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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文本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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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语 & 图互补，借助语言揭示绘画主题。如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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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
竿。”前一首是画家在潍县任上送给包大中丞一幅墨竹
图上的题诗，后一首是他从潍县任上罢官回乡时所作，
两幅画画面上都只有几枝墨竹迎风而立，但主题和立意
却大异其趣，如果不看题诗，真难以捕捉它们各自的主
题和含义。

《韩熙载夜宴图》的
叙事传播

其次，语 & 图相映，寓意于物，赋予形象以隐喻和象
征意味。郑板桥善画兰、竹、石，在画中，作者往往通过诗

!于德山

文、题跋与图像相互映发，使其成为自我精神、人格的写
照，完成其主体形象的塑造，以达到抒情写意的目的。如
他的一幅竹石图，画面上只有一块挺立的巨石和几竿同
样挺立的墨竹，其题诗道：“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

有关 《韩熙载夜宴图 》的真伪及其描绘内容，历来

惯作狂；惟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诗中的形

学界争论不休。本文从 “语 & 图 ”互文的角度入手，参照

象与画中的图像映衬，使整幅画的意蕴变得清晰起来。
再次，语 & 图相融，借助文字符号的书写形式，使其
富有视觉美感，从而参与艺术形象的塑造，与绘画形象
有机地统一于画面之中。文字及其书写形式（书法）本身
就具有 “图像意味”，在形象文本中，它可以使语言完成
向形象的过渡，既增强了文本的艺术价值，又保证了意
义的畅通。这一点在郑板桥的绘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历代史书有关记载，具体分析了 《韩熙载夜宴图 》的图像
叙事内容及其传播的诸多矛盾之处，认为 《韩熙载夜宴
图 》参与了宋代以降相关话语的改造活动，成为历史叙
述传播一种典型的图像政治的修辞形式，其真伪由此变
得可疑，也变得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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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创的 “六分半书 ”为他的画作增色不少，通过诗、词、

于德山 （
)%06— ），男，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新闻

题跋等形式精心布局，诗书画相融相济，被誉为 “三绝”，

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媒介文化、图像叙

从而使他的绘画成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具有了特殊

事传播。 （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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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美价值。
应该指出的是，在当下这个图像文化盛行的时代，
形象文本及其语 & 图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
到众多学科和领域，本文只是从不同的艺术媒介相互关

关于五代南唐顾闳中的 《韩熙载夜宴图 》，宋代官修
的 《宣和画谱·卷七 》有这样一段 “本事 ”记载：“是时，中
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胄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
揉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李氏惜其才，置而不问。声传

联的角度对形象文本所作的初步考察，这一问题应得到

中外，颇闻其荒纵，然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

学界的普遍关注。

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
上之。故世有 《韩熙载夜宴图 》。”这一 “本事 ”说明了此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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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于 “时事 ”，其图像叙事依赖于叙事主体的 “目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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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熙载夜宴图 》的叙事传播

“纯粹 ”的图像叙事文本入手，我们将具体分析图像叙事

情景；第七部分韩熙载的告别形象为什么空无所对，为

传播的可能性及其界限，以及图像怎样在 “语 ! 图 ”互文

什么他还穿着击鼓时所穿的衣服，紧握着击鼓的鼓棰？

之中参与历史的叙事与传播，成为一种政治修辞方式

二
我们现在来分析主角 “韩熙载 ”的形象塑造，“韩熙

的。

载”在图中共出现五次，可以表明他在不同时间、地点（背

一
学界一般把 《韩熙载夜宴图 》 分为五段，即 “听琴、
!

