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JXSHKX

江西社会科学 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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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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于叙事文还是对于一般的文学艺术创作

来说，媒介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事件必须借助媒

介才能得到叙述，形象必须依赖媒介才能得以塑造，情

感必须通过媒介才能得到抒发，思想必须通过媒介才能

得以表现——— 而这一切，也必须通过媒介才能得到传

播，从而为他人理解和接受。
要发现或创造一种新的叙事媒介，当然殊非易事。

事实上，人类对各类媒介的利用和探索经历了一个漫长

的历史过程。今天，我们可以用来叙事的媒介当然是多

种多样，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对人类来说，似乎

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 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

的有声语言、是固定的或活动的画面、是手势，以及所有

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 叙事遍布于神话、传说、寓言、民

间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
彩绘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1 ]( P2) 话虽

然这样说，但无可否认的是: 声音 ( 口语)、图像和文字仍

然是主要的“叙事承载物”，或者说主要的叙事媒介。
必须承认，任何一种媒介在叙事、抒情、说理方面都

各有所长和所短。如声音( 口语) 在表情达意方面具有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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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没有了口语的这种限制，但既然是不同的表达媒介，

在作为不同的符号创造艺术作品时，也必然会带来一些

本质性的差异。由于声音( 口语) 叙事具有短暂性和难以

把握的特点，所以一般难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而且，就

算是要研究口传的声音叙事，也必须借助以文字写成的

文本——— 用于讲唱的底本才能顺利进行①。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在探讨叙事活动中不同媒介的相互关系问题

时，只能主要在图像与文字之间进行——— 而这也正是文

论史上著名的“诗画关系”问题。关于“诗”与“画”或文学

与图像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美国学者乌·维斯坦因认

为值得研究的方面很多，他在《文学与视觉艺术》一文中

列出的从“‘肉眼’能看得见的共生和相互渗透的种类”

就多达 16 个②。当然，本文无意也不可能对“诗画关系”

或语词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展开全面考察，只是想对图像

与文字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问题做些探讨。而要做

这种探讨，首先就必须对图像与文字的媒介特征和符号

本性有深刻的把握。

一、作为叙事媒介的图像与文字

图像与文字都是表情达意、传播信息的媒介或符

号，也是叙事的工具或手段。但由于它们是两种性质不

同的符号，所以，作为艺术品的图像与由语词或话语构

成的文本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日本学者浜田正

秀把语言和形象视为“两种精神武器”，这两种武器各有

特色:“语言是精神的主要武器，但另有一种叫做‘形象’

的精神武器。形象是现实的淡薄印象，它同语言一样，是

现实的替代物。形象作为一种记忆积累起来，加以改造、
加工、综合，使之有可能成为精神领域中的代理体验。然

而它比语言更为具体、更可感觉、更不易捉摸，它是一种

在获得正确的知识和意义之前的东西。概念相对于变化

多端、捉摸不定的形象而言，有一个客观的抽象范围，这

样虽则更显得枯燥乏味，但却便于保存和表达，得以区

分微妙的感觉。形象和语言的关系，类似于生命与形式、
感情与理性、体验与认识、艺术与学术的那种关系。”[2 ]

( P32) 而且，这两种武器也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在一个概

念里面有好几个形象，但即便使用好几个概念也不能充

分地说明一个形象。”[2 ]( P32) 关于图像与话语这“两种精神

武器”的优缺点，德国艺术评论家瓦尔特·舒里安有很

好的论述:“图画就是一种编了码的现实，犹如基因中包

含有人的编码生物类别一样。所以，图画总是比话语或

想法更概括、更复杂。图画以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浓

缩了的方式传输现实状况。因而，图画当然也让人感到

某种程度的迷糊不清，然而，图画在内容上比话语更为

丰富——— 话语‘容易安排’，但也容易出偏差。”[3 ]( P268)“大

自然的多样化是更容易安置在图画里而不是在话语里

的。当然，话语在信息传输时表达得清晰、有目的指向;

