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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本文以晚明《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中文學／圖像互文修辭所再現的性別
想像與空間美學為論述主軸。《唐詩畫譜》、《詩餘畫譜》是一複合詩、詞與書、
畫、刻印等不同美學創作形式，由民間工匠與文人創作合力完成之詩／詞意圖像
化的版畫文本。在公開、流通與傳遞、領受的文化空間中，《唐詩畫譜》、《詩餘
畫譜》是一兼具知識性／啟蒙性、藝術性／娛樂性、商品化／消費化的大眾化文
本形式。
《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作為晚明商品化／消費化的大眾化文本形式，
為了營造追慕古雅的風雅化懷舊情緒，並兼顧世俗大眾追新求異的視覺享樂，創
制者不免在世俗性／商品化之文化消費行為的接受──反饋機制中，及藝術性／
娛樂性的疆界空間中，強化視覺圖像化的動人魅力，並複製風雅化的懷舊記憶，
以創構出迎合消費大眾的世俗心理與佔有欲望。晚明《唐詩畫譜》、《詩餘畫譜》
詩／詞意圖像化的互文修辭再現，不僅滿足了世俗大眾的心理佔有欲望，同時也
啟蒙了世俗大眾對唐宋詩詞的知賞接受行為和風雅化生命風格的建構方向
晚明《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中詩／詞意的圖像化，是以詩／詞作為繪畫
互文／轉喻的話語符鏈與抒情／敘事的意象底本，其中涉及詩／詞意與圖像之互
文修辭與轉喻機制，因而本計畫先掌握《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詩／詞意圖像
化的互文修辭與轉喻機制中慣常出現的套語結構及其象徵體系，再分析其中文學
／圖像互文修辭所再現的性別想像與空間美學，分從仕宦與家國空間、閨怨與禮
教空間、情慾與風月空間、相思與懷鄉空間、懷古與歷史空間、閑情與幽隱空間、
野趣與市庶空間、信仰與修道空間等向度，釐析《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詩／
詞意的圖像化如何透過互文修辭與轉喻機制，依違擺盪於禮教／情慾、自我／他

者、觀看／被看、聖性／俗性、山林／城市、雅／俗、男／女、士／庶、公／私、
古／今、家／國等疆界空間中而再現出獨特的性別想像與空間美學。
《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為了展現、發揮、凸顯詩／詞意之圖像化視覺效
果與享樂化之世俗趨向，圖像中尤集結多種創作形式與美學風格，並題注倣王
維、王蒙、沈仕、周臣、李咸熙筆意等，以標顯其獨特的藝術價值；至於文學／
圖像互文修辭的疆界空間中，也往往以一種集體主體所共同熟悉的套語化慣性圖
式，再現出晚明世俗大眾的心理情感與感覺結構。
套語結構的修辭方式，既有其賴以存在的文化展演情境，又在特定文化情境
中涵具情感共鳴與身分認同的功能與價值，是世俗大眾集體主體思維方式與生活
樣態複製、傳承、流衍的重要展演方式，並展現為世俗大眾集體主體普遍接受的
成規化價值系統。
（鄭文惠：
《文學與圖像的文化美學──想像共同體的樂園論述》
（台北：里仁書局，2005 年初版，頁 51－53。）
《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詩／
詞意圖像化的文學／繪畫互文修辭策略，往往呈現出一種召喚世俗大眾集體記憶
的套語化慣性圖式，並表現為一系列的類同形象，以展演相似的主題元素和情境
單元，精要而直接的再現出世俗大眾集體主體普遍接受的生活樣態與心理情感，
如《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詩／詞意的圖像化結構中松、芙蓉、水等物質性審
美形象序列之隱喻圖式；不同建築形制與衣飾所指向的社會層級與身分地位；美
人／美物的抒情／敘事符鏈、男／女、士／庶、公／私、古／今、家／國、山林
／城市等空間的象徵圖式等，均再現出晚明性別意識形態的獨特想像形式，並營
造出具象徵意義的空間形式。尤其，晚明因人性情感、文化風尚、美學思潮等文
化情境的變異，文學／圖像互文修辭不免再現出新變的主題內涵與美學風格，而
不斷孳衍、變異出不同主題意蘊的本題變體和同類變體，而具體呈現出晚明世俗
大眾集體主體新的人性情感圖式。晚明新的人性／文化／美學範式的移位與裂
變，在《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詩／詞意圖像化的互文修辭機制下，往往呈現
為一系列獨特而新異之性別想像、空間美學，乃至於戀物體系、懷舊消費等修辭
策略的裂變，及男／女、公／私、禮教／情教等範域的移位，而呈顯出晚明世俗

