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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晚明是一個禮／情分殊、雅／俗越界，以及公／私範域游移模糊、生產／消
費商品流通的一個嶄新的文化世代。文學性版畫的生產與接受，是晚明新興而流
行的大眾文化的重要一環。詩、詞、小說、戲曲等作品，多一一翻製為文學圖像
化的版畫形式，進入大眾消費市場的流通網絡之中，蔚為一個全新的圖像／視覺
文化時代。
晚明文學性版畫作為世俗大眾的知識啟蒙物、世俗娛樂物、文化消費品，透
過文學／繪畫的互文修辭與轉喻機制，往往呈現出眾聲喧嘩的多音化的文化操演
空間。為了迎合標新立異、玩奇侈麗的世俗風尚，晚明文學性版畫透過文學／繪
畫的互文性再現機制，畫面空間的性別——身體意象，毋寧再現了人性存有的方
式，以及世俗社會的真實：一種關乎著雅／俗、公／私、禮教／情教、生產／消
費等權力關係與意識形態的文化展演。
本計畫以晚明文學性版畫性別疆界的文化操演作為研究課題，以詩、詞、戲
曲、小說等文學性版畫中文學／繪畫的互文性為範疇，探討晚明性別疆界所呈現
的空間權力與意識形態。論述時，除關注於文學性版畫透過文學／繪畫的互文再
現機制所呈顯的套語結構與對話機制外，又參酌中西相關空間、權力、意識形態，
及影像分析、女性主義、文化理論中對大眾文化、消費文化等論述，以文學／繪
畫互文性疆界的詮釋模式為中介，探究晚明文學性版畫性別疆界的文化書寫，以
及其中所蘊涵的空間權力與意識形態。其中尤關注於晚明論述主體所操弄之性
別——身體的空間修辭策略，如何銘寫出新的性別疆界空間：男／女空間錯置、
移位，男／女在此處／他處、公共／私密空間擺盪、越界，男／女性別錯置、滑
移、踰溢的空間疆界，如何彰顯出晚明複合性的社會關係與流動性的文化形式。
不同的性別——身體的空間位置與慾望圖式，除銘記著不同的權力符碼與意識形
態，又如何反映出晚明殊異的世風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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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一．前言
在不同文化世代中，性別——身體本是不同意識形態交相指涉、辯證的文化
操演空間，性別——身體具體存在於權力的網絡中，並展演為一組組編碼化的符
號，承載著複雜的文化構成方式與象徵意義。不同的文化場域，性別——身體論
述如何被編碼，而生產、演繹於文化時空場域中，是一極富興味的研究課題。
本計畫聚焦於晚明文學性版畫性別疆界的文化書寫面貌，主要在論述兼具知
識啟蒙、世俗娛樂功能的晚明文學性版畫在文化消費機制下，如何展演女性——
身體意象、標識性別——空間位置、劃分公眾——私密領域、呈現禮教——情教
社會、構築欲望——情色圖式，而再現出世俗空間的社會權力與意識形態。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晚明作為傳統中國邁向現代化社會前兆的一個具指標性意義的文化世代，其
歷史社會、經濟結構、文藝風潮、思想革命、美學思潮等，多為目前史學界、文
學界、藝術界等領域所關注的研究課題，但大量足以詮析晚明性別實踐革命的文
學性版畫，卻一直未受重視。
晚明社會心理機制逐漸由講求外在天理、道德規範，轉而注重內在自然情感
與心理慾求。性別／空間、禮教／情教、公眾／私人的指涉、辯証，成為晚明重
要的文化操演空間。晚明社會文化空間中，禮教／情教的越界及情教社會的建
構，無疑形塑出一種新的重情、重慾的文化景觀，復以社會層級、性別越界的去
疆域化，乃至於經濟勃興，建構出多級層次的市場，及區域性的市場網絡與疏密
有致的全國性市場，星羅棋布地構設成商品生產和交易流通的網絡體系，消費主
體擴大，文藝消費品大眾化，文學性版畫一躍為消費新型態下兼具知識性、啟
蒙性、娛樂性，及商業化、通俗化、普及化的文化產品。則在此新型文化消費社
會空間中，文學性版畫透過文學／繪畫互文修辭、轉喻機制，除運用套語結構外，
又如何刻意凸顯、挪移、倒置、誤用、顛覆文學文本的傳統脈絡，創造出新的繪
畫圖像，具體展演在文學／繪畫的互文性疆界空間中，而用以重新銘寫、標記、
建構性別空間，創構出能實質反映晚明重情、重慾的世風民情，洵是一個亟待研
究的重要課題。
晚明文學性版畫，既集合詩詞戲曲小說書畫刻印不同創作模式，又融合民間
工匠、文人創作於一體，是一種兼具了知識性／啟蒙性、藝術性／娛樂性及商品
化／消費化的文本形式，則在公開、流通、傳遞、接受的文化操演空間中，晚明
文學性版畫以文學作為文學／繪畫互文、轉喻的意象底本、敘事基軸，不免在世
俗性的商品化消費行為的接受——反饋歷程中，以豐富的戲劇場景與細膩的敘
事動向強化出視覺化圖像的動人魅力，滿足晚明世俗社會庶民大眾的心理佔有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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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從而展現並發揮出文學圖像化的世俗性功能1。
晚明文學性版畫圖繪、鐫刻、印刷結合的紙上文化空間中，透過文學／繪畫
互文、轉喻的修辭機制，往往演示出文學／繪畫新的對話圖式，本文研究動機與
目的之一，即在探討晚明文學性版畫在文學／繪畫互文疆界空間中所呈現的套語
結構與對話圖式。
再者，晚明文學性版畫在演示文學／繪畫新的對話結構的同時，也再現出新
文化世代理／情分殊、雅／俗越界下一種新的生命書寫方式與性別革命實踐。故
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之二，乃在探討晚明文學性版畫在文學／繪畫互文、轉喻的
修辭機制下，論述主體如何透過敘事化的戲劇性空間場景，銘寫性別？在性別意
象版圖與性別敘事空間中，觀看／被看之觀視機制下，如何展演出身體、慾望圖
式，開啟欲力迴路？性別文化生產／消費之建構是否因生產／消費主體、文類形
式，或地域、派別之不同而有差異？
又性別的銘記與操弄本是一個基本而普遍的文化結構，不同的文化世代往往
有其不同的性別銘記與操演方式，在不同的文化場域，性別論述有不同的表述和
展演方式，性別的空間權力與意識型態，往往銘寫在話語的結構歷程中，在性別
實踐、文化消費中，不斷地生產和再生產，故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之三，即在探
