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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長久以來經常被定義為一種「文字藝術」；然而在二十世紀後，

隨著文學作品不斷被改編為電影、電視，甚至轉檔成為電子文本、播客 (podcast) 

以及線上影片，傳統概念中的「作品」開始在不同媒體間流動，成為了一種極難

定義的文化現象。愛理斯 (John Ellis) 曾在《文學之失落》中談到古典文學與大

眾媒體 (例如電影、電視、音樂錄影帶、廣告、卡通、表演藝術甚至情色媒體) 同

時進入英美文學研究殿堂的特殊現象 (262)，而凱因 (Jeffrey Cain) 亦指出，當

代文學正陷入了嚴峻的「自我定義危機」 (83)。無獨有偶，著名文化評論者沙

伊德 (Edward Said) 不只一次提出「文學消失」的警訊，而卡南 (Alvin Kernan) 甚

至大膽地在《文學已死》一書中，為文學敲起喪鐘。 

 

事實上，傳統定義的「文學」與書寫媒體的關係密不可分，例如瓦特 (Ian 

Watt) 便於《小說的興起》中，將十八世紀小說的盛行歸因於「形式寫實主義」 

(Formal Realism) 的發展、活版印刷術的發明，以及閱讀大眾的增加。活版印刷

讓作品進入量產，而閱讀大眾形成了廣大的市場，讓文學商業化成為可能。此外，

形構寫實主義著重小說角色獨特性之描繪，不再採用古典戲劇「樣版角色」之安

排，亦是書寫媒體所帶來的重要突破 —— 「樣版」方便口語記憶；但是書寫則

鼓勵了想像與創造。事實上，十九世紀於英國文壇風起雲湧的「浪漫主義」強調

想像力，不再遵循「新古典主義」所奉為圭臬的「典律」，正是從口語文化走向

書寫文化的重要轉捩點。 

 

遠在書寫技術發展前，「口語傳統」曾是文化主流。昂基 (Walter Ong) 引

用愛德蒙森 (Munro E. Edmonson) 的統計指出，縱觀人類文化，從古至今僅有約

106 種語言發展出足以創作文學作品的精緻書寫形式，而現存 3,000 種語言中，

僅 78 種產生文學。昂基據此陳述，「口語」是人類文明的常態，「書寫」是特殊

形式，而文學則是此種特殊形式的極致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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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因文字與印刷介面興起，至少小說是如此；而在詩詞與戲劇之中，雖

然保存大量口語特徵，例如「聲韻」與「格律」等原本是幫助記憶的工具；然而

當書寫帶來穩定可靠的儲存媒介後，「幫助記憶」逐漸成為次要考量，聲韻與格

律的美學價值立刻被凸顯出來。誠如麥克魯漢分析，新的技術出現，未必會淘汰

舊技術，反而是凸顯後者的藝術價值，成就所謂「美的機器」 (Levinson, 1999 

145-46)。因此，在沒有文字的希臘時代，詩詞與戲劇曾經是一種藉由神話傳說

來口頭傳述集體記憶的媒體；然而在書寫與印刷技術日益普及後，詩詞與戲劇的

實用性逐漸消失，成為純粹表現文字藝術的「純文學」(belles-lettres)。 

 

當媒體技術日新月異之際，源自於書寫技術的文學作品，開始出現了本質

上的變化，不再以固定的模式表現，轉而朝向多種媒體變形。同樣的故事情節，

同樣的「主旨」(theme) 與「母題」(motif)，不再僅止於被「解構」，而是在多元

混雜，碎裂拼貼的架構下，呈現捉摸不定的形式，在不同媒體之間靈活流動。這

樣的流動，形成了複雜而微妙的「跨文類網絡」，隨著科技的發展，不同介面之

間逐漸出現「媒體整合」，將藝術價值分階段凸顯出來。 

 

跨文類網絡與媒體整合現象不只發生於今時今日；早在二十世紀媒體科技

蓬勃發展之前，類似的流動便已然暗潮洶湧。這樣的現象，在英國小說家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的作品中特別明顯。狄更斯不但是位傑出小說家，同時也是戲

劇愛好者。他承襲了英國戲劇傳統，將口語藝術融入書寫作品中。在版權觀念薄

弱的維多利亞時期，他的小說經常在雜誌連載的同時，就被盜版成為通俗舞台劇 

(melodrama)，甚至在作者尚未決定故事結局前，劇作家就經常擅自決定結局，

讓「原著」與「改編」之間的互動益形複雜，「作者」不但已死，而且被徹底支

解，面目全非。 

 

狄更斯更是位成功的職業說書人，他陸續改編自己的作品，1858 年後專

職舞台表演，吸引了無數觀眾，也賺進了大筆收入。二十世紀後，狄更斯極具視

覺效果的小說，特別是他富涵圖畫意象的描寫風格，啟發了許多電影先驅。例如

「美國電影之父」葛瑞菲斯 (D.W. Griffith) 坦承，當他首次使用「蒙太奇」

(montage)、「平行敘述」(parallel storyline)、「特寫運鏡」(close-up) 等技法時，其

實都是受到了狄更斯的影響 (Eisenstein 195)。 

 

更重要的是，狄更斯從書寫到口語創作的發展模式，特別是他經營雜誌，

發展「連載」體裁的創舉，不止讓自己的作品暢銷，同時也影響了無數同時代的

作者。他堅持獨特的連載格式，不但降低了購買成本，促進銷售流通，同時也進

一步加速了書寫文體的「解構」與「重組」，而這正呼應了二十世紀數位媒體中，

從電子文本、超文本，到部落格與播客的發展模式。狄更斯的作品以及其改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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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構成的網絡，描繪出了一個具體而微的媒體演進模型，足以讓我們審視過

去，思考未來(圖一)。 

 

 

圖一 狄更斯作品的跨文類網絡 

 

在這個模型中，狄更斯的原著作品並非處於「中心」地位；相反地，由於

超過一個世紀以來戲劇、漫畫、電視、電影以及其他各種改編版本充斥，越來越

多人不再先行閱讀原著後再接觸改編，反而是看了電視或電影後，才引起探討原

著的興趣。正因為如此，狄更斯的跨文類網絡模型中充滿了「逆向結構」(back 

formation) —— 新興媒體的改編版本重塑、刷新了大眾對於經典作品的印象，而

這也是現今媒體發展過程中，新舊混雜的典型。本文試圖透過狄更斯的跨文類網

絡模型，呈現出媒體演化過程中的大致趨勢，除了回顧從口語、書寫及印刷、影

像、數位媒體的趨勢外，也試圖對未來的文學發展提出展望與期許。 

 

透過模型，我們可以發現四個重要的媒體整合趨勢，而這些趨勢則將於本

文中分別探討： 

 

(一) 媒體間的網絡狀互動：麥克魯漢曾提出「媒體中的媒體」(Levinson, 1999 41) 

的觀念，而狄更斯作品與改編文類之間相互吞噬的現象，特別是十九世紀

之際，狄更斯小說大量採用戲劇元素，以及通俗舞台劇竄改原著小說的情

形，令文學原著的「正統性」與「中心性」受到撼動與挑戰。各種版本也

因而對等分立，百家爭鳴。媒體之間相輔相成，卻也相互競爭，形成了如

同網絡狀般的互動影響，狄更斯的跨文類模型，正可印證其中的複雜關係。 

 

(二) 碎裂與重組交替出現：書寫營造了穩定可靠的儲存格式介面，大幅提昇資

訊穩定性與可攜性，而小說正是因為書寫介面而得以大量製造傳播。然而，

誠如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觀察，在文字介面穩定達傳達意義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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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卻難免出現意義的「裂縫」，在「意符的銀河」(the galaxy of signifiers) 裡，

文本始終開放而滑動 (5-6)。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也指出，文本中潛在

的斷裂性與重組性，實在是文本活力的泉源(185)。透過解構與重組，文本

得以不斷重新被詮釋，因而擁有生生不息的意義。狄更斯的作品原本就以

較為碎散的連載方式發行，而後作品不斷被解構、重組，被涵納進入不同

媒體之中，也正符合此一精神。 

 

(三) 口語回歸：從口述到書寫，從視覺藝術到數位藝術，媒體整合始終圍繞著

「口語回歸」打轉。「口語」提供了作品能量，而狄更斯作品中強烈的口語

特性，賦予了作品強大的動能，得以讓同樣的故事在不同媒體間流動。昂

基深信口語是書寫的泉源，而書寫的文字僅是以符號儲存口語表達的介面 

(157-58)。事實上，麥克魯漢亦認為「音響空間」(acoustic space) 是所有傳

播形式的基礎 (Levinson, 1999 33)，無論技術如何日新月異，人類始終試圖

重拾「口語」，從二十世紀的收音機、電影、電視到數位介面，文字與口語

始終是最基本的形式。而狄更斯從「小說家」轉而成為「說書人」的過程，

看似走了回頭路，卻深刻印證了「口語回歸」的無窮魅力 —— 即使文字

無遠弗屆，觀眾依舊渴望看到現場表演。 

 

(四) 媒體循環的螺旋：雖然技術看似不斷進步；然而卻始終在重拾最原始、最

直覺的視聽習慣。誠如李文森 (Paul Levinson) 於《科技回歸1》中闡述，早

期媒體技術不夠成熟，往往被迫犧牲最貼近人性的模式，以達到資訊的穩

定保存。然而，所有媒體技術最終勢必朝向「適人」(anthropotropic) 發展，

也因此當科技進步之後，終將重拾人類的感官直覺 (60)。狄更斯最初醉心

於戲劇，最後卻投入小說創作，直到晚年方重拾表演藝術，成為說書人，

正是類似的過程。狄更斯小說中的視聽元素最後在二十世紀的電影媒體中

得以實現，而這事實上也是在新技術中，重拾了過去無法完成，但卻被文

字盡可能保存的視聽特性。 

 

