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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单个叙事的结构  
 
 

几年前我去探望一对夫妇，聚会中他们正在上学前班的女儿向我展示了自己所有的玩具，这一

下拉近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她有一个玩具令我好奇不已，这是一个很大的五片拼图游戏，玩

的人可以将它们拼成一个人，也可以将它们拼成一只小鸭，换一种玩法又可以将它们拼成一棵

树。这些拼块本身在玩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改变，然而当这个小女孩把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重新组

合时，它们便构成了不同的图画。 

旧约作者也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将各种片段组建成他们的叙事，对于某些要素他们会关

注细节，而也有一些要素他们却一笔带过。他们在不同的叙述方式中进行转换，按自己的目的

随时引入续发事件、同发事件或前发事件。这种叙事组织不但不会影响他们文字的历史可靠

性，反而更加促进了他们叙事的文学效果。 

 亚里士多德将“事件的组织”称为叙事的结构布局（plot）。1  我们将按照他的定义把

叙事布局（或称戏剧流）定义为通过场景安排制造张力或弱化张力的作法。2 

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戏剧流。3  本章中我们将来考察戏剧流的种类，张力解

决型情节的戏剧对称，以及张力解决型情节的经典模式。在旧约中我们会看到哪些种类的叙事

布局？在这些叙事中我们看到了怎样的基本的对称模式？旧约作者倾向于使用何种模式？在本

章以下的内容中我们将试着揭示这些问题的答案。 

 

 

戏剧流的类型  
 

我们可以通过许多层面来分析旧约叙事的戏剧流。4  旧约中的某卷书或某卷书中大篇幅的经文

都包含有许多布局结构。在之后一章中我们会讨论长篇幅叙事经文的布局结构，在这一章中我

们则要关注单个叙事，即情节（episode）中的戏剧流。 

 我们将单个叙事（情节）定义为在上下文中表现出显著独立性的 基本叙事单元。例

如，“有关亚伯拉罕的叙事”（创11:27-25:11）包括好几个情节，它们包括了：“亚伯兰蒙

召”（创12:1-9），“亚伯兰出埃及”（创12:10-20），“亚伯兰与罗得分开”（创13:1-

18），等等。与之类似，“约瑟的叙事”（创37:2-50:26）也是由“约瑟的梦”（创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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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约瑟被卖为奴”（创37:12-36），“犹大与他玛”（创38:1-30）等情节组成的。这些

情节的长度不等，复杂性也各异，然而它们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单元。 

 一个完整的情节至少有一个句子，并且包含了两个时间上相互关联的行动或情态。5  

一个句子的情节在旧约中很少见。然而作出这样的基本定义可以便于我们研究旧约中会遇到戏

剧流。考虑以下的句子： 

“我看到了那本书，它就立在桌子上。” 

“我想要那本书，它就放在书架顶部。” 

“我想要那本书，于是买了一本。” 

以上的三个情节中都包含了两个在时间上相互关联的情态要素，并且每一个都反映出不同

类型戏剧流。我们称第一种情节为报道性情节（episode of report），称第二种情节为未解决的

张力（unresolved tension），第三种为张力解决型情节（episode of resolution）。6  很难对这三

种戏剧流进行清晰的界定，事实上它们具有连续渐变的特点。提出这三种类型是为了让我们更

加清楚旧约作者是如何构建情节的。 

 

报道型情节  

 

“我看到了那本书，它就立在桌子上。”这个报道包含两个场景：1）叙事者看到了那本书；2）

那本书立在桌子上。如果不看它的上下文，这个情节并没有构成任何戏剧张力，没有 初的冲

突，也没有冲突的终结，因此就其本身而言这个情节只是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报道性情节主要是向我们描述各种处境和情形，与简单的事实罗列相比，这类情节因

着具备时间线索而与前者有所区别。它们时常作为更大范围的语境的一部分，然而就其本身而

言这些情节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戏剧张力。因此读到它们我们不会提问说：“情节中的问题是

如何解决的？”因为在这些情节中不存在需要得到解决的问题。 

 旧约中经常会出现类似的报道型情节，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很简短。例如，对基土拉