大眾獨特之文雅化的文化消費行為及風雅化的懷舊美學氛圍。

詩／詞意的圖像化──晚明《唐詩畫譜》、《詩餘畫譜》的性別想像與空間美學

一、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晚明政治、經濟、歷史、文學、藝術、思想、美學等相關研究，在國際間早

已蔚為顯學，但大量文學性版畫、文人畫家／職業畫家之繪畫文本如何透過文學
／圖像的互文修辭與轉喻機制，展演出晚明士／庶不同的文化想像，而呈顯出世
俗民情與文化風尚的新變等議題，仍未受矚目。
本計畫主要探析《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詩／詞意圖像化所再現的性別想
像與空間美學：除論述《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在互文／轉喻的修辭再現機制
中所呈現的套語結構，及其涵具的象徵意義、美學功能與文學／繪畫記憶系譜
外，並分析其中文學／圖像互文／轉喻修辭機制所再現的性別意識形態與空間美
學及其隱涵權力結構。再者，《唐詩畫譜》、《詩餘畫譜》文學／圖像互文修辭所
再現詩／詞意的圖像化結構，實與戲曲小說等文學性版畫及文人畫家、職業畫家
詩意圖有所差異，又有其暗合之處。
筆者長期研究文人畫、詩畫理論及詩意圖、題畫詩文學／繪畫之互文再現機
制與美學意蘊，近兩年又主持國科會〈空間權力與意識形態──晚明文學性版畫
性別疆界的文化書寫〉
、
〈套語結構與互文疆界──晚明文學性版畫中文學／繪畫
的文化再現策略〉計畫，建構了較為豐富而完整的文人畫、職業畫家畫、版畫等
數位化圖像檔，因而本研究分析時擬以文人畫家／職業畫家之畫作及戲曲小說等
文學性版畫為參考基軸，凸顯《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詩／詞意圖像化所再現
的性別想像與空間美學之獨特處，及其所承載文學／圖像互文修辭、記憶系譜的
傳承與衍異，期能在文學／圖像跨文類、跨領域研究上，走出一條不同的研究路
向。
二、

文獻探討與研究概況

晚明文學性版畫研究多聚焦於版畫的插圖作用、美學功能與敘事圖式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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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
悅的閱讀情趣，故往往凸顯主體人物，構圖如「戲臺格局」，並以剖面圖式使讀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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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古雅的詩意轉譯為當代俗世圖
像，為一般世俗大眾提供類似觀看戲劇──小說搭配影像視界的文娛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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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析明清小說插圖
對文本閱讀的引導性作用：：一者形象化的提示故事情節；二者對人物形象具刻
畫和展示作用。此外，又論析小說插圖版畫藝術，不僅是小說文本傳播的重要媒
介，更促進了小說文本的流傳與接受。楊玉成〈閱讀世情：崇禎本《金瓶梅》評
點〉（《國文學誌》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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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的滿足。蕭麗玲《晚明畫中戲曲和繪畫的關係》（中國
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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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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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入熊秉真編：《睹物思人》（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
年初版）一文，則論述戲劇作為一種綜合藝術，類似於繪畫的空間邏輯與音樂的
時間邏輯，並結合戲曲版畫插圖分析舞台時空之「表現性」與「敘述性」特質；
張國標：
〈徽派版畫與吳興寓五本《西廂記》考〉
（《美術觀察》
，2000 年第 12 期）
一文、董捷：
〈古本《西廂記》版畫插圖考〉
（《新美術》
，2001 年第 3 期）
、
〈《西

