论阐释与建构。心理叙事所采用的心理实验等实证研究方法关注读者的实际叙事

认知行为。博托卢西和狄克逊提倡的认知叙事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利用心理学领域的实证研究

方法，弥补其他认知叙事学研究方法所采用的推测性描述和理论建构的不足。国内学者张万

敏在《认知叙事学研究: 以鲍特鲁西和迪克森的 “心理叙事学”为例》 ( 2012) 等专著和论

文中对博托卢西和狄克逊等人引领的实证心理学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
认知叙事学跨学科的特性决定了学界在研究过程中经常综合采用多种方法来展开研究，

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人工智能和神经科学方法的整合运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认知

叙事学的前进，启发并促进了叙事学家对叙事生产和阐释过程中的认知结构的研究。曼弗雷

·45·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年



德·雅恩利用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理论从局部信息和整体框架之间的整合角度出发，提出了

以窗口聚焦机制和框架嵌入叙事为基础的修辞－认知叙事学研究。雅恩指出，第三人称叙事

情景的思维模型会引导读者阅读体验中的认知偏好，框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读者的认知

过程 ( Jahn 1997: 441－468)。雅恩等人借用人工智能的运作机制来说明叙事意义产生过程中的

认知原理，将研究重点从语义记忆转移到偶发片段式记忆 ( Herman 2014: 50)。凯瑟琳·艾默

特将人工智能和神经科学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她在 《叙事理解: 话语角度》 ( Narrative
Comprehension: A Discourse Perspective，1997 ) 和 《心灵、大脑与叙事》 ( Mind， Brain and
Narrative，2012) 等专著中使用神经科学的 “活动图式” ( schema) 、“脚本” ( script) 等概

念研究阅读过程中的认知活动。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给认知叙事学带来新的研究范式意义，

这两种研究方法与赫尔曼提倡的故事世界理论形成了互补和促进关系。
《MIT 认知科学百科全书》将认知科学分为 6 大领域: 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人工

智能、语言学与语言，以及文化、认知和进化等 ( Wilson ＆ Keil 2001: xiii)。认知科学和叙事学

理论的交叉结合可以从不同方面产生新的研究成果，共同建构成认知叙事学研究领域的不同

维度。除了上述认知叙事学主要流派代表人物之外，还有很多学者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研

究。例如理查德·沃尔什 ( Ｒichard Walsh) 从认知语用学角度进行的认知叙事学研究、丽

莎·尊希恩以文本心理过程为基础的认知叙事学研究、艾伦·帕姆尔 ( Alan Palmer) 以社

会心理学为基础的认知叙事学研究、布莱恩·博伊德 ( Brian Boyd) 以进化为基础的认知叙

事研究等。国内学界在将来的研究中应该更加全面地描述和评估这些认知叙事学研究方法与

流派，尽量完整呈现出当代西方认知叙事学发展的全貌，为我国认知叙事学提供可靠的学术

情报地图。
4． 认知叙事学理论的创新与推进

叙事学界近年一直在重新审视叙事学领域的基本概念，并对其进行扬弃和重构，对叙

事、人物、意识、情感等概念的边界进行重新勘定与拓展。认知叙事学界一直在讨论 “何

谓叙事”这个具有本源性质的重要命题。赫尔曼在 《叙事的基本要件》 ( 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 中对叙事的基本构成要素进行了深度的思考，他突破了经典叙事学 “二分法”
( 故事与话语) 或 “三分法” ( 故事、文本、叙述) 的常规做法，提出叙事的 “四分法”
( 情境、事件序列、建构世界 /分裂世界、感受质) 。赫尔曼不仅将认知科学中的建构世界和

感受质概念引入叙事定义之中，还在《走向叙事的工作定义》 ( “Toward a Working Definition
of Narrative”) 中明确地将叙事视为一种认知结构。吕克·赫尔曼与凡瓦克主张凡是读者认

