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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國文學與圖像的關係史上，漢代是一個重要的階段，其帝國圖式

的構建、天子禮儀的形成、物質形態的拓展、象數思維的特徵、德教傳統

的確立，為其文圖關係的背景；天人感應的文化模式以及神仙、歷史、名

物三大傳統，又為其文圖關係的構成；而漢代禮制的呈現，可謂其文圖關

係的表述核心。特別是作為一代文學的「漢賦」與一代圖像的「漢畫像石」，

因其特定時代徵象，堪稱漢代文圖關系的聚焦，值得闡發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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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作為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以其 426 年的輪軌彰顯了特有的時代

風采，其繼承先秦而開闢晉、唐的階段性意義，尤其是漢、唐盛世的榮光，

已為史學界津津樂道。而作為一段文學史的歷程，漢代又標明了其特殊的

意義，其中包括宮廷統一文學的形成與向「文人化」文學的變移，由應用

為主的廣義文章學向以詩賦為中心的藝術化文學的變移。而結合這一時代

文學史與圖像史的聯繫，其文圖關係主要呈示於三大特點：其一，從繼承

之傳統來看，漢代對先秦文學中的形象有諸多圖像進行表現。神話故事方

面，《山海經》中的眾多神仙怪獸形象；神仙信仰方面，西王母、東王公、

伏羲、女媧等；傳說故事方面，《左傳》、《戰國策》中的君王將相等，在漢

代，這些人物或者異獸以畫像石、畫像磚、墓室壁畫等為載體得到大量體

現，並且承載豐富的文化意蘊。其二，從創造之開闢來看，部分漢代出現

的文學母題在本時段已有圖像的展現。比如列女圖像，劉向編撰《列女傳》，

整理歸納了從先秦到漢代的上百位女性傳記，一方面，他將部分列女故事

進行圖繪，進獻宮廷，藉以勸誡，另一方面，東漢的部分墓葬中也出現了

數量眾多的列女圖像，比如山東濟甯武梁祠的列女畫像，以及內蒙古和林

格爾漢代壁畫墓中的列女圖像。其三，從創辟到影響來看，漢代的諸多文

學母題在後世有大量圖像展示。其中如史傳故事，出自《史記》、《漢書》、

《後漢書》等史書的歷史人物和故事成為後代造型藝術的重要體裁，歷世

不衰，並且有多種載體，比如繪畫、壁畫、版畫、雕塑等。而作為有漢一

代文學創作之「漢賦」與一代圖像創造之「漢畫像石」，因具有特定時代特

徵，自然成為漢代文圖關係的聚焦點之一，值得闡發與思考。 

一、漢代文學與圖像的時代背景 

圖畫與文字的關係，因象形而同源，至於文學語言（語象）與繪畫藝

術（圖像）的關係，其中包括當代學者所謂之「圖文互仿」1，亦為歷史上

常見，這一點在先秦到漢代的創作實踐中已有充分的文獻說明。只是作為

文學的發生與圖畫的創造還缺少個性化藝術發揮的漢代，其文圖關係卻更

多地依附思想與政治，其中的經學思維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考察漢代書寫文本，無論是被立為「博士」的五經（詩、書、禮、易、

春秋），還是出自樂府官員編制的樂府歌辭與作為言語侍從所獻的辭賦，均

具有宏整的文化氣象；同樣，考察現存漢代的圖畫文獻如墓葬中的壁畫與

畫像石，也以其物態紛呈與天界與人界組合的構篇，而展現出一種博大而

神秘的圖景。這種組合在同一時代的呈示，誠如有的學者對漢代文化定位

                                                   
1 參見《江西社會科學》2007 年第 9 期所載〈「語•圖」互文研究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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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處在先秦和魏晉兩大哲學高峰間」而對「構成中國的文化心理結

構方面」起了巨大作用，與「大一統帝國要求新的上層建築相關」2。從此

視角看待漢代不同於先秦文圖關係之古老與零散，而表現出統一性的宏大

的書寫與工具性的運用，實與其文化構建的五方面有著重要的聯繫。 

首先是帝國圖式的構建，漢代的文本與圖像多圍繞這一歷史的進程展

開。清代四庫館臣編纂《四庫全書》「地理類」著作時，於《提要》「總論」

闡解其分類宗旨云：「首宮殿疏，尊宸居也；次總志，大一統也；次都會郡

縣，辨方域也；次河防，次邊防，崇實用也；次山川，次古跡，次雜記，

次遊記，備考核也；次外紀，廣見聞也。」3而以宮殿為中心的帝都描寫，

也正是漢代文學與漢代繪畫的中心。試舉班固〈西都賦〉為例，其開篇即

對西都長安地理位置及歷史沿革進行全方面位的描繪，主旨在「天人合應，

以發皇明」，而賦的重點則在對漢宮「昭陽殿」的刻畫，包括宮室建築，外

在形態、內部裝飾、宮內活動如「朝堂百僚」與「宴飲歌舞」，這些不僅在

賦文中得到展示，也在眾多的漢畫如「宴飲圖」與「歌舞圖」中有形象的

表現。這些文與圖展示也許是表象的，因為創作者所表達的核心思想，則

是如班固賦中所說「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

黎庶」的帝國文化圖式。要瞭解漢代帝都文化的特色，必須昭示一段歷史

的演進過程。考察歷代定都建制，即包含帝城建制與王道一統兩方面，其

中文化內涵於先秦時代的「畿服制」已見端倪。「畿服制」與舊宗法「封邦

建國」制度相維繫，所謂「有封建子弟之制而異姓之勢弱、天子之位尊」4。

據《國語•周語》載，周制王畿之外，分為甸、侯、賓、要、荒「五服」，

《周禮•職方氏》則分為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九服」，

劉師培認為「五」、「九」之異，實「虞夏殷周代各不同」5。儘管有學者認

為「畿服」乃東周以降地理視野開闊的反映，並非先秦時代的實際政區，

然觀後儒對其解釋，要義在「天子建國，以藩屏周」。如《詩•大雅•民勞》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鄭箋「中國，京師也」屬此義域。但是，先秦的