檢視狄更斯的跨文類網絡，可以發現其中微妙的媒體整合模式，並且印證

了文學與技術協同發展的過程中，終將回歸「人性」的基本原則。然而，回歸並

不代表原地踏步，更不代表「退化」；相反地，這是利用較為先進的技術，重新

複製自然，重拾習慣，營造過去所無法達成的目標。這樣的媒體演進模式彷彿是

一個「螺旋」，我們不斷回歸同樣的定位點，然而在回歸的同時，卻也緩緩向前

邁進，走入未來。同樣是口語，錄音技術所帶來的是可靠保存、快速複製、大量

                                                
1
 原書名 Soft Edge 應是作者試圖與「尖端尖端尖端尖端科技」(cuttingcuttingcuttingcutting----edgeedgeedgeedge technology) 區隔之意，因

科技不斷進步，卻始終在回歸最原始的視聽環境，看似「尖端」，事實上卻是「軟性回歸」。台灣

坊間並無本書譯本，惟北京清華大學熊澄宇先生等人將書名直譯為「軟邊緣」，雖無不可，但似

乎無法精確傳達原著隱喻。因此筆者在此試改譯為「科技回歸」或「軟回歸」，似乎較為貼近原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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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佈的形式；而數位影音壓縮技術則大幅增加了容量與可攜性，甚至利用人工智

慧，開始藉由機器模擬人聲，加速轉換效率。這樣的回歸與進步，為文學創作帶

來了全新的面貌，我們因而可以在舊有的光輝中，看到未來的軌跡。 

 

 

口語與書寫間的競衡口語與書寫間的競衡口語與書寫間的競衡口語與書寫間的競衡 

 

狄更斯的小說不停在書寫與口語媒體之間擺盪，形成了微妙而複雜的互

動。從書寫的角度來看，狄更斯對於小說的貢獻，最具關鍵意義的部分在於「連

載」體裁的建立。他的小說不僅充滿悲天憫人的人道關懷與超越時代的描寫技

法，更在於其獨特的連載模式。小說連載必須在書寫與印刷技術成熟至一定程度

之後方能順利產生，而在口語表達中，雖然也有按照章回說書的傳統，但若沒有

錄音技術輔助，較難如文字一般普及。狄更斯經營了兩本相當受到歡迎的週刊：

《一年到頭》(All the Year Round) 與《家庭話語》(Household Words)，不只刊登

自己的小說，同時也連載其他小說家的作品。 

 

維多利亞時代小說連載的格式與十八世紀時所風行的單行本小說 

(three-decker novels) 不同，大幅降低了價格，也增加了商品流通的機動性，小說

因而成為一般大眾負擔得起的流行娛樂。小說連載的產生，主要是因為十九世紀

時印刷技術進步，不但能夠大量製造，同時也可以快速排版付梓，再加上當時鐵

路交通、航運技術的輔助，促成十九世紀連載小說盛行。一般大眾熱愛閱讀小說，

而每週固定閱讀一小集故事的習慣，成為一般人生活中的共同記憶。 

 

狄更斯對於連載小說的格式非常審慎，因為他相信成功的連載形式將是雜

誌銷售量的可靠保證。狄更斯不只是文壇暢銷作家，同時也是雜誌經營者，因此

他在文壇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而這位「文學教父」直接影響了十九世紀的

小說風格。據葛拉博 (Gerald Giles Grubb) 觀察，愛爾蘭作家利威爾 (Charles 

Lever)，布克菲爾女士 (Mrs. Brookfield)，柯林斯 (Wilkie Collins)，林頓 (Edward 

Bulwer-Lytton)，瑞德 (Charles Reade)，查爾斯‧柯林斯 (Charles Collins) 以及小

說《北與南》的作家黛斯凱爾 (Elizabeth Gaskell) 等人都深受狄更斯影響。而知

名女作家喬治‧愛略特 (George Eliot) 拒絕配合狄更斯的要求，因而她的作品幾

乎不曾於他的雜誌中刊行 (149)。 

 

狄更斯對於連載小說的體裁幾乎是錙銖必較。在他 1861 年 5 月 12 日寫給

利威爾的信中強調：「針對每週連載的特殊需求，撰寫故事時要特別重視每一集

的劃分，這與過去的小說書寫模式十分不同」。在 1866 年 2 月 20 日，他向布克

菲爾女士再次重申了類似概念：「在小說連載過程中，每週的每一集都必須能夠

完全獨立切割，但事後卻又能夠相互連結，形成完整連貫的故事內容」。據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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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觀察，每週連載最佳的故事長度限制在八欄的範圍內，每集都須獨立快速地發

展情節，介紹人物與地點，最後導入高潮與懸疑。他在 1860 年 6 月 2 日的信中

向利威爾強調：「我認為八欄的長度是『絕對必要』的規範，這是我們的慣例，

也因此是大眾所期待的格式。而這也是出版故事較為理想的策略」。 

 

雖然狄更斯對於的連載規範講究，但創作畢竟是靈活的想像發揮，無法具

體明文訴諸條例。因此，我們只能藉由狄更斯寫給後起小說家的信，瞭解他對於

作品的建議與看法，並間接認識他對於連載的設計。他曾舉自己的《雙城記》、《大

期待》，林頓的《奇特的故事》(A Strange Story)，柯林斯的《酒館中》(At the Bar) 

以及瑞德的《硬現金2》(Hard Cash)為例，闡述他對於連載小說的「特殊設計」

理念，在長度、體裁、敘述節奏、角色安排等方面，這些小說都提供了實際的例

子。 

 

他對於連載體裁小心翼翼，即使內容再好，只要體裁不符，那就寧可不要

刊登。金恩小姐 (Miss King) 曾將自己的一篇故事投稿至《家庭話語》，在 1855

年 2 月 9 日，狄更斯寫了一封長信給她，非常讚賞她的文采語詞藻；但是卻直言

拒絕刊登這篇小說：「我十分懷疑倘若將您的小說以連載方式發行，有任何成功

的可能。我的疑慮一方面來自於我長久所關注的連載格式的問題，一方面則來自

於您的故事敘述方式，無法滿足連載的需求」。雖然金恩小姐最後盡力修改了這

篇小說，狄更斯仍然以其篇幅過長為理由拒絕。由此可知，無論一部小說寫得再

怎麼好，倘若無法符合連載體裁，那就無法透過雜誌連載平台發表，因為狄更斯

深怕如此將會拖垮銷售量。 

 

狄更斯不但建立起小說連載的體裁規範，而且他自己也確實奉行這套理

論，並且獲得空前成功。連載小說最怕的就是流失讀者，抑或是新讀者沒有從頭

閱讀，難以吸引他們購買雜誌。然而，狄更斯每週僅刊載一小部分故事，並以懸

疑手法吸引讀者，不讓讀者等候太久，每週逐步令情節加溫，讓許多人欲罷不能，

直如上癮一般。例如 1859 年於《一年到頭》中連載的《雙城記》，第一期即賣出

了十二萬份，接下來的各期也有維持約十萬多份的成績，銷售量始終不見明顯下

滑，這在十九世紀是相當難得的現象。狄更斯非常注意銷售數字，並且細心分析

每一期的成敗，作為下期的參考。這種高度市場導向的創作模式，是過去任何一

個時代都不曾見過的。而《雙城記》發行單行本後，一直都是狄更斯最受歡迎的

小說之一，他所強調的「每集獨立」、「整體連貫」的理念，在自己的作品中具體

展現，也是印刷出版技術與閱讀市場主導文學創作史無前例的現象。 

                                                
2
 Hard Cash 即今日的「現金」(cash)，蓋因古時多以「金幣」做為現款交易媒介，因此以「硬」

來區分與現金不同的「軟」票據，例如支票或欠據。然而在 1694 英格蘭銀行創立後，漸次發行

紙幣，現金也不再僅限於硬幣而已。然而筆者於翻譯時，仍然將「硬」翻出，一方面顧及其原意，

另一方面亦顧及故事中其金錢得來「困難」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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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對於小說連載幾近於嚴苛的要求，充分利用了書寫創作以及印刷出

版發展至高度精細分工後的技術資源；然而令人倍感興味的是，狄更斯其實是個

極度「口語化」的人。他童年時期家境清寒，十歲開始全家因負債入獄，十一歲

在鞋油工廠當學徒，因為他極具戲劇天分，經常被放在雇主櫥窗中表演招徠顧

客，也激發出了他的舞台長才。他熱愛編劇、演戲，也醉心於口語表演。他曾於

二十歲之際向柯芬園 (Covent Garden) 的劇團申請試鏡，似乎對於從事演員行業

躍躍欲試；然而試鏡當天他卻改變了主意，並未依約前往。狄更斯試鏡失約的原

因至今不明；然而他二十一歲正式投入寫作，發表了《波茲隨筆》(Sketches by Boz) 

並引起廣大迴響後，對於戲劇的愛好便逐漸被壓抑，一直到 1858 年，狄更斯四

十六歲以後，才在說書舞台重拾往日興趣。 

 

雖然狄更斯是個小說家，但是在他的私人書信中，卻經常表達出對於書寫

的苦惱與不耐。對他而言，書寫幾乎是一件難以忍受的苦差事兒。葛拉文 (John 

Glavin) 指出：「狄更斯年紀漸長後，便逐漸開始尋找機會暫時遠離書寫，不過卻

因為要負擔開銷日益龐大的家庭，他總是很快地被迫拾起筆鬻文維生」(19)。狄

更斯私下熱愛戲劇；然而他的小說初試啼聲即便擁有驚人好評，令他不得不接受

寫小說才是致富之道的事實。 

 