然而多样性在话语里更容易失去。……话语有可能比图

画真实或更真实，但是，同被现实性大大净化了的话语

比较起来，图画中包含的观点具有更丰富的色彩、更丰

富的内容，也更鲜艳夺目。”[3 ]( P268)“正是图画( 像) 而不是

话语才标示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方式。人能够经话语

而超越自己独特的本性并成长，但人能够借助于图画

( 像) 而获得广博、深远的学识。图画 ( 像) 能够超越各个

民族之间、各代人之间的界限和理解能力。在图画 ( 像)

中，各个民族之间、所有孩子与父母之间、外地人与本地

人之间的种种直接理解可能性都会聚在了一起。”[3 ]( P269)

总而言之，“图像与文本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亚里

士多德论述过诗歌与绘画的平行关系，贺拉斯的名言

‘诗如画’更是建立了它们的姊妹关系。在西方历史上，

关于图像与语言的关系的争论，可谓是一场‘符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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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同语言的两个国度，但它们之间保持着一个漫长的

交流与接触的关系。”[4 ]( P428) 显然，用这“两种精神武器”

来叙事，自然也是各不相同、各擅胜场的。
上述说法当然都颇为有理，但细究起来则不难发

现: 它们其实都是一些原则性的概述，对于我们洞悉图

像与文字的本质性差异用处不大。相比之下，还是莱辛

在《拉奥孔》一书中的论述更为深刻和实用。莱辛在该书

中着力探讨的，正是以语言写成的“诗”和以图像构成的

“画”之间的基本差异，正如其副标题所昭示的——— “论

画与诗的界限”。莱辛主要根据题材、媒介以及艺术理想

等方面的不同，把以画为代表的造型艺术称之为空间艺

术，而把以诗为代表的文学称之为时间艺术。与此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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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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方面有着天然的缺陷; 文字则可称之为时间性媒介，

这种媒介在表现空间中同时共存的事物时有着天然的

缺陷。由于诗表现的对象比画远为广阔，所以莱辛的这

种“诗画异质”说，其实隐含着“诗高画低”的倾向:“生活

高出图画有多么远，诗人在这里也就高出画家多么远。”
[5 ] ( 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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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在考察诗歌与绘画的关系时，通过细读《拉奥孔》，
却发现“有一种现象至今尚未受到普遍关注和充分阐

释，那就是二者相互模仿的艺术效果问题: 大凡先有诗

而后有画，即模仿诗歌的绘画作品，例如‘诗意画’，很多

成了绘画史上的精品; 反之，先有画而后有诗，即模仿绘

画的诗歌作品，例如‘题画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则很

难和前者在画史上的地位相匹配。”[6 ]而这种诗画互仿的

“非对称性”态势之所以会存在，就是由构成诗歌的语词

与构成绘画的图像的符号特性决定的:“语言和图像，作

为人类最基本的两种符号，‘实指’和‘虚指’是它们的基

本属性。语言是实指符号，因而是强势的; 图像是虚指符

号，所以是弱势的。”[6 ]而且，由语词构成的文本是时间性

艺术，其塑造形象、再现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不是由图

像构成的绘画所能够比拟的，“既然诗歌‘广于’和‘高

于’绘画，后者模仿前者也就成了诗语的‘自然流溢’，当

属‘顺势而为’; 反之，由图像艺术生出语言艺术，当然也

就成了‘不识高低’而为之，属于‘逆势而上’了。”[6 ]这就

是赵宪章先生论及的语词与图像互仿时的“顺势”和“逆

势”现象。
之所以会出现语词与图像互仿时的“顺势”和“逆势”

现象，当然与两者的媒介特质和符号本性息息相关。在
《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 故事画中的图像与文本》一文