儿女（创25:1-4）的描写以及对所罗门时期以色列与其他国家之间贸易（王上9:26-28）的描写

都只有不到五节经文。这些经文向我们传递了一系列事件，然而它们并没有揭示任何戏剧张力

与问题的解决，我们 多只能从中看到非常微弱的戏剧张力。 

 然而有时报道型情节可能也会很长。士1:27-36就是一个比较长的系列报道，作者借此

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各支派在逐出迦南人方面的失败。7  家谱和其他的清单性质的报道通常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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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8报道型情节在某卷书大范围的语境中为戏剧张力埋下了伏笔，然而这些经文本身并没

有显著涉及到戏剧的问题或解决。 

 

未解决的张力  

 

“我想要那本书；它就放在书架顶部。”这个情节已经开始脱离纯报道的性质。“我想要”有

着某种预期的意味，我们不禁要想叙述者之后会得到那本书吗？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挡住了他？

然而后面的那句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戏剧的终结，我们不知道叙事者 终是否得到了那本书。虽

然此处的情节超越了单纯的报道，可我们从中仍然没有完全看清戏剧的冲突和终结。 

 在旧约中有很多类似的情节。比如创世记的作者对流便不道德的行为作了简短记载：

“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得台那边支搭帐棚。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辟

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创35:21-22）。在这个简单的情节中出现了戏剧张力，流便得

罪了他父亲，他父亲也知道此事。然而流便会因此遭遇什么？他父亲将会怎么做？情节本身并

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答案，戏剧张力因此悬而未决。9 

另一个关于未解决张力型情节的例子出现在那个斧头漂起来的叙事中：10 

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往约但河去，各人从那

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

“我可以去。”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到了约但河，就砍伐树木。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

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 ！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他将那地方

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漂上来了。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

人就伸手拿起来了。（王下 6:1-7）（见图 18） 

 

王下 6:1-4a 以利沙和门徒准备在约但河边建造房屋 

王下 6:4b-7 以利沙在门徒建造的过程中行了一个神迹 

解决？  以利沙和门徒完成了建造房屋的计划没有？ 

图18 王下6:1-7中未解决张力型情节 

 

 这个叙事以以利沙同意与门徒们一起到约但河边建造房屋作为开始（1至4节上）。在

读过这些经文之后我们会问：“他们 终能够建成吗？会有一个新房屋被建起来吗？”之后他

们到了约但河边开始砍伐树木（4节下）。然而当一位门徒将一把借来的斧头掉在水中后问题

出现了（5节），他呼叫求援，以利沙于是神奇地使斧头漂了起来，斧头因此被拾回（5至7

节）。此时我们或许期望这个情节会继续描写以利沙和门徒是如何完成房屋建筑的，这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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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下6:1-7开始时的戏剧张力，11  然而这个情节在斧头被拾回后突然停住了，对于门徒 终是

否建好了房屋我们不得而知。列王记的作者并没有告诉读者这个情节将如何终结。12  为什么

会这样呢？显然作者的关注点并不在房屋建筑本身，它只不过是之后所描写的神迹的背景，报

道完神迹之后作者就结束了这个情节，并没有对房屋是否被建成给出一个答案。 

 

张力解决型情节  

 

戏剧流在第三类情节中表现得 为充分，“我想要那本书，于是买了一本。”在这个情节中不

再有平实的报道或未解决的戏剧张力，与之相反，在这一幕中有明显的戏剧上升和下落，我们

看到了一个问题和一个问题解决。首先我们看到叙述者想要这本书，那么会发生什么呢？他

终是得到了这本书，还是没有得到？从后一个句子中我们看到叙事者实现了他的愿望。在这个

简短的记叙中并没有很紧张的戏剧张力，然而这个叙事却包含着一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的解

决。 

 书15:16-17是一个简短的戏剧张力解决型叙事，它包含了三个短篇幅的场景。 

 

场景一 

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押撒给他为妻。”（16节）  

场景二 

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聂夺取了那城，（17节上）  

场景三 

迦勒就把女儿押撒给他为妻。（17节下）（见图 9） 

 

场景一：书15:16  迦勒许诺。 

场景二：书15:17a 俄陀聂达到了迦勒的要求。 

场景三：书15:17b 迦勒兑现诺言。 

图19 书15:16-17中的张力解决式情节 

 

尽管这个情节很短，但它却明确包含了一对问题和问题解决。在迦勒许诺把女儿嫁给

一个大能勇士时（16节）戏剧问题出现了。会有人回应这个许诺吗？迦勒真的会把女儿嫁给那

人吗？在下一个场景中（17节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决定性事件推动叙事的终结，俄陀聂夺取了