「畿服」緣於「封邦建國」制，以致章炳麟辨析其義謂：「方伯連率，則聯

邦已。大者謂之『兼霸之壤』，小者謂之『仳諸侯』。漢因其義，大者謂之

『倫侯』，小者謂之『偎諸侯』。」6由此可見，帝都政治與文化在周朝並未

                                                   
2 李澤厚：〈秦漢思想簡議〉，《中國社會科學》1984 年第 2 期。 
3 永瑢等編：《四庫全書總目》卷 86《史部•地理類一•總志》，中華書局 1965 年版，上冊，

第 584 頁。 
4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卷第 10《史林二》，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00 頁。 
5 劉師培：〈古代要服荒服建國考序〉，《左盦文集》卷 11，《劉申叔遺書》本。 
6 章炳麟：《訄書》重訂本《地治第五十四》，三聯書店 1998 年版，第 3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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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形成，尤其是東周以後諸侯稱霸，周天子王城反不及秦、齊、楚諸都

城與宮室稱盛。秦朝一統，變侯邦為帝國，咸陽帝城，阿房宮室，為真正

帝都文化的形成，然因其享祚短促，且禮制不修（秦世不文），所以在文化

意義上的帝國圖式則在漢代，尤其漢武帝採用主父偃的「推恩之法」削藩，

以完成這一文化進程。司馬相如作為一名由藩國（梁孝王賓客）到宮廷（天

子近臣）的賦家，他創作的〈上林賦〉貶斥「齊」、「楚」侯邦而贊述天子

「上林苑」之「巨麗」，最為典型。可以說，漢代文化中「文」與「圖」的

展開，而呈獻了波瀾壯闊的「一代之勝」，均與這一時代帝國圖式的構建及

其文化精神潛符默契。 

其次是天子禮儀的形成，既是帝國圖式的文化實質，也是漢人「文」

與「圖」所表現的主旨。翻開有漢一代的文學（如詩與賦）與畫圖（如畫

像石），其中大量的是禮器的展示（如冕服與鐘鼓等）與禮儀的描寫（如巡

狩、朝會、大儺等），考察其歷史背景，則在漢代天子禮的構建。漢代初年，

禮樂殘缺，所以收拾姬周禮典與建立當朝禮製成為首要任務。於是有叔孫

通定「朝儀」及宗廟禮樂，7伏生作《尚書大傳》設置由天子到庶民的等級

禮制，8賈誼制定《容經》並強調「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

其民者」9，皆重禮明制。然因漢初禮法多承秦制，引起文、景之世有關禮

儀制度的論爭。10直到武帝朝「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

作詩樂，號令文章」（《漢書•武帝紀》），始定有漢一代的天子禮制。值得

注意的是，西漢學者承研姬周禮典，立博士官發明遺義，主要是「士禮」，

也就是東漢以後所稱的《儀禮》，其中所存如劉歆說「有卿禮二，士禮七，

諸侯禮四，諸公禮一。而天子禮無一傳焉」11。考查在漢人眼中「天子禮」

的丟失，多借《孟子•滕文公上》「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的說法，

認為春秋戰國時諸侯爭霸而毀棄天子禮。緣此，武帝朝禮學大師董仲舒對

張湯問有關郊祀禮不究周代禮書，而根基於公羊春秋之學，取意正是《孟

子•滕文公下》所言「《春秋》天子之事也」。其實，周朝天子禮僅是一種

理想圖式，因其宗法分封而談不上具有大一統意義的天子禮，所以天子禮

的真正構建是秦漢大一統帝國之後，漢武帝朝「崇禮官」且以「郊祀」（祭

                                                   
7 《漢書•高帝紀上》：「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

儀。」又，《漢書•禮樂志》：「令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 
8 參見清陳壽祺輯《尚書大傳》之〈唐傳〉、〈虞夏傳〉、〈殷傳〉、〈洪範五行傳〉、〈洛誥〉、〈甫

刑〉諸篇。 
9 賈誼：《新書》卷 6〈禮〉，明程榮纂集：《漢魏叢書》本，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83 頁。 
10 參見華友根：《西漢禮學新論》，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 年版。 
11 王應麟：《玉海》卷 52 引，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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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為代表的天子禮，既是這一歷史的轉折，也是體現於文圖世界的新面