为连接起来产生意义的事件都是叙事 ( Herman ＆ Vervaeck 2005: 13)。玛丽·劳勒－瑞安提出的

“模糊子集” ( a fuzzy set definition) 概念由常量走向变量，叙事定义涵盖了某些更基础的心

理操作，例如再现事件的发生序列、事件引发的变化、事件对人物的意义、人物行动的动机

等 ( Ｒyan 2007: 33)。在认知叙事学视域下，叙事定义和认知过程密切相关，我们需要探讨叙

事如何可以被看作一种认知风格或者思维模式，并研究这种理论主张产生的内在机制和外在

诱因。
认知叙事学致力于建构叙事阅读体验过程中的普适理论，同时也关注读者在具体阅读体

验中对人物等叙事元素的个体建构作用。认知叙事学继承了读者反应理论的关注方向，尤其

关注读者在阅读体验中对人物的认知过程。总体而言，当代西方认知叙事学流派中存有 3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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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人物认知理论: 人物思维风格的认知研究、人物思维的认知过程以及综合的人物认知

理论 ( 唐伟胜 2013: 38)。认知叙事学可以借用认知语言学和文体学的风格、及物模式、图式、
隐喻及映射理论来解释读者理解故事的认知机制。雅恩 ( Jahn 1999: 377) 认为人物并不仅仅

是如经典叙事学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叙事行动中的角色或者功能，更是读者参与建构的结

果，为了理解被叙述的感知、言语和行动，读者定会主观地将语用身份投射到人物身上。卡

尔佩玻建立了由先在知识、表层 ( 逐字再现) 、文本基础再现、情景模型、控制系统等 5 个

部分组成的文学人物认知模式 ( Culpeper 2002: 261)。认知科学本身的复杂和交叉特性决定了

认知叙事学视域下的人物概念具有多重属性，认知叙事学家倾向于将思维放在阅读行动中进

行界定，强调其社会属性和物质语境中的心理机能。
意识再现研究跟叙述视角和话语密切相关，也是认知叙事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认知

叙事学突破了经典叙事学中的引语分类、聚焦、叙述视角以及叙述声音等常规概念的束缚，

超越了经典叙事学对虚构叙事世界里面人物意识再现的局限。赫尔曼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出

发，使用“概念化”这一术语来描述对同一情景或者事件用语言进行不同方式编码的过程，

强调叙事凸显思维的 4 个层面: 在故事世界中从一个或多个角度对事件进行概念化、人物对

自身或者他人意识的推断、情感相关话语的使用、感受质 ( Herman 2007: 247－48)。赫尔曼将

读者用来将文本数据组合成与意识相关的信息范畴或种类称为 “感受质”，强调读者正在体

验的意识如何受到叙述出来的情景和事件的塑造。认知叙事学认为读者主要通过叙事的认知

维度来体验故事世界，考察故事是否为意识本身的产生提供支架，在读者体验叙事的时候激

发认知活动。曼弗雷德·雅恩和卡拉姆·纳耶布尔 ( Karam Nayebpour) 、艾伦·帕姆尔等人

对认知叙事学视域下的意识再现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在将来的研究中需要对上述理论

家的认知意识再现理论进行研究与评价，力图整合建立起一个较为全面、客观和具有可操作

性的认知叙事意识再现模型。
认知叙事学注重读者阅读叙事的体验过程，随之而来的情感问题也就成为了题中应有之

义。认知叙事学与读者主体的交叉跨越了神经科学、情感和审美等维度。认知叙事学界开辟

了一条从神经科学角度切入情感和审美来展开认知叙事学研究的途径。帕特里克·科尔姆·
霍根在《情感叙事学》 ( Affective Narratology，2011) 与《思维与故事: 叙事普遍法则与人类

情感》 ( The Mind and Its Stories: Narrative Universals and Human Emotion，2003) 等作品中关