廂記》插圖的繪刻者〉
（《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
，2006 年第 1 期）
、許文美：
〈陳
洪綬《張深之正北西廂秘本》版畫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6 年 6 月）、劉美玲：〈浪漫西廂──八種附圖《西廂記》賞析〉（《故宮文物
月刊》，23 卷 11 期，2006 年 2 月）、馬孟晶：〈耳目之玩──從「西廂記」版畫
插圖論晚明出版文化對視覺性之關注〉
（《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第 13
期，2002 年 7 月）等文，則多考辨、分析《西廂記》之版本，兼及女性圖像與
視覺文化之論述。又馬銘浩《中國版畫畫譜文獻研究》（私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年 6 月）一書，分從圖譜的學術性質、文獻功能、產生
背景及其在畫史上的意義與價值，乃至於版畫畫譜的文學性格、版畫畫譜與區域
文化等作分析。另〈論版畫畫譜與文人化的關係〉（《淡江大學中文學報》，第 4
期，1997 年 12 月）一文，分析版畫畫譜和文人畫之間的相互對應關係、版畫畫
譜中對文人畫意涵的呈現及其在繪畫教育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餘如馬孟晶、周
蕪、周心慧等人，對版畫均有精湛或通貫的見解。然而，對於晚明文學性版畫中
文學／圖像的套語結構與互文再現之修辭機制等研究，及其再現的權力結構、意
識形態與空間美學，仍不多見論述。晚明《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作為知識性、
娛樂性、啟蒙性兼具的文化消費商品，其文學／圖像互文性的再現機制為何？文
學性版畫的產生、流傳與接受脈絡中，為了依存於生產與使用的接受──反應機
制，運用了大量重複的套語結構以表達同一主題的相關理念與用意，則套語結構
在《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文學／圖像互文疆界空間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為
何？在理／情、雅／俗越界的文化世變中，《唐詩畫譜》、《詩餘畫譜》文學／圖
像的互文空間如何構成新的互文方式與轉喻機制？文學／圖像一經相對性的置
換、對位，如何變轉出新的轉義結構，以傳達出文化世變下新的人性情感結構與
觀念價值體系？在符合商品邏輯的文化消費策略上，晚明《唐詩畫譜》
、
《詩餘畫
譜》如何改寫、錯置、踰溢文學／圖像互文、轉喻空間中的主題意象與抒情／敘
事結構？凡此，均為本專題研究的重要課題，期望立基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更
深入探討晚明《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詩／詞意圖像化所再現的性別想像與空