观舞、歇息、清吹和散宴 ”。笔者认为这种分法只是简单

景 ）之中的不同神态、行为；然而，图像叙事传播之中的
"
“
韩熙载 ”
形象塑造并不是依据事件应有的先后顺序。
通

地以 “内容 ”作为分类标准，并没有详解 《韩熙载夜宴图 》

过初步分析，我们认为 《韩熙载夜宴图 》如此安排韩熙载

图像叙事的传播意义。我们首先还是从此图所规定的从

形象并不是图像叙事主体的 “笔误 ”
，而是其深思熟虑之

右向左的客观的 “观看 ”线索谈起：卷首是一题跋，此部

后的精心之作，由此也表明韩熙载形象是图像叙事传播

分表现的是 “听琴 ”场面，弹琴者是教坊副使李家明的妹

聚焦的 “主体部分 ”，即图像叙事传播尽可能地描绘主角

妹，听琴者共十一人，有人扼腕，有人击节，有人双手交

在不同事件 （听琴、击鼓、休息、告别、宴后闲居）中的各种

抱于胸前，表明李家明之妹演奏的可能是一只曲调激昂

神态，并且尽力妥帖地把这些形象穿插于整个夜宴活动

的曲子；而轩冕广衫的韩熙载却表情平淡，尤其是他的

中。由此，我们看到，《韩熙载夜宴图 》虽名为事件 “图录”，

左手松弛地放在盘起的腿上，十分显眼，表明了主人与

但其图像叙事传播却把中心放在了主角 “韩熙载 ”身上，

众不同的心境。接着，图像叙事表现的是韩熙载击节观

并着力描绘其神态；因此，
除了图像第一部分较为集中地

舞图，爱姬王屋山表演 “六幺 ”（绿腰 ）舞，韩熙载并未在

铺排了 “夜宴 ”的场面之外 （这一场面其实仍以 “听乐 ”为

视听欢娱中 “兴奋 ”起来，表情似更为郁闷。接着，图像叙

中心 ）
，其它几个所谓的 “夜宴”场面都以欣赏音乐和舞蹈

事展现的场面是一歌妓右手执琵琶上右肩，左手握一只

为主，都在努力表现“士人 ”的清雅之趣。也许正是这种试

竹笛与一副竹板退场；一侍女举一酒盘上，韩熙载与四

图把韩熙载形象描绘多面化、特写化的努力，使 《韩熙载

名乐伎坐在大塌之上，他的双手洗手动作似乎漫不经

夜宴图 》的图像叙事传播变得片段化、非顺序化起来，或

心，表明他若有所思。接下来，图像中的韩熙载身着便

者说，韩熙载特写化的形象穿插打乱了夜宴活动原有的

服，袒胸露腹，盘坐椅上，右手执扇，似与眼前侍女说着

顺序。这样，韩熙载这一人物符码就具有了多重作用，起

什么。接着，图像叙事展现的场面是五名乐伎坐在锦榻

到了图像叙事构图的一种结构性的区分与连接作用，其

上吹笛，三横笛，二竖笛，旁有二人击节应和，表明其演

他场面与人物由此成为一种独特的见证人物和渲染式场

奏方式并非一般所言的 “清吹 ”，左屏风前站立一男子，

面，由此，韩熙载的形象塑造就避免了场面一致化而可能

转头与屏风后的一女子在交流着什么。接下来，图像中

导致的单一，具有一种多种情态的传播 “复调 ”效果。因

一男子 （李家明 ）坐在椅上，握着眼前妹妹的左手，妹妹

此，《韩熙载夜宴图 》形成了一种新的图像叙事传播方法，

的右手搭在他的肩上，妹妹好像在撒娇，二人在说着什

这种方法以主要人物的多层面特写为塑造和排列中心，

么。接下来，图像中韩熙载直立站姿，左手前举，似 “告

充分发挥图像叙事形象本身空间组合的灵活性，使图像

别 ”状，右手紧握着两只鼓棰。图像最后是一男子右手环

叙事传播发挥到了意义传播的最大值；换言之，《韩熙载

抱一女子背部，似在安慰着她什么；女子左袖掩嘴，似娇

夜宴图 》是说明性的，而不是叙事性的，因为其图像叙事

羞状。

传播没有还原事件的发展过程，也放弃了这种努力；尤其

