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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
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
■龙迪勇

图像与文字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叙事媒介，它们具有不同的符号特性。由于相比图像而言，文字是强势符
号，所以就出现了语词 （ “诗歌 ”） 与图像 （ “绘画 ”） 互仿时的“顺势 ”和“逆势 ”现象。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其
实是与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息息相关的： 图像是处于纯粹符号与表意符号之间的一种特殊符号，它具有
“再现 ”和“造型 ”的双重性质； 而文字则是一种抽象度更高的表意符号，它在叙述或再现外在事件时可以不受
“造型 ”因素的干扰。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间相互模仿的情况，既发生在内容层面，也发生在形式层面： 图像
叙事模仿文字叙事的情况，多发生在内容层面； 而文字叙事模仿图像叙事的情况，多发生在形式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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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迪勇 （ １９７２— ） ，男，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
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叙事学。 （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

（ 项目编号： ０７Ｃ Ｗ Ｚ００７ ）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 ”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叙事的空间维度研究 ”
划项目 “图像叙事学 ”（ 项目编号： ０８Ｗ Ｘ ２２ ）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空间叙事研究 ”（ 项目编号：
（ 项目编号： ０８０２０６１Ｃ ） 的成果之一。
２００９０４５１２０２ ） 、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空间叙事问题研究 ”

无论是对于叙事文还是对于一般的文学艺术创作

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 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

来说，媒介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事件必须借助媒

的有声语言、是固定的或活动的画面、是手势，以及所有

介才能得到叙述，形象必须依赖媒介才能得以塑造，情

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 叙事遍布于神话、传说、寓言、民

感必须通过媒介才能得到抒发，思想必须通过媒介才能

间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

得以表现——
— 而这一切，也必须通过媒介才能得到传

彩绘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 ”［１ ］（ Ｐ２ ） 话虽

播，从而为他人理解和接受。

然这样说，但无可否认的是： 声音 （ 口语 ） 、图像和文字仍

要发现或创造一种新的叙事媒介，当然殊非易事。

然是主要的“叙事承载物 ”，或者说主要的叙事媒介。

事实上，人类对各类媒介的利用和探索经历了一个漫长

必须承认，任何一种媒介在叙事、抒情、说理方面都

的历史过程。今天，我们可以用来叙事的媒介当然是多

各有所长和所短。如声音 （ 口语） 在表情达意方面具有迅

种多样，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 “对人类来说，似乎

速而准确的特点，但它在时间方面难以保留长久，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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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方面则难以超越特定区域。而图像和文字呢？ 尽管它

分地说明一个形象。”［２ ］（ Ｐ３２ ） 关于图像与话语这“两种精神

们没有了口语的这种限制，但既然是不同的表达媒介，

武器 ”的优缺点，德国艺术评论家瓦尔特·舒里安有很

在作为不同的符号创造艺术作品时，也必然会带来一些

好的论述： “图画就是一种编了码的现实，犹如基因中包

本质性的差异。由于声音 （ 口语） 叙事具有短暂性和难以

含有人的编码生物类别一样。所以，图画总是比话语或

把握的特点，所以一般难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而且，就

想法更概括、更复杂。图画以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浓

算是要研究口传的声音叙事，也必须借助以文字写成的

缩了的方式传输现实状况。因而，图画当然也让人感到

— 用于讲唱的底本才能顺利进行 。正因为如此，
文本——

某种程度的迷糊不清，然而，图画在内容上比话语更为

所以我们在探讨叙事活动中不同媒介的相互关系问题

）
— 话语‘容易安排 ’，但也容易出偏差。”［３ ］（ Ｐ２６８“
大
丰富——

— 而这也正是文
时，只能主要在图像与文字之间进行——

自然的多样化是更容易安置在图画里而不是在话语里

论史上著名的“诗画关系 ”问题。关于“诗”与“画”或文学

的。当然，话语在信息传输时表达得清晰、有目的指向；

与图像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美国学者乌·维斯坦因认

然而多样性在话语里更容易失去。……话语有可能比图

为值得研究的方面很多，他在《文学与视觉艺术 》一文中

画真实或更真实，但是，同被现实性大大净化了的话语

列出的从 “‘肉眼 ’能看得见的共生和相互渗透的种类 ”

比较起来，图画中包含的观点具有更丰富的色彩、更丰

就多达 １６ 个 。当然，本文无意也不可能对“诗画关系 ”

）
正是图画 （ 像） 而不是
富的内容，也更鲜艳夺目。”［３ ］（ Ｐ２６８“

或语词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展开全面考察，只是想对图像

话语才标示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方式。人能够经话语

与文字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问题做些探讨。而要做

而超越自己独特的本性并成长，但人能够借助于图画

这种探讨，首先就必须对图像与文字的媒介特征和符号

（ 像 ） 而获得广博、深远的学识。图画 （ 像） 能够超越各个

本性有深刻的把握。

民族之间、各代人之间的界限和理解能力。在图画 （ 像）

①

②

中，各个民族之间、所有孩子与父母之间、外地人与本地
一、作为叙事媒介的图像与文字

人之间的种种直接理解可能性都会聚在了一起。”［３ ］（ Ｐ２６９ ）

图像与文字都是表情达意、传播信息的媒介或符

“图像与文本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亚里
总而言之，

号，也是叙事的工具或手段。但由于它们是两种性质不

士多德论述过诗歌与绘画的平行关系，贺拉斯的名言

同的符号，所以，作为艺术品的图像与由语词或话语构

‘诗如画 ’更是建立了它们的姊妹关系。在西方历史上，

成的文本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日本学者浜田正

关于图像与语言的关系的争论，可谓是一场 ‘符号之

秀把语言和形象视为“两种精神武器 ”，这两种武器各有

战’。所以，米歇尔 （ Ｗ ．Ｊ．Ｔ．Ｍ ｉｔｃｈｅｌｌ） 将图像与语词喻作

特色：“语言是精神的主要武器，但另有一种叫做‘形象’