間美學，及其所隱涵的意識形態與權力結構。
三、

研究方法
晚明《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及其他戲曲小說等文學性版畫中文學／繪畫

的互文性再現機制，往往以一種大量而反覆存在的套語結構，表述共同或相似的
主題意涵。本研究主要轉用帕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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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參考書目）等
論述，關注於形象如何以一種特殊又大量存在的套語形式與象徵系統展演於晚明
《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及其他戲曲小說等文學性版畫之文學／圖像的互文性
疆界空間中。
大抵文學／圖像文本中的套語結構，是指重複出現的意象、事件或描述性的
情節、片段。套語結構乃集體主體熟悉的記憶單元，套語所再現的基本內容與情
調，往往可有效引發情感共鳴，創制者除以程式化的敘事單元和成規化的意義結
構，再現集體主體的心理情感外；實質上，又可依具體的情境增飾新詞，置換形
象，變異情節，以演示其賴以存在的獨特而隨時變異的文化情境。故而，在晚明
文學性版畫的文學／圖像互文修辭策略中，套語結構既是其用以體現社會普遍接
受的成規化價值觀系與意義系統的一種基本而重要的修辭方式；也可在其增飾新
詞、置換形象與變異情節的修辭策略中，掌握社會文化情境與集體主體情感的轉
變。
此外，本文又援引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巴赫汀（Mikhail Bakhtin）等人的互文理論，注重文學／繪畫互文
本的符號系統，乃是一個複合多元與異質元素織構而成的一具多重向度的空間，
文學／繪畫互文本鑲嵌、織構了各種引文、典故、回響，乃至不同的文化語言，
而再現了複雜的權力話語與意識形態。
（鄭文惠：
《文學與圖像的文化美學──想
像共同體的樂園論述》
，台北：里仁書局，2005 初版，頁 4、6、51）因而，本文
一則關注於《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文學／圖像互文本的重述、織構與誤讀、

裂變，用以分析其共存、派生、衍異的話語流動性之聯繫外，又著重分析其文學
／圖像套語結構與互文修辭記憶系譜的再現機制，及其所再現性別想像與空間美
學的獨特性。蓋因書寫往往是透過一系列的複述、追憶和重寫而達到播撒化的指
意生產實踐，因而《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文學／圖像互文性的時空疆界，尤
指涉於文本所承載的文學／繪畫記憶，則晚明《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文學性
版畫中文學／圖像的互文性疆界，如何在文學／藝術的記憶版圖與人性情感的心
理本體中游移、變異？再者，《唐詩畫譜》、《詩餘畫譜》透過文學／圖像的互文
性再現機制，其指意生產的性別意識形態與空間美學的象徵意義為何？除套語、
互文理論外，本研究亦適切轉用空間權力、意識形態與女性主義、視覺文化、文
化研究（見參考書目）等理論強化論述。
大體而言，空間既是生命存有的根本形式、文化構成的共存秩序，也是意識
形態與權力交鋒的場域。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歷史即是透過具媒質性質的「空
間」共構成一具意義性的生命網絡與人文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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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空間往往是社
會建構中意識形態的展布方式，烙印著權力的標記。空間權力與社會關係共構成
一動態話語實踐的辯證歷程；空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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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或可說空間範域的位移，實象徵著權力實踐
的行動歷程和知識詮釋的動態歷程。
再者，在一定文化場域中，男／女在各自的空間位置各自定位，共同組構出
一組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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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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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唐
詩畫譜》
、
《詩餘畫譜》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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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的趨勢，
及反主流意識、權力的世態人情，則晚明《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等文學性版
畫之性別論述透過文學／圖像之轉喻機制與互典方式，圖像對文學的複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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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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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經濟勃興，建構出疏密有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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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畫譜》、《詩餘畫譜》等文學性版
畫一躍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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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此一新型文化消費社會空間中，
《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
等文學性版畫透過文學／圖像轉喻、互典機制，除運用套語結構外，又如何刻意
凸顯、挪移、倒置、誤用、顛覆文學脈絡，創造出新的圖像，具體展演在文學／
圖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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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研究課題。

四、

結果與討論

性別意識形態與人性欲望形式是一種思想觀念與心理活動，隨著文化場域的
不同而轉變而置換，不同的文化場域，性別想像有不同的表述與展演的方式。性
別文化操演是對性別規範的反覆引述和不斷演練，而內化、深化至個人的潛意識
中，在操演的同時也開啟了認同和去認同的可能性，性別文化操演是一種遊走、
滑動的論述狀態；而性別認同是一個不斷協商、操演的文化過程。
《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作為禮教／情教社會、通俗大眾／商品邏輯之意
識形態文本，在理／情、道德／欲望擺盪、移位的文化氛圍中，透過詩／詞意圖