那城，满足了迦勒所要求的。于是迦勒把女儿嫁给他为妻， 初的戏剧问题因此得到了解决。 

张力解决型情节具有一种内在的连贯性，这是报道型情节所不具备的。因此若是把握

了他们本身的结构，我们就能更深入地来评价它们的意义。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构成了一个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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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关注的舞台，戏剧的各种行动将在此上演。情节的这种戏剧安排向我们明确传递出它内在

的含义。 

在我们考察旧约中不同的情节时我们会发现以上三类戏剧流。对于本章，我们会将注

意力集中在张力解决型情节。对于这种情节，我们会看到一系列复杂性需要我们仔细地加以考

察。当我们对这种布局形式有更加透彻的了解后，我们便能更有效地探讨报道型情节与张力未

解决的情节。 

 

张力解决型情节的对称性  
 

 当我们考察张力解决型情节时，我们发现旧约作者倾向于对称地安排情节的结构。虽

然有时某些叙事的对称结构与某些情节相比不是那么结构井然，然而对称性仍是张力解决型情

节 基本的特点之一。 

 为了了解这种 基本的结构，我们要从三方面作一些考察：情节的开始和结尾（beginnings and 

endings），情节的三部分（tripartite design）以及阶段（phase）。通过这些特点的认识，我们便能够对

张力解决型情节的各种细节作更深入的探讨。 

 

开始和结尾  

 

在张力解决型情节中基本的结构性对称是如何被反映出来的？简而言之，这种对称建立在叙事

的开始与结尾的概念性平衡之上。这并不是说一个叙事的开始与结尾部分应该在篇幅上旗鼓相

当，而是说它们在概念上相互平衡，一方呼应或预示着另一方。在旧约叙事中有三种的概念性

平衡尤为显著。张力解决型情节的开始与结尾的平衡可以是循环的、对比的或发展式的。13 

 

循环的开始与结尾  

张力解决型情节常常表现出一种循环的模式，即情节的结尾再次回到了叙事开始时的情形。叙

事中间的部分引入了一些对比和发展，然而这些在叙事中并不突出。只有当情节 后的部分结

束了整个循环后，读者才获得了一种戏剧终结的感受。 

许多叙事情节都有这种循环的对称性。例如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情节中（创22:1-19）他

住在别是巴是这个情节的开始（创21:33），在情节结尾时他又回到了同一个地方。与之类

似，在创15:7-21这个情节中，开始时上帝应许赐给亚伯兰土地（7节），而在结尾时上帝重申

他的应许（18至21节）。我们之所以看出这些情节在哪里结束，主要是因为我们随着作者的记

叙又一次回到了与情节开始时很相似的情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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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立的开始与结尾  

有些情节的的开始与结尾也可能是相对立的。对于这类情节如果开始部分是正面的，那么结尾

则是负面的；如果起初处境很好，在结尾处则会得变坏。因此情节因着开始与结尾的这种对立

形成了平衡。14 

许多旧约叙事向我们呈现出这种相对立的模式。例如，以利沙治好水的情节（王下:19-

22）以耶利哥人对以利沙说 “这城的水恶劣”（王下2:19）开始，以利沙治好了水，于是这

个情节的结尾我们看到 “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王下2:22）。结尾逆转了 初的情

形。以矶伦被刺杀（士3:12-30）的情节也是如此。士3:12中写道“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以矶伦强

盛，攻击以色列人，”而在这个叙事结尾处我们看到“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发展的开始与结尾  

后，情节的开始和结尾部分可能存在着某种发展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情节以描述一个不同的

（然而却不是相对的）情形作为结束。主要人物在开始时可能面对一个问题或冲突，然而情节

的终结让他进入到一个新的情形中。这种递进的发展可能有某种相对或循环的意味，然而戏剧

主要是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在发展。 

例如，创12:1-9这个情节以上帝呼召亚伯兰去应许之地作为开始。第一个场景描绘了这

位以色列的先祖回应上帝呼召一路走向南地。我们在亚伯兰进入应许之地与他离开这地之间感

到某种对立的意味，然而这个情节主要的平衡在于从上帝呼召到呼召成就的发展。在亚伯兰与

罗得分开（创13:1-18）的情节中便是以亚伯兰离开南地作为开始，并以他迁入希伯仑结束。

以上两个情节都是以主要人物进入新的环境作为结束。 

注意到连接情节开始和结尾的概念性平衡对我们尝试更深入地了解叙事的戏剧流非常

有帮助。因此我们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情节开始时的戏剧问题是什么？结尾带来怎样的问题

解决？情节是否呈现了循环、相对立或发展的模式? 