说不同语言的两个国度，但它们之间保持着一个漫长的

的精神武器。形象是现实的淡薄印象，它同语言一样，是

交流与接触的关系。”［４ ］（ Ｐ４２８ ） 显然，用这“两种精神武器 ”

现实的替代物。形象作为一种记忆积累起来，加以改造、

来叙事，自然也是各不相同、各擅胜场的。

加工、综合，使之有可能成为精神领域中的代理体验。然

上述说法当然都颇为有理，但细究起来则不难发

而它比语言更为具体、更可感觉、更不易捉摸，它是一种

现： 它们其实都是一些原则性的概述，对于我们洞悉图

在获得正确的知识和意义之前的东西。概念相对于变化

像与文字的本质性差异用处不大。相比之下，还是莱辛

多端、捉摸不定的形象而言，有一个客观的抽象范围，这

在《拉奥孔 》一书中的论述更为深刻和实用。莱辛在该书

样虽则更显得枯燥乏味，但却便于保存和表达，得以区

中着力探讨的，正是以语言写成的“诗 ”和以图像构成的

分微妙的感觉。形象和语言的关系，类似于生命与形式、

“画 ”之间的基本差异，正如其副标题所昭示的——
— “论

［２ ］

感情与理性、体验与认识、艺术与学术的那种关系。”

画与诗的界限 ”。莱辛主要根据题材、媒介以及艺术理想

（ Ｐ３２ ）

而且，这两种武器也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在一个概

等方面的不同，把以画为代表的造型艺术称之为空间艺

念里面有好几个形象，但即便使用好几个概念也不能充

术，而把以诗为代表的文学称之为时间艺术。与此相应，
JXSH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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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可称之为空间性媒介，这种媒介在表现时间中的行

文字的组合。汉字如此，苏美尔人、埃及人、赫梯人、克里

动方面有着天然的缺陷； 文字则可称之为时间性媒介，

特人的文字也莫不如此。”［８ ］（ Ｐ４６ ） 只是到了后来，由于这种

这种媒介在表现空间中同时共存的事物时有着天然的

“图像性 ”的象形文字不利于抽象思维的发展，无法便利

缺陷。由于诗表现的对象比画远为广阔，所以莱辛的这

地记录人类的经验和精神活动，所以人们才不断地简化

种“诗画异质 ”说，其实隐含着“诗高画低 ”的倾向：“生活

或改造象形文字。此中，古希腊人、古阿拉伯人发明的以

高出图画有多么远，诗人在这里也就高出画家多么远。”