[7 ]中，我曾经对图像和语词这两种叙事媒介的不同特性

和发展历程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主要观点为: 由于口语

叙事的短暂性，所以图像是文字产生前唯一重要的叙事

媒介③。但文字产生之后，事情就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文字

取代图像而成为最重要的叙事媒介。当然，在文字在产生

之初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图像，所以有学者认为:“最初

创立的符号必定是图画，也就是象形文字或若干个象形

文字的组合。汉字如此，苏美尔人、埃及人、赫梯人、克里

特人的文字也莫不如此。”[8 ]( P46) 只是到了后来，由于这种

“图像性”的象形文字不利于抽象思维的发展，无法便利

地记录人类的经验和精神活动，所以人们才不断地简化

或改造象形文字。此中，古希腊人、古阿拉伯人发明的以

字母文字为主体的书写体系较有代表性。这种字母文字

已经根本看不到图像的踪影了。在其他象形文字体系里，

为了方便书写，文字也陆续程度不同地与“图像性”开始

分离。总之，在文字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图像性”的特

征是越来越少、越来越不明显了，它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独

立的线性书写体系，这与精神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要求

是相适应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由于话语从具体事

物方面解脱了出来，更直接地向事物的本质推进，话语便

添加上了一种更大的精神灵活性。”[3 ]( P265) 不管怎么说，在

文字产生之后，由于口语难以保存和超时空传播的弊端

得以克服，所以图像在叙事中唯我独尊的地位很快便被

文字取而代之。这种地位的改变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

的。首先，在纪录生活、表达意义时，图像容易产生歧义。
正如我在《图像叙事: 空间的时间化》一文 [9 ]中所谈到的:

图像是一种从事件的形象流中离析出来的“去语境化的

存在”。由于在时间链条中的断裂，由于失去了和上下文

中其他事件的联系，图像的意义很不明确。要使其意义变

得明确，必须辅之以文字说明，或者让它和其他图像组成

图像系列。其次，“从记忆的角度说，一般的大脑大约可储

存两千个不同的图案，但这个数目和人类能记住的词相

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就大部分的语言来说，很多识字的人

都能够轻易记住五万个词。”[10 ]( P4 ) 我们知道:“记忆是一

个心理学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架在时间与叙事之间

的桥梁。如果人类不具备记忆的功能，那么时间马上会变

成一种毫无意义的东西，叙事也会因印象空白而变得不

再可能。”[11 ]既然我们记忆词汇的能力远远强于记忆图像

的能力，那么在叙事方面语词强于图像也就是显而易见

的了。再次，尤为重要的一点是: 图像对应的是一种空间

性思维，而语词对应的是一种时间性思维。只有在把具有

“写实性”功能的具体图像转化成抽象的代码之后，人类

才能从一图多义的纠缠中解脱出来，并加强事物前后相

续的观念; 也只有这样，时间观念和因果观念才能顺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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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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或本质性的差异。
正如我们在前面简单提及的: 文字的“图像性”特征

越少，其再现世界、表达思想的能力就越强。那么，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还得从图像艺术的“双重性质”

说起。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认识文艺作品的两

大门类，第一类我们可以称之为再现艺术，第二类则不

妨称之为纯粹形式的艺术，正如英国艺术理论家罗杰·
弗莱所说:“在第一个大类中，伟大的作品是由艺术家对

对象、人类及其情境，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观念的再现

构成的。在另一个大类中，对这些事物的再现经常被彻

底地拒绝或者只有微不足道的意义。因此，音乐与建筑

能够确立起伟大的形式构成，几乎像数学命题满足我们

的理智一样，来满足我们的审美官能，也就是说，不指涉

任何外在于它自己的形式构成的东西。……它是自我充

足的，无需外在的支持。与此相反的是，诗歌与绘画迫使

我们去认识外部现实的指涉物，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作

品本身。”[16 ]( P272 ) 按照罗杰·弗莱的说法，作为图像作品

的绘画应该是属于“再现艺术”的，然而，自19世纪末、20

世纪初以来，“我们毫无疑问已经看到了画家们想要逃

避这一规则，并确立一种几乎完全脱离任何自然再现的

绘画艺术的英雄般的尝试。我们称之为抽象艺术。”[16 ]