 

情节的三部分  

 

在大多数对称结构的张力解决型情节中，我们都会它包含有三部分，此外也有某些情节只有

两部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大多数戏剧性记叙都是由“开始、中间部分和结尾”所组成

的。15 

 让我们以下面这个由三个简单场景所组成的叙事情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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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一] 菲都口水连连地望着院子另外一头的骨头，因为拴它的链子太短，它够不到那根骨头。[场

景二]于是它叫个不停，直到它的主人出来给它解开了链子。[场景三]被解开的菲都立刻跑向那骨

头，边啃边走地把它带向自己的窝。 

 如我们所料，第一个场景与 后一个场景是相互平衡的。第一个场景引入了问题：菲

都想吃骨头但却够不着。第三个场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的终结：菲都吃到了骨头，它的愿

望得到了满足。这两个场景形成了互相对立，菲都 终的满足取代了当初对美味的垂涎，此外

结束对开始的场景也有所发展，我们看到菲都从院子的一头走到了另一头。 

 那么这个情节的中间部分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事实上这个部分作为一种桥梁连接着

情节的开始和结尾，它让读者看到发生了什么动作让情节的对称成为可能：因为菲都的吠声，

它的主人解开了它的链子。 

 在旧约中大多数的张力解决型情节也有着类似的三段式结构。它们以一个问题开始，

以问题的解决作为结尾，叙事的中间部分通过戏剧发展将一头一尾串起来。虽然这种三段式结

构会呈现不同的形式，但总体上来说它仍是大多数情节所采用的主流。 

 让我们再次以上帝与亚伯兰立约的叙事为例（创15:7-21）。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

的，这个叙事包含了六个场景（见图20）。 

 

开始（15:7-9）             场景一（15:7-9）上帝的应许，亚伯兰的请求和上帝的命令 

中间（15:10-17）立约仪式  场景二（15:10）亚伯兰为立约的仪式作预备 

     场景三（15:11）亚伯兰把鸷鸟赶走 

     场景四（15:12-16）亚伯兰梦中得到应许 

     场景五（15:17）上帝的显现 

结尾（15:18-21）神的圣约誓言 场景六（15:18-21）上帝宣告圣约誓言 

图20 创15:7-21的三部曲设计 

 

第一个场景以上帝的应许，亚伯兰请求确据以及上帝命令他为立约仪式作预备开始。

这个 初的问题与 后一个场景达成了平衡，即上帝宣告他将赐给亚伯兰土地的圣约誓言。中

间的场景解释了上帝是如何向亚伯兰再次说话，亚伯兰的疑虑是如何被打消，以及应许是如何

转变成了圣约誓言的。叙事通过场景二至五中对立约仪式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以上问题的答

案。 

类似的三部分结构也出现在代下12:1-12示撒攻打耶路撒冷的叙事中。在前一章中我们

看到这个叙事可分为十个场景（见图21）。 

 

开始（12:1）罗波安治下犹大国的坚立与背道  

场景一（12:1）罗波安与以色列民众背弃神 

中间（12:2-11）先知的警告，犹大首领的悔改与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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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二（12:2）示撒攻打耶路撒冷 

场景三（12:3-4）示撒洗劫犹大 

场景四（12:5）示玛雅的警告 

场景五（12:6）众首领悔改 

场景六（12:7-8）示玛雅宣布了刑罚的减轻 

场景七（12:9）示撒夺走财物 

场景八（12:10）罗波安制造铜盾牌 

场景九（12:11）罗波安常去圣殿  

结尾（12:12）犹大国的坚立与罗波安的谦卑 

    场景十（12:12）罗波安因向上帝谦卑而蒙福 

图21 代下12:1-12的三段式结构 

 

场景一让我们看到罗波安国位的坚立以及他和民众对上帝的离弃，这提出了戏剧问

题， 后一个场景回到了罗波安的国位坚立以及因王的谦卑国家背道的情形得以扭转的情形。

那么这样的结尾是如何成就的？场景二至九让我们看到示撒攻打耶路撒冷所带来的威胁，以及

众首领的悔改以及犹大国略得拯救的情形。 

在研究情节的结构时，我们必须对这种基本的三段式结构加以关注，在确定了情节开

始与结尾的概念性平衡后，我们还要注意情节中间部分的发展。 

 