像化的美學轉喻機制所構築的話語結構，實逐次建構出一種獨特的性別銘寫方
式。《唐詩畫譜》、《詩餘畫譜》中的性別想像，往往透過物質性審美意象序列與
空間結構的隱喻符碼及套語化圖式的修辭策略，除再現了父權社會下男女內外有
別的禁制及生命價值的空間規範外，同時也映現出晚明重情重慾的世態人情。女
性作為男性虛構化的書寫客體，其身體──動作圖式是一個不斷被編碼的符號。
但在禮教／情教逐漸去疆域化的晚明世俗社會空間中，
《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
藉由文學／圖像互文性的美學轉喻機制，往往也呈現出一組男／女觀視的視覺化
審美景觀。部分圖像中女性變轉為觀視主體，而重新銘寫了禮教／情教去疆域化
的觀視行為。
《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透過文學／圖像互文性的美學轉喻機制，
所呈現出男／女之觀看／被看圖式，無疑共構成一組具性別意識形態的審美景
觀。觀看本是一種佔有式的欲望行為，同時觀視機制也有其序位層級，其間隱涵
著權力的關係。在觀視行為中，視覺慾流穿梭、擺盪，觀看／被看的觀視行為中，
女性──身體一向是男性凝視的景觀，欲望的投射。然而，晚明女性──身體在
文學／圖像互文縫隙間裂變而衍異出的一場新的性別觀看與欲望想像的戲碼。新
的性別書寫，往往擺盪於禮教空間之中與之外，禮教空間之內，複製著宗法社會
的母職經驗與家國情懷，及懷人思鄉的情結﹔禮教空間之外，禁制除魅，欲望就
位，開啟性別空間疆界滑動、踰溢的可能，而呈現出晚明雅／俗移位、男／女性
別越界、禮教／情教去疆域化的世俗文化景觀，並塑造出一種重情、重慾的新的
人性景觀。
《唐詩畫譜》、《詩餘畫譜》文學／圖像互文表意實踐所再現的性別空間圖
式，往往直接再現出晚明之世情：消閒遊賞的享樂氛圍及性別空間的能動滑移。
在消閒遊賞的社會享樂氛圍中，性別規範漸次移位；性別空間逐而滑動，既變轉
了傳統男／女之公／私領域中的性別空間疆界，也呈現出更鮮明的人情味與現實
感。尤其《唐詩畫譜》
、
《詩餘畫譜》作為晚明商品化／消費化的大眾化文本形式，
為兼顧世俗大眾追新求異的視覺享樂，除強化視覺圖像化的動人魅力外，並藉由
唐宋文人幽賞、閑適之風，營造一種追慕古雅的風雅化懷舊情緒，以創構出迎合

消費大眾的世俗心理與佔有欲望，而呈顯出晚明世俗大眾獨特之文雅化的文化消
費行為及風雅化的懷舊美學氛圍。此外，女性的身體空間──動作、意態、妝扮、
服飾及飾物等形象序列，在晚明男性凝視的視覺空間及戀物奇癖的文化氛圍中，
多表現為一種對美人、美物的佔有；即如桌几、燈燭、爐臺、瓶插、庭園造景、
花草植物等，在戀物機制下，往往也被裁割成具裝飾性的雕繪細節與微物意象，
而一一被風格化編碼命名；風格化、套語化、裝飾性之美人／美物的雕繪細節之
綰連、強化，反倒構成圖像敘事獨特的情感結構，則晚明《唐詩畫譜》
、
《詩餘畫
譜》男性論述主體對美人、物件之奇癖式操弄方式，無寧更強化出一種佔有的凝
視欲望；透過文化消費機制，美人／美物等雕繪細節與微物意象之象徵性審美載
體不免也成為一種符號被消費，而重製了性別／物質意識形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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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2004 年 12 月，頁 55-80、鄭文惠：＜詩意的圖像化與性別文
化操演──晚明《唐詩畫譜》的性別想像與空間美學，世新大學主辦：第二屆兩
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2009 年 5 月 8-9 日，未刊稿，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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