字母文字为主体的书写体系较有代表性。这种字母文字

［５ ］ （ Ｐ７６ ）

已经根本看不到图像的踪影了。在其他象形文字体系里，

莱辛的这个结论相信只要稍知西方文论的人都是

耳熟能详的，但一般学者也就仅仅止步于此，而赵宪章

为了方便书写，文字也陆续程度不同地与“图像性 ”开始

先生在考察诗歌与绘画的关系时，通过细读 《拉奥孔 》，

分离。总之，在文字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图像性 ”的特

却发现 “有一种现象至今尚未受到普遍关注和充分阐

征是越来越少、越来越不明显了，它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独

释，那就是二者相互模仿的艺术效果问题： 大凡先有诗

立的线性书写体系，这与精神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要求

而后有画，即模仿诗歌的绘画作品，例如‘诗意画 ’，很多

是相适应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由于话语从具体事

成了绘画史上的精品； 反之，先有画而后有诗，即模仿绘

物方面解脱了出来，更直接地向事物的本质推进，话语便

画的诗歌作品，例如‘题画诗 ’，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则很

添加上了一种更大的精神灵活性。”［３ ］（ Ｐ２６５） 不管怎么说，在

难和前者在画史上的地位相匹配。”［６ ］而这种诗画互仿的

文字产生之后，由于口语难以保存和超时空传播的弊端

“非对称性 ”态势之所以会存在，就是由构成诗歌的语词

得以克服，所以图像在叙事中唯我独尊的地位很快便被

与构成绘画的图像的符号特性决定的： “语言和图像，作

文字取而代之。这种地位的改变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

‘实指 ’和‘虚指 ’是它们的基
为人类最基本的两种符号，

的。首先，在纪录生活、表达意义时，图像容易产生歧义。

本属性。语言是实指符号，因而是强势的； 图像是虚指符

正如我在《图像叙事： 空间的时间化 》一文 ［９ ］中所谈到的：

号，所以是弱势的。”［６ ］而且，由语词构成的文本是时间性

图像是一种从事件的形象流中离析出来的“去语境化的

艺术，其塑造形象、再现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不是由图

存在 ”。由于在时间链条中的断裂，由于失去了和上下文

像构成的绘画所能够比拟的，“既然诗歌‘广于 ’和‘高

中其他事件的联系，图像的意义很不明确。要使其意义变

于’绘画，后者模仿前者也就成了诗语的‘自然流溢 ’，当

得明确，必须辅之以文字说明，或者让它和其他图像组成

属‘顺势而为 ’； 反之，由图像艺术生出语言艺术，当然也

“从记忆的角度说，一般的大脑大约可储
图像系列。其次，

就成了‘不识高低 ’而为之，属于‘逆势而上 ’了。 ” 这就

存两千个不同的图案，但这个数目和人类能记住的词相

是赵宪章先生论及的语词与图像互仿时的“顺势”和“逆

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就大部分的语言来说，很多识字的人

势”现象。

都能够轻易记住五万个词。”［１０ ］（ Ｐ４ ） 我们知道：“记忆是一

［６ ］

之所以会出现语词与图像互仿时的“顺势 ”和“逆势 ”

个心理学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架在时间与叙事之间

现象，当然与两者的媒介特质和符号本性息息相关。在

的桥梁。如果人类不具备记忆的功能，那么时间马上会变

《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
— 故事画中的图像与文本 》一文

成一种毫无意义的东西，叙事也会因印象空白而变得不

［７ ］

中，我曾经对图像和语词这两种叙事媒介的不同特性

再可能。”［１１ ］既然我们记忆词汇的能力远远强于记忆图像

和发展历程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主要观点为： 由于口语

的能力，那么在叙事方面语词强于图像也就是显而易见

叙事的短暂性，所以图像是文字产生前唯一重要的叙事

的了。再次，尤为重要的一点是： 图像对应的是一种空间

媒介 。但文字产生之后，事情就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文字

性思维，而语词对应的是一种时间性思维。只有在把具有

取代图像而成为最重要的叙事媒介。当然，在文字在产生

“写实性 ”功能的具体图像转化成抽象的代码之后，人类

之初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图像，所以有学者认为：“最初

才能从一图多义的纠缠中解脱出来，并加强事物前后相

创立的符号必定是图画，也就是象形文字或若干个象形

续的观念； 也只有这样，时间观念和因果观念才能顺利地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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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它们的符号特性有什么关

现性绘画恰恰相反，它们必须再现外在对象或事件，并

联或本质性的差异。

通过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唤起观者的观念或情感。

正如我们在前面简单提及的： 文字的“图像性 ”特征

应该说，“纯绘画 ”之所以出现，是与图像这一符号

越少，其再现世界、表达思想的能力就越强。那么，为什

形式的本性息息相关的。说起来，构成音乐的音符与构

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还得从图像艺术的“双重性质 ”

成文学作品的文字，分别是纯粹符号与表意符号的典型

说起。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认识文艺作品的两

代表，前者可以说在符号之外一无所有，而后者如果不

大门类，第一类我们可以称之为再现艺术，第二类则不

能表意就不成其为文字了。图像则是处于纯粹符号与表

妨称之为纯粹形式的艺术，正如英国艺术理论家罗杰·

意符号之间的一种特殊符号： 一方面，它可以再现外在

弗莱所说：“在第一个大类中，伟大的作品是由艺术家对

事物 （ 就像文学那样 ） ，另一方面，它也必须符合“画面”