阶段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叙事的基本对称结构，将一段经文划分成比场景大一些的单元常常很有帮

助。当观察一个叙事的总体发展时，两个、三个或四个场景常常会被划分成同一个阶段。有时

这些场景同时涉及着一个人物，有时它们是关于同一个背景、行动或主题的，正是这些因素将

它们联系在一起。不论何种情况将场景组合成阶段的作法将帮助我们对情节结构的认识更加深

入。 

有关巴别塔的记叙（创11:1-9）显明了将场景组合成阶段的价值。16 

 

场景一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1节）  

场景二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2节）  

场景三 

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3节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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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四 

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3节下）  

场景五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

地上。”（4节）  

场景六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5节）  

场景七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

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6至 7

节）  

场景八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8节）  

场景九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9节）  

  

以上这些场景是组成这个叙事基本的部件，然而其中有一些场景与其前后的场景有更强的联

系。如果我们把这些场景组合成为阶段，就会看到以下的情节布局（见图 22） 

 

开始（11:1-2） 阶段一（11:1-2）人类住在一起，使用相同的语言 

    场景一（11:1）人类使用同一种语言 

场景二（11:2）人类住在同一个地方 

中间（11:3-7） 阶段二（11:3-4）人类建塔 

    场景三（11:3a）计划作砖 

场景四（11:3b）描写所用的材料 

场景五（11:4）计划建造 

阶段三（11:5）上帝降临观看 

    场景六（11:5）上帝降临观看  

阶段四（11:6-7）上帝决定阻止 

    场景七（11:6-7）上帝决定阻止 

结尾（11:8-9） 阶段五（11:8-9）上帝分散人类，变乱人类的语言 

    场景八（11:8）人类被分散在全地之上，语言不通 

场景九（11:9）塔和城成为耻笑的对象 

图 22  创 11:1-9中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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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上表所显示的，场景一、二共同提供了建造巴别塔的背景，场景三、四和五是关

于巴别塔的建造，场景八、九着重于上帝是如何分散人类和变乱人语言的，只有场景六和七没

与其他的场景有什么关联。我们将这些场景组合成不同阶段，于是这个情节的九个场景组成了

五个阶段。 

 现在我们已经考察了情节的若干基本结构特点。所有张力解决型情节都有着开始与结

尾之间的概念性平衡，并且这种情节的大多数都具有三段式的结构，如果我们将相互关联紧密

的场景组合成阶段，我们就能更加得心应手地处理叙事经文。下面让我们将更详细地看张力解

决型情节的几种典型模式。  

 

戏剧张力解决情节的典型模式  
 

旧约情节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对称性结构，它们种类繁多，我们在本书中无法一一加以分析。以

下我们将集中探讨这类情节四种经常出现的模式，它们并不能穷尽所有的情形，17然而它们却

代表了张力解决型情节典型的模式。 

 

两步结构  

 

简单的张力解决型情节是两步结构的。这些叙事通常有许多场景和阶段，但如果对它们进

行组合，整个情节 终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戏剧问题，第二部分是问题的解

决。18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两部分会按照循环、对比或发展的平衡模式相互对称。我们可

以用历代志下中关于亚撒统治的叙事作为一个这种两步的张力解决型情节的例子（代下16:7-

10）。 19 

 

 

场景一 

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

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古实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

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

事行得愚昧。此后，你必有争战的事。”（7至 9节） 

场景二 

亚撒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10节上）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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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三 

那时亚撒也虐待一些人民。（10节下）  

  

这个情节可以分成三个场景，它们构成了两个阶段，它们促成了戏剧张力的解决。（见图

23） 

 

第一步 问题（16:7-9） 阶段一（16:7-9）先知的责备    

场景一（16:7-9）哈拿尼责备亚撒 

第二步 解决（16:10） 阶段二（16:10）王的反应 

场景二（16:10a）亚撒将哈拿尼囚在监里  

场景三（16:10b）亚撒欺压一些人民  

图 23  代下 16:7-10的戏剧性流动 

 

