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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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摘要

關鍵詞：套語結構、互文疆界、晚明、版畫、文化再現

本文分從套語結構與互文疆界兩向度，分析晚明文學性版畫的文化再現策略，及其中所透顯的

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晚明文學性版畫集合了詩、詞、戲曲、小說與書畫刻印不同的創作模式，又

融合了民間工匠與文人創作於一體，在公開、流通與傳遞、接受的文化空間中，是一兼具知識性／

啟蒙性、藝術性／娛樂性、商品化／消費化的文本形式。晚明文學性版畫以文學作為繪畫轉喻、互

文的意象底本與敘事基軸，創制者不免在世俗性、娛樂性的商品化消費行為的接受──反饋機制

中，強化視覺圖像的動人魅力，以滿足世俗大眾的心理佔有慾望。

為了展現並發揮出文學圖像化的世俗性功能，作為能召喚大眾主體集體記憶的套語結構修辭方

式，即經常出現在文學／繪畫互文修辭的疆界空間中，以引發集體主體的情感共鳴與身分認同。套

語結構有其賴以存在的文化展演情境；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有其功能與價值，是集體主體思維方

式與生活樣態複製、傳承、流動的重要展演方式。每一種套語均有其一定的基本內容與類同的審美

意象與敘事單元，以演示程式化、成規化的主題要素與情境單元。尤其民間技藝的學習與傳承，大

抵多表現為一系列的類同形象或集納、綴段、嵌套的結構模式，此一套語化的慣性圖式，除方便記

憶外，又精要的再現出集體主體普遍接受的成規化的價值意義系統。1因此，本文一則分析晚明文

學性版畫中文學／繪畫的套語結構，如松、蘭、芙蓉、梧桐、合歡、芭蕉等植物，鹿、鶴、燕子、

喜鵲等禽鳥畜獸，扇子、屏風、衣著、建築、城牆、戰旗等物質性審美序列，及畫壁、異空間、幽

會、冶遊等空間象徵圖式的文化再現策略，及其所表述世俗大眾的心理情感與生活樣態。

再者，套語化的慣性圖式，因人性情感與文化情境的改變，往往會不斷孳衍、變異出承載不同

主題內涵的本題變體與同類變體，乃至全新的互文修辭方式。因而，文學／繪畫互文的修辭疆界空

間，或可視為是一集體主體心靈時空的人性圖式，透過文學／繪畫互文疆界的分析，當可掌握文化

範式的移位與裂變。因此，本文二則分析晚明文學性版畫中文學／繪畫互文修辭的文化再現策略（如

戀物、冶游、幽會、身分、異空間等），及其中所透顯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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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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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計畫內容

一、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晚明歷史、經濟、文學、藝術、思想等相關研究，在國際間早已蔚為顯學，但大量文學性版畫

如何透過文學／繪畫的轉喻機制與互文方式，展演出晚明的世俗民情與文化風尚等議題，仍未受矚

目。筆者近年來研究焦點兼具文人系統與民間系統詩意圖、題畫詩、畫像石、版畫之文學／繪畫轉

喻機制與互文方式，文人畫、石刻畫像、文學性版畫、《點石齋畫報》等，各自構築出不同文化世

代新的文學／繪畫互文表述方式，及其特具藝術記憶譜系的套語結構，本研究計畫，可視為晚明文

人系統文學／繪畫文化再現策略的相對參考座標，也是筆者長期以來有關石刻畫像──版畫──畫

報譜系的系統性系列研究之一，更是筆者一貫關注的文學／繪畫跨文類、跨領域的研究範疇。

作為兼具知識性／啟蒙性、藝術性／娛樂性、商品性／消費性的文學性版畫，乃是透過文學

／繪畫的轉喻機制與互文方式，再現晚明人的生活樣態與情感結構。然而，晚明文學性版畫中文學

／繪畫的轉喻機制與互文方式為何？在轉喻、互文的再現機制中，何以出現大量的套語結構？套語

結構的修辭策略與美學功能為何？套語結構所涵具的文學／繪畫記憶譜系為何？文學／繪畫互文

疆界空間所再現的意識形態為何？凡此，乃是掌握晚明人生活樣態與情感結構，及閱讀文學性版畫

基本而重要的方法與入手處，為了補足文學性版畫研究的餘空，並建構出一套研究文學／繪畫互文

修辭的方法與架構，本研究計畫擬從套語結構與互文疆界兩向度，分析晚明文學性版畫的文化再現

策略，期能在跨文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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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萬川〈傳統小說