注学界一直忽视的叙事具体性 ( particularity) ，试图从叙事原型这个认知结构的角度展开研

究。霍根认为作者对某个叙事原型的具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模拟某个人物进入叙事原型事

件序列造成的 ( Hogan 2013: xvi)。认知叙事学致力于分析作家创造具体作品时如何遵从和偏

离叙事原型，他对事件、人物和场景等神经科学的模拟对象进行区分，进而追寻作者对文本

的接受与评估过程。当代认知叙事学对于沉浸小说状态的理论阐释有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路

径: 加拿大学者欧特利 ( Keith Oatley) 和美国学者苏珊·基恩 ( Suzanne Keen) 等人引领的

镜像神经元理论与共情机制研究、美国学者维克多·奈尔 ( Victor Nell) 和 Ｒ. J. 格里格

( Ｒ. J. Gerrig) 等人开创的移位理论 ( Transportation Theory) ，以及路易斯 ( David Lewis) 和

卢伯米尔·多勒泽尔 ( Lubomir Dolezel) 等人的“可能世界”理论。( 金雯 2015: 160－162) 神

经科学和情感领域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认知叙事学的发展; 同时，由于过于注重作者创作过

程中叙事普遍性和叙事具体性之间的对立，情感认知叙事学研究往往忽略了读者接受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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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认知过程，因而此种研究方法在连接神经科学和情感研究时只能依靠推测和推理，基本

无法进行实证研究。
认知叙事学领域近年来产生了众多富有创见和新意的研究成果，大大拓宽了叙事学研究

的范式和疆界，同时也导致理论和实践的交叉地带上产生了各种模糊现象。玛丽－劳勒·瑞

安对认知叙事学的研究范式提出质疑，指出叙事学领域直接使用认知科学概念可能存在隐

患，认知叙事学跟认知科学之间应该建构一种 “循环反馈” ( feedback loop) 关系。玛丽－劳

勒·瑞安在 2010 年发表的《叙事学与认知科学之间的疑难关系》一文中指出，认知叙事学

“不应该简单地借用现成的概念，将它们以自上而下的模式应用于文本，而是要相信我们自

己的思维能力，得出我们的大脑如何创造、解码和使用故事”( 尚必武 2012: 38)。由此可见，

叙事学和认知理论之间的交叉需要有新的推进，需要产生一种新的由下而上的研究方法，以

便两者互相学习，检验彼此的观点。
5． 结语

正如弗鲁德尼克 ( 2013: 8) 所言，认知叙事学领域现今的发展就像 “一个建筑工地，有

的学者聚焦于隐喻和整合理论，有的学者聚焦于认知反思性，还有的学者聚焦于指称和空间

感知。不同的认知方法没有相互结合的迹象”。认知叙事学呈现出多种研究方法交叉和多种

理论范式并进的杂乱局面。叙事学和认知学科的跨学科交叉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推进带来新的

动力，同时也带来不确定因素。认知叙事学 “引发了创新型认知方法及其实践的爆炸式增

长。当我们尝试所有这些方法的时候，或许会加速这个学科的危机，但是也可能会在未来

15～20 年内见证一个新范式的诞生”( 弗鲁德尼克 2013: 9)。
认知叙事学近年在国内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与之相关的还有认知诗学和认知文体学的

发展，中国认知诗学研究会已经召开了多次国际和国内研讨会，这对推进认知叙事学的发展

也是很有裨益的。就认知叙事学本身而言，我国学界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还不多，关于这个问

题，云燕 ( 2015) 数年前曾撰文进行了总结评述，到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观，认知叙事学研

究这个学术富矿还在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和利用。笔者认为，国内学界至少需要继续在 3 个