 在第一个阶段中，先知哈拿尼责备亚撒不信靠上帝。第二个阶段由场景二和场景三组

成，它让我们看到亚撒对哈拿尼的反应。第一段表现出戏剧的第一个步骤：由先知预言所带来

的问题。亚撒对此将会有怎样的反应？结果将会怎样？形成情节结束的第二阶段回答了这些问

题，我们从中看到亚撒对上帝越发的不顺服。 

 

三步结构  

 

张力解决型情节更多时候表现出三个阶段。这类情节也许包含了很多场景和阶段，然而我们

终可以将它划分成一个三步的戏剧,即包括了问题、转折点和问题解决。 

 在这种情形下会出现两种方式的概念平衡。与所有张力解决型情节一样，三步结构情

节中也有问题与问题解决部分之间的对称，但除此以外，在转折点这一部分中我们通常会看到

对问题某些方面的回顾，以及对问题解决的展望（展望与回顾有时只会出现其一）。20  约拿

书的第二个情节（拿1:17-2:10）就是一个三步结构的情节，21  见以下分析（图24）。22  

 

第一步 问题（1:17）约拿被鱼吞下  回顾 

平衡 第二步  转折点（2:1-9）约拿祷告      

第三步  解决（2:10）约拿被鱼吐出来 预期  

阶段一（1:17）约拿被鱼吞吃   场景一（1:17a）上帝差派大鱼 

场景二（1:17b）约拿在鱼腹中三天 

阶段二（2:1-9）约拿在鱼腹中祷告  场景三（2:1-9）约拿在鱼腹中祷告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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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三（2:10）约拿被鱼吐出来   场景四（2:10a）上帝命令大鱼 

场景五（2:10b）大鱼吐出约拿 

图 24  拿 1:17-2:10的戏剧流 

 

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这个情节的问题提出与其解决之间的平衡。这个情节的第一

部分是导入性质的，它包含了两个直接叙述的场景：上帝派了一条大鱼去吞下约拿，约拿在鱼

腹中待了三天。情节的 后一部分也包含两个直接叙述的场景：上帝命令鱼，鱼就把约拿吐在

海边。第一部分与 后的部分完美地平衡了；问题的提出与解决都包含着一个上帝的命令和一

个随之发生的行动。并且这是一种相对立的平衡：在问题阶段鱼将约拿吞下，在解决阶段鱼吐

出约拿。 

 转折点（2:1-9）由约拿在鱼腹中感恩的诗篇构成。23正如许多转折点一样，这一部分也

包含了对问题的回顾，以及对问题解决的展望。祷告的第一部分回顾了约拿沉入海底的无助境

况（2:2-6b），第二部分表达了约拿对将来的盼望（2:6c-9），24它预示着约拿将从鱼腹中的得

蒙解救。 

 

四步结构  

 

戏剧张力的解决也可以分为四步。实际上对于这类情节，其中间部分又分为两个彼此平衡的部

分，于是这便形成了问题产生，上升的行动，下落的行动以及问题解决四步，对于这类情节没

有一个可以被明确区分出来的转折点。问题与问题解决的部分在这类情节中同样是相互平衡

的，而上升与下落的行动分别回顾、展望了问题和问题解决部分的一些方面。除此之外，上升

与下落的行动常常也表现出了概念上的平衡。 

 让我们以上帝对质亚当和夏娃的情节为例（创3:8-21）。 

 

场景一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

华神的面。（8节）  

场景二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

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 ？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

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

和华神对女人说：“你作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9至 13节）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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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三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作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

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

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

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

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

尘土，仍要归于尘土。”（14至 19节）  

场景四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20节）  

场景五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21节） 

 

 正如下图显示的，这个插曲的五个场景构成四个阶段（图 25）。 

 

第一步：问题（3:8）  阶段一（3:8）  上帝走近躲避他的亚当和夏娃   

场景一（3:8） 

第二步：上升的行动（3:9-13） 阶段二（3:9-13） 上帝质问违反禁令之事  

场景二（3：9-13） 

第三步：下落的行动（3:14-20） 阶段三（3:14-20） 上帝对违背者的审判 

场景三（3:14-19） 

场景四（3:20） 

第四步：解决（3:21）  阶段四（3:21）  上帝用皮子给亚当和夏娃做衣服  

场景五（3:21） 

图 25  创 3:8-21的戏剧性流动 

  