向。這影響到漢代文學，又可從兩方面延展，一方面是如《漢書•禮樂志》

所說「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以李延年為協律都

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於是考查漢代的樂府官員與辭賦作

家，皆為內朝官系的「樂官」與「郎官」，所謂文學，就是禮儀的形象化書

寫。另一方面，從漢樂府中如「郊廟歌辭」與漢賦的描寫，其中〈郊祀歌〉

中有關「帝臨」、「朱明」的歌辭描寫，漢賦中揚雄因天子「郊禮祀甘泉泰

畤」而獻〈甘泉賦〉，以及班固〈東都賦〉對「元會禮」、張衡〈東都賦〉

對「郊祀禮」、「大射禮」的描寫，又無不圍繞「天子禮」展開。對照漢代

壁畫與畫像石中的相關圖景，其「互文」中內涵的共生之禮儀非常明顯。 

三是物質形態的拓展，為漢代開闢了一個廣大的「物象」世界的同時，

也豐富了繁縟汪穢的「語象」世界與美輪美奐的「圖像」世界。在漢文與

漢畫中，無論是屬於冕服制度的首服或足履，屬於輿制的車駕鹵簿，還是

禮器的玉圭璧環，都是物質世界的展示。而作為與歐洲羅馬帝國並稱的亞

洲漢帝國，其物態的表現又較前此的先秦時代有了巨大的拓展。以漢賦為

例，如班固〈西都賦〉所寫京都物態有云：「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

支之犀，條支之鳥。逾昆侖，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又如張

衡〈東京賦〉對當時作為文化交流中心之京都氣象的描寫：「惠風廣被，澤

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僉

稽首而來王。」這些描寫與漢代的朝貢（羈縻）相關，是其「德化」與「貢

物」的一翼，即「遠夷」慕德而貢物表心，以示友邦之情。於是翻檢史籍，

如「條支出師（獅）子、犀牛、孔雀、大雀（駝鳥），其卵如甕。和帝永元

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子、大鳥，世謂『安息雀』」12；「武帝始遣使至安

息……（安息王）以大鳥卵及黎靬眩人獻於漢」、「（大）宛王蟬封與漢約，

歲獻天馬二匹」13。而近代學者論述唐代的外來文明，也多追溯漢代的朝貢

物中「汗血馬」、「大夏駝」、「安息雀」等，14其中內涵了由漢及唐「朝貢」

文化的演進與物態的豐富。如果大量的貢物落實到朝廷文臣的筆下，如漢

樂府之〈天馬歌〉、辭賦之〈大雀賦〉（班昭）等，不僅擴展了文學的描繪，

如漢賦之繁富博麗的「體物」特徵，而且為漢代的圖像世界增添了現實的

物質內容。 

四是象數思維作為有漢一代的學術特徵，對其文圖的比類也有著積極

的推動作用。馮友蘭在《新事論》中考察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時認為「漢

                                                   
12 《史記•大宛列傳》張守節《正義》引《漢書》，中華書局 1982 年版，第 10 冊，第 3164 頁。 
13 引自《漢書•西域傳》，中華書局 1962 年版，第 12 冊，第 3890、3895 頁。 
14 參見〔美〕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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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類」時強調說：「漢人之歷史哲學或文化哲學，以五德、三統、三世等

理論，說明歷史或文化之變遷者，就其內容說，有些亦可說是荒謬絕倫。

不過他們的看法，卻系從類的觀點，以觀察事物者，就此方面說，漢人知

類，漢人有科學底精神。」15其所言「荒謬」在於神學比附，而其科學精神

則在「知類」。象數哲學在漢人的意識中體現於方方面面，而尤以漢《易》

學最典型。漢代《易》學無論是「京氏」、「焦氏」，還是「虞氏」，均以宣

導「象數」為旨趣，包括「卦氣說」、「占筮術」、「爻辰、升降說」以及「卦

變」、「爻變」諸說，而其用象方式的衍擴，如東漢虞翻《易》說，又呈示

出如「互體之象」、「納甲之象」、「旁通之象」、「反卦之象」、「半象」、「權

象」等。16這裏又內涵了因「象」知「物」與因「象」明「理」，只是「物」

與「理」之因「象」均通過「數」的組合使之系統化。例如「卦氣說」之

《七十二候表》不僅將「初」、「次」、「終」之「候」與「始」、「中」、「終」

之「卦」對應，而且依據月令之「理」落實到諸如「蚯蚓結」、「麋角解」、

「水泉動」、「雁北嚮」、「鵲始巢」、「蜩始鳴」、「靡草死」、「苦菜秀」等物

態與形象，形成宏整而生動的語象與圖像的組合。就文圖關係而言，以漢

《易》為代表的象數思維的功用又體現在具體與抽象兩方面，具體者即漢

人圍繞《易》「象」而繪製的各種「易圖」，抽象者即漢人提供的這種具有

邏輯性與系統性的思維方式，為一代語象與圖像的共生勾勒出一幅波瀾壯

闊的景觀。 

五是德教傳統，既是漢廷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思想，也是普及於全

社會的倫理風尚，這對文學與圖像的思想干預與形象展示，亦多功用。「德」

教在漢代社會的體現，又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宮廷上層建築的

展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五德終始說」，即依「五行」生「五德」，以金、

木、水、火、土說明王朝之「受命」與「革命」，所謂「五德轉移，符應若

茲」（《史記•封禪書》），具體運轉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有

明確載記。17這種具有「神學」性質的政治圖式，不僅在漢代文學創作中有

明確表白（如班固的〈兩都賦〉），而且漢畫像石中的諸多《祥瑞圖》也寓

含了「德化」的政治內涵（有德者居其位）。第二個層次是精英知識階層的

德教，這突出體現於教育體制。漢代朝廷創建「太學」，以儒家經學教育為

職任，初立「五經博士」，西漢元帝時有博士十五人，至東漢「光武中興，

                                                   
15 馮友蘭：《新事論》第一篇〈別共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版《貞元六書》上冊，

第 223 頁。 
16 參見張善文：《象數與義理》，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4 頁。 
17 有關漢代的「五德終始說」，詳參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收載《顧頡剛

古史論文集》第三冊，中華書局 1996 年版，第 254 至 4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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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好經術」、「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到順帝朝「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

