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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陌生化”理论及诗歌语言
“陌生化”

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

多少新奇诗句！

——胡适《梦与诗》

本章首先介绍“陌生化”的核心思想，并剖析其内涵和意义。在此

基础上，探讨“陌生化”和诗歌语言的关系、诗歌语言“陌生化”的必

然性，并界定诗歌语言“陌生化”的对象及其实现途径等。

3.1 “陌生化”理论简介

20世纪初期，术语остранение（“陌生化”）由俄国形式主义

学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ij）提出，出现在《语的复

活》、《作为手法的艺术》等文章中。остранение是生造词，由副

词странно（奇怪地）、前缀o-和后缀 -ение构成，意为“变平

常为新奇”（张冰，2000；杨向荣，2009）。英文译法有defamiliarization，
ostranenie或enstrangement等，其中最常用的defamiliarization是由形容词

familiar（熟悉）加上前缀“de-”（消除）、使动后缀“-ize”以及名词化

后缀“-tion”构成，字面意义为making it not familiar or making it strange
（“去熟悉化”）。广泛接受的中文译法是“陌生化”，较常见的还有“反常

化”“奇异化”或“间离化”（多用于戏剧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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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现代汉语诗歌“陌生化”的语言实现

下面是《作为手法的艺术》（Art as Technique）（Shklovsky，1998：
16）一文中关于“陌生化” 的经典论述：

And so life is reckoned as nothing. Habitualization devours 
work, clothes, furniture, one’s wife, and the fear of war. “If the whole 
complex lives of many people go on unconsciously, then such lives 
are as if they had never been”. And art exists that one may recover 
the sensation of life; it exists to make one feel things, to make the 
stone stony. The purpose of art is to impart the sensation of things as 
they are perceived and not as they are known. The technique of art is 
to make objects “unfamiliar”, to make forms difficult, to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and length of perception because the process of perception 
is an aesthetic end in itself and must be prolonged. Art is a way of 
experiencing the artfulness of an object: the object is not important.
刘宗次的翻译大意如下（笔者稍作调整）：

生活就是这样化为乌有。常规化吞没了工作、衣服、家具、

妻子或对战争的恐惧。“假设人们的复杂生活都是在无意识中度

过的，那么这些生活就仿佛从未存在过。”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

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使石头具有石头性，艺术才会存

在。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表达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

是可认可知之物。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变得“陌生”，把形式艰

深化，增加感知的难度并延长感知的时间，因为感知过程本身

就是艺术目的，必须使之延长。艺术是事物的艺术性的一种体

验方式：事物本身并不重要。

（什克洛夫斯基，1994：10）

3.1.1 “陌生化”理论核心思想及其发展
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核心思想包括：艺术存在的意义是

具有“可感性”；获得“可感性”的手法是陌生化；诗歌语言的本质是艰

深而困难的（Shklovsky，1998）。
“可感性”（perceptibility）和“自动化”（automatization）的概念是分

不开的。当某艺术形式一旦惯例化成为习惯或无意识，那么该艺术就会因

为“自动化”而失去“可感性”。艺术的目的是提供审美感受，艺术存在的

意义即美的“可感性”；艺术创作的目的就是使人们脱离惯性，即“反自动

化”（de-automatization），在延长的感受中获得审美的愉悦和“可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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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第三章  “陌生化”理论及诗歌语言“陌生化”