的版畫插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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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往往突顯主體人物，構圖如「戲臺格局」，常見剖面圖式，即「好似掀開隔牆，

讓人得以關照屋宇中真實人情世界的設計」2。毛文芳〈從俗世中雅賞──晚明《唐詩畫譜》圖像

營構之審美品味〉一文，認為《唐詩畫譜》將古雅的古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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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了影像視俗化的功能3；又如其《物‧

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一書，分析《青樓韻語》、《吳騷合編》、《詩餘畫譜》等書，

2 胡萬川：〈傳統小說的版畫插圖〉，《中外文學》， 16 卷 12 期（1988 年 5 月）。
3 毛文芳：〈從俗世中雅賞──晚明《唐詩畫譜》圖像營構之審美品味〉，輯入中興大學中文系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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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著重鋪陳「幽期歡會、惜別傷情的圖像細節」4。宋莉華〈插圖與明清小說的閱讀及傳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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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本情節起提示、說明作

用5。楊玉成〈閱讀世情：崇禎本《金瓶梅》評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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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蕭麗玲《晚明畫中戲曲和繪畫的關係》、〈戲曲插圖──戲曲批評的一種

形式：容與堂本《琵琶記》〉分析晚明版畫中戲曲與繪畫的關係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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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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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餘如馬孟晶、周蕪、

周心慧等人，對版畫亦有精湛或通貫的見解。大抵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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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的套語結構與互文疆界之研究，及其再現

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仍不多見。晚明詩、詞、戲曲、小說文學性版畫作為知識性、娛樂性、啟

蒙性兼具的文化消費商品，其文學／繪畫互文性的再現機制為何？文學性版畫的產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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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套語結構在文學／繪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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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性版畫文學／繪畫的互文空間如何構成新的轉喻機制與互文方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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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感結構與觀念體系？在符合商品邏輯的文化消費策略上，晚明文學性版畫如何改寫、錯置、踰溢文

學／繪畫轉喻、互文空間中的主題意象與敘事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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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套語結構與互文疆界兩向度，更深入探討晚明文學性版畫中文學／繪畫

的文化再現策略。

本專題研究分從套語結構與互文疆界兩向度，分析晚明詩、詞、戲曲、小說等文學性版畫的

文化再現策略，及文學／繪畫互文修辭所呈現的權力結構和意識形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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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參考書目）為主。有關晚明文學性版畫散逸各處，

且資料龐大，筆者擬廣泛蒐集詩、詞、戲曲、小說等文學性版畫文本，參酌其他非文學性版畫圖錄，

並交叉比對文人與職業畫家繪畫文本、晚明詩文集、筆記雜俎、題跋著作等，用以分析晚明如何組

構出龐大而複雜的套語結構及豐富而變異的互文修辭形式。此外，又參酌、援引、轉化中西相關套

語、修辭理論及空間、權力、意識形態等論述，深入分析晚明文學性版畫中文學／繪畫互文修辭的

文化再現策略，及其所再現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

三、研究方法

晚明文學性版畫中文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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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抵文學／繪畫文本中的套語結構，是指重複出現的意象、事件或描述性的情節、片段。套語

4 毛文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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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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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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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蕭麗玲《晚明畫中戲曲和繪畫的關係》，（中國文化史學研究所，1991 年碩士論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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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乃集體主體熟悉的記憶單元，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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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情節，置換形象，以演示其賴以存在的文化情境。故而，在民間系統的文學／繪

畫互文修辭策略中，套語結構既是其用以體現社會普遍接受的成規化價值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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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情節與置換形象的修辭策略中，掌握社會文化情境

與集體主體情感的轉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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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互文內的符號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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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因而，本文一則關注於文學／繪畫互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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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著重分析文學

／繪畫套語結構與互文修辭記憶譜系的再現機制。蓋因文學／繪畫互文性的時空疆界，尤指涉於文

本所承載的文學／繪畫記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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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文學性版畫中文學／繪畫的互文性疆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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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文學／繪畫的互文性再現機制，其指意生產的意識形態與象