( P272 ) 也就是说，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兴起了一种逃

避再现而追求纯粹形式的绘画潮流。于是，绘画史上就

出现了两种范畴( 类型) 的绘画，“一种可以被称为纯绘

画，通过造型和谐，就像在建筑中一样，或者通过色彩和

谐，就像在音乐中一样，来诉诸我们的情感。而另一个范

畴则包含那样一种绘画，它们通过由对象的再现而唤起

的联想观念与情感，以一种类似文学的方式，来诉诸我

们的情感。”[16 ]( P278 ) 与此相适应，也出现了两种有关绘画

的理论，“一种是关于绘画的文学理论，……有一个超过

两千年的令人尊敬的古典传统。另一个是关于绘画的建

筑理论，只有相当短暂的历史; 它在19世纪有所预示，但

直到最近的二十年间才成形……”[16 ]( P278) 所谓“纯绘画”，
也就是不再现任何外在世界或事件的绘画，它们就像音

乐或建筑那样仅仅依靠线条和色彩来建构出某种纯粹

的审美形式，来诉诸我们的情感; 而所谓的文学性或再

现性绘画恰恰相反，它们必须再现外在对象或事件，并

通过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唤起观者的观念或情感。
应该说，“纯绘画”之所以出现，是与图像这一符号

形式的本性息息相关的。说起来，构成音乐的音符与构

成文学作品的文字，分别是纯粹符号与表意符号的典型

代表，前者可以说在符号之外一无所有，而后者如果不

能表意就不成其为文字了。图像则是处于纯粹符号与表

意符号之间的一种特殊符号: 一方面，它可以再现外在

事物 ( 就像文学那样) ，另一方面，它也必须符合“画面”

本身的构图或造型要求 ( 就像音乐或建筑那样)。于是，

“我们被迫在同一个时刻，意识到一个既是涂满了丰富

多彩的色彩的表面，又是一个类似于我们生活并活动于

其中的三维世界。绘画的这一模棱两可的性质，既构成

了( 艺术家们的) 一种折磨，也成了 ( 他们) 灵感的来源。
艺术家本人也拥有双重性及双重忠诚。一方面，他渴望

实现他的视觉，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制作者; 他渴望讲述

他的经验，他也想要创造一个对象、一个偶像、一个珍贵

之物。而视觉与珍贵之物——— 艺术品，则总是相互冲突。
他的视觉与他的手艺总是拉向不同的方向，而他的轨道

则由它们的相对力量及其距离决定。在漫长的绘画历史

中，我们有可能研究这一由两股力量所决定的轨道的多

样性;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艺术，这两股力量的其中一股，

或是另一股几乎被简化为零。”[17 ]( P296) 分析起来，在原始

绘画或儿童绘画中，再现事物或讲述经验是其主流; 而

20 世纪的很多现代绘画 ( 如康定斯基等人的“抽象绘

画”) ，则以在画面上创造不指涉外物的“对象”为主要目

的。显然，大多数绘画都是处于再现 (“讲述”) 与抽象

(“造型”) 之间的某种类型。对于那些真正伟大的画家来

说，关键就在于创造一种“视觉对位法”，以在绘画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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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室》是一幅在绘画的两极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的

作品。此画原名为《拔士巴》( Bathsheba) ，但罗杰·弗莱

把它叫做《浴室》，对此，这位艺术批评家解释道:“我是

故意这么做的，因为许多年以前，我驻足于此画前，带着

越来越强烈的愉悦观看着，根本不想麻烦自己去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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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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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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些什么，而她的决定打破了平衡，尽管没有人能够弄

清楚究竟会倒向何方。这是一个拥有强烈的心理冲击力

的瞬间，紧蹙的眉毛与无力的右手以一种只有伦勃朗才

能做到的方式，暗示了这一点。”[18 ]( P315) 诚然，“对这幅画

的全面理解要求我们既能感受到其心理动机，也要能感

受到其造型动机。然而，我本人的经验表明，人们并不清

楚此画所刻画的心理情境的时候，也能激赏它的造型与

绘画诉求。而当我确实弄清楚此画所刻画的心理动机之

时，我感到了另一阵欣喜的袭击……”[18 ]( P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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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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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这也是一幅存在着两种元素相互结合、彼此强化的

作品。人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一幅真正的歌剧性绘画 ( 当

然不是在这个词的通常的意义上，而是在暗示其双重性

质的意义上来说的)。因此，人们必然会在乔尔乔内身上

发现，他既是一个造型和谐的画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浪

漫派诗人。”[16 ] ( P286)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意大利画家柯雷

乔 ( Correggio) 的《圣弗拉维亚与圣普莱西德的牺牲》( 图

3)。在这幅画中，图像所讲述的故事与其画面的造型构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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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造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衡的关系，“其中两种元素朝着