討晚明版畫作為性別意識型態文化產品的形塑者、承載者，在社會層級移位的文
化結構、新型的消費文化型態，及禮教／情教重構的文化思潮下，如何逸離於傳
統的禮教形象之外，重鑄、展演性別——身體作為世俗社會消費商品的意象版
圖，及其中所呈顯的空間權力與意識形態。
晚明文學性版畫論述主體多為男性，男性論述主體透過文學性版畫之文學／
繪畫互文性之修辭機制，展演性別——身體空間權力與意識形態，往往以性別仿
擬為修辭操演的主要方式。男性論述主體掌握話語權力，透過文學／繪畫轉喻、
互文機制，往往將自我慾望、權力，以及身分認同轉化、投射至女性客體中，在
觀看／認同的修辭幻象中，物化女性客體，並建構出男／女性別——身體不同的
生命空間與社會身分，亦即男性藝術家群體作為文學／繪畫互文性修辭的論述主
體，如何建構以性別差異作為慾望、權力的論述，在文學／繪畫互文、轉喻的文
學性版畫視覺藝術中，女性又如何被塑造成帶著慾念的男性觀視之物？在文學／
繪畫互文性疆界中的視覺意象與性別論述如何展演、解構父權體系的文化主宰結
構；在文學／繪畫的互文、轉喻的修辭空間中，性別身分與階級結構又如何交叉、
構連、裂變、越界？文學性版畫作為通俗大眾的文化消費品，則在文學／繪畫的
互文修辭機制中，主流論述的聲音外，一向被掩蓋、忽視的無聲的大眾讀者的聲
音，如何穿行於文學／繪畫互文修辭的意象版圖與敘事模式中，新型文化消費形
態及注意商品邏輯的市場運作機制下，又如何衍異出新的性別論述？性別——身
體作為消費商品又如何被消費文化所生產、消費？在禮教／情教越界的文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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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文惠：
〈身體、慾望與空間疆界——晚明《唐詩畫譜》女性意象版圖的文化展演〉
，《政大中

文學報》第 2 期（2004 年 12 月）
，頁 55-57。
3

中，性別——身體——慾望又如何逸離、擺盪於父權體制外，展演出多元流動的
變貌，此為研究動機與目的之四。
三．研究概況與文獻探討
晚明文學性版畫數量龐大，但相關研究不多。胡萬川〈傳統小說的版畫插圖〉
（《中外文學》16 卷 12 期，1988 年 5 月）一文分析傳統小說的版畫插圖作用、
功能與圖式：小說版畫插圖為市民大眾提供休閒娛悅的閱讀情趣，故往往凸顯主
體人物，構圖如「戲臺格局」
，如常見的剖面圖式，
「正好似掀開隔牆，讓人得以
觀照屋宇中真實人情世界的設計」
。毛文芳〈從俗世中雅賞－－晚明《唐詩畫譜》
圖像營構之審美品味〉（收於中興大學中文系編：《「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第一
屆全國學術研討會，台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 年初版》）一文，認
為《唐詩畫譜》將古雅的唐代詩意轉譯為當代俗世圖像，為一般俗眾提供類似觀
看戲劇－－小說搭配影像視界的文娛作用，從而發揮了影像世俗化的功能；又如
其《物‧性別‧觀看─ ─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台北：學生書局，2001 年
初版）一書，分析《青樓韻語》
、
《吳騷合編》
、
《詩餘畫譜》等書，多著重鋪陳「幽
期歡會、惜別傷情的圖像細節」。宋莉華〈插圖與明清小說的閱讀及傳播〉（《文
學遺產》，2000 年第 4 期）一文，強調插圖是小說傳播的重要媒介，插圖中人
物形象的刻畫具展示作用，對文本情節也起提示、說明作用。楊玉成〈閱讀世情：
崇禎本《金瓶梅》評點〉（《國文學誌》第五期，2001 年 12 月）一文，分析小
說插畫中的觀看機制，強調觀看是一種心理慾求的滿足。蕭麗玲〈晚明版畫中戲
曲和繪畫的關係〉
（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1991 年碩士論文）
、
〈戲曲插圖─
─戲曲批評的一種形式：容與堂本《琵琶記》中之忠孝矛盾〉
（「性別、文本、身
體、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1997 年 5 月 24——25 日）一文則透過《琵琶記》，
分析晚明版畫中戲曲與繪畫的關係，及文本中的忠孝矛盾如何透過插圖作為戲曲
批評的一種形式而呈現。王璦玲〈以情造境——明清戲曲中之敘事與時空想像〉
一文，分從戲曲作為時空藝術所具有之「表現性」與「敘述性」特質、以景寫情、
寫景、敘事與戲劇意境之營造、「世外時空」之想像——理想世界中之景物敘寫
與心靈追求、景物敘寫與記憶編織——清初戲曲中歷史性空間／空間性歷史的建
構四向度，論析戲曲的「表現性」
、
「敘事性」特質，使其時空想像更具自由度與
可能性。文中闡明戲劇類似於繪畫的空間邏輯與音樂的時間邏輯，而呈現為一種
具體的時空型藝術。
（收入熊秉真編：
《睹物思人》
（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 年
初版），頁 91-178。）文中附錄數幅戲曲圖像，惜未見分析。又董捷〈《西廂記》
插圖的繪刻者〉
（《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
，4 卷 1 期，2006 年 3 月，頁 82-93）、
〈古本《西廂記》版畫插圖考〉（《新美術》，2001 年 3 期，頁 67-74）二文，提
供古本《西廂記》版畫插圖的繪刻者、署名等分析。大抵學者論述已逐漸關注到
晚明已然進入一個圖像——視覺時代，然而，對於文學性版畫中文學／繪畫的互
文性疆界之研究，及其中透顯的空間權力和意識形態，仍不多見。詩、詞、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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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文學性版畫作為知識性、娛樂性、啟蒙性兼具的文化商品，其文學／繪畫互
文性的再現機制為何？文學性版畫的產生與流傳、接受實依存於生產及使用的生
產—接受─反應脈絡中，則在性別政治權力結構中，及情教社會的文化啟蒙上，