对象、人类及其情境，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观念的再现

本身的构图或造型要求 （ 就像音乐或建筑那样 ） 。于是，

构成的。在另一个大类中，对这些事物的再现经常被彻

“我们被迫在同一个时刻，意识到一个既是涂满了丰富

底地拒绝或者只有微不足道的意义。因此，音乐与建筑

多彩的色彩的表面，又是一个类似于我们生活并活动于

能够确立起伟大的形式构成，几乎像数学命题满足我们

其中的三维世界。绘画的这一模棱两可的性质，既构成

的理智一样，来满足我们的审美官能，也就是说，不指涉

了 （ 艺术家们的 ） 一种折磨，也成了 （ 他们 ） 灵感的来源。

任何外在于它自己的形式构成的东西。……它是自我充

艺术家本人也拥有双重性及双重忠诚。一方面，他渴望

足的，无需外在的支持。与此相反的是，诗歌与绘画迫使

实现他的视觉，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制作者； 他渴望讲述

我们去认识外部现实的指涉物，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作

他的经验，他也想要创造一个对象、一个偶像、一个珍贵

［１６ ］（ Ｐ２７２ ）

按照罗杰·弗莱的说法，作为图像作品

— 艺术品，则总是相互冲突。
之物。而视觉与珍贵之物——

的绘画应该是属于“再现艺术 ”的，然而，自 １９ 世纪末、２０

他的视觉与他的手艺总是拉向不同的方向，而他的轨道

“我们毫无疑问已经看到了画家们想要逃
世纪初以来，

则由它们的相对力量及其距离决定。在漫长的绘画历史

避这一规则，并确立一种几乎完全脱离任何自然再现的

中，我们有可能研究这一由两股力量所决定的轨道的多

绘画艺术的英雄般的尝试。我们称之为抽象艺术。”［１６ ］

样性；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艺术，这两股力量的其中一股，

（ Ｐ２７２ ）

也就是说，自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以来兴起了一种逃

或是另一股几乎被简化为零。 ”［１７ ］（ Ｐ２９６ ） 分析起来，在原始

避再现而追求纯粹形式的绘画潮流。于是，绘画史上就

绘画或儿童绘画中，再现事物或讲述经验是其主流； 而

“一种可以被称为纯绘
出现了两种范畴 （ 类型 ） 的绘画，

２０ 世纪的很多现代绘画 （ 如康定斯基等人的 “抽象绘

画，通过造型和谐，就像在建筑中一样，或者通过色彩和

画”） ，则以在画面上创造不指涉外物的“对象 ”为主要目

谐，就像在音乐中一样，来诉诸我们的情感。而另一个范

的。显然，大多数绘画都是处于再现 （ “讲述 ”） 与抽象

畴则包含那样一种绘画，它们通过由对象的再现而唤起

（ “造型 ”） 之间的某种类型。对于那些真正伟大的画家来

的联想观念与情感，以一种类似文学的方式，来诉诸我

说，关键就在于创造一种“视觉对位法 ”，以在绘画的两

品本身。”

［１６ ］（ Ｐ２７８ ）

们的情感。”

与此相适应，也出现了两种有关绘画

“一种是关于绘画的文学理论，……有一个超过
的理论，

极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如荷兰画家伦勃朗的《浴室 》就是
这样一幅出色的作品 （ 图 １） 。按照罗杰·弗莱的说法，

两千年的令人尊敬的古典传统。另一个是关于绘画的建

《浴室 》 是一幅在绘画的两极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的

筑理论，只有相当短暂的历史； 它在１９世纪有所预示，但

（ Bathsheba） ，但罗杰·弗莱
作品。此画原名为《拔士巴 》

［１６ ］（ Ｐ２７８ ）

直到最近的二十年间才成形……”

所谓“纯绘画 ”，

把它叫做《浴室 》，对此，这位艺术批评家解释道： “我是

也就是不再现任何外在世界或事件的绘画，它们就像音

故意这么做的，因为许多年以前，我驻足于此画前，带着

乐或建筑那样仅仅依靠线条和色彩来建构出某种纯粹

越来越强烈的愉悦观看着，根本不想麻烦自己去看一下

的审美形式，来诉诸我们的情感； 而所谓的文学性或再

画的标题。最后，我还是看了一眼标题，这才明白，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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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方向的拉动，还是水平方向的拉动更有力，因此我
们本来会觉得它非常令人困惑，但我却感到，它的统一
性不知怎么地非常令人满意。 ”［１８ ］ （ Ｐ３１２ ） 与伦勃朗的《浴
室》相比，乔尔乔内的《三哲人 》是一幅更容易看出其再
现性或故事性的绘画作品 （ 图 ２） ，但在两种元素达成高
度平衡这一点上，两者是一致的。所以，罗杰·弗莱认

图１

描绘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裸体外，伦勃朗还讲述了一
个故事。拔士巴手持大卫王的邀请函，当她那位老女仆
正忙着清洗并擦干她的双脚时，她正在沉思信里究竟说

图２

了些什么，而她的决定打破了平衡，尽管没有人能够弄

为：“这也是一幅存在着两种元素相互结合、彼此强化的

清楚究竟会倒向何方。这是一个拥有强烈的心理冲击力

作品。人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一幅真正的歌剧性绘画 （ 当

的瞬间，紧蹙的眉毛与无力的右手以一种只有伦勃朗才

然不是在这个词的通常的意义上，而是在暗示其双重性

“对这幅画
诚然，

质的意义上来说的 ） 。因此，人们必然会在乔尔乔内身上

的全面理解要求我们既能感受到其心理动机，也要能感

发现，他既是一个造型和谐的画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浪

受到其造型动机。然而，我本人的经验表明，人们并不清

漫派诗人。”［１６ ］ （ Ｐ２８６ ）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意大利画家柯雷

楚此画所刻画的心理情境的时候，也能激赏它的造型与

（ 图
乔 （ Ｃｏｒｒｅｇｇｉｏ） 的《圣弗拉维亚与圣普莱西德的牺牲 》

绘画诉求。而当我确实弄清楚此画所刻画的心理动机之

３） 。在这幅画中，图像所讲述的故事与其画面的造型构

［１８ ］（ Ｐ３１５ ）

能做到的方式，暗示了这一点。”

［１８ ］（ Ｐ３１５ ）

时，我感到了另一阵欣喜的袭击……”

于是，两种

感受便汇合交融为一种更强烈的审美感受。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这幅画的整个内容是画在一个 “正方形 ”之内
的，这正体现出了两股力量的牵扯及其平衡，正如罗杰
·弗莱所指出的，“正方形画作真的很罕见，理由很简
单： 要在一个正方形内做出好的构图非常困难。在并非
正方形的任何别的矩形内，艺术家立刻就能得到帮助，
从而发现主导方向，要么直立，要么水平，视他如何处理
画框的方式而定。但是在一个正方形内，垂直线与水平
线总是彼此竞争，从而毁掉了统一体的感觉，而真正感
觉对于我们从任何画作中所得到的愉悦来说又是非常
关键的。奇怪的是，在眼下这幅画里，人们很难说究竟是

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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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衡的关系，“其中两种元素朝着