相反的方向拉扯。它描绘的是极端暴力和残忍的事件，

但却以一种不仅富有抒情性，而且带有色情意味的和谐

形式来加以表达。这仿佛就像在 [莫扎特的 ]《女人心》
( Cosi fan tutte) 的音乐下，来表演 [莎士比亚的 ]《奥塞

罗》( Othello)。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芭蕾场面啊; 你几乎会

以为那些刽子手们刚刚走到舞台上来表演一段欢快而

优雅的双人舞( pas de deux)。事实是，柯雷乔的习惯性造

型节奏无法适应去表现这样一个场面的心理及戏剧性;

他总是被那种色情而又狂热的倾向裹挟而去。”[16 ] ( P282)

可见，在画家的习惯性构图与叙事性内容之间很容易形

成冲突，所以那些老练的叙事性画家总是放弃塑造画面

的逼真性，并善于舍弃细节。乔托的《基督在抹大拉面前

显形》( 图 4) 就是这样一幅舍弃细节、直逼本质的叙事性

绘画。该画所讲述的故事在《圣经·约翰福音》中，说的

是在复活节星期日早上，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坟地，看

见两个穿白衣的天使在安放耶稣的地方坐着，一个坐在

头部，一个坐在脚部。天使看见她便对她说:“妇人，你为

什么哭? ”她回答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

放在哪里。”说完这话，她转身看见耶稣，却不知其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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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义。在叙述时，画家没有被细节所纠缠，而是抓住了

故事的戏剧性场景和人物的本质特征进行了简洁而准

确的勾勒。在画面中，“戏剧性紧张的中心位于耶稣与抹

大拉之间，在这儿，情感的表现达到了奇异的强度。”总

之，“乔托的画讲了故事，却没有任何多余的细节; 他将

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对人物本质特征及其相互位置的大

胆勾勒上。舞台几乎完全是光秃秃的，每样东西都聚焦

于演员身上。甚至他们的穿着也极其简单，只是不明确

的袍子罢了，仿佛只能以粗略、简单的可视形象，见出手

足的大幅度运动。我们只跟这个故事最根本的心理事

实，亦即这个情景的巨大对立与对比打交道，我们发现

这样一种荒凉而又简化的手法，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力量

向我们显示了这一戏剧的根本。我们丝毫不会被任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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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像《基督在抹大拉面前显形》这样的绘画就无法胜任

了; 要真正达到完整叙述的目的，画面中图像的抽象度

恐怕还得提高——— 此时，我们大概也顾不上画面上的图

像与某人某物到底像不像、其再现的对象到底真不真

了。下面的这幅所谓“概念性图像”( concept im age) ，是一

位美洲印第安人部落首领写给美国总统的一封“图画

信”( 图 5)。“信上画着他向白宫里的人伸展着和平的双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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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手。另外的动物和茅屋表示信仰他这个图腾的成员以及

其他部落现在准备放弃游牧生活，定居在房屋里。严格

地说，这里并没有表现时间上的任何瞬间——— 确实画上

也没有表现放弃所发生的任何空间。然而正是伸展双手

的这一姿势把各个图画文字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

条理的信息和意义。……向我们传达这样的意思: 原先

是打仗而现在是和平。”[20 ]( P32) 显然，尽管这封“图画信”

还保留着些许图像的特征，但它其实已经基本上“文字”

化了。如果说图 5 的文字特征还不太明显的话，那么，下

面这些阿拉斯加人的绘画文字( 图 6) 就很接近我们现在

的文字了——— 当然不是像英文那样的拼音文字，而是像

中文一样的象形文字。关于这一点，正如格罗塞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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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21 ]( P151) 其实，图 6 中的绘画文字叙述的是一个完整