层面推进研究: 在理论层面上，我们需要总体考察和梳理认知叙事学的源流与发展、主要流

派、核心概念、重点命题与运作机制，澄清学界在相关概念术语使用上的误解或混乱现象，

深化对认知叙事学概念、术语和理论的理解，进而全面评估认知叙事研究对当代叙事理论所

做出的贡献与意义; 从整体上把握该文学研究方法的发展状况、运作机制、派系脉络，绘制

出当代认知叙事学发展的全景图，从理论角度对目前认知叙事学流派内最具代表性的学派和

学者进行梳理分析，指出各分支理论之优势和长处，同时也力图公正客观地审视其可能存在

的问题。在批评实践和文本分析层面上，我们需要将理论探讨和具体文学文本分析相结合，

用理论来架构和指导文本解读，同时又以文本解读来验证和支撑理论探讨，提供将认知叙事

学应用于叙事文本分析的范例，由此实现理论探讨与批评实践的有机结合。在翻译层面上，

我们还需要以“权威、深度、前沿、前瞻”为准绳，从当代西方众多的认知叙事学论著中

遴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论著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丰富国内认知叙事学研究的史料性、前沿

性和学科性，提升国内学界对当代西方认知叙事学研究的理解，为认知叙事学在我国的发展

提供新的动力，为我们发出中国学界的声音做出理论铺垫与实践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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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model． The third part of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in detail the major
concepts and terms of Ｒhetorical Narratology，and the final part will summarize and comment on the influences of the
theory．

Current Trends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Cognitive Narratology，by CHEN Li-zhen，p. 51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of narrative theory and cognitive science，cognitive narratology has become a

major branch of post-classical narrative studies in the 21st century． Pioneering research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on
narrating and worldmaking，universal cognitive mode，cognitive map，empirical psychology，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virtual reality． Th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of China should push forward to clarify the basic notions of cognitive
narratology，survey the complicated boundaries between narrative theory a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look for new
theoretical spin-off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Ｒhetorical Persuasion of English Ｒesearch Article Abstracts by Chinese and
English Writers，by JU Yu-mei，p. 85

Since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roducing a study and attracting its potential readers' attention，the abstract
of an article becomes a type of genre that is rich in persuasive resources and has its unique mechanism of rhetorical
persuasion． In this paper，which analyzes the English research article abstracts by Chinese and English writers in the
field of applied linguistics，the features of move structure and metadiscourse are taken as persuasive measures which
are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istotle's classical rhetorical theory，and comparisons are mad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writers based on the two corpora of research article abstracts constructed by the author．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hows a strong tendency of similarity and much les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writers in the
mechanism of rhetorical persuasion which are both formed by textual structure and lexical-grammatical choices and
both employ more appeal in logos and ethos and less in pathos． The possible chief reasons for the similarity may be the
common requirement of the style of abstract and the wish of Chinese writers to make their researches accepted by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Self-mentions and Authori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Learners'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by
LOU Bao-cui ＆ WANG Li，p. 93

Construction of authorial identity helps to achiev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in academic discourse，and self-
mentions are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linguistic realiz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Chinese learners use self-
mentions to realize discourse functions and construct authorial identity by comparing self-mentions employed in
Chinese learners' and expert writers' academic writing corpora． Ｒesults show that learners fail to fully understand how
authorial identity is constructed by using self-mentions in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 To be more specific，learners use
significantly less self-mentions with lower consciousness of authorial identity construction，tend to show lower identity
visibility in expressing discourse functions with a tendency of hiding themselves，are weak in showing higher identity
visibility in expressing discourse functions with the intention to weaken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n writing，and have a
mastery of some specific discourse functions but with inappropriate linguistic expressions in their writing． This study is
of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for EAP teaching and writing for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Xiang Thinking”i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lassics，by

LIU Xing-feng，p. 118
Xiang thinking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thod and tha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The way in which this method is translated and interpreted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projects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going global． This paper，firstly，

attempts to expound what xiang thinking is． Then，comparative approach is used to study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different layers of xiang thinking and this method． The study shows that as to translations of this kind
superficial similarities between source texts and target texts are less likely to express the essence of ancient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thod． In this case，similarities of deep cores between them are a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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