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18，其教育雖多「五經」

知識，然儒家倫理的「德教」內核仍是至為重要的。除了太學，漢武帝以

蜀郡太守文翁興學為示範，下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漢書•文翁傳》），

繼此遂成風氣，誠如班固〈東都賦〉所描述「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

盈門」。郡學修習儒經，等同太學，然極重《孝經》教育，這又與漢代鄉舉

「孝廉」制度契合。這也是我們所說的第三個層次，即漢代以「孝」為中

心的德教向世俗社會與民眾階層的普及。由此來看漢代文學作品與圖像敘

事中大量的「忠臣」、「孝子」題材，顯然是具有時代特徵的精神昭示。 

二、漢代文圖關係中的傳統 

圖像敘事是個很古老的傳統，源自人類認識自然的初始階段。《周易•

系辭上》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故「聖人設卦觀象，系辭焉而明吉

凶」19，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認知自然以服務於人事。早期的學者為便於

直觀感受或表達知識，往往採取所謂「左圖右書」的圖譜學方式，誠如鄭

樵《通志》卷七十二《圖譜略•索象》說的：「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

于左，置書于右，索象于圖，索理于書，故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20

其「索象」、「索理」所表現的「圖」、「書」（文）互證，顯然是實用的功能，

而沒有鑒賞的意味。魏晉以後，「言」（文）與「畫」（圖）的關係漸漸在藝

術領域融會，即陸機所言「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21，結合當時文

士的詩、畫創作，這一理論明顯增添了鑒賞的價值，並預示作為藝術品的

「語圖合體」的出現。而介乎先秦與魏晉之間的漢代，其文與圖的聯繫雖

仍以實用為主，然觀揚雄《法言•問神》說「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蔡邕《筆論》

謂「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其論書畫與言語已不乏藝

術的構想。 

漢代文化是一個整理與闡釋的時期（如對「五經」的整理與解釋），也

是一個充滿創造活力的時期（如一代文學之漢賦與一代繪畫之畫像石），就

文圖關係之繼承而言，其中如對先秦時期祥瑞符號、神仙世界及歷史故事

                                                   
18 詳見《漢書》、《後漢書》諸「本紀」的記述。 
19 《周易正義》卷 7《系辭上》，中華書局 1979 年影印阮刻本《十三經注疏》上冊，第 76 頁。 
20 鄭樵：《通志》，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萬有文庫》本第 1 冊，第 836 頁。 
21 引自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 1〈敘畫之源流〉，見〔日〕岡村繁譯注，俞慰剛譯：《歷

代名畫記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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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摹寫與圖像表達，均可看到其間的歷史聯結。而在繼承與創造之間，

從漢代的文圖觀其傳統，有三方面值得關注。 

一是神仙傳統。先秦兩漢是中國古代神（仙）話的黃金時代，而從神

話學的意義來看，中國神話政治化、史學化比較明顯，這也決定了中國古

老神話呈示出兩條線索：一是神話人物與古帝王的重合（如伏羲、帝女神

話），一是神譜與史譜重合（如鯀禹、殷商、荊楚神話）。在先秦時期，神

話與原始崇拜契合，主要在創世神話與氏族神話。創世神話代表天神崇拜，

諸如伏羲、女媧、盤古和逐漸興起的西王母，以及「三皇」、「五帝」等，

均被奉為開闢鴻蒙、創造文明的英雄而被崇拜。氏族神話代表祖宗崇拜，

以殷商神話為例，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認為「殷人的帝就是帝嚳，

是以至上神而兼祖宗神」，而日本學者赤塚忠也說：「所有被殷人祭祀的神，

諸如祖先神、族神、先公神、巫先、天神、上帝六大類，原先都是固有的

族神，只是在殷民的祭祀中被分類地組合起來。」22可以說，先秦時期的創

世神與氏族神在漢代的文、圖中都有廣泛的體現，如漢畫像石中大量「伏

羲」、「女媧」圖的呈示，以及文學作品中對「西王母」的描寫等。然而傳

統既是繼承，也意味著演變，由先秦「族神」向漢代帝國神祗的轉變，戰

國秦漢間的神話具有重要的地位。對此，顧頡剛〈〈莊子〉和〈楚辭〉中昆

侖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的融合〉認為：「（昆侖神話）發源於西部高原地區，

它那神奇瑰麗的故事流傳到東方以後，又跟蒼莽窈冥的大海這一自然條件

結合起來，在燕、吳、齊、越沿海地區形成了蓬萊神話系統。此後，這兩

大神話系統各自在流傳中發展，到了戰國後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被

人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個新的神話世界。」顧氏所說的「新的神話世界」，

指的是經戰國燕、齊方士神話之「陰陽消息」、「五德終始」、「大九洲」諸

說與儒家的「天人合一」觀融匯而形成的漢代帝國新宗教。有關方士文化

與神話，前賢論述已多，23然其促進漢代帝國宗教及神話世界的形成，則有

三點可述：其一，方士文化中神學的政治化，反過來為漢帝國的政治構建

提供了宗教性的神學依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陰陽五行思想而推衍出的「五

德終始」說。其二，戰國濱海方士行求仙長生之術時表現出的開闊視野，

為漢帝國宗教的開拓提供了有意義的借鑒。如果說殷、周時代祭祀以「族

神」為主（如《詩》之《商頌》、《周頌》），而漢代則因「五行」而重「五

                                                   
22 〔日〕赤塚忠：《中國古代的宗教與文化─殷王朝的祭禮》，日本角川書店 1977 年版，

轉引自《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增刊總第二期），中華書局，1981 年 3 月 10 日。 
23 參見蒙文通：《晚周仙道三派考》（四川省立圖書館 1948 年總第 7 期《圖書集刊》第 98 至

104 頁）、陳槃：《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第 7 至 57
頁，19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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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蒼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祀則緣於帝國版圖而擴展其宗教