在这个情节中多数场景是独立的，然而场景四中简短的作者评述与场景三中有关审判

宣告的大段内容可以组合在一起，于是这个张力解决型情节便分成了四步。 

 以上四个阶段反映出四步结构的张力解决型情节的典型特征。问题与问题解决部分之

间的平衡，这两部分均表现出相对较快的时间变化，并且聚焦在同样的人物之上。在开始阶段

亚当夏娃赤身露体的羞耻与 后阶段中上帝为他们预备衣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我们是如何从亚当夏娃的羞耻进入到他们的身体被遮盖的场景中的呢？上升和下落

的行动成为了弥合这两者的一座桥梁。这两个部分均聚焦于戏剧陈述之上，并且包含的人物也

很类似。在第二阶段中上帝质问亚当和夏娃的罪，在第三阶段上帝宣判了对犯罪者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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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非常熟悉的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的情节有十二个场景，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四步戏

剧。 

场景一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你

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

献为燔祭。” （1至 2节） 

场景二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

他的地方去了。（3节）  

场景三 

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

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4至 5节） 

场景四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6节）  

场景五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哪！”亚伯拉罕说：“ 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

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

是二人同行。（7至 8节）  

场景六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9至 10节）  

场景七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

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

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11至 12节）  

场景八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

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13节）  

场景九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

必有预备。”（14节）  

场景十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

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

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

为你听从了我的话。’”（15至 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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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十一 

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是巴去，（19a节） 

场景十二 

亚伯拉罕就住在别是巴。（19b节） 

 

 这段经文的场景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见图26）。场景一和场景二是关于呼召亚伯拉罕

离开与旅程的开始，场景三、四和五发生在看见那座山的“第三天”，场景六到十记述了在山

上发生的事情，场景十一和十二叙述了人物的归回与旅程的结束。 

 

第一步：问题（22:1-3）  

阶段一：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与人物的出发 

   回顾     场景一（22:1-2）呼召  场景二（22:3）离开、出发 

第二步：上升的行动（22:4-8）  

               阶段二：亚伯拉罕和以撒在接近山脚前对献祭的讨论 

平衡 平衡   场景三（22:4-5）到达 场景四（22:6a）分离  

场景五（22:6b-8）讨论 

第三步：下落的行动（22:9-18）   

阶段三：在山上的献祭   

    预期    场景六（22:9-10）献祭的准备         

     场景七（22:11-12）天使的干预   场景八（22:13）替换 

     场景九（22:14）命名    场景十（22:15-18）天使的赐福  

第四步：问题解决（22:19）   

阶段四：归回和旅程的结束  

场景十一（22:19a）归回 场景十二（22:19b）旅程结束 

图 26  创 22:1-19中的戏剧流 

 

 这种划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结构有序的四步情节。25这个情节的问题来自于上帝让亚伯

拉罕献以撒的呼召和亚伯拉罕一行人在情节开始时的启程。在此我们会问亚伯拉罕将做什么？

他会献上以撒为祭吗？上升的行动带我们进入戏剧，亚伯拉罕和以撒已离开了仆人，一起走上

献祭的地点。以撒问父亲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以一句“上帝自己会预备献祭的羊羔”

来回答他。下落的行动涵盖了在山上发生的事情，场景在亚伯拉罕与天使之间转换。亚伯拉罕

准备献上以撒，但天使阻止了他。然后亚伯拉罕献上一只公羊为祭，此后天使以一长段话语作

为回应，反映出这部分在情节中的重要性。因为亚伯拉罕没有留下自己的儿子，他的后裔（原

初的听众）将会极其繁多，胜过一切争战，并成为地上万国的祝福。下落的行动与上升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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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平衡：亚伯拉罕相信上帝会预备，上帝也的确预备了。问题的解决与 初的问题相平衡，亚

伯拉罕回去，与两个仆人汇合，并继续在别是巴居住。 

 

五步结构  

 

五步结构的情节具有我们之前讨论情节的所有特点。它于两步情节一样，都有开始的问题提出

以及结尾的问题解答之间的平衡，它的第二步形成上升的行动，第四步形成下落的行动，这两

步行动也是四步情节所具有的。它的第三步是情节的转折点，后者也是三步情节的特点。 

在这种模式中戏剧流呈金字塔形式向前发展。26 戏剧问题让情节得以展开，上升的行

动加强了戏剧的张力，转折点开启了问题的转机，下落的行动继续着转折点所带来的转机，而

问题的解决则对叙事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了总结。 

为了说明五步结构的张力解决型叙事，我们将以上一章讨论过的两段经文为例。第一

个是关于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创15:7-21）的叙事（见图27）。 

 