为什么把 《韩熙载夜宴图 》公认的五段分为现在的

是图像第六、七、八部分之中三个场面是以一种主题蒙太

八个部分，笔者认为从图卷开始，《韩熙载夜宴图 》的叙

奇的方式并置起来的，它们以主题叙事传播的方式呈现

事出现了大量的 “奇特 ”之处，使 《韩熙载夜宴图 》呈现出

着夜宴背后的故事，并且置换了韩熙载 “告别 ”场面中身

“零散化 ”的独立布局，图像叙事的意义传播变得复杂困

前身后的人物及其背景，使告别场面中的韩熙载形象凝

难起来。如图卷的开始为什么描绘与人物活动无直接关

聚成似有多重意义而又空无所对的姿势，我们怎能说清

系的 “床笫 ”形象；图像第二部分之中的 “德明和尚 ”形象

韩熙载的这一姿势是在挥手告别，还是在摆手劝诫，抑或

说明了什么；第四部分为什么表现韩熙载与三名侍女交

是表示挥之不去的郁闷和孤独呢？同时，图像第七部分韩

谈的独立场面；第六部分为什么描绘客人与乐伎调笑的

熙载的告别形象编排在宾客与歌妓调笑的场面之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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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与之产生 “互文”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暗示了

也可以说是忠心耿耿，急欲以才报国。因此，韩宅之中的

韩熙载对这些场面的失察或纵容，对韩熙载的暗讽、劝诫

宾客成为他 “大开门馆，延纳隽彦 ”的纳贤之举；后房之

的春秋笔法也就昭然若揭。用这种 “眼光 ”再回视德明和

中的声妓也是 “天下妙绝，弹丝吹竹，清歌艳舞之观，所

尚，我们发现这一形象也是作为一种劝诫的 “文化符码 ”

以娱侑宾客者，皆曲臻其极，是以一时豪杰，……举集其

出现的，图中德明和尚双手相握于胸前，目光下视，面似

门 ”，由此，“蓄妓 ”也就成为一项文人正常的清雅娱乐方

带忏悔之色，正侧身远离这一 “六幺”舞蹈的快乐场面，在

式；而被其他史书大肆渲染的韩熙载 “纵酒被贬 ”一事，

韩熙载沉重的鼓声中，众人的心情都随 “六幺 ”之舞欢快

只是因为他谅直被诬陷所至，其实 “熙载酒量涓滴而

地跳动着，只有德明和尚与表情沉郁的韩熙载达到了一

已 ”。总之，《钓矶立谈 》中的 “韩熙载 ”是一个身逢乱世、

种共鸣；然而，身处画幅上方的德明和尚却被描绘得较

才华无法尽情施展的忠贞名士。然而，由于南唐的 “僭

大，这种方法是图像叙事传播 “贵大贱小 ”的形体描绘传

伪 ”的地位，《钓矶立谈 》之中的这个 “韩熙载 ”形象并没

统的一种沿用，图像叙事传播主体意使德明和尚站在突

有被后世史家所采信，相反，在贬低南唐的心态中，后世

出的背景中宣扬佛家教义，发挥其身份所蕴含着的宗教

史家比附于韩熙载事迹的蛛丝马迹，任意夸大改写，“韩

文化的教化功能。再回视 《韩熙载夜宴图 》两次描绘 “床

熙载 ”事迹与形象几乎被完全改观。因此，韩熙载成了那

第”场面，其隐喻式的描绘将图像叙事传播提升到另一个

个时代 “荒纵淫乐 ”的代表，后房 “蓄妓 ”之事不仅影响了

劝诫层面。

韩熙载一生的仕途，而且还成为他一生难以抹去的污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断，《韩熙载夜宴图 》的