的事件。其每个图形的图意为: 1．代表一个人用右手指

着自己，左手则指着所要去的方向; 2．他手里拿着桨，表

示他要坐船去; 3．右手支头，是睡觉的意思，左手伸出一

指表示一夜; 4．圆圈中的两点，是岛上有房屋的意思; 5．

意思与第 1 图同; 6．一个圆圈表示第二个岛; 7．意思与

第 3 图同，但伸出两指，表示两夜; 8．他拿着一把叉，想

猎杀海狮; 9．表示海狮; 10．一个佩弓带箭的猎人; 11．

一条船上有两个摇桨的人; 12．表示他的住所。全部“图

像”合起来表示这样的意思:“我坐船照这个方向到岛上

去，我要在岛上睡一晚，又到另一岛上，睡两晚。我希望

杀死一头海狮才回家。”[21 ] ( P155) 尽管只是一个发生在日

常生活中的如此简单的事件，但如果真要以绘画的形式

叙述出来的话，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达到迅速、
完整、准确地叙述事件、传达信息的目的，一个没有文字

可用的叙述者必须删除一切多余并有可能引起歧义的

图像要素，只把那些能准确地再现主要动作、明确地表

达 自 己 的 意 思 而 又 能 被 接 受 者 明 白 的 图 像 要 素 画 下

来。而此时画下来的所谓图像，也就基本上等同于文字

了。其实，每一幅画都既具有“图像性”的一面，也具有

“文字性”的一面，当“图像性”的一面逐渐减少的时候，

其文字性”的一面就会逐渐增强，当“图像性”要素趋近

于零的时候，它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字了。关于这一

点，格罗塞说得好:“就某种意义上讲，每一幅图画都是

文字，因为每幅画总代表一件事物。……然而一幅画在

本意上是不会变成一篇文字的，除非那幅画已失去原来

的目标，而仅在于说明某种意义。绘画的本来目的是印

象; 而文字的本来目的却在说明。一个图形如果仅是为

说明，即不必求正确和精细，只要普通看去能够认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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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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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心一意地去追踪、再现甚至创造各式各样的复杂事

件，并给我们展示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了。

三、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的相互模仿: 内容与形式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 文字在叙事这么

一种精神文化行为中处于比图像更为优势的地位。语词

构成话语，而话语构成文本。在中西文化史上，文本都占

了叙事作品的绝大多数，是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
亚里士多德、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等人均认为，人

是一种模仿性的生物，而模仿正是促使人类进行文化创

造的根本性冲动。塔尔德把被模仿者叫做“范本”，把模

仿者叫做“副本”。“范本”和“副本”都既可能是人，也可

能是物件或精神产品。模仿当然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

也就是塔尔德所谓的“模仿律”，而“模仿律”又可分为

“逻辑模仿律”和“超逻辑模仿律”: 前者是指“范本”成为

模仿对象的内在逻辑规律，如和主流传统、先进技术越

接近的发明越可能被模仿，地位最高、成就最大、距离最

近的人以及目前最为模仿者所需要的事或物最容易成

为模仿的对象; 后者是指“范本”成为模仿对象的外在社

会规律，如越是满足主导文化的成果，越容易成为模仿

的对象。在模仿中，总是先有精神、思想上的模仿，然后

才有物质、表象上的模仿，正如塔尔德所说:“模仿在人

身上的表现是从内心走向外表的。乍一看，一个民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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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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然后才迷恋上其爱好和文学、目的和思想，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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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经压在我们头上。到了 17 世纪，法国的优势地位得

以确立。法国文学君临欧洲，随后法国艺术和时装就走

遍天下。15 世纪，意大利虽然被征服并遭到蹂躏，可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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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塔尔德把艺术和奢侈品并列而把文学和思想、精神并

列的做法值得商榷，但当时文学 ( 文本) 高于艺术 ( 图像)

的地位却是不用怀疑的，因此图像对文本的模仿也是顺

理成章、不可避免的。当然，这种模仿的“顺势”状况也是

与 文 字 作 为 叙 事 媒 介 或 叙 事 符 号 的 优 势 地 位 相 适 应

的。当然，模仿一般总是双向流动的，因为“互相模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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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已经在《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 故事画中的图

像与文本》一文中做过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 [7 ]，这里不

拟重复。最后，我只想强调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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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模仿中“顺势而为”的情况，也就是图像叙事模