領域，24其推尊「天神」的意義同樣影響到文學創作與圖像寫照。25其三，

方士文化促進了漢帝國宗教由「族神」向「天神」的轉變，這相對集中地

表現為漢代最高統治者祀「太一」神、行「封禪」禮與復「明堂」制。僅

舉一則文獻為例，《史記•封禪書》載：「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

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及五年修封，則

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帝皇帝祠坐對之。……天子從昆侖道入，如

拜明堂如郊禮。」可見漢武帝復明堂之制，與祠太一之神、行封禪之禮相

聯結，具有解消舊宗法「族神」而隆興帝國之「天神」的宗教意義。於是

由文圖看漢代的神譜，在承續先秦諸神的同時，卻更多地體現於政治性與

道德觀，其中的訓導與教育作用更明顯地表達了神仙世界為現實世界服務

的工具化特徵。 

二是歷史傳統。漢代文學與前朝相比，進入了重敘事的時代，其中最

突出的是樂府歌詩的敘寫故事的特徵，以及辭賦作品（尤其是散體大賦）

以極度誇張的描繪手法敘事與體物。與之相應，漢畫中數量最多的也是歷

史故事的展示，這與漢代是史學的昌明期有著不可斷割的聯繫。以司馬遷

《史記》為例，其中除了大量的聖賢故事的書寫，還有諸多如「刺客」、「滑

稽」之類人物及故事的生動描繪。如《刺客列傳》中荊軻形象的描寫，顯

示出史遷極為生動的語象特色，而縱觀現今出土漢代刺客圖像，荊軻故事

出現的頻率最高，計十餘幅，在山東、四川、陝西、浙江、江蘇等地均有

發現，充分地說明荊軻刺秦王故事在漢代，尤其是東漢時期在民間流傳較

廣泛。同時，我們又可發現在東漢時期該故事的部分細節開始變得更加神

秘、荒誕，與秦漢時期的史書故事相比增添了很多細節，以豐富的故事表

現出小說化傾向。圖像對語象的補充與演繹，通過歷史故事也呈現出更加

精彩的內涵。又如「孔子見老子問禮」故事，分別見載《莊子•天運》、《禮

記•曾子問》與《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以《史記》的描述最為詳盡生動，

以致近人梁啟超在其《學術講演錄》中視為「神話」。可是在漢代畫像磚石

中則成為常見主題，且出土於山東、陝西、河南、四川和江蘇等地，其中

以山東嘉祥等區域所見最多。這類圖像的基本樣式為孔子帶領數量不等的

學生前往拜謁老子，有的在二人間安排了一位手持圓環的童子項橐。甚至

有的圖像又與周公輔成王圖、泗水升鼎圖等併合出現，旁繪龍鳳等紋樣，

                                                   
24 有關漢祀「五帝」由秦祀「四畤」（四方神）而來，進而突出中心帝的地位，參見《呂氏

春秋•十二紀》、《淮南子•天文訓》、《春秋緯•文耀鉤》。 
25 以漢賦為例，可參見許結：《漢賦祀典與帝國宗教》，《南京大學學報》200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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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畫師對歷史文本的誇飾與引申。同樣，目前所能見到的漢代孝子圖

如虞舜、董永、韓伯余、郭巨、原穀、丁蘭、蔡順、老萊子、閔子騫、伯

奇、眉間赤、李善、李充等，其中，又以舜、孝孫原榖、丁蘭事木母、郭

巨埋兒、蔡順伏棺、老萊子娛親、董永載父、孝子伯奇等人物群像及故事

表現得最為突出，這些圖繪或刻畫於民間墓地中，或鐫刻在部分器物的表

面與銅鏡的背面，分佈地域也遍及山東、河南、四川、湖北、山西、寧夏、

浙江、內蒙古、安徽、北京、朝鮮樂浪等廣大地區，其故事原型也多出自

史著，不言而喻。而在文圖融合與共生的描繪中，漢代的主題圖像故事如

「昭君出塞」、「文姬歸漢」、「琴挑文君」，皆出自史書，而加以演繹與發展。 

三是名物傳統。《論語•陽貨》載孔子論《詩》云：「小子何莫學夫詩。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