诗人从惯常的语境中提出某些熟悉的事物或事件，以一种似乎第一

次被人看到的方式将它们表现出来，从而实现诗歌艺术的功能，完成这

种任务的手法就是“陌生化”，主要包括：（一）将熟悉事物的名称隐去

不用，按照所见进行个性化描写；从某个不寻常的角度或从某个遥远的

距离来描写事物；或者把事物置于显微镜下观察描写等。（二）陌生化视

角下的意象（image）与表现形式。（三）诗歌的语音、词汇构成、位置

分布以及组合等，都有其艺术标志（artistic trademark），通过阻滞和延

缓（roughened form and retardation）达到奇异效果，所以诗歌语言必然是

困难、艰深、障碍重重的（difficult, roughened and impeded language）。唯

如此，诗歌才能与日常语言区别开来，破除预期和定势，引发感受兴趣，

激活感受能力。

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的思想得到后来者的继承、扩展、补充或

修改，最具代表性的是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和雅可布森

等提出的“前景化”、“偏离”和“平行”等概念（胡壮麟，2000）。
“前景化”（foregrounding）源于视觉艺术，但是广泛应用于文字

艺术。“图像”（figure）和“背景”（ground）是认知心理学一对基本核

心的概念。诗歌语言通过对标准语言的违背，实现最大限度的“前景

化”，而标准语言常规或准则成为“背景”。这种创造性的语言表达方

式（前景）与日常语言（背景）构成的对比凸显了作者要展现的世界

（Stockwell，2002）。
作为“前景化”的不同手段，“偏离”（deviation）和“平行”

（equivalence）是两个互补概念（江南，2010）。前者是对常规或规范

（norm）的违反；后者是对常规的出乎意外的重复（Gregoriou，2009：
26-42）。偏离最原始的思想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有偏离常规用

途的非熟悉化可以拔高词语，而保留部分常规形式的可维持词语的清晰”

（胡壮麟，2000：91）。
“前景化”“偏离”和“平行”的概念是对“陌生化”思想的继承和

发展，基本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反映了人类的“图像（figure）”和“背

景（background）”的认知图式。“偏离”和“平行”可以看成是“陌生

化”的表现形式，目的是将语言“前景化”，瓦解读者对现实的普通感

觉，建构新的审美性语言知觉。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陌生化”或“前

景化”不可避免地导致神经能量的超量消耗，而这种超量消耗是一种充

满诱惑和愉悦的审美体验（于建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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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陌生化”是重新唤起人们对世界的兴趣、不断更新人们对世

界感受的方式，通过“偏离”或“平行”得以实现，将常用的素材加以

歪曲与变形，以延长读者的感受过程，增加感受的难度和强度，调动感

受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3.1.2 “陌生化”理论解析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陌生化”理论，有必要对以下五个问题作出

回答。

（一）为什么要“陌生化”？首先，“陌生化”是文学语言的本质属

性。只有通过“陌生化”，“文学性”才能够得以充分体现（张莉，2010：
99）。其次，“陌生化”是审美表达的需要。审美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超

越。文学创作要使自动感知变为审美感知，就需要采用陌生化手段。

（二）“陌生化”审美效应产生的机制是什么？陌生化”主要审美标

准是新异或惊奇，美的程度是同它被感知的程度成正比的（Hegel，见

Wicks，1993：360），“陌生化”效应的产生机制是：加大接受者与表现

客体之间的距离，变认识为不认识。“变认识为不认识”意味着对旧规范

旧标准的超越、背反，是对读者的审美心理定势、惯性和刻板反应的公

然挑战（张冰，2000：8）。
（三）“陌生化”的心理或认知基础是什么？认知心理学已经证明感

觉的习惯化是人们生活中一种很平常的现象，使我们的感官变得迟钝。

克服习惯化的办法就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去体验事物，进而产生惊奇感。

图形和背景理论认为，在一个视野内，有些形象比较突出鲜明，构成了

图形；有些形象对图形起了烘托作用，构成了背景。语言常规和前在的

文本经验构成“背景”，有意识的“陌生化”操作是“图形”。Partington
（1998）认为，我们在日常言语交际中习惯性地期待常规模式的出现，但

在创造性的语言使用中，作者或说话人却会巧妙地利用常规模式，制造

特殊的语言效果。

（四）如何实现“陌生化”？“陌生化”是在“创造性地变形”中

得以实现的，变形体现在不同的层面，如视角、构思、选材、立意、意

象、情节、细节、语言等，变形的手法即为陌生化手法。本研究关注的

是“陌生化”如何通过语言得以实现。语言“陌生化”包括语言“难化”