仿文字叙事的情况，多发生在内容层面⑤，因为文字在再

现世界或生活的时候，确实比图像要“深”、要“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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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方面吃亏不小，但其结构或形式方面的长处却每每

为那些具有创造力的天才作家所羡慕并模仿。事实上，

不少伟大作家之所以在叙事文本中不遗余力地试图用

线性的、时间性的话语去创造某种结构上的“空间形

式”，其内在的心理动机即在于以文字去模仿图像的“造

型感”和“共时性”特征的冲动⑥——— 而这，也正是我近年

来在《空间形式: 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23 ]、《时间性叙事

媒介的空间表现》 [24 ] 等论文中试图加以探讨的重要内

容。

注释:

①诚然，由米尔曼·帕里和阿尔伯特·贝茨·洛德

所开创的“口头诗学”( 也称“帕里 －洛德理论”) ，主要研

究“口头史诗”，但这一理论其实也是在考察以文字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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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口头史诗的传播过程中，是艺人演唱的文本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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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的传统之中，共享着特定的知识，以使传播能够顺

利地完成。特定的演唱传统，赋予了演唱以特定的意

义。演唱之前的仪式，演唱之中的各种禁忌，演唱活动本

身所蕴涵的特殊意义和特定社会文化功能，都不是仅仅

通过解读语言文本就能全面把握的。”( [美 ]约翰·迈尔

斯·弗里:《口头诗学: 帕里 －洛德理论》，朝戈金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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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境的难以把握性，所以“口头诗学”在研究中注重的仍

是文本。“口头程序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倾向于将

侧重点放在文本上而非语境上。实际上，其方法乃是通

过在同一部史诗的不同文本之间进行审慎深细的比较

考察，来确定其程序与主题。故而，尽管帕里和洛德赞同

现场史诗表演的实地研究，以修正他们自身在书斋中钻

研史诗文本的这一局限，但是，他们因循的侧重研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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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作品，如所谓的“肖像诗”——— “从古代警言诗或铭文

派生而来的肖像诗应该被视为绘画诗这一种类”，及其

与之形成对照的“事物诗”——— “这是用诗来对非技艺的

客体进行勾画”;“对所描绘的事物进行再创造以及用文

字形式再现的文学作品”，也就是所谓的“象形诗”———

“在现代诗中，它包括阿波里耐的书画诗和具象诗歌中

将诗歌作为一种视觉艺术的分支”;“在外表上部分或完

全地依靠结构和线状因素的文学作品，对象形文字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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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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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读者视觉感官而创作的文学作品”，这可以通过对意

象、隐喻或明喻的使用，或者通过“雕塑”手法来实现;

“尽力再现视觉艺术各运动中风格的那些作品”，如 K·

曼斯菲尔德的“印象派绘画诗”以及西班牙作家的“印象

派句法”等;“通过反映共同观点和目的的宣言和具备相

同观点以及提出相同的文学主张的声明而相互联系起

来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借用了视觉艺术

中的技巧或方式的文学作品”，如罗伯 －格里耶《嫉妒》

中对“摄影机镜头”技巧的使用以及在诗歌或小说中对

抽象派的拼贴画技巧的使用; “描写真实的或虚构的艺

术家的文学作品”; “没有直接谈到具体作品或作家，然

而又需要艺术史专业知识方能完全正确理解的文学作

品”;“概括性或共生体裁”，如假面剧、寓意画、插画故

事、连环漫画等; 以及“同感，艺术共生的心理关联物”，

等等。( [美 ]乌·维斯坦因:《文学与视觉艺术》，韩冀宁

译，载孙景尧选编《新概念 新方法 新探索——— 当代

西方比较文学论文选》，桂林: 漓江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67 －170 页)