因此，狄更斯的一生的創作過程，表面上看是從口語過渡至書寫媒體；然

而實際上卻仍然是從書寫回歸至口語表達，形成了一個有趣的循環。狄更斯創作

小說時始終透過表演的方式完成，而他早期的作品也因此經常出現前後劇情不連

貫，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形。畢竟，書寫有利於檢視、設計與安排；然而習慣於口

語表達之後，卻難免下意識地透過「平行思考」與「跳躍思考」來構思作品。路

易斯 (George Henry Lewes) 曾經在閱讀《孤雛淚》(Oliver Twist) 時發現諸多矛

盾，因而去信詢問，狄更斯於 1838 年 6 月回信，坦承他的創作時經常「行於所

當行」，但卻很難「止於所不可不止」。狄更斯說：「當我在構思時覺得那個情節

很好…我也有種強烈的衝動要將它寫下…然而我無法說明它從何而來。」也許正

如昂基所分析，口語創作的重要特色是「從潛意識深處浮現至意識之中」(82)，

所以當狄更斯早年創作小說之際，一切都是那麼自然流露，卻也因而如潛意識般

難以駕馭，所以情節上經常出現矛盾。 

 

隨著時間過去，狄更斯寫作技法日漸成熟，也建立了書寫與口語之間的平

衡。他一方面在小說內容中保留口語元素，一方面在連載體裁上力求突破。在此

同時，狄更斯對於小說架構的安排更加紮實緊湊，逐漸符合二十世紀小說家福斯

特 (E. M. Forster) 在《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 中所定義的「情節3」

                                                
3
 福斯特認為「故事」與「情節」不同。故事的結構較為鬆散；然而小說情節確有精密而特殊的

設計。這些設計包含主題 (theme)、人物 (character)、情節 (plot) 與衝突 (conflict)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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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雖然狄更斯曾在 1837 年《匹克威克外傳》(Pickwick Papers) 的序中為自

己經常出現的語焉不詳情節辯護，強調小說有「令讀者被魅惑的天性」，然而他

在同一本小說 1847 的廉價版本 (Cheap Edition) 中卻承認：小說的每個章節都應

該「以統一的主題為軸線來貫串」。短短十年間，狄更斯的創作理念已經受到媒

體的影響，而有所修正。透過書寫與校對，狄更斯越來越注意小說的「統一概念

與結構」，他在小說《馬丁‧朱述爾維特》(Martin Chuzzlewit) 的序中提到這個想

法，同時也為他中晚期的作品作了很好的註腳。 

 

雖然如此，狄更斯的小說創作仍然充滿了口語及戲劇元素。有關於分析狄

更斯小說戲劇性的論文早已汗牛充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狄更斯在創作小說

時，特別是在落筆將故事寫下來之前，總是會先經歷一場純粹口語與表演的特殊

過程。狄更斯自己曾經表示：「我清楚聽見筆下角色所講對話中的每一個字」

(Dickens, Mamie 26)。事實上，狄更斯這句話並不是個比喻，而是真實發生在他

的創作經驗中 —— 他會將心中所「聽到」的對話先試演出來，感覺滿意之後，

才行諸文字。根據狄更斯的女兒瑪咪 (Manie Dickens) 回憶，他的父親經常「急

急忙忙跑到鏡子前面，做出一些特別的表情，並且同時低聲說出幾句對話，然後

回到桌前繼續寫小說」(Collins,1975 lix)。類似的狀況顯然一直出現在狄更斯的

小說創作過程中，當他正在撰寫最後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愛德溫‧楚德的秘密》

(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 時，他的園丁便曾宣稱在花園中聽到狄更斯寫小說

的情景：「我聽見似乎有人在演講的聲音…後來才發現那是狄更斯先生正在一邊

大聲朗誦，一邊寫小說」(Ponting 119)。 

 

狄更斯小說中強烈的口語特色，特別是遠在小說成文之前便已存在的口語

表演模式，令他的小說十分適合被改編成為通俗舞台劇。而事實上，雖然小說在

十八世紀之後快速崛起，一般大眾卻仍然普遍喜愛現場演出的戲劇。十八世紀小

說的興起雖然與書寫印刷技術發展密不可分；然而當時英國政府對於戲劇的法

令，卻直接衝擊到了古典戲劇的發展。莎士比亞時代曾經是英國戲劇發展的高

峰；然而 1737 年的「劇場執照法」(The Licensing Act of 1737) 卻令原本蓬勃發

展的戲劇在如日中天之際中輟。該法案規定，每場戲劇表演都必須先經過宮內大

臣 (Lord Chamberlain) 審核，在諸多因素下，倫敦僅有柯芬園與特魯里街劇院 

(Drury Lane) 取得合法演出許可，其他戲院為求生存，被迫非法上演廉價的通俗

劇，產業一落千丈。 

 

正因為如此，許多原本非常有天分的劇作家開始從事小說創作，例如經典

                                                                                                                                       

的巧妙配置。透過「預示」(foreshadowing)、「倒敘」(cutback)、「懸疑」(suspense)、「巧合」

(coincidence)、「驚奇」(surprise)、「調解」(resolution) 之間的運用，情節可以高潮迭起，

引人入勝。值得注意的是，精密情節之所以能夠被「設計」，正是由於書寫介面的發展，讓作者

得以全心投入情節安排，而無須顧慮記憶、聲韻與格律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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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湯姆‧瓊斯》(Tom Jones) 的作者費爾汀 (Henry Fielding) 原本就是從事

劇本撰寫，後來才被迫寫小說。因此，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將十八、

十九世紀缺乏經典戲劇的原因歸咎於不當的劇場檢查制度，而洛奇 (David Lodge) 

也認為：「如果文學界能夠如同伊麗莎白時期一般接受維多利亞戲劇的話，狄更

斯很可能會成為另一位與莎士比亞比肩的劇作家，而非小說家」(123)。在書寫

印刷技術以及法令限制兩大力量一推一拉之下，促使小說的興起，也讓劇場轉而

地下化，偉大經典作品自此猶如鳳毛麟角，直至十九世紀末王爾德與蕭伯納相繼

振興，才讓英國經典戲劇逐漸恢復元氣。然而，雖然當時缺乏學術界所認為的「經

典」戲劇作品，但是普羅大眾對劇場的喜愛並未因為小說的興起而減少；相反地，

劇場開始變得更加「通俗化」，因而形成了當時社會的共同潛意識：一般民眾習

慣上劇場，將劇場的情節套用在生活中，甚至以劇場的眼光讀小說。我們可以這

樣說，十九世紀的通俗劇場，便類似今日的電視連續劇，雖然普遍被視為「難登

大雅之堂」的創作，但卻對於一般民眾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力。 

 

小說成為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但是劇場卻也成為當時社會的「暗流」。雖

然瓦特聲稱「閱讀大眾」大幅增加；然而文盲卻依然佔社會人口的大多數，正因

為如此，劇場依舊是民眾尋求娛樂、取得資訊的重要管道，甚至許多人會去劇場

看小說改編的通俗舞台劇，而不是真正去讀小說。早在十八世紀時，觀眾便對於

小說改編的通俗舞台劇十分有興趣。例如謝立敦 (Brinsley Sheridan) 便曾改編

《魯賓遜漂流記》，並且於 1781 年首演。在狄更斯少年流連於劇場的時期，各大

劇場都經常上演狄孚 (Daniel Defoe) 小說改編的通俗舞台劇。令人驚訝的是，即

使連《商第傳》 (Tristram Shandy) 這種毫無劇情的現代小說先驅，以及《潘蜜

拉》(Pamela) 與《喀拉麗莎》(Clarissa) 這類書信體小說，都可以搬上舞台。 

 

大眾渴望觀賞現場表演，而在 1839 年的「舊票價抗爭」(Old Price Riot) 

後，劇場卻又不敢提高票價，只能透過改編小說來降低戲劇製作的成本。而狄更

斯的戲劇被改編成通俗舞台劇，也是在這個時期所發生。誠如波頓 (Philip H. 

Bolton) 分析，大眾對於劇場娛樂的需求非但沒有因為小說興起而減少，反而大

幅增加，「而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因而產生大量的盜版劇作家 (hack dramatist)，

幾乎將所有新問世的小說全部改編為通俗劇上演」(14)。狄更斯富含口語元素的

作品，自然成為劇作家所覬覦的對象。 

 

十九世紀英國法律規定，劇作家擁有劇本的版權，可以決定是否授權劇場

上演他的作品；然而雖然小說家擁有小說的版權，但是卻不擁有該作品被改編成

為的通俗舞台劇的任何權利 —— 也就是說，當狄更斯的小說被改編時，他一點

兒辦法也沒有 (Bolton 44)。正因為如此，當史特林 (Edward Sterling) 與蒙可立

夫 (W. T. Moncrieff) 未經狄更斯同意將小說改編時，狄更斯雖然氣憤，卻也無可

奈何。由於小說採取連載方式發行，讀者通常十分期待故事的進一步發展。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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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觀眾，盜版劇作家經常搶先一步撰寫故事結局，甚至猜測狄更斯原本設計好

的懸疑情節，讓狄更斯十分困擾。舉例來說，史特林與蒙可立夫各自改編過《尼

古拉斯‧尼克貝》(Nicholas Nickleby) ，然而因為當時這部小說正在連載，所以

作者尚未揭露反派角色拉夫 (Ralph Nickleby) 與司邁克 (Smike) 的父子關係，

因此劇作家開始漫天猜測，引起了狄更斯很大的困擾。 

 

當狄更斯發現盜版劇的反映良好，甚至劇場願意支付他合理酬勞時，他的

連載小說就會技巧性的呼應改編版本，以期符合觀眾們的期待；不過有時他真的

被惹惱了，也會撰文抨擊盜版，或是刻意改變故事架構，讓盜版劇作家的猜測落

空。例如他便曾經修改《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 的結局，刻意與劇

場版本唱反調。有時候他甚至會與特定劇作家結盟，授權他們改編自己的小說。

不過有趣的是，授權版本未必最受歡迎，許多盜版的票房反而比授權版本來得更

受歡迎得多 (Bolton 44-49)。 

 