草木之名。」26這段話主要談《詩》三百的功用，其興觀群怨是情感與意志

的表達，事父、事君是倫理忠孝的要求，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是

具有知識性的名物傳統。以文學創作為例，從先秦的《詩經》、《楚辭》的

名物到作為有漢一代文學之「賦體」的名物書寫，「語象」中「物」的世界

的展開，可謂博大而宏麗，是漢代名物（包括外來文明的物態）之時代輝

煌的歷史投影。27古人說漢賦，或謂「多識博物，有可觀采」（班固《漢書•

敘傳》），或謂「物以賦顯」（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或謂「賦體物而瀏

亮」（陸機〈文賦〉），或謂「體物寫志」、「蔚似雕畫」（劉勰《文心雕龍•

詮賦》），或謂「賦取窮物之變」（劉熙載《藝概•賦概》），無不將「賦」與

「物」聯結，以開拓其如同畫圖的描寫。問題是「賦」與「物」有超越「詩」、

「文」的聯絡與表現，只是就一種文體的表現形態而說，如果我們再結合

「賦」體崛起於漢代這一史實，或可謂中國文學進入漢代而對物態有著超

越前人的描繪，正是漢代物質世界的風采及名物制度的繁富促進了一種文

學形態（賦）的成熟。考察漢賦與圖像共生狀態，歸納起來以五大主題最

為突出，分別是「祭祀宴飲」、「狩獵弋射」、「樂舞百戲」、「宮室建築」與

「車駕出行」。以車駕儀仗之名物為例，漢賦中描寫了數十種物態與名稱，

如「輦」、「轡」、「乘」、「軫」、「較」、「駟」、「橈旃」、「羽蓋」、「玉綏」、「翠

帷」、「鏤象」、「雲旗」、「皮軒」、「道遊」、「鹵簿」、「法駕」、「大駕」、「小

駕」、「絳幡」、「鸞旗」、「檻車」、「屬車」、「華蓋」、「象輿」、「大輅」、「鑾

輿」、「玉輅」、「方舟」、「輶車」等，這些名物在漢畫像磚石中多有真實的

形態刻畫。而名物傳統在漢代的發展，還在於制度的健全與發展。以后妃

制度為例，如傅毅〈洛都賦〉云「后帥九嬪，躬敕工女」，班婕妤〈自悼賦〉

                                                   
26 劉寶楠：《論語正義》卷 20，中華書局 1954 年版《諸子集成》本，第 1 冊，第 374 頁。 
27 參見楊志剛：《中國禮儀制度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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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顧女史而問詩」，都涉及漢代的后妃制度。據《漢書•外戚傳》：「漢興，

因秦之稱號……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

長使、少使之稱焉。」又荀悅《漢紀•孝惠皇帝紀》載：「武帝制婕妤、娙

娥、容華、充依、而元帝加昭儀之號。」28嬪妃制度「增級十四」，據《漢

書•外戚傳》與荀悅《漢紀》，嬪妃十四級分別是：昭儀，位視丞相，爵比

諸侯王；婕妤，位視上卿，爵比列侯；娙娥，位視中二千石，爵比關內侯；

容華，位視真二千石，爵比大上造；美人，位視二千石，爵比少上造；八

子，位視千石，爵比中更；充依，位視千石，爵比左更；七子，位視八百

石，爵比右庶長；良人，位視八百石，爵比左庶長；長使，位視六百石，

爵比五大夫；少使，位視四百石，爵比公乘；五官，位視三百石；順常，

位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誠如班固

〈西都賦〉所述：「后宮之稱，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其列

者，蓋以百數。」僅此一例，已見漢代名物因制度而劇增，而其對名物傳

統的弘揚與拓展，也為文圖的融合提供了廣博的物質基礎。 

三、天人感應思維模式中的文圖 

與漢代帝國政治相適應的經學思想，構成了既具有強烈現實意義又充

滿神氛的天人感應思維模式，這對漢代文圖的呈示與影響，具有規範與聚

類的歷史功用。 

在秦漢之際，《呂氏春秋》已綜會先秦學術構建起由「太一」、「陰陽」、

「五行」、「五帝」、「五神」、「五祀」、「五臟」、「五色」、「五味」、「五臭」、

「五音」、「五方」等包羅萬象的宇宙圖式，而至漢武帝的時代，以董仲舒

為代表的博士官以「公羊春秋學」建立起自然宇宙與帝國政治複合的圖式。

首先，這表現在由象天法地的比德思想確立其「經」文化基礎。如董仲舒

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中論「天」謂：「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

見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為人君者其法取象於天也。」

論「地」謂：「地卑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

其事而歸其功……為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這落實於經學化的宇宙圖式，

就是董仲舒論天、地、君、臣，即以「天」之「為尊」、「為仁」、「為神」、

「為明」、「相承」、「為剛」、「成歲」、「生殺」之用，與「地」之「事天」、

「養陽」、「為忠」、「為信」、「藏終」、「助明」、「助化」、「致義」之用，通

過「取象」、「比類」之法，形成異質同構聯繫，並將天、地、人、陰陽、

五行合成「天之數」，其中五行（木、火、土、金、水）與司行之官（司農、

                                                   
28 荀悅：《兩漢紀》上冊，張烈點校，中華書局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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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司營、司徒、司空）、行為規範（仁、智、信、義、禮）類比、綜合，

形成完整的政治社會秩序與道德思想結構。 

其次，由於這種經學觀的崇天意識，已將自然之天轉化為具有救世明

道意義的宗教的天，其神學思想又派生彌漫一代的讖緯學。考讖緯之興，

一般歸於西漢哀、平之後，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認為「圖讖之於後漢，

抑猶陰陽災異之於先漢也」29。而陳槃〈讖緯溯源〉則謂：「所謂讖緯，槃

以為當溯原於鄒衍及其海上之方士。」30然而，從漢代經學文化大背景來看，

讖緯之發生說法雖多，且「讖」（圖讖）與「緯」（緯書）有所不同，但作

為一種學術現象，讖緯之學的中心仍在陰陽五行與災異禎祥，是為漢代天

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服務的。概括地說，讖緯學說的思想本原是「神道設

教」，即視「天」為人格神，並以其變與不變統率事物，其主導思想是以陰

陽五行為骨架，附會儒學經義以構成神學體系，其論述方式多取術數推測，

以汲取當時自然科學成果及邏輯構建其思想體系。 

無論是董仲舒宣導的天地五行結構，還是演繹而為之讖緯學的預測、

推衍，其思維方式對漢代文圖的影響，可歸納為兩方面，一是廣義的聚類

意義，一是專項的「符瑞」文圖。 

就廣義的聚類意義而言，可以漢賦與漢畫的比較為例。著眼漢賦與漢

畫的關係，或許可以於中探尋賦、畫的藝術關聯及歷史內涵。從表像來看，

漢賦（特別是興起於漢代盛世的大賦）與漢畫（如畫像石與壁畫）有兩大

相同之處：一是平面構圖，這在司馬相如〈上林賦〉中有關上林苑之鳥獸

草木、山川形勢、班固〈西都賦〉中有關西京宮室的群體構建、張衡〈西

京賦〉中有關平樂觀前百戲表演的場景重現等描寫，展開了既波瀾壯闊，

又具有程式化的畫面；而在漢畫中，如「武梁祠」畫像石中有關君王、忠

臣、志士、列女、孝子、刺客等各個階層的人物畫像組成的故事場景，31又

如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之帛畫對天上、人間、地下的構圖與描繪，32同

樣展示了闊大而豐富的畫面。二是類聚事物，漢賦家以知類體物見長，賦

作包括自然之物與人為之物，其如自然之物，賦家筆下所描寫的山川、地

                                                   
29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東大圖書公司 1983 年版，第 221 頁。 
30 陳槃：〈讖緯溯原〉，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按：陳說與劉師培：《左盦文