的意义。在叙述时，画家没有被细节所纠缠，而是抓住了

相反的方向拉扯。它描绘的是极端暴力和残忍的事件，

故事的戏剧性场景和人物的本质特征进行了简洁而准

但却以一种不仅富有抒情性，而且带有色情意味的和谐

“戏剧性紧张的中心位于耶稣与抹
确的勾勒。在画面中，

形式来加以表达。这仿佛就像在 ［莫扎特的 ］《女人心》

大拉之间，在这儿，情感的表现达到了奇异的强度。”总

（ Cosi fan tutte） 的音乐下，来表演 ［莎士比亚的 ］《奥塞

之，“乔托的画讲了故事，却没有任何多余的细节； 他将

（ Othello）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芭蕾场面啊； 你几乎会
罗》

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对人物本质特征及其相互位置的大

以为那些刽子手们刚刚走到舞台上来表演一段欢快而

胆勾勒上。舞台几乎完全是光秃秃的，每样东西都聚焦

优雅的双人舞 （ ｐａｓ ｄｅ ｄｅｕｘ） 。事实是，柯雷乔的习惯性造

于演员身上。甚至他们的穿着也极其简单，只是不明确

型节奏无法适应去表现这样一个场面的心理及戏剧性；

的袍子罢了，仿佛只能以粗略、简单的可视形象，见出手

［１６ ］ （ Ｐ２８２ ）

他总是被那种色情而又狂热的倾向裹挟而去。 ”

足的大幅度运动。我们只跟这个故事最根本的心理事

可见，在画家的习惯性构图与叙事性内容之间很容易形

实，亦即这个情景的巨大对立与对比打交道，我们发现

成冲突，所以那些老练的叙事性画家总是放弃塑造画面

这样一种荒凉而又简化的手法，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力量

的逼真性，并善于舍弃细节。乔托的《基督在抹大拉面前

向我们显示了这一戏剧的根本。我们丝毫不会被任何微

（ 图 ４） 就是这样一幅舍弃细节、直逼本质的叙事性
显形 》

不足道的细节分散了注意力。我们不会认为这位艺术家
在使这一情景变得‘逼真 ’方面有多么聪明，但是，我们
会惊叹于他在我们的想像中唤起这一戏剧性时刻的那
种最有意义、最为崇高的东西时是多么神奇。”［１９ ］（ Ｐ２９４ ）
乔托的 《基督在抹大拉面前显形 》当然是一幅成功
的叙事画，但它之所以是成功的，除了画家的高超技艺，
恐怕主要还是跟该画叙述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有
关： “这里，艺术家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观众对故
事本身了如指掌。”［１９ ］ （ Ｐ２９３ ）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比如
说，当我们需要画家完整地叙述一个现实中的事件的时

图４

候，像《基督在抹大拉面前显形 》这样的绘画就无法胜任

绘画。该画所讲述的故事在《圣经·约翰福音 》中，说的

了； 要真正达到完整叙述的目的，画面中图像的抽象度

是在复活节星期日早上，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坟地，看

恐怕还得提高——
— 此时，我们大概也顾不上画面上的图

见两个穿白衣的天使在安放耶稣的地方坐着，一个坐在

像与某人某物到底像不像、其再现的对象到底真不真

头部，一个坐在脚部。天使看见她便对她说：“妇人，你为

（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ｍ ａｇｅ） ，是一
了。下面的这幅所谓“概念性图像 ”

什么哭？ ”她回答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

位美洲印第安人部落首领写给美国总统的一封 “图画

放在哪里。”说完这话，她转身看见耶稣，却不知其人是

（ 图 ５） 。“信上画着他向白宫里的人伸展着和平的双
信”

耶稣。耶稣问她说：“妇人，你为什么哭？ 你找谁呢？ ”马
利亚以为他是看园子的，就对他说： “先生，若是你把他
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
说： “马利亚。”马利亚就转过身，用希伯来语叫他“夫
子”。耶稣便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天去见我
的父。 ”乔托利用观众对《圣经》中的这一故事了如指掌
的事实，准确地再现了这个故事，并揭示出了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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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另外的动物和茅屋表示信仰他这个图腾的成员以及

了。其实，每一幅画都既具有“图像性 ”的一面，也具有

其他部落现在准备放弃游牧生活，定居在房屋里。严格

“文字性 ”的一面，当“图像性 ”的一面逐渐减少的时候，

地说，这里并没有表现时间上的任何瞬间——
— 确实画上

其文字性 ”的一面就会逐渐增强，当“图像性 ”要素趋近

也没有表现放弃所发生的任何空间。然而正是伸展双手

于零的时候，它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字了。关于这一

的这一姿势把各个图画文字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

点，格罗塞说得好： “就某种意义上讲，每一幅图画都是

条理的信息和意义。……向我们传达这样的意思： 原先

文字，因为每幅画总代表一件事物。……然而一幅画在

［２０ ］（ Ｐ３２ ）

显然，尽管这封“图画信 ”

本意上是不会变成一篇文字的，除非那幅画已失去原来

还保留着些许图像的特征，但它其实已经基本上“文字”