從狄更斯創作過程中試圖尋找書寫與口語的平衡，不斷運用口語元素，到

他的作品被改編成口語表達的通俗劇場，以及到原著小說與改編戲劇的對話與競

爭，狄更斯的作品呈現出了相當複雜、微妙的媒體關係。這種「口語」與「書寫」

之間微妙的競衡關係，直至狄更斯親自將小說改編成說書後達到高潮。狄更斯的

說書表演 (Public Readings) 通常持續兩個小時，共表演兩個橋段，長篇約 70-80

分鐘，而短篇約 30-40 分鐘，全部來自於他自己寫的小說與聖誕故事。由於時間

上的限制，狄更斯必須大幅刪減故事的內容，將重要的情節自小說中節錄，然後

重新安排連結，一方面不讓觀眾感受到與原著情節太大的差異，一方面又能夠顧

及演出時間的安排。 

 

這樣的演出並不如同想像簡單，只需要拿本書上台念念就好。雖然狄更斯

本人曾經誇口：「在上台說書時，我只要拿本書，在指定的時間與定點上台，就

可以獲得滿堂彩」；但是事實上，一場成功的說書，需要大量的練習與準備。美

國知名小說家馬克吐溫曾經觀賞過狄更斯現場演出，由於十分生動自然，讓他誤

以為這種表演輕而易舉；然而當他親自上台表演自己小說時，馬克吐溫立刻嚐到

苦頭，而且當場出糗 (Ferguson 734)。在狄更斯於 1845 年寫給摯友福斯特 (John 

Forster) 的信中，他才真正道出準備演出的甘苦：「我大量地練習…通常一天需

要四、五個小時，甚至六個小時，關在房間中，或是獨自到曠野中練習」。據龐

汀 (David Ponting) 指出，「狄更斯私下總是會配戴眼鏡，特別是在閱讀的時候；

不過在說書演出時，從未有他配戴過眼鏡的紀錄」(120)。這個觀察顯示，狄更

斯雖然總是帶著一本書上台，但實際上他將書中內容背得滾瓜爛熟，完全不需要

提詞。而狄更斯自己也說：「我對於《聖誕頌歌》(Christmas Carol) 的內容實在

熟極而流，因此我可以將它從我心中完全消化，然後將其中片段信手拈來，編織

成即席的演出」(Collins, 1975 xxxi)。不只《聖誕頌歌》，狄更斯對於每一部說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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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掌握，都是經過千錘百鍊的排演後才得到的結果。 

 

狄更斯的說書純粹是口語表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卻刻意擺脫劇場色

彩，極力維持自己「小說作者」的身份，而這種努力，其實也是他試圖尋求口語

以及書寫均衡的另一項重要例證。自古以來「書寫」就是知識份子的專利，也是

菁英份子的身份代表；「口語」雖然貼近感官直覺，也普遍受到大眾歡迎，但卻

向來被認為是「次文化」甚或是「低俗文化」的代名詞。除此之外，誠如前面段

落所論述，當十九世紀劇場淪為普羅大眾的通俗娛樂之後，便受到知識份子的普

遍輕視，也因此雖然狄更斯在從事專業說書之後賺了大錢，他卻也不敢明目張膽

地以「戲劇演出」的形式表演，而是透過說書的方式，技巧性的尋求「大眾口語」

與「菁英書寫」之間的平衡。 

 

例如，狄更斯從不在劇場表演，而是堅持在演講廳，一次對著 2,000-3,000

人「開講」。雖然他的表演中同樣有情節、人物，而且他也精通模仿各種聲音與

口技 (ventriloquism)，可以一人同時分飾十幾個角色；但是他從來不穿戲服，也

從來不使用道具。在他的舞台上只有一張矮桌，一瓶白開水，手中拿著一本書，

但是從來不需要閱讀。當狄更斯站在觀眾面前時，他手中的書立刻成為了一種「權

杖」般的象徵，不斷提醒觀眾，這是一場將文字化為美麗音韻的朗誦表演，而不

是那些粗製濫造的，未經他同意便改編的通俗舞台劇。而觀眾們也清楚的意識

到，他們眼前所見到的並非間接飾演角色的演員，而是原著小說作者的廬山真面

目。狄更斯站在矮桌前手捧小說演出的形象，實際上與他伏案創作的形象重疊，

形成了「口語」與「書寫」之間的微妙呼應，透過特定舞台符號的暗示，狄更斯

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化潮流 (圖二)。在狄更斯的說書旋風席捲英國與美國各地之

後，他已然創造了「一種新興的文學明星崇拜，讓讀者不但熱中於閱讀小說，同

時也熱中於親眼目睹作者站上舞台表演」(Collins, 1975 lii)。 

 

 

圖二 「小說家」與「說書人」狄更斯的形象巧妙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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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述，狄更斯非常熱愛說書表演。書寫小說是寂靜而孤獨的封閉過

程；然而演出卻是群眾、社交的熱鬧場合。狄更斯熱愛口語，醉心交際，渴望掌

聲，他因而在 1854 年 12 月 28 日慈善演出當天，對著超過 37,00 位觀眾道出他

對於說書的重要看法：「願各位將我的表演想像成一個小型的社交派對，全家人

在聖誕節的爐火前團聚，聽我說故事」。雖然他曾向福斯特表達，擔心這種演出

過於粗俗 (infra dig)，有損他長期建立的文壇名人的身份 (Forster 424)，然而他

最後仍然全心投入，甚至生死以之。 

 

在他 1844 年私下邀請好友舉行的說書後，狄更斯便對妻子說：「如果你見

到昨晚馬奎地 (Charles Macready) 聽我說書時，毫無掩飾地在沙發上哭泣的樣

子，你就會如同我一般地感受到，什麼是掌控人心的力量」(Ponting 112)。狄更

斯享受這種控制的快感，他樂於見到觀眾在會場中驚呼落淚，甚至有學者懷疑他

在演出時使用催眠術 (mesmerism)。狄更斯過於投入口語表演的後果，最後造成

他晚年健康急速惡化，最後不幸於 1870 年辭世。他在辭世前舉行告別演出，表

演完〈塞克斯與南茜〉(Sikes and Nancy) 之後，心跳高達每分鐘 124 下，「在中

場休息十分鐘時，他全身虛脫躺在沙發上，一個字都說不出來，最後勉強支持，

蹣跚上台，才能繼續進行下一階段表演」(Collins, 1975 470)。他對於說書的沈迷

與熱愛可見一斑。 

 

狄更斯在維多利亞時期小說創作中執其牛耳；然而他心中真正喜愛的，卻

是戲劇與說書表演。他在書寫與口語之中的擺盪，一方面凸顯出了當時技術的發

展所帶來的文體新方向，另外一方面卻也展現出了在技術、法令影響之餘，社會

大眾對於自然、直覺的表演模式的喜愛與流連。這種喜愛與流連，成為了媒體演

進中的重要動力，在書寫與印刷技術發明初期，同樣的故事內容持續擺盪於小說

與戲劇之間，同時也間接暗示了二十世紀之後媒體技術演進的方向。口語表達強

調臨場感與即時性，也因此鼓勵了視聽環境的產生。在過去，「口語」即代表「在

場」，因為說話的人必定得要出現在觀眾面前，也因此觀眾勢必能夠「看見」演

出者。視聽環境的建立，正是從口語傳統中最自然、直覺的角度出發，重建人類

感官的平衡。而在狄更斯的小說中，雖然無法充分建立此種均衡，卻也透過各種

方式貼近視覺感官，營造過去書寫介面中少見的視覺效果，也因此啟發了後世的

電視與電影。 

 

 

從口述表達到視覺環境從口述表達到視覺環境從口述表達到視覺環境從口述表達到視覺環境 

 

眾所週知，狄更斯的小說中富含視覺元素，因此在本文中並不打算針對小

說進行文本分析，舉出太多視覺意象。然而，本文試圖指出，狄更斯小說中的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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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元素如何深受當時戲劇與技術啟發，以及他如何利用文字來誘導讀者的想像，

特別是在視聽技術尚未成熟的十九世紀，小說家如何整合多種藝術形式，以滿足

讀者的需求，而這樣的嘗試，將影響當代的電視、電影技術發展。 

 

劇場藝術不只是口語表達，同時也是視覺藝術。然而在錄音、錄影技術尚

未發明時，這種表演模式無法被保存下來，也因此無法超越時空限制。同一齣戲

劇只能在特定時空出現，不可能同時在兩地演出，也不可能將過去的表演在今日

呈現。正由於這樣的特性，傳統藝術產生了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在〈機械

複製時代之藝術品〉中所分析的「光暈」(aura)。藝術品的光暈來自於其本身的

獨特性，因為「真品」獨一無二，所以價值無法被「複製品」取代；同理，在過

去戲劇無法被錄影保存，每一場演出都顯得獨特而無價。不過，這種光暈在二十

世紀開始改變，機械可以無限複製作品，藝術的時空限制因而被打破，呈現在觀

賞者面前 (217-18)。一部電影可以被不斷複製，彼此之間並不會產生「真品」與

「複製品」的差異，也因此電影票的價格遠較舞台劇便宜。當「光暈」的價值被

打破後，新的價值開始被凸顯出來，現代影音科技讓「真品」失去了意義，但影

音卻可以被完整保存，而資訊也可以藉此快速流動。電影票價也許便宜，但是全

球上映後的票房卻可以超過任何一個劇團的收入。現場表演固然有它的魅力與價

值，但是機械複製卻可以在忠實保存影音之餘，大幅降低單位成本，而增加整體

收益。 

 