商品社會的文化機制下，性別——身體作為消費商品的意象如何展現？慾望如何
流動？性別如何解構？晚明文學性版畫作為禮教／情教社會移位、重塑，通俗大
眾商品邏輯／消費反饋的意識形態文本，藉由文學／繪畫的互文指涉和轉喻機
制，性別－－身體化文本的空間實踐，實展演於一具多音陳述的疆界空間中，性
別——身體疆界即在性別差異的邊界和模糊邊境地帶之間游移、裂變，則文學性
版畫中性別意象版圖與敘事結構的文化展演，當實即為晚明新型消費社會下，禮
教／情教、雅／俗相互指涉、辯證的文化操演空間，在符合世風民情與商品邏輯
的文化消費創造轉換策略上，晚明文學性版畫如何改寫、錯置、踰溢文學／繪畫
轉喻、互文修辭空間中的性別意象版圖與敘事結構？凡此，均為本專題研究的重
要課題。
本專題研究涉及晚明詩、詞、戲曲、小說等文學性版畫，及相關文學／圖像
資料中性別操演所呈顯的空間權力與意識型態。故主要文獻以《唐詩畫譜》
、
《詩
餘畫譜》、《吳騷合編》，及戲曲小說版畫為主。有關晚明文學性版畫散逸各處，
且資料龐大，本研究擬廣泛蒐集詩、詞、戲曲、小說等文學性版畫文本，除參酌
相關戲曲小說文學性版畫圖錄、其他非文學性版畫圖錄外，並交叉比對文人與職
業畫家繪畫文本，又廣引晚明詩文集、雜品文獻、筆記雜俎、題跋等相關論述，
用以分析晚明如何組構出龐大的性別空間的權力表述。此外，又參酌、援引、轉
化中西相關性別、空間、權力、意識形態等論述，深入分析晚明文學性版畫之文
學／繪畫互文性再現機制中性別空間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期望立基在前人的
研究成就上，能更深入地探討晚明在跨越理／情、雅／俗文化範域的性別革命實
踐，是如何透過文學性版畫之文學／繪畫轉喻、互文的修辭空間中進行表述、展
演，性別意識形態之文化底蘊，又如何展現於文本化之性別——身體的空間疆界
與權力版圖中。
四．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一）研究方法
1．互文疆界與套語結構
文學性版畫之研究，涉及文學／繪畫之互文修辭與轉喻機制，文學性版畫中
文學／繪畫的互文性再現機制，往往呈現出一種套語結構，反覆操弄共同或相似
的主題意涵，又因應著新的文化結構，而呈現不同的對話圖式。本專題計畫擬轉
用帕里─洛德理論，及尹虎彬《古代經典與口頭傳統》、皮埃羅《俗套與套語：
語言、語用及社會的理論研究》等論述，關注於形象如何以一種特殊又大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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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套語形式與象徵系統展演於文學／繪畫的互文性疆界空間中。此外，尤關注於
文學／繪畫互文本的重述、織構與誤讀、裂變，用以分析文學／圖像互文本共存、
派生、衍異的話語流動性之聯繫與轉換。文學／圖像互文性的時空疆界，尤特指
涉於文本所承載的文學／圖像記憶，文學／圖像之書寫往往是透過一系列的複
述、追憶、重寫而達到播撒化的指意生產實踐，則或可知晚明文學性版畫之文學
／繪畫的互文性疆界，總是在文藝記憶版圖與人性情感裂變下游移、變異，生產
出新的轉義結構，並翻造出新的美學圖式，文學／繪畫的互文性再現機制，往往
具有高度的流動性與變異性，分析時尤須剝離語言／圖像的表象，方能掌握其指
意生產的象徵意義與實踐歷程。
2．空間權力與意識形態
空間既是生命存有的根本形式、文化構成的共存秩序，也是權力運作、意識
形態的交鋒場域。空間象徵著生命存有的模式與認知，生命存有與文化價值體系
中，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歷史即是透過具媒質性質的「空間」共構成一具體
化之具意義性的生命網絡與人文意念。空間使人生命存有之開顯，具可能之基
礎，但人生命存有的開顯歷程，同時又呈現為一種歷史脈絡、積澱為一種文化結
構，則空間性、社會性、歷史性可謂是共成一生命存有的辯證網絡：空間既是社
會性的，也包含在歷史中，空間生產、建構著社會關係、歷史脈絡；同時也被社
會關係、歷史脈絡所生產、建構： 空間形式與意義，總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生
產和被生產，在特殊的社會變動與歷史衍異中，又被重新結構和轉化。然而，空
間的生產和被生產機制實受權力、意識形態的支配與操弄，空間的分類和分配，
往往是社會建構中意識形態的展佈方式，烙印著權力的標記。空間權力與社會關
係共構成一動態的話語實踐的辯證歷程：空間形式與意義在不同意識形態、文化
權力的爭奪與詮釋中隨歷史脈絡而衍異，空間範域的位移，實象徵著權力實踐的
行動歷程和知識詮釋的動態歷程2。本專題計畫嘗試運用索雅、傅柯、詹明信、
伊格爾頓、布爾迪厄等空間、權力、意識形態之相關論述（見參考書目五），分
析晚明文學性版畫性別空間疆界所隱涵的權力結構和意識形態。
3．女性主義與性別論述
性別－－身體的文化意義與構成，總存在於其社會情景與象徵符碼中。在一

2

參鄭文惠：
〈「空間與生命書寫」專題導論〉，
《政大中文學報》第 2 期（2004 年 12 月）
、王志
弘：
《空間與社會理論譯文選（一）
》
（台北：王志弘出版，1995 年初版）
、索雅著，王志弘等譯：
《第三空間》
（新店：桂冠圖書公司，2004 年初版）
、包業明主編：
《福柯專輯：空間與權力》
（上
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年初版）、Ｍike Crang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
（台北：巨
流圖書公司，2003 年初版）
、郭宏安、徐葆耕、劉禾主編：
《國際理論空間》
（北京：清華大學出
版社，2003 年初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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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文化場域中，男／女在各自的空間位置各自定位，共同組構出一組具文化意涵
的空間形式與社會關係，性別的空間場域無疑是一組文化操演的結果：是一個關
乎性別意識形態、空間權力的交鋒場域3。在陽性書寫的操作策略上，性別－－