的目标，而仅在于说明某种意义。绘画的本来目的是印

化了。如果说图 ５ 的文字特征还不太明显的话，那么，下

象； 而文字的本来目的却在说明。一个图形如果仅是为

面这些阿拉斯加人的绘画文字 （ 图 ６） 就很接近我们现在

说明，即不必求正确和精细，只要普通看去能够认识就

是打仗而现在是和平。 ”

好了。 ”［２１ ］ （ Ｐ１５０ ） 如此看来，图像其实是一种原始的
“文字”，而文字则是一种抽象化了的“图像 ”④ 。当
图６

然，由于文字经过了抽象化的发展，所以它就不像
图像那样具有“再现 ”与“造型 ”的双重性质，从而可

的文字了——
— 当然不是像英文那样的拼音文字，而是像

以一心一意地去追踪、再现甚至创造各式各样的复杂事

中文一样的象形文字。关于这一点，正如格罗塞所指出

件，并给我们展示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了。

的：“北极人雕刻在木头上和骨头上的图样，有许多是极
简缩化了的图形，那实在是文字的性质多而艺术的性质
［２１ ］（ Ｐ１５１ ）

少。”

三、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的相互模仿： 内容与形式

其实，图 ６ 中的绘画文字叙述的是一个完整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 文字在叙事这么

的事件。其每个图形的图意为： １．代表一个人用右手指

一种精神文化行为中处于比图像更为优势的地位。语词

着自己，左手则指着所要去的方向； ２．他手里拿着桨，表

构成话语，而话语构成文本。在中西文化史上，文本都占

示他要坐船去； ３．右手支头，是睡觉的意思，左手伸出一

了叙事作品的绝大多数，是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

指表示一夜； ４．圆圈中的两点，是岛上有房屋的意思； ５．

亚里士多德、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等人均认为，人

意思与第 １ 图同； ６．一个圆圈表示第二个岛； ７．意思与

是一种模仿性的生物，而模仿正是促使人类进行文化创

第 ３ 图同，但伸出两指，表示两夜； ８．他拿着一把叉，想

造的根本性冲动。塔尔德把被模仿者叫做“范本”，把模

猎杀海狮； ９．表示海狮； １０．一个佩弓带箭的猎人； １１．

仿者叫做“副本 ”。“范本 ”和“副本 ”都既可能是人，也可

一条船上有两个摇桨的人； １２．表示他的住所。全部“图

能是物件或精神产品。模仿当然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

像”合起来表示这样的意思： “我坐船照这个方向到岛上

也就是塔尔德所谓的“模仿律 ”，而“模仿律 ”又可分为

去，我要在岛上睡一晚，又到另一岛上，睡两晚。我希望

“逻辑模仿律 ”和“超逻辑模仿律 ”： 前者是指“范本”成为

［２１ ］ （ Ｐ１５５ ）

尽管只是一个发生在日

模仿对象的内在逻辑规律，如和主流传统、先进技术越

常生活中的如此简单的事件，但如果真要以绘画的形式

接近的发明越可能被模仿，地位最高、成就最大、距离最

叙述出来的话，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达到迅速、

近的人以及目前最为模仿者所需要的事或物最容易成

完整、准确地叙述事件、传达信息的目的，一个没有文字

为模仿的对象； 后者是指“范本 ”成为模仿对象的外在社

可用的叙述者必须删除一切多余并有可能引起歧义的

会规律，如越是满足主导文化的成果，越容易成为模仿

图像要素，只把那些能准确地再现主要动作、明确地表

的对象。在模仿中，总是先有精神、思想上的模仿，然后

达自己的意思而又能被接受者明白的图像要素画下

才有物质、表象上的模仿，正如塔尔德所说： “模仿在人

来。而此时画下来的所谓图像，也就基本上等同于文字

身上的表现是从内心走向外表的。乍一看，一个民族或

杀死一头海狮才回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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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模仿另一个民族或阶级时，首先是模仿其奢侈品和

媒介的空间表现 》 ［２４ ］ 等论文中试图加以探讨的重要内

艺术，然后才迷恋上其爱好和文学、目的和思想，也就是

容。

其精神。然而，事实刚好相反，１６ 世纪，西班牙的时装之
所以进入法国，那是因为在此之前西班牙文学的杰出成

注释：

就已经压在我们头上。到了 １７ 世纪，法国的优势地位得

①诚然，由米尔曼·帕里和阿尔伯特·贝茨·洛德

以确立。法国文学君临欧洲，随后法国艺术和时装就走

（ 也称“帕里 －洛德理论 ”） ，主要研
所开创的“口头诗学 ”

遍天下。１５ 世纪，意大利虽然被征服并遭到蹂躏，可是它

究“口头史诗 ”，但这一理论其实也是在考察以文字写成

却用艺术和时装侵略我们，不过打头阵的还是他们令人
惊叹的诗歌。究其原因，那是由于它的诗歌挖掘并转化
了罗马帝国的文明，那是因为罗马文明是更加高雅、更
有威望的文明，所以意大利征服了征服者。”［２２ ］（ Ｐ１４３ －１４４ ） 尽

的用于口头讲唱的文本的基础上形成的。无疑，我们一
般接触到的阅读文本与 “口头史诗 ”的文本是不太一样
“在口头史诗的传播过程中，是艺人演唱的文本和文
的，
本以外的语境，共同创造了史诗的意义。听众与艺人的
互动作用，是在共时态发生的。艺人与听众，共同生活在