在當代視聽媒體發展之前，唯有印刷技術可以大量複製文字，也因此成為

十八世紀以後，文學商業化的重要媒介。然而，文字雖然可以大量複製、廣泛傳

播，卻無可避免需要犧牲即時、互動且直覺的視聽環境。在沒有錄影、錄音技術

前，口語表達一定要有人「在場」說話與聆聽。相反地，文字之所以可以打破時

間界線，正是因為它「不在場」的特性：即使讀者看不見也聽不到文字裡所描寫

的景象，卻也能夠靠著想像拼湊出故事場景。由於文字無法完整還原影像與聲

音，因而描寫技法的優劣直接影響到小說的好壞。而狄更斯運用文字描繪視覺效

果的功力高超，也因此深受當時觀眾的喜愛。重要的是，狄更斯之所以特別注重

視覺描寫的原因，是由於他清楚明白十九世紀技術發展的不足，無法滿足人們對

於視聽環境的自然需要，因此只好暫時在增加流通性與犧牲視聽環境之間取得策

略性平衡，藉由小說敘述激發讀者的想像力，讓讀者雖然「不在場」，卻能感到

憬然赴目。 

 

二十世紀英國小說家歐威爾 (George Orwell) 表示：「說到透過文字喚起

視覺影像的功力，狄更斯幾乎是無與倫比。當他描寫一幅景象時，你將一輩子忘

不掉那個畫面」(38)。在十九世紀，許多視覺技術才剛開始萌芽，而狄更斯深受

這些技術啟發，因而嘗試在作品中融會這些新技術與新觀念。據柯林斯 (Philip 

Collins) 分析，「在先拉斐爾派 (pre-Raphaelite) 時期，狄更斯經常被比喻為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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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來呈現銀版照相 (daguerreotype)、陽光顯影術 (sun pictures) 與相片似的真

實畫面的人」(1971 6)。事實上，當狄更斯回顧自己創作歷程時也曾指出：「我並

沒有發明這些場景 —— 真的沒有…而是看見看見看見看見它們，然後將它們寫下來」(Forster 

791)。狄更斯的作品中不只充滿聽覺描述，同時也富含視覺元素，而正因為如此，

他的作品經常成為插圖、飾品、戲劇等藝術取材的對象。 

 

狄更斯小說圖畫式、視覺性的寫作風格，與他喜愛戲劇有密切的關係。他

的描寫總是將人物角色內心的描繪「外翻」，透過人物的外型、穿著、儀態與表

情等傳達其內在狀態，而正是劇場慣用的手法。與二十世紀現代主義後，深受詹

姆斯 (William James) 心理學影響的小說截然不同的是，狄更斯並不刻意去細膩

描繪人物的內心狀態，更不會如意識流小說般，將情節內縮至潛意識中；相反地，

他的人物幾乎是「知人知面即知心」，便如同舞台上的角色一般，透過表情、動

作展現心理狀態。據電影理論家愛森斯坦觀察，「狄更斯的心靈描繪起始於視覺

層面，他藉由對於外表的觀察，來透視自己的角色」(210)。麥瑪斯特 (Juliet 

McMaster) 也有類似看法：「身體是靈魂的具象呈現，而靈魂則透過身體來傳達

自我…對於狄更斯而言…外在與視覺的世界『意義深遠』」(3)。 

 

狄更斯經常以內外呼應的樣版模式來描寫人物，例如他會將外表的美好等

同於內在的善良，而以外在的醜陋影射內心的邪惡。在《大衛‧考伯菲爾》(David 

Copperfield) 中的反派希普 (Uriah Heep)，就被描寫成雙手與臉色如同死屍般蒼

白，眼瞼沒有睫毛，蓄紅色短髮，穿著全黑，鈕釦全部扣到底，行進間彷彿是吐

信毒蛇 (他的名字「希普」也是模仿蛇所發出的嘶嘶聲)。這種類比在狄更斯創

作日漸成熟後，慢慢變得內蘊，而非全然外顯，這正似乎與他的創作風格逐漸從

戲劇性走向純粹書寫有關。在《陰暗之屋》(Bleak House) 中，鐸金漢 (Tulkinghorn) 

的「黑色衣服與黑色長襪雖然都是絲質的，但卻從不閃亮。如同他的人一般，他

的衣著安靜、封閉，對於任何光線都不起反應」(11)，然而除此之外，讀者很難

從外表看出鐸金漢內心的黑暗與邪惡。當然，隨著故事進展，鐸金漢陰鬱的性格

逐漸顯示出來，最後終於籠罩黛朵拉克女士 (Lady Deadlock)，造成她的死亡。

不過，當狄更斯在描寫鐸金漢時，顯然含蓄得多，不再像過去那麼明顯。總之，

無論明顯或是含蓄，狄更斯小說中的圖畫式描繪，都是直接來自於劇場藝術的影

響。 

 

狄更斯這種將內心狀態外翻的描寫手法，經常被當代文學評論家抨擊為過

度簡化角色的心理，讓多層次的心靈世界被扁平化，因而缺乏深度。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注重內心世界描寫的觀念僅始於二十世紀，特別是在心理分析理論較為

發達之後；在過去，歐洲大眾普遍習慣劇場模式，也因此經常將「以貌取人」視

作理所當然。在《認識》(Realization) 一書中，米賽爾 (Martin Meisel) 指出，情

感是「內在產物」的觀念在今日被視為理所當然，然而這其實是相當晚近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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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古代歐洲人大多相信情感需要透過「外在表現」，也就是必須藉由臉部

表情與肢體動作才能一窺心靈狀態，因此「情感」(emotion) 這個字的拉丁文字

根，包含了「外在」(e(x)) 以及「動作」(motion) 兩個部分 (17)。事實上這樣的

觀念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對於「行為科學」(behaviorism) 的研究，藉由可以

探知的外在行為來推測內心的觀念，一直到今日都仍然殘存著一定的影響力。 

 

而這種透過外在表現傳達內心情感的想法，深刻影響著十九世紀的劇場傳

統，而媒體傳達與群眾認知之間，在過去數個世紀以來不斷相互影響形塑，而狄

更斯正是透過文字將這樣的觀念呈現於小說敘述之中。自希臘悲劇以降，歷經十

六世紀文藝復興，乃至於十七、十八世紀新古典劇場，英國建立了一套固定的戲

劇傳統，透過「統一戲劇慣例」 (normative theatrical code) (Fischer-Lichte 

137-38)，各類人物性格都會固定以特定的外型出現，觀眾一看便知。這種劇場

慣例經過長久的時間建立，已經成為文化共識的一環，因此遠遠在劇本或小說之

前便已經為大眾所熟知。這種戲劇慣例構築了劇場與觀眾間的共識，因此觀眾可

以在短時間內掌握各角色的特性，順利進入劇情敘述之中。這套戲劇慣例，相當

類似中國京劇中「生旦淨末丑」的固定角色典型 (Vlock, 1997 173)，雖然看起來

過於制式化，有礙創意與想像的發揮，不過好處卻是不用花太多時間在人物性格

的介紹，有利於戲劇演出，或是小說的連載，特別是因為連載小說的讀者不一定

每期都閱讀，又或者是中途加入，因此狄更斯利用戲劇慣例長期以來建立的共

識，幫助讀者進入故事之中。傳統觀眾非常習慣透過這套模式來進入劇情，認識

人物，也因此當他們閱讀小說時，也會利用類似的模式切入。根據薇拉克 

(Deborah Vlock) 分析，「[維多利亞時期]人們閱讀小說時都清楚意識到自己所受

到的劇場影響，當他們讀到小說人物時，便會聯想到他們在舞台上演出的情形」

(165)。就好像今日的觀眾經常透過電視、電影所建立起來的敘述模式來理解其

他藝術表達一樣，十九世紀的讀者習慣使用戲劇來閱讀小說，而這種文字與表演

藝術相互滲透的現象，正反映出視聽技術發展初期的現象。 

 

狄更斯為了迎合一般大眾對於戲劇傳統的普遍接受度，因而在描寫上經常

採用如同劇場形式的描寫。在劇場中有種「浮世繪」(tableaux vivants) 的表演，

即一群演員穿著戲服，擺出固定表情與動作，呈現出如同靜止畫面的樣版。在這

種樣版當中，每一個表情與動作都有特定規範，因此雖然一句台詞都沒有，觀眾

卻可以循著傳統劇場認知，明白地從外在演出中直接瞭解角色的內心世界。在狄

更斯描寫人物時，也經常喜好使用類似「浮世繪」的技法，將人物定格於某個場

景，以便於呈現特定心理狀態或劇情發展。麥瑪斯特指出：「狄更斯慣用語言描

繪外在，建立出一整套體型、姿態與外表的固定圖像，藉此傳達角色的情感與角

色的意義」(10)。這套貼近劇場模式的小說描寫，與瓦特所謂的「形式寫實主義」

截然不同，是更加貼近口述傳統的視覺產物，藉由大眾所共同接受的「社會集體

意識」(Vlock, 1998 19)，維多利亞時期的讀者的「閱讀經驗」混雜著「劇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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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出口語敘述發展至書寫文化過渡時期的特殊現象。 

 

即使在文字媒體極度流行的十九世紀，一般民眾仍然渴盼看到、聽到現場

表演，因為視聽環境才是最直覺，也最自然的模式。透過小說文字呈現劇場精神，

其實也反映出一種技術進步之際的回歸趨勢，所有的媒體科技，都在朝向更加人

性化的方向邁進，即使是極度精簡的文字，也會竭盡所能，刺激視覺的想像。除

了文字敘述之外，狄更斯的小說亦極為強調插圖 (illustration) 的重要性，由於維

多利亞時期版畫引刷技術已然成熟，狄更斯的小說因而可以透過圖文方式呈現。

文字與插圖的搭配，正是印刷技術所帶來的進一步媒體平衡。 

 

事實上，狄更斯的早期作品《皮克威克外傳》原本是由知名插畫家賽墨 

(Robert Seymour) 執筆，以運動畫報的方式出刊，當時年輕的狄更斯只不過是幫

忙撰寫文案與短篇故事而已，圖畫才是這部連載刊物的賣點。不過在賽墨於 1830

年精神崩潰並自殺之後，狄更斯逐漸主導這個刊物，並且將主軸轉向文字故事。

自此之後，狄更斯的小說連載始終附有插圖，除了《艱苦時期》(Hard Times) 與

《大期待》最初連載時沒有插圖外，狄更斯小說始終是以圖文模式呈現。 

 