身體一再被編碼，內／外，陰／陽有別的生活空間與生命位置，毋寧是宗法社會
／父權體制下對男／女文化行為、生命價值的空間規範。但晚明文學性版畫作為
一具商品邏輯而流通於大眾市場的文化消費產品，自然而然也呈現禮教／情教越
界所注重真情實感與心理慾求的趨勢，及反主流權力的世態人情，則晚明文學性
版畫之性別論述透過文學／繪畫之互文修辭與轉喻機制，繪畫對文學的複述、挪
移、誤讀、顛覆，並展現為論述主體／消費主體之自我指涉與文化踐行的方式，
當有其性別革命實踐的意義。再者，性別認同是一個不斷變異、協商、操演的過
程，文化身分也恆常處於再造環境中，不斷遞變、滑移4。晚明文化結構變異所
衍生新的社會身分疆界淡化了性別差異，本專題計畫擬援引、轉化西方女性主義
及性別論述（見參考書目六）
，分析晚明文學性版畫中性別－－身體的空間疆界，
如何能動地觸及各種空間，而展現出多重流動的慾望圖式與性別認同。
（二）進行步驟
本專題計畫的研究步驟大體分從下列幾個面向相互取徑、交互進行：
1. 圖像文本閱讀分析：大量蒐集、閱讀、詮析晚明文學性版畫所呈現的性
別空間，並參照其他非文學性版畫，及相關文人畫家與職業畫家的性別空
間圖像，藉由繪畫史及版畫特殊的套語結構，觀察晚明性別空間的建構方
式與演變軌跡，用以論述其中透顯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
2. 文學文本閱讀分析：大量蒐集、閱讀、詮析晚明文學性版畫的文學文本，
並廣泛參照相關詩文集、筆記雜俎、雜品書籍、題跋文獻等，以期對文學
性版畫的文學文本有更精密的、深入的掌握。
3. 觀念啟迪、轉化與反省：大量閱讀西方空間理論、權力、意識形態論述、
女性主義、文化研究等，適切援引、轉化其理論方法，並綰結中國古典相
關論述，作為本研究思考的觸媒，及方法的基石，以開拓、深化本專題計
畫的詮釋視野。
4. 文學／繪畫的互文詮析：文學性版畫涉及文學／繪畫的互文修辭與轉喻
機制，在晚明文學／繪畫的互文性疆界空間中，存在著一種新的對話結
3

Henri Lefebvre 謂：空間是社會關係的產物，空間一直在被建構，是一種不斷製造社會關係的過
程。見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91. 21、101.另可參鄭文惠：
〈身體的空間疆界──《唐詩畫譜》中女性意象版圖的展演〉
，《政
大中文學報》第 2 期，2004 年 12 月，頁 62-66。
4
參張靄珠：
〈紐約女同性戀表演的城市空間與身體美學——析論「開襠褲劇團」的性別操演〉，
《中外文學》28 卷 6 期（1999 年 11 月）
，頁 375、洛楓：
〈歷史想像與文化身分的建構——論西
西的《飛氈》與董啟章的《地圖集》
〉，
《中外文學》28 卷 10 期（2000 年 3 月）
，頁 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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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須在文學／圖像的隙縫中，透過互文修辭的詮析方式，掌握其中轉喻
的修辭機制，方能對其中所呈顯的性別空間權力與意識形態，有更深入、
更開拓的文化美學的詮釋效力。

計畫成果自評
晚明文學性版畫既是一種文學／繪畫互文、轉喻的文本形式，也是文化範域
移位，進入生產／消費商品流通的一種特殊接受、詮釋的文本形式，在禮教／情
教、道德／慾望擺盪、移位的文化氛圍中，文學性版畫透過文學／圖像互文方式
與轉喻機制所構築的話語結構，實逐漸建構出一種獨特的性別銘寫方式。新的性
別書寫，往往擺盪於禮教／情教的空間疆界中：禮教空間之內，女性複製著宗法
社會下的母職經驗及懷人遠歸的思婦情節、閉鎖內囿的宮怨形象。女性寒砧、女
紅等身體——動作圖式，均再現為一個在陽性書寫策略下虛構化的書寫客體，是
父權體制編碼的文化符號。即使女性——身體透過歌舞形象操演著一種性感的實
踐符指5，也無疑化身為男性論述主體的情慾客體，實踐著男性的性感符指，女
性——身體被物化為男造的審美載體，在觀看的慾望形式中，隱涵了性別的意識
形態與權力關係；相對而言，男性則承載著君父一體的權力框架，背負著忠孝節
義之家國機器而銘刻著自我兼涵家國的生命版圖；然而，情教空間之中，性別禁
制除魅，慾望就位而流動、模塑出另一種重才、重情、重慾的人性景觀叢。禮教
／情教空間，看似判然兩立，但在文學／繪畫的互文性越界想像空間中，晚明性
別、階級、慾望也展現出「去疆域化」流動的可能6。
為了有效凸顯晚明文學性版畫性別疆界文化書寫所再現的空間權力與意識
型態，本計畫分別廣泛蒐集、整理不同文類（詩詞戲曲小說等）之文學性版畫圖
譜與文學文本，製作晚明文學性版畫的性別空間圖像與文學文本，比對分析晚明
詩詞戲曲小說等不同文類之文學性版畫中文學／圖像互文性疆界所呈顯不同美
學圖式的再現策略與不同性別空間的文化意義。
大抵詩詞多分句構圖7，凸出知識啟蒙與情境氛圍；戲曲小說美學圖式之再

5

卡維波云：「性感的形成是個符指實踐，這個實踐在本質上就是操演：性感並不先於其操演而
存在，性感只在造成性感的實踐中形成。……性感不是個獨立存在的概念，而是在做出、擺出、
表演出性感的時刻中才存在；因此性感也必須是對身體進行操作以創造符指性感的實踐。……性
感是一種操演。」見卡維波著：
〈男人的性感〉
，《兩性平等教育季刊》第 12 期（2000 年 8 月），
頁 34。
6
參鄭文惠：〈身體、欲望與空間疆界——晚明《唐詩畫譜》女性意象版圖的文化展演〉
，《政大
中文學報》第 2 期（2004 年 12 月）
，P.55-80。
7
參毛文芳：
〈從俗世中雅賞－－晚明《唐詩畫譜》圖像營構之審美品味〉
（收於中興大學中文系
編：
《「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第一屆全國學術研討會，台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 年
初版》）
，頁 4、參鄭文惠：〈身體、欲望與空間疆界——晚明《唐詩畫譜》女性意象版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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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策略，則凸出以戲臺化之空間結構8，聚焦於具情節性故事單元中之精采片段，