和“变形”。“难化”包括使语言变得艰涩难懂的各种手法，如比喻、夸

张等。“变形”是改变原有形态，如断裂的句子、词语省略等。

（五）“陌生化”是否等同于“求新求奇”？答案是否定的。“陌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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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是使熟悉的事物难化、复杂化，但是不是为了让人看不懂，而是在

于让人摆脱“习以为常”，以全新的心态去感受语言或经验。

3.1.3 “陌生化”理论的意义
“陌生化”是近代欧洲文论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以文学性作为

文学理论的起点，建立起一种文学本体观。文学性在于作品的构成元素

和构造方式的演变，真正决定文学发展的是手法和语言演变的内部规律。

“陌生化”是文学性得以建立的基础（张冰，2000）。对“陌生化”的探

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学之为文学的本源。

“陌生化”把“文学性”具体化或形式化，既说明单个作品的特点，

也解释演变的规律。虽然后来的学者对其“形式主义偏狭化”或“不顾

内容，太强调形式”提出批评，但是作为20世纪核心文艺理论和原则，

陌生化概念为诗歌语言探究指出了一个更有实践意义的理论方向，直接

影响了雅各布森和穆卡洛夫斯基的诗歌语言学；同时对当时戏剧、科幻

小说等文学形式的思维方式、想象和表现形式等影响巨大。

“陌生化”把文学语言和非文学语言区别开来。在语言的日常使用

中，所指与能指的关系是被规定了的，传达有关客观事物的信息，使用

语言也是在约定俗成中进行习惯性的重复。文学语言则不一样，它是自

我指称、独立自足的。因此，日常语言遵守约定俗成的规范，是自动化

语言，而文学语言是对规范的违反。

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对诗歌语言陌生化或变异作了深入的研究，对文

艺批评、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和文体学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后来的布拉格学派、新批评派及转换—生成学派都根据俄国形式学派的

成果作了大量的工作，只不过方法各异，较之前人更科学化了（参见特

里·伊格尔顿，1987；傅勇林，1992；张冰，2000；胡壮麟，2000）。

3.2 诗歌语言“陌生化”

陌生化作为艺术手段，可以出现在所有艺术领域，如建筑、电影、

戏剧、绘画、设计、文学等。诗歌语言似乎与生俱来就带着“陌生化”

的烙印。亚里士多德（1979：90）注意到了诗歌语言的“奇异”（strange 
and wonderful），在《修辞学》中说：“给平常的语言赋予一种不平常的

气氛，这是很好的：人们喜欢被不平常的东西打动。在诗歌中，这种方

式是常见的，并且也适用于这种方式。因为诗歌当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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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隔得较远。”中国古典诗学历来也有“奇与常”“破常出新”的

传统。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说过：诗使它触及的一切变形。

作为艺术，诗歌不是要逼近或酷肖自然的“真”，而是要对现实和自

然的变形。变形是诗歌创作的普遍法则（王均裕，1987：109）。在诗歌

领域，“陌生化”不仅体现为一种诗学的技巧，更体现为一种诗学的思维

方式（曾莹，2003：84）。

3.2.1 诗歌语言“陌生化”的必然性
诗歌应该永远是新鲜的，“陌生化”是诗歌语言的本质，理由如下：

（一）语言局限。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的桎梏，不足以表达

诗人丰富的思想和复杂的情感。语言本身以及对语言进行抽象概括的规

则都是有局限性的。为了充分展示主观情感和客观世界，创作者不得不

去超越和突破规则。

（二）诗美需求。诗是一种神谕，一种审美体验，是“无言之言”