除了狄更斯之外，薩克雷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的小說也都附

有插圖；不過薩克雷的版畫都是自己所畫 (他甚至曾經應徵成為狄更斯的插畫

家)，而狄更斯的插畫則都是由別人執筆，也正是因為如此，雖然狄更斯的小說

都是由他自己所撰寫，圖文連載的模式卻已逐漸朝向「集體創作」發展。這些插

圖除了讓小說更加生動之外，也成為二十世紀電影重現維多利亞時期場景最重要

的參考依據。更重要的是，插畫中所呈現的細節，往往表達出超越文字的細節隱

喻，也因而增加了小說的多面向性 —— 在連載小說中，原本單純的文字媒體逐

漸與圖像結合，形成更貼近人類自然感官的模式。 

 

然而，插畫的靜止影像並不能讓狄更斯完全滿足，在他的理想中，如同電

影般的動態視聽環境才是追求的重點。而他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觀念，主要是受到

十九世紀新興的視覺藝術影響，其中包括「魔幻投影燈」(magic lantern)、「西洋

鏡」(diorama) 以及「幻影燈」(phantasmagoria) 等等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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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897 年的魔幻投影燈演出十分類似電影播放 

(圖片來源：The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艾得歐 (Leon Edel) 強調：「小說家幾乎是從一開始就試圖將自己變成攝

影機，不只要呈現靜態圖片，而且更要能夠表現時間與空間中的動態影像，而這

樣的嘗試直到本世紀才得到實現」(177)。狄更斯努力透過文字來模擬動態影像，

而這樣的手法則深刻影響了二十世紀的電影工作先驅。他曾經不止一次在書信與

作品中提及「動態影像」的概念。例如在 1851 年的一封信中，他就將倫敦中下

階層悲慘生活形容成一幅又一幅「如陰影般的大型動畫」(6: 327)，而在另一封

1857 年寫給馬奎地的信中，他也談到了最適合一般勞工大眾欣賞的娛樂：「他們

想要更多的娛樂效果，特別是…會動的影像會動的影像會動的影像會動的影像，現今的繪畫都太死板，不適合長時

間處於機械化工作的勞工觀賞」(8: 399)。 

 

追求「會動的影像」是從古至今不變的目標；只是過去只有劇場可以達成

動態，但卻無法透過任何技術保存。在十九世紀，人們開始利用一些看似原始的

方式來製造人工動態影像，而這也啟發了當代電影技術的發展。史密斯 (Grahame 

Smith) 在《狄更斯與電影夢》中提到：「早在 1713 年，熟練的魔幻投影燈播放

人就可以製造動態幻象，魔幻投影燈掀起的關注與興趣，讓這種設備在工業革命

時期佔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影響地位」(23)。麥瑪斯特也以一篇 1815 年宣傳圖畫

機器表演的廣告，來凸顯維多利亞時代對於動態影像的追求：「動態影像是十九

世紀普遍希冀的文化方式，『繪畫是一種藉由人類想像力而創造出的藝術形式；

不過為了讓繪畫所帶來的樂趣更進一步，將動態元素帶入繪畫壯美的圖像中，是

絕對必要的』」(15)。早期缺乏攝影技術，因而只能利用圖片連貫放映構成「動

畫」；不過隨著攝影技術發展，英國攝影師姆布里其 (Eadweard Muybridge) 於

1878 年首次使用 12 台相機拍攝馬匹奔跑，並將膠捲串接成連續動作。後來他為

求完美，又利用 24 台相機呈現出更細緻的效果，早期電影技術中每秒鐘 12 或

24 格影像的標準，亦於焉發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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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對於十九世紀的動態影像技術十分有興趣，而他也試圖透過小說描

寫，呈現類似電影運鏡般的效果。例如愛森斯坦便舉《孤雛淚》為例，將它視為

電影劇本的半成品，非常適合被改編到電影銀幕上 (214)，也因此很多電影學者

相信，倘若生長在現代，狄更斯將是天生的電影工作者 (Steward 122)。在《孤

雛淚》第十七章，當狄更斯談到他如何運用戲劇元素時，曾經題到十分近似電影

「蒙太奇」的概念：「在劇場傳統中…慣常將悲劇與喜劇片段交錯安插…就好像

濃纖合度的培根肉片的紅色與白色夾層般…場景的急速變換場景的急速變換場景的急速變換場景的急速變換，，，，以及時空的快速轉以及時空的快速轉以及時空的快速轉以及時空的快速轉

移移移移，不止在書中經常使用，而且也被當作是作者藝術技法的極致表現」。這樣的

概念，普遍被應用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因而啟發了當代電影技法。愛略特 (Kamilla 

Elliott) 在《重新思考小說/電影論爭》一書中指出，「蒙太奇創造了一種新的敘

事語言，一種讓影像不受語言敘述控制的影像語法。而蒙太奇…正是受到維多利

亞小說裡場景與視覺變換技法的影響」。 

 

狄更斯的小說正是愛略特論述中的代表作品，他的敘述不只充滿視覺效

果，而且對於場面的調度與場景的變換，時間與空間關係的安排，都與傳統小說

有很大的不同。葛瑞菲斯曾經在 1908 年拍攝電影《伊諾克‧雅頓》(Enoch Arden) 

時廣泛使用包括蒙太奇、平行敘述、特寫鏡頭與倒敘等創新的電影技法，因而受

到攝影師馬文 (Arthur Marvin) 質疑。此時葛瑞菲斯回答：「狄更斯不也是這樣做

嗎？」雖然馬文堅持小說的敘述模式與電影截然不同，但是葛瑞菲斯依舊相信他

的電影只不過是圖像式的故事罷了，與小說的故事並無不同 (Griffith 66)。 

 

從狄更斯的視覺效果到電影中的影像安排，我們可以觀察到在技術的演進

過程中，如何重時人類最原始、自然、直覺感官經驗的過程。文字無法充分滿足

視聽需求，卻可以透過作者與讀者的溝通與想像，從美學的角度構築心靈中「虛

擬」的視聽環境；而電影技術終於可以完整再現視聽環境，但卻透過小說中天馬

行空的虛擬想像，找尋到了可以優美呈現視覺場景的精神。誠如班雅明所說：「藝

術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超越自身的極限，創造一種只能靠後世技術才能完全

被滿足的需求。每一段藝術形式的歷史都展現出了在不同的時代中，都曾經創造

出新的渴望，唯有透過新的技術與…新的藝術形式方能達到滿足」(219)。 

 

戲劇雖好，卻無法隨時觀賞，於是小說滿足了超越時空的需求。小說的機

動性與方便性俱佳，讀者可以在私密空間閱讀；卻犧牲了視覺聽覺的即時性。而

在小說中，作者透過想像力，讓觀察事物的角度與過去戲劇單一視角的模式截然

不同，因而創造了新的「場面調度」與「空間視角」，但是在小說所描繪的視聽

景象畢竟只是想像，必須透過電影的呈現方能真實傳達。也因此，電影實現了原

本由小說所創造的視聽需求。 

 

電影可以忠實呈現影像；然而「真」卻未必是「善」或「美」。而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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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在電影技術發展早期，電影導演經常從小說之中尋找靈感的原因，畢竟雖

然十九世紀的小說無法利用影像技術，卻可以透過「想像的鏡頭」呈現過去劇場

所無法捕捉的美麗場景，而想像的場景，往往較現實更加美麗。誠如威爾斯 

(Orson Welles) 所說：「除非從詩人的角度來運用攝影機，否則一部電影絕對無

法表現得太傑出」(Jones 1063)，狄更斯小說所帶給電影的啟發，並不在於技術

本身，而是在於技術成熟之後，如何透過藝術的眼光來運用技術，傳達同時兼顧

「真」、「善」、「美」的訊息。正因為如此，狄更斯所處的位置，不但是十九世紀

與二十世紀的交界，同時也是人文藝術與科學技術匯聚的關鍵點。狄更斯富有戲

劇天分與小說敘述的天才，同時熱愛視覺藝術與動態影像呈現，也因此曾夠透過

想像力的發揮，創造了一個留待後世技術方能實現的需求。 

 

 

數位環境中的口語回歸數位環境中的口語回歸數位環境中的口語回歸數位環境中的口語回歸 

 

當代數位文化的重要特質，就是跨越領域、超越界線的整合力，也因此，

「含新納舊」、「越界整合」正是數位文化之所以能夠擁有源源不絕生命力的主要

原因。在網路環境中，最具這種「整合」象徵代表的，便是「數據機」(modem)，

它不只是一項數位設備，同時也反映了數位時代的基本精神。雖然數位網絡是嶄

新的發明，然而它卻建立在舊有環境中：透過電話線、電視線甚至電源線，數據

機整合了數位訊號與類比訊號，將舊有網絡含納進入數位架構中，因而成功解決

了最難克服的「最後一哩」(the last mile) 的問題。同樣地，虛擬世界並不是創造

全然嶄新的文化經驗，而是將舊有資訊與內容翻新，再以數位化的面貌呈現，置

於網絡空間，在「舊瓶裝新酒」之際，產生新的意義與價值。整合再利用，是網

絡世界極為的重要精神。 

 