將具時間性流動的敘事軸線，定格於空間性繪畫的戲臺化空間中，並以詩化（定
題、對聯、情境營造等方式）的美學方式，強化敘事母題的象徵意義與美學功能。
二者空間結構不一：詩詞文學性版畫的空間設計，大致平面敞開，而多呈現男性
文人的心理情感，及男性觀看女體慾望流動的圖式；戲曲小說文學性版畫的空間
設計中，則將世俗性的物理人情，嵌入戲臺式的剖面立體空間構圖中，即使相同
的故事情節，不同版本也各自翻製為不同的美學圖式，如《校注古本西廂記》
「傷
離」一圖，著意描摹男女主角分離後回首顧盼，不忍遠離而彼此觀看的美學圖式。
圖中「傷離」的情節，被置放在廣大的山水城牆造景中，突出表現秋意蕭瑟，及
去路迢遞之感傷的美學氛圍，以對應於戲曲文本：
【端正好】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 曉來誰染霜抹醉，總
是離人淚。
【滾繡毬】恨相見的遲，怨別去的疾。柳絲長，玉驄難繫，恨不得倩疎林掛
住斜暉，馬兒遠遠行，車兒快快隨。恰告了相思迴避，破題兒又早別離，
聽得到
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此恨誰知。9
但明刊《西廂記．哭宴》長亭送別一場，則濃縮為「秋暮離懷」畫題，左右各有
對聯：
「今朝酒別長亭繾綣前來把盞，異日名題金榜叮嚀早整鞭」
，圖像則定格在
男女主角於長亭外殷殷話別，僕役把盞、執鞭的空間結構與敘事焦點上，長亭與
人物間以雲狀區隔空間，猶如傳統夢的圖式結構，但長亭與人物的空間位置與結
構，比例不一，似乎無法相融於畫面中，長亭僅是仿擬文學文本的圖像裝飾物而
已，其主要構圖乃是以定題、對聯等詩化美學形式，強化男女主角分離前的「繾
綣」與「叮嚀」10。
類似此種戲曲小說文學文本與圖像文本的互文再現方式十分多元，頗見差
異，實宜細讀，才能析繹其中之獨特性。此外，文學性版畫除文類不同，存在著
不同的美學思考和構圖方式外，其中反覆呈現的套語結構及新的表現方式，乃至
於與非文學性版畫表現的殊異，尤須翻檢更大量的圖版資料，方能有效掌握並證
成，而此尤有待後續之努力。
參考書目
一．明代詩文集、詩話評論、筆記小說、史書等

展演〉，
《政大中文學報》第 2 期（2004 年 12 月）
，頁 56。
8
胡萬川：〈傳統小說的版畫插圖〉（
《中外文學》16 卷 12 期，1988 年 5 月）
、王伯敏：
《中國
版畫史》
（台北：蘭亭書店，1986 年初版）
，頁 79-80。
9
文見《明代版畫叢刊四．西廂記》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8 年初版）
，卷四〈傷離〉
，頁
17-18；圖見《校注古本西廂記》，頁 16-17。
10
王實甫著，金聖嘆評點，林岩校：
《西廂記》
（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 年第 1 版）
，頁
191。
9

朱存理：《珊瑚木難》適園叢書第 15 函
（傳）趙琦美編：《趙氏鐵網珊瑚》(台北：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九集
張丑：《清河書畫舫》(台北：學海出版社，1975 年初版)
張丑：《真跡日錄》(台北：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三集
汪顯節編次：《繪林題識》叢書集成新編（52）(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朱謀垔：《畫史會要》(台北：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二集
郁逢慶：《書畫題跋記》，(台北：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汪砢玉：《汪氏珊瑚網名畫題跋》(台北：商務印書館，1968 年初版)
詹景鳳：《東圖玄覽編》美術叢書五集第一輯(台北：藝文印書館)
徐沁：《明畫錄》美術叢書三集第七、八輯(台北：藝文印書館)
楊家駱主編：《明人畫學論著》(台北：世界書局，1975 年三版)
楊家駱主編：《明清人題跋》(台北：世界書局，1962 年初版)
《石渠寶笈》初編、續編、三編(台北：故宮博物院，1972 年初版)
《畫史叢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 年再版)
吳其貞：《書畫記》景印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1 年初版)
卞永譽纂輯：《式古堂書畫彙考》(台北：正中書局)
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台北：中華書局，1971 年初版)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叢書集成新編（79）(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何良俊：
《四友齋叢說》百部叢書及成之十六記錄彙編（10）(台北：藝文印書館)
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叢書集成續編（213）(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叢書集成新編（50）(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項元汴：《蕉窗九錄》叢書集成新編（50）(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台北：新興出版社，1976 年初版)
顧起元：《客座贅語》叢書集成新編（88）(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高濂：《遵生八牋》(台北：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九集
章潢：《圖書編》(台北：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五集
錢希言：《戲瑕》叢書集成新編（88）(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陸容：《菽園雜記》(台北：廣文書局，1970 年初版)