管塔尔德把艺术和奢侈品并列而把文学和思想、精神并

特定的传统之中，共享着特定的知识，以使传播能够顺

列的做法值得商榷，但当时文学 （ 文本 ） 高于艺术 （ 图像）

利地完成。特定的演唱传统，赋予了演唱以特定的意

的地位却是不用怀疑的，因此图像对文本的模仿也是顺

义。演唱之前的仪式，演唱之中的各种禁忌，演唱活动本

理成章、不可避免的。当然，这种模仿的“顺势”状况也是

身所蕴涵的特殊意义和特定社会文化功能，都不是仅仅

与文字作为叙事媒介或叙事符号的优势地位相适应

（ ［美 ］约翰·迈尔
通过解读语言文本就能全面把握的。”

的。当然，模仿一般总是双向流动的，因为“互相模仿是

斯·弗里： 《口头诗学： 帕里 －洛德理论 》，朝戈金译，北

人的普遍天性 ”［２２ ］（ Ｐ１７３ ） 。正因为如此，所以文化史上也存
在不少文本模仿图像的情况。
关于这种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中相互模仿的情况，

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９ －２０ 页 ） 有
时，艺人会根据表演的具体情况而对文本加以修改或歪
曲，以至于最终表演出来的东西与原始文本大相径庭。
然而，尽管“口头史诗 ”的文本与语境关系密切，但由于

我其实已经在 《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
— 故事画中的图

语境的难以把握性，所以“口头诗学 ”在研究中注重的仍

像与文本 》一文中做过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 ［７ ］，这里不

是文本。“口头程序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倾向于将

拟重复。最后，我只想强调指出： 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间

侧重点放在文本上而非语境上。实际上，其方法乃是通

相互模仿的情况，既发生在内容层面，也发生在形式层

过在同一部史诗的不同文本之间进行审慎深细的比较

面。所谓模仿中“顺势而为 ”的情况，也就是图像叙事模

考察，来确定其程序与主题。故而，尽管帕里和洛德赞同

仿文字叙事的情况，多发生在内容层面 ，因为文字在再

现场史诗表演的实地研究，以修正他们自身在书斋中钻

现世界或生活的时候，确实比图像要“深”、要“广”得多；

研史诗文本的这一局限，但是，他们因循的侧重研究依

⑤

而模仿中“逆势而上 ”的情况，也就是文字叙事模仿图像
叙事的情况，多发生在形式层面，因为图像的 “双重性
质”中那“造型 ”的一方面，虽然让图像在叙述事件、再现

然是关注文本而非语境。 ”（同上，第 ３７ －３８ 页 ）
② 其中较为重要的就有： 描绘和解释艺术作品的文
— “从古代警言诗或铭文
学作品，如所谓的“肖像诗 ”——
派生而来的肖像诗应该被视为绘画诗这一种类 ”，及其

生活方面吃亏不小，但其结构或形式方面的长处却每每

与之形成对照的“事物诗 ”——
— “这是用诗来对非技艺的

为那些具有创造力的天才作家所羡慕并模仿。事实上，

客体进行勾画 ”； “对所描绘的事物进行再创造以及用文

不少伟大作家之所以在叙事文本中不遗余力地试图用

字形式再现的文学作品 ”，也就是所谓的“象形诗 ”——
—

线性的、时间性的话语去创造某种结构上的 “空间形

“在现代诗中，它包括阿波里耐的书画诗和具象诗歌中

式”，其内在的心理动机即在于以文字去模仿图像的“造

将诗歌作为一种视觉艺术的分支 ”； “在外表上部分或完

型感 ”和“共时性 ”特征的冲动 ⑥ ——
— 而这，也正是我近年

全地依靠结构和线状因素的文学作品，对象形文字或中

《时间性叙事
来在《空间形式： 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 》［２３ ］、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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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字的使用 （ Ｅ ·庞德的独特的诗 ） ，或在纸上对字母或
字的空间安排 （ Ｓ·马拉梅的《 Un Coup de Dés》） ”；“为刺