集》卷 3〈西漢今文學多采鄒衍說考〉相近。 
31 參瞿中溶：《漢武梁畫像祠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 頁瞿氏〈序〉云：「漢

人與塚墓祠堂多刻古來帝王、聖賢及孝子、忠臣、烈士、節婦故事以教戒其子孫。」武梁

祠所刻圖像即此等內容，其圖見第 354-427 頁。 
32 參湖南省博物館編：《馬王堆漢墓研究》，湖南出版社 1994 年版，李建毛《馬王堆漢墓「神

祗圖」與原始護身符籙》、鄭曙斌《馬王堆漢墓 T 形帛畫的巫術意義》、郭學仁《馬王堆一

號漢墓帛畫人身蛇尾神新論》等數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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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物產、氣候、關隘、名勝、鳥獸、花卉等，實不勝枚舉，這既如曹丕

〈答卞蘭教〉所謂「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又如清人陸次雲所說「漢當

秦火之餘，典故殘缺，故博雅之屬，輯其山川名物，著而為賦」33，具有賦

之發生的本原意義；至於畫家，經營位置，取物繪形，彙聚山川景象、人

物百態於尺素，更是繪事本質。而這裡強調的是，賦與畫的構圖、聚類的

相同性，不僅在於具有本原意義的藝術空間，而且還當落實於賦體藝術底

定的漢朝，那正是象數哲學發達的時代。可以說，賦體的興盛並在發展過

程中形成的「博麗」（文詞繁富）的文本形式，實與漢人的「知類」精神及

思維方式相關聯。 

這落實到賦家對相關文物系統的展示來看，或為橫向羅列之程式，如

司馬相如〈上林賦〉對天子「上林苑」中「山水」、「鳥獸」、「果木」、「人

物」諸類的描繪，其中「果木」一段則謂「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

枇杷橪柿，亭奈厚樸，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

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扤紫莖，發紅華，垂朱榮。

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並閭，欃檀

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誇條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倚，連

卷欐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箾蔘，猗狔從

風。藰蒞卉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

絫輯，被山緣穀，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或為縱向之程式，如

張衡〈西京賦〉寫京都平樂觀前的「百戲表演」，即根據以類相從的原則，

將百戲活動及名物「事類化」，給讀者列出了節目程式表，其中包括「舉重」、

「爬竿」、「鑽刀圈」、「翻筋斗」、「硬氣功」、「手技」、「雙人走繩」、「化裝

歌舞」、「幻術」、「雜技」、「魔術」、「馴獸」、「馬戲」等一系列的表演活動，

並通過大量的實物、幻物、真人、神人、道具、動作等詞語的堆積，形成

了「類」的文物系統。 

正是這種聚類的方式，使賦家的描寫與畫師的繪飾得以具象化與系統

化。例如「樂舞」主題，賦中描寫的「樂器」就區分為管樂器的「簫」、「笛」；

絃樂器的「琴」，以及樂隊組合而成的「鐘鼓樂」、「金石樂」、「絲竹樂」、「鼓

吹樂」；舞蹈也可區分為「長袖舞」、「盤鼓舞」、「武舞」與「祭祀樂舞」等。

而對應目前可見的漢畫，正以不同的器物與姿態，展現樂舞主題，其與漢

賦語象的融契，幾乎達到珠聯璧合的境地。 

就專項的「符瑞」文圖而言，體現的正是漢代天人感應的神學世界與

世俗世界。 

                                                   
33 陸次雲：《北墅緒言》卷 4〈與友論賦書〉，清康熙 23 年宛羽齋刻增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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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瑞是古代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明德的徵驗與吉兆，是一種糅合了先