王士性：《廣志繹》叢書集成續編（226）(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 年初版)
黃省曾：《擬詩外傳》叢書集成新編（21）(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鄭廉：《豫變紀略》叢書集成續編（279）(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鄭仲夔：《耳新》叢書集成新編（88）(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李樂：《見聞雜記》(台北：偉文圖書公司，1977 年初版)
張瀚：《松窗夢語》叢書集成續編（213）(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錢泳：《履園叢話》(台北：廣文書局，1970 年再版)
梁章鉅：《浪蹟叢談》(台北：廣文書局，1970 年再版)
葉德輝：《書林清話》(台北：世界書局，1961 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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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夢珠：《閱世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初版)
馮班：《純吟雜錄》(台北：廣文書局，1970 年再版)
二． 明代版畫、相關圖錄等
黃鳳池輯：《唐詩畫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一版)
汪氏輯︰《詩餘畫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初版）
前代騷人：《如意君傳》（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古杭艷艷生：《昭陽趣史》（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古棠天放道人編次：《杏天花》（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西湖漁隱人：《歡喜冤家（續集）》（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痴道人：《株林野史》（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芙蓉主人、情痴子批校：《痴婆子傳》（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隋園主人著，曾放翁校正：《繡戈袍》（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齊東野人編演，不經先生批評：《隋煬艷史》（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元）高澤誠著，（明）周求虹評：《燈草和尚》（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肉蒲團》（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寄生氏：《五美緣》（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燈月緣》（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繡榻野史》（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綠野仙蹤》（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國色天香》（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錦香亭》（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鬧花叢》（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古棠天放道人編次：《風月鑒》（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飛花艷想》（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禪真逸史》（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禪真後史》（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僧尼孽海》（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怡情陣》（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女仙外史》（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濃情快史》（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繡球緣》（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空空幻》（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風月軒入玄子：《浪史奇觀》（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5 年初版）