徵意義為何？除套語、互文理論外，本專題計畫亦嘗試運用空間、權力、意識形態與文化研究等理

論強化論述。

四、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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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套語結構與互文修辭方式，並參

照其他非文學性版畫，及相關文人畫家與職業畫家的文學／繪畫互文方式，藉由版畫中特殊的

套語結構與互文修辭的文化再現策略，觀察晚明文學性版畫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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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掌握。

3. 觀念啟迪、轉化與反省：大量閱讀西方有關套語、互文、空間、權力、意識形態、文化研究等

論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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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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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的轉喻機制與互文方法，在晚明文學／繪

畫的互文疆界空間中，並存著一種沿襲性的套語結構及新異的互文修辭方式，須在文／圖的縫

隙中，透過記憶譜系的追蹤與互文詮析的方式，方能對其中所呈顯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有更

深入、更開拓的文化美學的詮釋效力。

9 有關套語結構，可參約翰．邁爾斯．弗里（John.Miles Foley）著、朝戈金譯：《口頭詩學：帕里──洛德理論》（北
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年第 1 版），頁 202-228、孟華：〈試論他者「套話」的時間性〉，輯入樂黛雲、張
輝主編：《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1 版），頁 197-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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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55。

10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謂：「文本作為一種意指實踐，使主體處於它的權力網絡之中，每個文本皆由前此文本
的記憶形成，每個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轉化。」見 Kristeva, Julia.1989. Language the Unknown: An Initiation into
Linquistic. tans. Anne M. Menk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328.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亦云：「文本
是由各種同時期或非同時期的引文（citation）、典故、回響，以及不同文化語言交織而成」，是「一個多重向度的空間，
各種非原創的文字在其中交織、碰撞、融合。文本是取用自無數文化中心帶來的引文編織物（tissue）。」見 Barthes,
Roland.1977. From Work to Text. Image-Music-Text. trans. Stephen Heath. p.160. Barthes, Roland.1977.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mage-Music-Text. trans. Stephen Heath. p.146.



經由大量閱讀原始文獻及中西相關的論著，無論是觀念的啟迪或理論的轉化與反省，本計畫的詮釋

視野也轉而更新、更開闊；藉由系統而全面的蒐集、整理、拍攝與掃描晚明文學性版畫，作成《晚

明文學性版畫的套語結構》等圖像專輯，本研究的詮析也更具參照意義。進入一個圖像視覺時代，

晚明出版了大量的文學性版畫。晚明文學性版畫文學／繪畫的互文修辭空間中存在著大量重複的套

語結構，以表達同一主題的理念與用意，用以依存、反饋於大眾文化生產與使用的接受——反應機

制，如芙蓉雙關於夫容，合歡象徵兩性和合歡好；高松、桂枝則為隱喻男性文人的道德氣節或官宦

主體的文化符碼；鹿鶴共構成「六合同春」的寓意外，同時也指涉於仙界、長壽，鶴更是園林空間

中指陳出文人德行的重要審美意象；此外，團扇象徵著女性情感的失落，杏柳空間、巫山雲雨等結

構圖式隱喻情欲；雲海翻疊、浪濤騰湧圖式多關涉於情欲或指涉於宦海；畫中畫和壁畫尤與圖像共

構成一完整的故事情節，甚或強化故事主題，如孔雀開屏、牡丹花開之套式結構，常用以隱喻男性

主體雀屏中選、大富大貴之意，也是婚嫁情節常見的圖式；至於天堂／地獄、夢、想像等異空間之

圖式，則多用雲層作區隔，即使鬼類腳下也多踩雲朵，以示其非人之特質……。凡此套語結構多指

涉於圖像文本所承載的文學／繪畫記憶，透過一系列的複述、追憶與重寫，既達致播撒化的指意生

產實踐，同時也是集體主體思維方式與生活樣態複製、傳承、流動的重要展演方式；在兼具知識性

／啟蒙性、藝術性／娛樂性、商品化／消費化的文學性版畫文本形式中，透過以文學作為繪畫轉喻、

互文的意象底本與敘事基軸的審美編碼程序，既強化視覺圖像的動人魅力，以滿足世俗大眾的心理

佔有欲望；同時在一系列具程式化的敘事單元與成規化的套語結構之文化展演，往往也引發集體主

體的情感共鳴與身分認同，進而刻畫出集體主體的心靈時空及其人性情感圖式，乃至於背後隱匿的

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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