③在文字产生之前，最基本、最重要的叙事媒介是

口语和图像。由于口语叙事仅限于当时当地，所以其局

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未摸索出

用文字记事之前，为了突破时空的限制，古人尝试过用

击鼓、燃烟、举火或实物传递等方式，将表示某一事件的

信号‘传于异地’; 发明过结绳、掘穴、编贝、刻契和图画

等手段，将含事的信息‘留于异时’。”( 傅修延:《先秦叙

事研究——— 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 东方出版

社，1999 年版，第 16 页) 应该承认，这些试图把含事的信

息传播于异时异地的“叙事”手段，大都已在历史的进程

中灰飞烟灭，只有那些至今还留在远古洞穴或岩壁上的

原始图画还能够让我们依稀读解出一些原始人的生活

故事。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 在文字产生之前，图像

是唯一重要的远古人类留下的遗迹，也是我们今天还能

据之进行研究的唯一重要的叙事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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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在内容层面，图像模仿文字的情况，确实是一个

普遍的现象，这方面的例子简直是举不胜举。但需要指

出的是: 这只是就大体而言的，事实上，发生在内容层面

的模仿也存在不少相反的情况，即文字对图像的模仿。

在《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 故事画中的图像与文本》

一文中(《江西社会科学》2008 年第 3 期) ，我曾经举到著

名的“巴约挂毯”的例子:“巴约挂毯”是 11 世纪时英格

兰的一件图解了导致征服与诺曼底人胜利若干事件的

史诗般的刺绣艺术品，而它之所以特别有名，是因为它

凭着自己的“写实性”而成为后来许多文献记载的来

源。这里再就重要者略举几例: 如孙作云先生认为，屈原

《天问》中所问的重要事项，一定见于文中提及的“先王

庙”中的壁画( 孙作云:《楚辞天问与楚宗庙壁画》，见《楚

文化研究论文集》，郑州: 中州书画社，1983 年版) ; 袁珂

先生认为:“《山海经》尤其是以图画为主的《海经》部分

所记的各种神怪异人，大约就是古代巫师招魂之时所述

的内容大概。其初或者只是一些图画，图画的解说全靠

巫师在作法时根据祖师传授、自己也临时编凑一些歌

词。”(《袁珂神话论集》，成都: 巴蜀书社，1988 年版，第

15 页) 高亨先生在《周易古经今注》中则说:“余疑《周易》

先有图像，后有文辞，若《山海经》、《天问》之比。……总

之，凡取象之辞皆似原有图。即记事之辞亦或原有图，

《山海经》、《天问》，其图有若干故事，是其例。准此而论，

则《周易》之成书，当有三阶段: 有卦形，有图像，而无文

辞，此第一阶段也; 有卦形，有图像，兼系文辞，此第二阶

段也; 有卦形，有文辞，而删图像，此第三阶段也。”( 高

亨: 《周易古经今注》，北京: 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

51 －52 页)

⑥当然，“造型感”说起来其实是建筑才能达到的一

种艺术效果，绘画要达成这一效果，只能诉诸人们的“错

觉”。罗杰·弗莱在批评追求纯粹“造型感”的抽象艺术

时，曾经这样写道:“人们必须考虑到建筑是三维的，而

抽象绘画只有两维这一事实。我认为，这里存在着抽象

绘画缺乏情感感召力的真正原因，因为显而易见的是，

对扁平画布提供的任何空间深度的暗示，都是缘于一种

透视效果，也就是说，缘于对艺术品之外的某种东西的

再现。不参照再现，人们就无法在画布上构建体量或空

间。所以，回到我的要点，尽管存在着抽象的尝试，但大

体而言，绘画一直是，或许仍将保持为一种再现性的艺

术。”( [英 ]罗杰·弗莱:《绘画的双重性质》，载《弗莱艺

术批评文选》，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 年版，第

272 －273 页) 抽象绘画放弃“再现”而追求纯粹的“造型

感”，当然难免会造成“缺乏情感感召力”的情况; 而那些

成功地创造了“空间形式”的叙事作品，在不影响“再现”

的前提下，再追求或模仿绘画作品的“造型感”，确实达

到了一种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自然，所谓叙事作品的

“空间形式”，说到底其实也是一种“错觉”，它必须借助

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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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意识反映 (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看我发表在

《思想战线》2005 年第 6 期上的《空间形式: 现代小说的

叙事结构》以及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2007 年第 4 期上

的《时间性叙事媒介的空间表现》两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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