雪樵主人：《雙鳳奇緣》（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5 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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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而釵》（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覺世稗官編次：《無聲戲》（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5 年初版）
《天湊巧》（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西子湖伏雌教主主編，且笑廣芙蓉癖者評：
《醋葫蘆》
（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
1995 年初版）
名教中人編次：《好逑傳》（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5 年初版）
蘇庵主人編次：《繡屏緣》（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5 年初版）
不題撰人：《風流和尚》（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5 年初版）
不題撰人編次：《檮杌閑評》（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6 年初版）
醒世居士編集，樵叟參訂：《八段錦》（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5 年初版）
古棠天放道人編次：《春燈秘史》（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野叟曝言》（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巫山艷史》（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一片情》（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桃花影》（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五風吟》（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樵史》（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古棠天放道人編次：《蜃樓志》（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古棠天放道人編次：《妖狐媚史》（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古棠天放道人編次：《載花船》（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古棠天放道人編次：《醉春風》（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古棠天放道人編次：《宜春香質》（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古棠天放道人編次：《桃花艷史》（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古棠天放道人編次：《金石緣》（台北：雙笛國際出版社，1994 年初版）
（明）阮大鋮：《燕子箋：暖紅室彙刻傳奇》（台北：明文書局，1981 年初版）
（明）阮大鋮：《春燈謎：暖紅室彙刻傳奇》（台北：明文書局，1983 年初版）
高明著，呂樹坤編著：《琵琶記》（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年初版）
湯顯祖著，趙清閣編著：《牡丹亭》（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年初版）
石琮：《繡相白牡丹》（台北：廣文書局，1980 年初版）
《武侯七勝記》明刊本
雲水道人：《藍橋玉杵記》明刊本
《喜逢春》明刊本
《灌園記》明刊本
《雙鳳齊鳴記》明刊本
《博笑記》明刊本
《觀世音修行香山記》明刊本
《劉秀雲台記》明刊本
《劉玄德三顧草廬記》明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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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記》明刊本
《范雎绨袍記》明刊本
《雙峰堂本批評三國志傳：三國志演義古版叢刊五種》（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
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1995 年初版。）
施耐庵著，潘淵校點：《水滸全傳》（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
《金瓶梅明版圖像》，收錄於《夢梅館本金瓶梅詞話》
（明）沈泰，（清）鄒式金：《盛明雜劇》（台北：廣文書局，1979 年初版）
《通志》，元末刊本《新編校正西廂記》殘卷
《新編劉知遠還鄉白兔記》，明成化年間，北京永順書堂刊刻
《新刊全相唐薛仁貴征遼故事》，明成化年間，北京永順書堂刊刻
《新編包龍圖斷白骨精案》，明成化年間，北京永順書堂刊刻
《新刊全相說唱張文貴傳》，明成化年間，北京永順書堂刊刻
《新編全相說唱花關索出身傳》，明成化十四年，北京永順書堂刊刻
《新邊說唱全相石郎駙馬傳》，明成化七年，北京永順書堂刊刻
《薛仁貴跨海征遼故事》，明成化七年，北京永順書堂刊刻
《全相平話五種》，元至治年間，建安虞氏刊本
《新刊全相包待制出身傳》，1973 年《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收藏於上海博物
館
《新刊全相本仁宗認母傳》，1973 年《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收藏於上海博物
館
《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參訂奇妙注釋西廂記》