点；同时，韩门 “宾客 ”、“乐伎 ”也被比附生事，成为历代

图像叙事主体叙事传播了两个主题：一是韩熙载形象，

语言叙事传播乐于放大夸张的叙事焦点。其中尤其值得

一是双层面的劝诫、讽刺目的。这两个叙事传播主题交

关注的是，在 “韩熙载 ”语言叙事的意义传播不断衍生

叉互现，基本上打破了夜宴活动的先后顺序及其叙事传

中，有些语言叙事甚至还敷演出了韩熙载 “荒纵淫乐 ”背

播的链条式线索，也打破了画卷本身从右向左的客观化

后惊人的本意，这就是韩熙载 “荒纵淫乐 ”是掩人耳目做

的 “观看 ”路线，也使图像叙事传播本身尽可能地传播了

戏之法，因为，韩熙载当时已经预测到南唐王朝难以长

更多的内容，把图像叙事传播功能发挥到了最大，由此，

久，会被赵匡胤取代，于是，他自为 “迂行 ”，耻以为相，恐

《韩熙载夜宴图 》成为独树一帜的图像叙事传播作品，成

怕成为千古笑端；这一新增故事在宋 《南唐史 》和宋胡讷

为图像叙事传播可能界限的实验品与几乎无法超越的

《见闻录 》已有记载，后被多方采信敷演。由此，我们可以

图像叙事传播典范。

推断，“韩熙载 ”形象被刻意曲解变形，与其身仕 “僭伪 ”
三

五代南唐一向被古代史家认作僭伪王朝，因此，有

王朝有关，其形象曲解变形从宋代开始，尤以官方正史
为甚。

关南唐事件人物的历史语言叙事与意义传播就变得异

在 《钓矶立谈 》中，后主对韩熙载后房 “蓄妓 ”之事并

常复杂。其中，有关韩熙载和 “韩熙载夜宴图 ”的记载众

不在意，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命侍昭 “图绘 ”来 “窃窥 ”的

多，历代的正史、野史、元杂剧与画史等语言叙事就传播

说法。所谓的 “图绘之说 ”，最早见于宋代陶岳的 《五代史

了一个多层面、多调性的语言意义传播系统，从而把 《韩

补五卷 》之中，图绘的目的在于以之为鉴，使韩熙载览之

熙载夜宴图 》的图像叙事意义阐释传播得扑朔迷离、莫

自愧，悔过自新；南宋官修 《宣和画谱 》明显采用此说，并

衷一是。我们从各种史料分析中可以大致看出，围绕 “韩

且说出图绘此图的侍昭为 “顾闳中 ”，并为后世众多的

熙载 ”形象，语言叙事形成了两种褒贬不一的意义传播

“韩熙载 ” 图绘设定了一个难以更改的意义传播意图模

系统。褒者以南唐钓矶闻客 《钓矶立谈 》为主，据 《钓矶立

式。《韩熙载夜宴图 》在 《宣和画谱 》中已有四个版本被著

谈序 》中透露，此书作者为江湖高士，与韩熙载为同乡好

录，可见其时 “韩熙载 ”图像叙事传播之盛。宋周密 《云烟

友，身经南唐诸朝，对南唐事多耳濡目染，记事应该更为

过眼录 》又把 “周文矩 ”加入了图绘此图的侍昭行列；至

可信；在此书中，韩熙载慷慨多才，历经南唐三代，尤被

元代汤 《画鉴 》，认为周文矩曾画过二幅同一题材的作

后主器重，在朱元反叛、北客受到嫌疑的时候，后主对韩

品；至清末，根据各种画史的记载，有关 “韩熙载 ”的图绘

熙载这个 “江北人 ”仍是 “待之不衰 ”；韩熙载死后被破天

作品已有十数种之多。上文我们曾经详析过的 《韩熙载

荒地 “赠平章事 ”，恩礼少有人及。而韩熙载对南唐三朝

夜宴图 》，据徐邦达考证为南宋画院作品。此图 “前隔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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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熙载夜宴图 》的叙事传播

所存 “熙载风流清旷为天官侍郎修为时论所诮著此图 ”

《韩熙载夜宴图 》 只不过是宋代开始的韩氏形象改造的

二十字，虽然破缺难见全貌，但仍可见源自宋代陶岳 《五

一个 “推演品 ”而已。然而，毕竟从宋代开始，“语 $ 图 ”互

代史补五卷 》的语言叙事意义传播的痕迹；其 “后隔水 ”

文就创造出了众多 “韩熙载 ”的文本符号，众多 “韩熙载 ”