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
激读者视觉感官而创作的文学作品 ”，这可以通过对意

名的“巴约挂毯 ”的例子： “巴约挂毯 ”是 １１ 世纪时英格

象、隐喻或明喻的使用，或者通过“雕塑 ”手法来实现；

兰的一件图解了导致征服与诺曼底人胜利若干事件的

“尽力再现视觉艺术各运动中风格的那些作品 ”，如 Ｋ ·

史诗般的刺绣艺术品，而它之所以特别有名，是因为它

曼斯菲尔德的“印象派绘画诗 ”以及西班牙作家的“印象

凭着自己的 “写实性 ” 而成为后来许多文献记载的来

派句法 ”等； “通过反映共同观点和目的的宣言和具备相

源。这里再就重要者略举几例： 如孙作云先生认为，屈原

同观点以及提出相同的文学主张的声明而相互联系起

《天问 》中所问的重要事项，一定见于文中提及的“先王

来的文学和艺术作品 ”； “在创作过程中借用了视觉艺术

庙 ”中的壁画 （ 孙作云：《楚辞天问与楚宗庙壁画 》，见《楚

中的技巧或方式的文学作品 ”，如罗伯 －格里耶 《嫉妒 》

文化研究论文集 》，郑州： 中州书画社，１９８３ 年版 ） ； 袁珂

中对 “摄影机镜头 ”技巧的使用以及在诗歌或小说中对

先生认为： “《山海经 》尤其是以图画为主的《海经 》部分

抽象派的拼贴画技巧的使用； “描写真实的或虚构的艺

所记的各种神怪异人，大约就是古代巫师招魂之时所述

术家的文学作品 ”； “没有直接谈到具体作品或作家，然

的内容大概。其初或者只是一些图画，图画的解说全靠

而又需要艺术史专业知识方能完全正确理解的文学作

巫师在作法时根据祖师传授、自己也临时编凑一些歌

品 ”； “概括性或共生体裁 ”，如假面剧、寓意画、插画故

（ 《袁珂神话论集 》，成都： 巴蜀书社，１９８８ 年版，第
词。 ”

事、连环漫画等； 以及“同感，艺术共生的心理关联物 ”，

１５ 页 ） 高亨先生在《周易古经今注 》中则说：“余疑《周易 》

等等。 （ ［美 ］乌·维斯坦因：《文学与视觉艺术》，韩冀宁

《天问 》之比。……总
先有图像，后有文辞，若《山海经 》、

译，载孙景尧选编 《新概念

新探索——
— 当代

之，凡取象之辞皆似原有图。即记事之辞亦或原有图，

西方比较文学论文选 》，桂林： 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版，第

《山海经 》、
《天问 》，其图有若干故事，是其例。准此而论，

新方法

１６７ －１７０ 页 ）

则《周易 》之成书，当有三阶段： 有卦形，有图像，而无文

③ 在文字产生之前，最基本、最重要的叙事媒介是

辞，此第一阶段也； 有卦形，有图像，兼系文辞，此第二阶

口语和图像。由于口语叙事仅限于当时当地，所以其局

（ 高
段也； 有卦形，有文辞，而删图像，此第三阶段也。 ”

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未摸索出

亨： 《周易古经今注 》，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年版，第

用文字记事之前，为了突破时空的限制，古人尝试过用

５１ －５２ 页 ）

击鼓、燃烟、举火或实物传递等方式，将表示某一事件的

“造型感 ”说起来其实是建筑才能达到的一
⑥ 当然，

信号‘传于异地 ’； 发明过结绳、掘穴、编贝、刻契和图画

种艺术效果，绘画要达成这一效果，只能诉诸人们的“错

（ 傅修延：《先秦叙
等手段，将含事的信息‘留于异时 ’。 ”

觉 ”。罗杰·弗莱在批评追求纯粹“造型感 ”的抽象艺术

事研究——
— 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 》，北京： 东方出版

时，曾经这样写道： “人们必须考虑到建筑是三维的，而

社，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６ 页 ） 应该承认，这些试图把含事的信

抽象绘画只有两维这一事实。我认为，这里存在着抽象

息传播于异时异地的“叙事 ”手段，大都已在历史的进程

绘画缺乏情感感召力的真正原因，因为显而易见的是，

中灰飞烟灭，只有那些至今还留在远古洞穴或岩壁上的

对扁平画布提供的任何空间深度的暗示，都是缘于一种

原始图画还能够让我们依稀读解出一些原始人的生活

透视效果，也就是说，缘于对艺术品之外的某种东西的

故事。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 在文字产生之前，图像

再现。不参照再现，人们就无法在画布上构建体量或空

是唯一重要的远古人类留下的遗迹，也是我们今天还能

间。所以，回到我的要点，尽管存在着抽象的尝试，但大

据之进行研究的唯一重要的叙事媒介。

体而言，绘画一直是，或许仍将保持为一种再现性的艺

④当然，这个结论只对象形文字实用，拼音文字则
又另当别论。

（ ［英 ］罗杰·弗莱：《绘画的双重性质 》，载《弗莱艺
术。 ”
术批评文选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第

⑤ 在内容层面，图像模仿文字的情况，确实是一个

２７２ －２７３ 页 ） 抽象绘画放弃“再现 ”而追求纯粹的“造型

普遍的现象，这方面的例子简直是举不胜举。但需要指

感 ”，当然难免会造成“缺乏情感感召力 ”的情况； 而那些

出的是： 这只是就大体而言的，事实上，发生在内容层面

成功地创造了“空间形式 ”的叙事作品，在不影响“再现 ”

的模仿也存在不少相反的情况，即文字对图像的模仿。

的前提下，再追求或模仿绘画作品的“造型感 ”，确实达

在 《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
— 故事画中的图像与文本 》

到了一种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自然，所谓叙事作品的

一文中 （ 《江西社会科学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 ，我曾经举到著

“空间形式 ”，说到底其实也是一种“错觉 ”，它必须借助
JXSH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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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社会科学

２０１０．１１

人们的意识反映 （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看我发表在

质 ［Ｊ］．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０，（９ ） ．

《思想战线 》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上的《空间形式： 现代小说的

［１２ ］（ 美 ） 伦纳德·史莱因 ．艺术与物理学——
— 时空

叙事结构 》以及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上

与光的艺术观与物理观 ［Ｍ ］ ．暴永宁、吴伯泽译 ，长春：

的《时间性叙事媒介的空间表现 》两篇论文 ） 。

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３ ］曹意强 ．论图像证史的有效性与误区 ［Ａ ］ ．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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