，1498 年京師書肆金台岳家刊本，收
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
《新編金童玉女嬌紅記》，1435 年金陵積善堂刊本，收藏於日本
《西廂記雜錄》，明隆慶年間蘇州刊本
《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1566 年餘新安刊本
《重刻元末題評西廂記》，明萬曆初年建陽書林劉龍田喬山堂刊本
《新鐫考正繪圖注釋古文大全》，1573 年建陽書林劉龍田喬山堂刊本
《纂圖增新群書類要事林廣記》，1340 年建安樁莊書院刊本
《新編連相搜神廣記》，1350 年建安刊本
《新刊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1562 年閩建書林楊湧泉清白堂刊本
《紅梨花記》，明萬曆年間建安派書林楊居寀刊本
《新編孔夫子周遊列國大成麒麟記》，劉素明刻
《鼎雕昆池新調樂府八能奏錦》，建陽書林愛日堂刊本
《鼎鐫時興滾調歌令玉榖新簧》
，1602 年書林廷禮刊本，圖單面方式，劉次泉刻
《新刊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1602 年書林葉志元刊本，陳聘洲等刻
《新鋟天下時尚南北徽池雅調》，建陽書林熊稔寰刊本，上海中國書店出版
《新鋟天下時尚南北新調堯天樂》，建陽書林熊稔寰刊本，上海中國書店出版
《新鍥精選古今樂府滾調新詞玉樹英》
，1599 年書林餘紹崖刊本，收藏於丹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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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哈根皇家圖書館
《梨園會選古今滾調新詞樂府萬象新》，萬曆年間書林劉齡甫刊本，收藏於丹麥
哥本哈根皇家圖書館
《精刻彙編新聲雅雜樂府大明春》殘卷，收藏於奧地利國家圖書館
《海外孤本晚明戲劇選集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賽征哥集》，巾箱刊本，明萬曆間建版戲曲
《聽秋軒精選萬錦嬌麗》巾箱刊本，明萬曆間建版戲曲
《玉玦記》，收錄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何文秀玉釵記》，收錄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灌園記》，收錄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绨袍記》，收錄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紫簫記》，收錄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拜月庭記》，收錄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南調西廂記》，收錄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白兔記》，收錄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出像音注花欄南調西廂記》，富春堂刻本
《鐫新編全像三桂聯芳記》，富春堂刻本
《新刻重訂出像附釋標注琵琶記》，1600 年富春堂刻本，署唐晟刊
《新鐫古今大雅北宮詞記》，1604 年繼志齋刊
《環翠堂樂府》，明萬曆年間汪廷納環翠堂刊本
《天原發微》，明成化、天順年間寧耕讀書堂刊本，收錄於《中國版畫史圖錄》
《黃山圖經》
，明成化、天順年間歙西槐瀕程孟刊本，收錄於《中國版畫史圖錄》
《武威石氏忠良報功圖》，明成化、天順年間，收錄於《中國版畫史圖錄》
《胡氏忠良報功圖》，明成化、天順年間，收錄於《中國版畫史圖錄》
《目連救母勸善戲文》，1582 年黃鏈、黃鈁刻
《元本出相琵琶記》，1597 年玩虎軒汪雲鵬刊，黃一楷、黃一鳳刻
《元北出相北西廂記》，汪耕繪，黃鏻、黃應嶽刻
《新鐫女貞觀重會玉簪記》，1598 年觀化軒刊本，黃鏻刻
《新鐫藍橋玉杵記》，1606 年浣月軒刊本，署汪樵雲繪，未署鐫刻人
《仙媛記事》，1604 年草玄居刊，黃玉林刻
《王李合評北西廂記》，1610 年起鳳館刊本，汪耕繪，王一楷、王一彬刻
《王李合評南琵琶記》，1610 年起鳳館刊本，汪耕繪，王一楷、王一彬刻
《精選點版昆調十部集樂府先春》，1612 年刊本，王應光刻
《校注古本西廂記》，1613 年香雲居刊本，黃應光刻
《玉合記》，容與堂刊本，李卓吾評，黃應光刻
《琵琶記》，容與堂刊本，李卓吾評，黃應光刻
《清樓韻語》，1616 年武林刊本，張孟征繪，黃一彬、黃桂芳、黃端甫等刻
《王李合評北西廂記》，起鳳館刻本，黃一彬、黃一楷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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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李合評南琵琶記》，起鳳館刻本，黃一彬、黃一楷刻
《李卓吾先生批評浣沙記》，容與堂刊本，起鳳館刻本，黃一彬、黃一楷刻
《顧曲齋元人雜劇選》，黃一彬、黃一鳳、黃德修、黃一楷、黃庭芳等合刻
《原本牡丹亭記》
，1617 年七峰草堂刊本，黃一鳳、黃端甫、黃吉甫、黃翔甫、
應淳等刻
《元人百種曲》，1615 年臧氏博古堂刊本，黃應光、黃禮卿、黃端甫等刻
《吳騷集》，1614 年張琦校刊本，黃應光、黃端甫刻
《吳騷二集》，1616 年，未見鐫刻人刊署
《徐文長改本昆侖奴雜劇》，1615 年王驥德方諸館刊本
《李卓吾先生批評金印記》1615 年容與堂刊，黃應光刻
《李卓吾先生批評幽閨記》，武林容與堂刊本，謝茂陽刻
《李卓吾先生批評紅拂記》，容與堂刊本，薑體乾刻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明刊本，署書林劉素明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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