（洪迪，2008：52），但是除了借语言以表达之外别无他法。诗歌有天生

的语言痛苦，必须突破与超越日常语言，创造一种以语言为元符号的审

美符号系统。超越必然导致“陌生化”，诗歌“陌生化”是诗美本性对语

言的根本要求。

（三）功能实现。一般的散文，是要说人家所要说，说人家所要听

的，而诗歌是“对词语的无功利性的运用；它不直接对读者说话”（诺思

罗普·弗莱，1999：4）。诗歌功能在于强调语言自身，把注意力吸引到

它自身的发音模式、措词和句法。

（四）风格动力。诗人倾向于挣脱语言的束缚，偏离语言预定的运

行轨道，给作品打上个性的烙印，树立自己的风格，因此在创作过程中，

不停地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徐梅，2000：11）。
（五）情感表达。诗歌是抒发诗人特殊情感的语言。情感的介入削弱

或消解了语言本身的条理化和组织化的能力，为突破、超越和“陌生化”

提供一个更开放的“场”。情感潜力得到开发，通过变异的言语形式变成

可体验和可传递的实体。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是摆脱常规“加工的语言”，是按照“艺术原

则”和“美学标准”构成的。于坚（1999）在《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

中讨论“第三代诗歌”的理念时，提到“诗歌在品质上是自由的、独立

的、异质的、另类的……，它的想象力、创造力来自生命的感受，来自

对经验世界、知识系统的陌生化，来自对存在的领悟”。诗的艺术就是陌

生化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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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诗歌语言“陌生化”的对象和途径
首先，诗歌语言中“陌生化”的对象是什么？答案在于前在的我们

所熟悉的语言系统，即常规语言习惯、文本经验和规则。因此诗歌语言

的陌生化即“取消语言及文本经验的前在性”。更通俗地讲，“陌生化”

的对象是在语言形成和使用的常规（norm）。一个人在学习母语的过程

中，语音、语法、词汇等的常规在头脑中自然形成。这种常规是“约定

俗成”的，无意识的语言规范，是对语言可接受性的一种认识。

其次，诗歌语言如何“取消语言及文本经验的前在性”？取消前在

性，意味着要将习以为常的语言和生活经验通过变形处理，使之成为独

特的、陌生的文本经验和符号体验。

什克洛夫斯基的答案是将形式“复杂化”，通过“隐化”“谜化”、冷

字、古字、外来字、扭曲等方法，对熟悉的语言和文本经验进行创造性

变形（Shklovsky，1998：19）。Jan Muka�ovský（1977）将“突破”的

方式列举为：语音的组织，包括语调、节奏、强度以及标点断句、排版；

分行、分段、停顿；新词、临时生造词、过时的词汇、不常见词汇；比

喻命名、类比、拟声；恶言谩骂；外来词汇；方言；不同语体词汇混合；

语义编织；典故；隐藏意义；不常见的句型等。特里·伊格尔顿（1987：
5）认为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是指“诗人通过采用异乎寻常的用词方

式，借助特有的节奏及韵律从整体上打乱普通语言的常规性，对日常语

言符号进行‘强化、浓缩、扭曲、套叠、拖长、颠倒’，语言‘变得疏

远’，由于这种疏远作用，使日常生活突然变得陌生了。”中国修辞学家

郑颐寿（1993）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文学语言中运用于语音、词语、句子、

辞格等层面的变格修辞，如变音、变形、变义、变色、变性、变境、变

句、变章、变体和变理等。这些都是“陌生化”的具体途径。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以及论述，可作如下梳理和总结：

（一）“陌生化”的语言层面
“陌生化”广泛存在于语言各个层面，包括语音、构词、句法、语

义、意象和语篇等。本研究选择着重于词法层面、句法层面和语义层面

的“陌生化”。

词汇。“陌生化”词汇是对词汇选择和使用偏离进行探讨，涉及

外来词、新词、古词、生造词，具体包括破格的词汇结构（atypical 
structure)、少见的黏着语素（unusual bound morpheme）、奇怪的拼写方式