阶段一：上帝的应许、亚伯兰的请求和上帝的命令 

阶段二：立约仪式开始 

阶段三：亚伯兰在梦中得到应许 

阶段四：立约仪式完成 

阶段五：上帝宣告圣约的誓言 

图27  创15:7-21的戏剧性 

  

第一步引入了戏剧问题。上帝应许亚伯兰土地，对此亚伯兰请求确据。作为回应，上

帝命令他准备一个立约仪式。这会带出什么结果？上帝会以怜悯对待亚伯兰吗？还是会把沉重

的守约责任加给他？在上升的行动中张力加强，亚伯兰开始预备自咒（self-malediction）的仪

式,被分割为两半的祭物象征着不守圣约之人的结局。27 在转折点中亚伯兰进入了极深的黑暗

中，这一部分回顾了情节在第一步所带给读者的焦虑，但与此同时张力也因为上帝对亚伯兰的

应许而有所降低，上帝应许他将会在亚伯兰的后裔经过一段奴役时期后，把这片土地赐给他

们。下落的行动更进一步缓解了张力，上帝显现并以象征着自咒的方式而起誓。 28 此时在情

节第二步开始的仪式终于完结。让亚伯兰得到安慰的是他是否承受这片土地取决于上帝，而不

是他自己。问题的解决给整个叙事收了尾，上帝再一次以一个严肃的圣约誓言确定他的应许，

亚伯兰对确据的需要得到了满足。 

                                                                                                                                                                                             
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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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撒进攻犹大的情节（代下12:1-12）也具有类似的五步结构，见以下的大纲（图

28）。 

开启这个情节的戏剧问题是犹大对上帝背弃。这个王国的命运将会怎样？悖逆会导致

审判吗？当我们读到示撒那难以数算的大军时，情节上升行动使戏剧的张力加强。圣城会像犹

大其他城池一样落入敌手吗？转折点回顾了这一张力，先知发出了来自上帝刺痛人心的审判，

注定了犹大受审判的命运。然而犹大的众首领为他们悖逆所表现出悔改，以及先知宣讲的部分

的拯救，又对情节 后的阶段有所预示。下落的行动让我们看到先知的话如何被证明是真实

的。犹大国遭遇的情形令人惋惜，示撒从犹大掳掠了大量的财物，然而王国并没有因此完全毁

灭。 后，问题的解决表现为罗波安的在和平中的统治，当王持续向上帝谦卑时国势便平顺善

益。 

阶段一：罗波安和犹大国背弃上帝 

阶段二：示撒宣战并进攻 

阶段三：先知的警告、领袖的悔改和部分的拯救 

阶段四：示撒围攻后好坏参半的情形 

阶段五：犹大国得蒙保守和王的谦卑 

图 28  代下 12:1-12的戏剧性流动 

 

张力解决型情节在旧约中有许多不同的结构，有的结构甚至超过了五步，但这里总结

的二步、三步、四步及五步足以帮助我们分析多数叙事。 

 

 

结论  
 

 在探讨情节的布局时，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情节变化。根据经文所传递戏剧张

力的不同。从简单的报道型情节，到未解决张力型情节，再到张力解决型情节，我们会看到情

节形式的各种变化。这其中张力解决型情节表现出了不同类型的对称性，其中的大多数可以用

二到五步的结构来概括。根据这种线索我们可以更加看明这些叙事的结构，并且有助于我们更

透彻地理解这些叙事的原初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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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问题  
 

1. 对于旧约叙事的布局， 常见的三种基本形式是什么？它们彼此之间有何不同？请各

举一例。 

 

2. 叙事中的场景和阶段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必要进行阶段划分？ 

 

3. 张力解决型叙事的戏剧流有怎样的形式？列举每一种形式中的各种阶段划分，并描述

每个阶段的作用。简单的张力解决型叙事与复杂的张力解决型叙事之间有怎样的区

别。 

 

应用练习  
 

1. 阅读代上10:1-6，将它划分成不同的场景，再将场景组合为不同阶段。解释一下为什么

这个叙事可以采用三步结构的张力解决型叙事模式，从中你发现了何种对称性。  

 

2. 阅读撒上 2:12-17。将它划分成不同的场景，再将场景组合为不同阶段。解释一下为什

么这个叙事可以采用四步结构的张力解决型叙事模式，从中你发现了何种对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