有无名氏书写的 《韩熙载行实 》，内容也是源自 《南唐

的文本符号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产物，一方面，《韩

书 》、《五代史补 》、《新五代史 》等诸书语言叙事，强调了

熙载夜宴图 》成为社会政教一个可供劝诫的典型，另一

韩氏在 “后主嗣位，颇疑北人，多以死之 ”的环境下，惟恐

方面，“韩熙载 ”佯狂自污，苟全性命，其形象则又蕴含着

祸及己身而 “纵声色以自迂 ”的行为，同时，着重描写韩

才高俊逸之士身逢乱世的可能修为及其个人命运，由

氏与其爱妓之间的感情，这就为其图像叙事传播提供了

此，“韩熙载 ”形象又成为历代文人在特殊境遇中可以不

一个更为广阔的事件背景和意义传播模式；其后，还有

断想象借鉴与同情吟哦的 “镜像 ”。

班惟志小楷七言长古，其中 “郎君友狎若通家，声色纵情
潜自晦 ”、“却持不检惜进用，渠本忌才非命世 ”、“图画枉

注释：

随痴论梦 ”等句主要描写韩熙载于逆境中的特殊言行及

!本文分析采用故宫博物院所藏的 “宋摹本 ”。

其无奈之处，结句 “不妨杜牧朗吟诗，与论庄王绝缨事 ”

"重庆博物馆所藏明人临仿本，分段顺序与顾本分

似乎又为 “自迂 ”的韩熙载开出了一济入世的药方。 “后

段不同：此本第一段为顾本第四段前半，第二段为顾本

隔水 ”还有王铎记载：“寄意玄邈，直作解脱观。摹拟郭汾

第一段，第三段为顾本第四段后半，第四段为顾本第二

阳，本乎庄老之微枢 ”，把韩熙载的言行又引向了庄子所

段，第五段为顾本第三段，末段与古本相同。可见自明代

谓的乱世之中的 “大隐 ”之类。由此，再返观 《韩熙载夜宴

起就有人对 “顾本 ”的图像叙事顺序产生了怀疑。参见徐

图 》的图像叙事传播，我们就会更加明了其中 “韩熙载 ”

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江苏古籍出版社% &’() 。

形象神情抑郁的原因，也可见描绘床帏以及乐伎与宾客
狎戏场面的原因。与此同时，“韩熙载 ”另外一些图像摹
本也互现并出，引出了元明清众多诗人的题诗咏叹。例
如 “观图不独丹青美，又必知其绘画人 ”（元·顾瑛 ）、“废
尽千金受艳粉，如何不学耿先生 ”（明·唐寅 ）、“潇洒心

! 参考文献 #
! & # （美 ）大卫·宁等 * 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
与方法 ! + # * 常昌富，顾宝桐等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责任编辑：龙迪勇】

情谁得似，灞桥风雪郑元和 ”（明·唐寅 ）、“国难家仇都
未了，可能还较绝缨人 ”（明·王世贞 ）等等。分析至此，
我们可以看出，有关 “韩熙载 ”的历史语言叙事组构了一
个强有力的叙事传播网络，而 “韩熙载 ”图像与之互释，
不断积淀强化一种既定意义的阐发传播。“韩熙载 ”的本
真形象及其是否曾被图绘之事却几乎没有人再去深究，

图绘《红楼梦》
及其“语 $ 图”互文

也没有人愿意再去关注其语言叙事之中漏洞百出的疑
误之处，毕竟有其 “合理 ”的传播意义就足够了。与语言
叙事一起，“韩熙载 ”图像叙事实际上也参与了韩氏乃至
整个南唐的形象改造，由此，图像也是一种建构与传播
历史的方式，《韩熙载夜宴图 》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历史地
阅读图像和图像地阅读历史的方法。美国学者鲍曼在分
析修辞学的当代意义时认为： “批评家进行修辞分析时
应该从这样的前提出发：语与物之间出现差异时，理解
事物的最重要的文化产物可能不是物或 ‘现实 ’，而是语
言或者符号。确实，在很多重要的事例中，语言，即修辞，
就是社会现实 ”，! " # 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断，历史上根本
没有顾闳中或周文矩所画的 《韩熙载夜宴图 》，而流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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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语 $ 图 ” 互文现象在古代的绘本小说中表现突
出，图像可以内化为思维语言，语言也可以建构图像。
“语 $ 图 ”互文在绘图本 《红楼梦 》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一、图像的出现使语言表达的情节更加生动形
象，人物性格更加突出；二、图像与语言的互文可以使观
者加深对原著人物性格的理解；三、图像与语言的共同
点是场景的运用，场面描写更容易贴近原作，图像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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