李文森指出：「每一種新的媒體都會吸納舊有媒體，成為新媒體的內容」 

(1999 42)。例如前述，小說吸收戲劇傳統，而戲劇也回過頭來改編小說。在二十

世紀，電影同樣將小說搬至銀幕，小說的內容因而不斷被「回收、再利用，並且

從某種程度而言再製造 —— 於是大眾文化與經典文學之間產生了新的意義、新

的閱讀方式以及新的理解」(Poole 149)。類似的情形同樣發生在數位環境中，傳

統文學作品被轉化成「電子文本」，以虛擬的模式存在於網絡空間，這便是最早

的數位媒體吸納傳統內容的模式。接著，單向、線性的電子文本被切割、解體，

並且加入超連結 (hyperlink)，形成了嶄新的「超文本」(hypertext)，這又是另外

一個階段的演進。舊有內容仍然持續被吸收，進入新興媒體之中。隨著音樂壓縮

檔案格式 (例如 MP3) 與影像串流技術發展，文字又被轉換成「播客」，或者成

為影音部落格之中的內容，這樣的模式，同樣持續著「含新納舊」、「越界整合」

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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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網絡文化的發展進程，其實便是近代媒體演化的快速縮影。從工業革

命到資訊革命，同樣的過程重複循環，只不過循環的速度加快了許多而已。十八

世紀工業革命後，書寫印刷技術帶來新的媒體變革，「口語」逐漸被「書寫」吸

收，保存於更加穩定可靠的介面。書寫文化在十九、二十世紀達到高潮；但卻在

收音機、電影與電視媒體發展後，逐漸喪失原本主導優勢，如同昂基所謂的「二

度口語時代」(the secondary orality) 到來，透過廣播、錄音與錄影技術，口語表

達與視聽傳播得以更可靠地保存、複製，並且廣泛散布。 

 

資訊革命初期，由於數位影音科技尚未成熟，因此以純粹文字介面為主，

甚至到目前為止，文字仍然在網際網絡之中佔絕大多數，而輸入文字的「鍵盤」

仍然是電腦設備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在影音技術與日俱進的今日，網路應

用逐漸朝向多種媒體整合的方向邁進。即使在視聽媒體如此發達的今日，網絡廣

播、播客等純粹聽覺的媒體仍然十分風行，甚至連高齡八十多歲的英國女皇伊麗

莎白二世都十分熱中，她 2006 年的八十大壽賀詞，以及耶誕節的公開講話，都

由英國皇室以播客形式在網路上傳播。除此之外，Youtube 的風行，更進一步將

聽覺與視覺整合，網路多媒體應用於此大致完備。從口語到書寫，再從書寫回歸

「二度口語」，類似的循環工業革命後發生，同時也在虛擬網絡中再現。這樣的

演進與循環，其實都是圍繞著「適人」的觀念發展，而由於技術層次的不同，在

工業革命與資訊革命這兩個關鍵性的階段，形成了循環的螺旋。倘若更仔細地檢

視這兩個階段，我們可以進一步地發現兩者不斷回歸口語的趨勢，即使在技術尚

未完全成熟之際，這種趨勢都不曾間斷。 

 

本文曾探討過狄更斯的「連載」，以及他的「說書」，並分析這兩種格式中

「分段獨立」與「整體統一」的特性。事實上，這正是在書寫格式發展成熟後，

試圖以書寫模擬口語，以便表達多線、多向敘述的策略。傳統書寫限於紙張介面

的限制，因而只能呈現單線、單向敘述；然而事實上這樣的敘述方法並不十分符

合人類自然思考與表達模式。自然的口語表達應該呈現網絡狀結構，各種概念透

過關聯性連結彼此呼應。這樣的連結可以輕易在腦海中完成；然而倘若行諸於文

字，卻有諸多困難，也因此當狄更斯利用小說連載來將整體故事切割成細小的段

落，並透過每期雜誌發行來串連多線性的故事結構時，這樣的嘗試可謂相當新

穎，也鬆解了原本被文字所綁死的敘述線。類似的「文本解構」到了狄更斯進行

說書時達到最高潮，因為他利用小說原著幫助記憶，然後進行故事的裂解與重

組，最後在舞台上將文本徹底消化，變成即席互動的演出。這樣的過程，與電腦

文本演進為超文本，然後繼續朝影音媒體的方向極其類似。 

 

在電腦環境中，狄更斯的小說是最早被轉換成電子文本的作者之一，例如

古騰堡計畫 (Project Gutenberg)、線上書首頁 (Online Books Page) 等，都有收錄

狄更斯作品全集。這些電子文本與傳統文本的表面差異不大；然而當文字被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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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儲存後，便開始具有更高的可塑性，也因此大大提升了解構文本的潛力。誠如

波特 (Jay David Bolter) 分析：「變化是電腦的常態，而穩定反倒是特例，而易於

修改的特性，正是讓電腦文書處理器功能如此強大的原因」(5)。文本電子化之

後，敘述變得更有彈性，也更容易被修改，比傳統文本更加容易被切割成細小的

文字單位，並且進一步進行連結。透過電腦運算的幫助，超連結有效增進了多線、

多向的資訊聯繫，因而更加接近網絡架構，也更貼近人類口語的習慣。 

 

電子文本進一步的解構與重組，便形成了今日普遍於網絡環境中使用的

「超文本」。當讀者點選超連結的同時，人機之間的「對話」因而產生，在數位

影音技術發展成熟之前，超文本環境是最有效的資訊連結與搜尋模式。正因為如

此，就在「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技術於 1989 年推出之後不久，藍道 

(George P. Landow) 便建立了《狄更斯網》(Dickens Web)，並且在 1990 年獲得

EDUCOM / NCRIPTL 所頒發的「最佳課程發明獎 —— 人文類」。在網絡架構的

超文本環境中，藍道整合了《大期待》的小說內容與其他相關背景資料，包含維

多利亞時期的文化、歷史、宗教與公共衛生資訊等等，形成一個多元的網絡資料

庫，學生可以藉由超連結與電腦對話，學習有關於狄更斯這本小說，以及當時創

作背景等資料。 

 

這樣的超文本網絡環境非但沒有讓學生感到迷惑；相反地，它透過超連結

對話框，十分貼近自然學習與思考模式，也因此深獲學生好評。當強納森‧史密

斯 (Jonathan Smith) 教授狄更斯課程時，曾經嘗試使用《狄更斯網》，並且有相

當良好的印象：「雖然大部分的學生並不能真正充分運用資料庫中的編輯與評論

工具，藉此連結古代與今日的差異；但是大部分的同學在填寫教學評量時都明確

指出，《狄更斯網》的確提供了他們更加多元的資源與研究策略，而這是以前他

們所不曾接觸過的。他們因而更加能夠體會為何小說中某些細節具有特殊的重要

性，以及這些細節與其文化背景的關連性為何」。 

 

強納森進一步與他的學生共同構築了一個超文本網站，名稱叫做《皮普的

世界：狄更斯〈大期待〉的超文本》(Pip’s World: A Hypertext on Charles Dickens’s 

Great Expectations)，建構時間從 1999 年到 2005 年，前後長達六年。在這個網站

中，強納森蒐集了每個學年度所有同學的研究報告，並且以超連結串接，形成了

一個眾聲喧嘩的評論平台。在這個平台中，不同學生的報告相互「對話」，報告

與報告間以超連結聯繫，透過關鍵字，讓不同的議題得以彼此互動。例如讀者在

首頁點選「童年」時，便會出現一個含有三個超連結的網頁，分別指向「狄更斯

的童年」、「《大期待》中的童年」與「狄更斯與兒童」三篇報告。這三篇報告分

別由不同的學生所撰寫，他們修課的學年度也不盡相同。然而，透過網絡超文本

環境，他們的見解被並置在同一個資料庫中，並且相互連結，形成了一個三維像

度的互文關係，讓讀者在閱讀小說中的兒童時，能夠與狄更斯的真實經歷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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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的社會問題作連結，因而可以有更深一層、更廣層面的瞭解。而倘若我們點

選進入「狄更斯的童年」，文章中會繼續出現更多超連結，與其他的報告連線。

例如第三段中出現了「教育」這個關鍵字，就可以連回首頁，然後繼續更進一步

的連結，此時兒童之間的對話開始加入教育的議題，對於讀者瞭解小說內容與時

代背景方面，有著相當大的幫助。 (圖四)。 

 

 

圖四  點選超連結流程示意圖 

 

從《狄更斯網》到《皮普的世界》，我們可以發現電子文本不斷細小分割

後，透過關聯性、網絡狀的超連結，進入更加成熟的超文本環境。超文本的斷裂

與重組，大幅增加了文本的可塑性。更加貼近口語對話，數位媒體介面因而更進

一步實現了符合自然的溝通模式，也更加方便搜尋與研究。這樣的介面運用範圍

相當廣泛，事實上目前的網絡環境正是建構在廣大的圖文超連結資料庫之上，從

單純的電子文本到以關鍵字連結的超文本，然後再進一步回歸視聽媒體，這看似

技術上的進步，實則只是一種回歸，朝向越來越貼近人性化的模式發展。超文本

環境曾經在網絡文化的研究領域盛極一時；然而卻在近年遇到了極大的瓶頸。它

的瓶頸來源，也許正是由於這種介面畢竟只是一種「權宜之計」，在更加適當的

視聽環境與口語溝通模式出現之前，一種暫時取得平衡的資料連結模式。 

 

隨著數位隨身聽的普及，以及音樂壓縮格式的進步，電腦網絡應用居然逐

漸回歸早期的「口語/聽覺」介面，許多人都利用 ipod 等數位隨身聽聆賞音樂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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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這樣的趨勢，就好像在狄更斯時代，從連載小說走向大眾說書的過程一般，

看來似乎微不足道，卻隱含著從書寫回歸口語的暗流。閱讀畢竟費神，許多民眾

因此偏好「聽書」，如果能夠輕鬆欣賞演出、聆聽朗讀，那就不一定需要閱讀，

視覺因而得到了解放，可以一邊工作一邊收聽。如今電視電影、廣播以及數位影

音科技夾擊，閱讀人口急遽下降，越來越多人在學校畢業後就鮮少閱讀，即使在

校園，圖書館也開始憂心入館人數銳減的問題。傳統書籍乏人問津，「電子書」

同樣面臨類似困境。藍燈書屋(Random House)坦承，消費者對於電子書缺乏興

趣，所以該出版社電子書銷售呈現停滯，只好積極投入有聲書市場。美國圖書館

考量年輕人以及上班族沒有時間閱讀，因此推廣有聲書下載。直至今日，全美各

地大約有 1,000 個圖書館與有聲書出版社 OverDrive 簽約，另外 200 個圖書館與

NetLibrary 合作，準備推出有聲書下載服務。有聲傳播的市場，因而成為重要的

商機，以及文化承續的重要場域。 

 