（extraordinary spelling）等。

4校最终版—现代汉语诗歌“陌生化”的语言实现.indd   31 11/9/18   8:53 AM



32 现代汉语诗歌“陌生化”的语言实现

句法。包括句群断隔、单词独句、成分省略或缺失、语序错综、词

性转换等现象。

语义。语义偏离更具优势并成为主要的陌生化手段（马大康，

2005b：78），包括组词错位，动宾不调，主谓不配，形容不当，色彩不

调等搭配变异造成词语义项的增减或改变以及整体意义的“模糊”和不

可推导性。本研究侧重于语义搭配变异。

（二）“陌生化”形式操作
“陌生化”意味着“出乎意料（unexpected）”，即与预期相违

背，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种是出乎意料的“不规则性”（unexpected 
irregularity），另一种是出乎意料的“规则性”（unexpected regularity）。
相 应 的 语 法 操 作 也 有 两 大 类， 一 是 破 格–语 法 偏 离（license: 
a-grammaticality），即违反或突破常规（violation of the norms）；另一种是

平行 -语法同步（equivalence: syn-grammaticality），即重复或维持语法规

则（unexpected repetition of norms）（参见Plett，2010：66）。
一般而言，语言的形式操作手段主要包括添加（addition/ampli- 

fication）、删略（subtraction/deletion）、重组（permutation）、替换（substitution）
和重复（repetition）。其中，添加、删略、重组、替代是对已存在的语言单

位进行加工，使发生“质的偏离”，具有不合常规性（irregularity），因此是 
“破格”；而重复是合乎规范的结构的非常规重复（extra regularity），因此是

“平行”。这些形式操作的依据是结构主义横组合轴和纵向选择轴原则以及

形式转换规则，已经得到了前人大量的理论论证以及观察实践证明（参见

傅勇林，1992；Plett，2010）。以上形式操作在不同层级的运用，可以得到

“陌生化”语言实现的理想模型（见表3-1）。

表3-1 “陌生化”语言实现的理想模型

语法层级

“陌生化”形式操作

破格 平行

添加 删略 替换 重组 重复

词汇（形态） + + + + +

句法 + + + + +

搭配（语义） + + + + +

因此，从理论上讲，“陌生化”语言实现的途径可以有以下十五种：

形态添加、形态删略、形态替代、形态重组和形态重复；语义添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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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删略、语义替代、语义重组和语义重复；句法添加、句法删略、句法

替代、句法重组和句法重复。根据Plett（2010）的研究，在形态变化较

丰富的语言如德语和英语诗歌创作中，这些形式操作都有所实现。本文

关注的是现代汉语诗歌中“陌生化”的语言实现。

3.3 本章小结

诗歌的文学特性和功能决定了诗歌语言“陌生化”的必然性。本章

第一小节总结了“陌生化”理论的核心思想和发展，介绍了一些相关的

概念，“自动化”“去自动化”“可感性”“前景化”“偏离”和“平行”；

“陌生化”是文学语言的本质属性，“变认识为不认识”是其核心机制，

在“创造性地变形”中得以实现。“陌生化”理论为文学语言研究提供了

一个全新的研究手段和视角。

“陌生化”在诗歌语言里有最集中的体现。第二小节从语言局限、诗

美需求、功能实现、风格动力和情感表达等方面探讨了诗歌语言“陌生

化”的必要性。诗歌语言“陌生化”对象是语言及文本经验的前在性，

具体实现途径是在形态词法、句法和语义搭配这三个层面上的破格（如

添加、省略、替换、重组）和平行（如重复）等形式操作。

至于现代汉语诗歌采用哪些形式操作实现“陌生化”，则受到语言载

体、历史时代、诗人风格、表现主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不同时

期创作的诗歌，采用的手段会有所不同；而不同的创作者，更是各自有

其偏好和风格。本研究将对现代汉语诗歌中“陌生化”语言实现的现象

和意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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