聲音的魅力無遠弗屆，透過講稿的修飾，文字與閱讀巧妙的搭配，有聲資

訊成為了當前十分重要的，足以解放視覺、適合忙碌時吸收資訊的模式。當前的

數位口語媒體可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由真人朗讀，然後以數位錄音方式儲存，

放置在網絡分享的播客。企鵝出版社曾於 2005 年出版《聖誕頌歌》，由波瑪 

(Geoffrey Palmer) 朗誦。德拉波爾 (Gordon W. Draper) 也免費將他所收藏，由愛

卡 (Jane Aker) 所朗誦的完整版《雙城記》贈送給播客網站 LearnOutLoud.com。

除此之外，泰普利 (Nathaniel Tapley) 也開始於 2007 年朗誦《老古玩店》，並且

在網絡分享。這類分享大多由真人朗誦文字稿，經過適當剪輯，最後呈現於聽眾

面前，其過程類似簡化後的廣播節目製作。它的好處是效果自然，製作簡單，所

需技術不高；然而缺點就是需要耗費人力，而且也需要花時間來朗誦。 

 

網絡口語分享的第二類形式，則是「文字轉換語音技術」(Text to Speech 或 

TTS)，亦即將電子文本輸入後，即可透過數位處理，轉換成語音輸出。與一般

電子書不同的是，使用者不需預錄語音，只要將文字輸入，電腦就會自動提供近

似真人的發音。電子文本網站《古騰堡計畫》(Project Gutenberg)便提供許多語音

檔案，都是直接將資料庫中的文本以 TTS 程式處理，而非經由真人朗誦，其中

便包含狄更斯的多部作品。截至目前為止，古騰堡的語音檔仍然處於「不堪入耳」

的機器語音；然而微軟的 Microsoft Reader 早在 2000 年便已經投入研發相關技

術，英文書寫直接轉換為語音的技術，已經有長足進步，雖然無法「鏗鏘有力」，

卻也至少逐漸「字正腔圓」。台灣工研院所發展的「視障有聲書系統服務平台」，

其出發點雖是嘉惠視障同胞，卻也直接參與了 TTS 技術研發領域。20 萬中文字

只需花 12 秒鐘下載，20 分鐘就能轉換成約 15 小時之語音檔，比人工錄音快 45

倍。透過各方對於 TTS 的努力，我們已經可以察覺未來文字創作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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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結論結論結論：「：「：「：「整合整合整合整合」」」」與與與與「「「「懸置懸置懸置懸置」」」」間的螺旋循環間的螺旋循環間的螺旋循環間的螺旋循環 

 

麥克魯漢曾經以「開車」比喻人類文明進步：雖然車子不斷前進，後照鏡

卻始終映照著過往。當駕駛注視著前方時，餘光其實看著身後 (34)。同樣地，

雖然科技不斷進步，技術不斷革新，我們卻經常在新的發展當中，看到歷史的倒

影。文明中最精華的部分，終將不斷融入新技術中，屬於未來的進步，其實就是

站在舊有的基礎上，如同鏡子般，反射著過去的美好。 英國劇作家蕭伯納曾說：

「我發現最好的創新方式，竟是重拾古老文學修辭的魅力」。從舊有的思維中看

到未來的方向，這是文明發展的進程。 

 

同理，媒體始終在「含新納舊」的過程中發展，透過各種技術的「越界整

合」，藝術在回歸視聽平衡之後，以螺旋的方式向未來邁進。李文森的「適人」

理論妥切解釋了媒體整合的趨勢，隨著技術的進步，媒體模擬人類感官所認識的

世界，因而朝向多媒體的目標發展。倘若媒體的終極目標僅僅是了傳達「真」，

那麼越是能夠兼顧各種感官的媒體，就越能夠讓訊息精確地傳達給接收者。例如

電視新聞需要強調資訊的正確性與可靠性，因而透過攝影畫面呈現實際場景，的

確可以讓觀眾有「置身其中」的錯覺，而邇來極為盛行的衛星轉播技術 (Satellite 

News Gathering)，更是大大提升了「即時性」，事件一旦發生，立刻就可以透過

連線播出。 

 

然而，筆者個人認為，倘若要將媒體應用於藝術表現，傳達「善」與「美」，

那麼適度的「感官懸置」(sensual suspense)，反而能夠激發更多的想像空間。長

久以來，「文學」一直透過最為精簡的文字來傳達美感，透過最大的感官懸置，

達到最佳的想像力發揮。雖然讀者無法像看電影一般親眼見到人物與場景，然而

卻仍然能夠將小說讀得津津有味。有人看到小說改編的電影時反而大失所望，正

因為電影的具像雖然真實，但是卻不能滿足想像中的預期。正因為如此，「感官

懸置」非但不會阻礙藝術，反而是藝術發展的催化劑，因為透過對於某些感官的

適度懸置與壓抑，往往能夠激發出更為強烈的想像空間。媒體的發展，在「整合」

與「懸置」兩種力量的相互牽引下，形成了複雜的螺懸，媒體的進步與藝術的發

展時而相互影響，時而彼此牽制，時而兩相啟發，卻又時而自相矛盾，不斷迴旋

前進，同實在進步中回歸。 

 

麥克魯漢曾經提出四階段的「媒體定律」，其中包括「淘汰」(obsolescence)、

「重拾」(retrieval)、「強化」(amplification) 以及「反轉」(reversal) (1988 168-71)。

李文森利用當代媒體的例子來說明這四個過程：廣播強化了口語表達與傳播，卻

淘汰了書寫文字 (至少令其影響力減弱)，它重拾了過去歐洲各鄉鎮裡沿街叫喊

報導新聞的「傳報人」(town crier)，而廣播的口語模式經過反轉，呈現於電視之

中，成為結合視聽媒體的廣播模式 (1999 189)。李文森進一步將這四個過程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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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螺旋的演進，以便於說明媒體的進步與重拾之間的循環關係 (1999 190-91)。 

 

本文試圖將李文森的觀念與歐洲媒體發展的過程整合，形成了以下的圖形 

(圖五)。從這張圖片中，我們可以發現，毫無書寫輔助記憶的「原始口語時代」

(primary orality) 產生了押韻的詩篇與戲劇，透過固定的記憶模組 (mnemonic 

patterns) 與聲韻、格律，文化因而被記錄下來。文字發明後，中古修道院的僧侶

透過手抄，保存舊時口語創作，也因而讓舊有內容從口語傳播轉換成為書寫介

面。十八世紀印刷技術帶來小說興起，連帶讓閱讀市場蓬勃發展，文學商業化成

為可能。二十世紀初，從廣播、電影到電視，「二度口語時代」透過錄音、錄影

技術保留影像與聲音，因而創造了全新的多媒體紀元。最後，這些多媒體技術逐

漸被虛擬化、數位化，成為網絡分享的內容，數位多媒體的時代因而展開序幕。 

 

 

圖五 媒體演進的螺旋 

 

這樣的媒體演化看似線性進展；然而在技術革新的每一個進程，其實總是

圍繞著「適人」的原則，或快或慢地「旋轉」或者是「反轉」。這個螺旋轉動的

關鍵，除了生生不息的「媒體整合」之外，同時也因為不同藝術表達的模式而產

生「感官懸置」。除此之外，文化的價值判斷，社會風氣的影響，政府法令的規

定，以及生活模式的改變，都會影響這個螺旋，隨時產生四個階段的互動甚至侵

蝕。 

 

狄更斯的作品，以及跨越各種媒體的改編版本，構成了一個「跨文類網

絡」，在這個網絡之中，隨時存在著類似的螺旋演進模式，令他的作品永遠充滿

生機，透過不同的形式，展現在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面前。米蘭昆德

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提到了類似的想法；他引用了尼采所談到的「永

劫回歸」(eternal return) 的概念，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只發生過一次的事情，

便等於沒有發生過，歷史不斷地重演，形成了微妙的螺旋。這種回歸，彷彿是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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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葉慈（W. B. Yeats）所謂的「迴圈」（Gyre）般，循著特定週期再現，不斷重

複。 

 

於是，也許所謂的「進步」並非真的向前邁進，而是利用新的方法做舊的

事情。同時，看來「停滯」的，可能其實是一種忠於人性的「永劫回歸」。如果

狄更斯的小說將劇場化為文字，那便彷彿是將鮮奶變成了乳製品 (乳酪、奶粉

等)。在冷凍、真空保鮮技術尚未發明前，乳製品是最好的保存方式。然而當錄

影、錄音技術可以完整儲存內容後，便彷彿是將鮮奶製成了永遠新鮮的「保久

乳」，膠捲也許些微泛黃，然而卻仍然能夠精確呈現影像與聲音。當鮮奶維持新

鮮的技術得到了突破後，大家都可以選擇喜愛的模式，此時，倘若有人依舊選擇

乳製品，那麼便是由於懷念其美味，而不是為了保鮮了。 

 

事實上，麥克魯漢也曾經以「醃肉」與「敞篷車」來表達這種「當技術成

為次要考量後，物體的藝術價值才會凸顯出來」的概念 (Levinson 147-49)。這樣

的觀念提供了文學一個可能的未來，即使媒體技術發展至極致，讀者依舊可能希

望簡單的文字，抑或是單純的說書。從最單純的媒體環境裡重溫最真實的感動，

而這也許是文學未來可以努力的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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