秦以來的天命觀念、徵兆信仰、德政思想、帝王治術等因素的「神道設教」，

並用以鞏固統治、粉飾太平的政治文化體系。漢代符瑞的昌熾，既體現於

符瑞思想的流行，又展示在符瑞圖像刻繪的流行。歷史文獻中《瑞應圖》

類作品層出不窮，出土文獻中符瑞圖像在石槨、墓碑、銅器、玉器等各種

介質上的刻繪，這些符瑞圖像的刻繪在漢代的昭示，彰顯了天人觀念、符

瑞信仰、情感取向、價值認同、道德情懷、政治主張與宗教企盼，那些宣

揚恢宏氣象與逸動淩厲的線條刻繪相得益彰，生命張力與符瑞祈福輝映成

趣，是符瑞圖像，又超越了符瑞像本身。因為符瑞作為君王受命之符，雖

非人力可致，然受命之君「積善累德」或曰「正心」修德，則符瑞可以應

誠而自至。也就是說符瑞已不再神秘而不可捉摸，人君可以通過修明德、

施善政，從而感天降瑞。例如「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

下。……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故天為之下甘露，朱

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游於郊。……德恩之報，奉先

之應也」。34在董仲舒看來，德行因素已經被正式引入其符瑞理論。 

符瑞圖錄有兩種形態，一種是單列式瑞應圖如「麒麟」、「芝草」等，

如漢武帝元封二年芝草生於甘泉齊房，作〈齊房〉詩：「齊房產草，九莖連

葉。宮童效異，披圖案諜。」35又如班固〈白雉詩〉曰：「啟靈篇兮披瑞圖，

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論功歌詩〉曰：「因露寢兮產靈芝，

象三德兮瑞應圖。」〈典引〉曰：「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班

固所說的「瑞圖」、「瑞應圖」以及「圖諜」之類，可見瑞物靈兆在當時的

流行。另一種是符瑞圖像組合式構圖模式，是將符瑞圖像與其他圖像組合

配置，用以展示神仙世界或升仙場景，寄託符瑞祈福與升仙祈願。如果說

單列式構圖模式中符瑞圖像只是靜止的形象，那麼組合式構圖模式中符瑞

圖像則是富有動感的畫面。當然「瑞應」（或「符瑞」）圖的功用，要在「用

瑞」，即指在文學創作過程中擷取多種符瑞物象，或直接以某一種符瑞物象

為述寫物件的文學創作現象。如郊廟歌辭〈華燁燁〉云：「神之徠，泛翊翊，

甘露降，慶雲集。」36此詩之「用瑞」；張衡〈東京賦〉云：「總集瑞命，備

致嘉祥。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鳴女床之鸞鳥，舞丹穴之風凰。

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于中唐。惠風廣被，澤洎幽荒。」此賦之「用瑞」37；

王褒〈甘泉宮頌〉云：「竊想聖主之優遊，時娛神而款縱。坐鳳皇之堂，聽

                                                   
34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 3〈王道〉，中華書局 1992 年版，第 101 至 105 頁。 
35 班固撰：《漢書》卷 22《禮樂志》，中華書局 1962 年版，第 1065 頁。 
36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 1983 年版，第 153 頁。 
37 嚴可均輯：《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 1958 年版，第 7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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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鸞之弄。臨麒麟之域，驗符瑞之貢。詠中和之歌，讀太平之頌。」38此頌

之「用瑞」。又如樂府歌詩〈天馬〉，據《漢書•武帝紀》載：「（元鼎四年）

秋，馬生渥窪水中。作〈天馬〉之歌。」39又《漢書•禮樂志》：「元狩三年，

馬生渥窪水中作。」40〈西極天馬之歌〉據《漢書•武帝紀》載：「（太初）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寶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41

又《漢書•禮樂志》：「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42其中既有現實的意

義，又有奇特的神氛。 

同樣，符瑞與歷史有著疊合或衍生現象，如符瑞圖「泗水撈鼎」與漢

代史傳文學關係密切，但其中或「文」與「圖」，都寓含了「圖讖」的政治

預言，昭示的仍是漢人特別關注的天人感應。只是漢人符瑞文圖在神學中

始終隱藏著倫理教育的「德」性，比較典型的有《西狹頌》與《五瑞圖》，

其頌美的功能就突出地體現在對敘事主體之「德」的宣揚與表彰。這也決

定了在天人感應的神學氛圍中，漢代的符瑞文學與圖像均具有極強的教化

功能與人文精神，故而使其不僅存留於宮廷文學與精英言說的史傳中，而

且鮮活地生存於世俗社會，成為漢畫像石的主題之一。 

四、文圖關係與漢代禮制構建 

鄭昶（午昌）《中國畫學全史》將中國古代繪畫分為四大階段，漢代是

「禮教化時期」，並在其〈自序〉中對其劃分（如魏晉為「宗教化時期」唐

宋以後為「文學化時期」）進行了具體的論述。43當代學者顧森則認為：「在

漢代眾多的藝術製品中，漢畫最有代表性。漢畫反映的是中國前期的歷史。

時間跨度從遠古直到兩漢；覆蓋從華夏故土廣達周邊四夷、域外各國。兩

漢文化是佛教未全面影響中國以前的文化，是集中華固有文化之大成者。

漢畫內容龐雜，記錄豐富，其中的神話傳說、歷史故事、生產活動、仕宦

家居、社風民俗等，形象繁多而生動，被當今許多學者視為形象的先秦文

化和漢代社會的百科全書。」44從面上來看，漢畫以涉及的生活面極廣確實

具有「百科全書」的性質，但如果捕捉其特定的時代精神，將其視為「禮

教化時期」亦具匠心，這一點可於文圖關係得到印證。 

                                                   
38 嚴可均輯：《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 1958 年版，第 359 頁。 
39 班固：《漢書》卷 6《武帝紀》，中華書局 1962 年版，第 184 頁。 
40 班固：《漢書》卷 22《禮樂志》，中華書局 1962 年版，第 1060 頁。 
41 班固：《漢書》卷 6《武帝紀》，中華書局 1962 年版，第 202 頁。 
42 班固：《漢書》卷 22《禮樂志》，中華書局 1962 年版，第 1061 頁。 
43 鄭午昌編著，黃保戉校閱：《中國畫學全史》，上海書畫出版社 1985 年版。 
44 顧森：《中國漢畫圖典》序，浙江攝影出版社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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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以漢代的賦體描寫為例，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言「孝武崇儒，

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說明了漢大賦繁富博麗與武帝崇禮官、

倡禮制的關係。當然，禮與賦的關聯，更重在創作論的層面上，如劉勰《詮

賦》論「立賦之大體」云：「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

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所謂「麗詞」與「雅義」，恰

是《禮》書有關言辭與德行之表述的賦學化闡釋。這一點也成了歷代論賦

學者遵循的「格法」。例如陸葇《歷朝賦格•凡例》云：「《禮》云：『言有

物而行有格。』格，法也。前人創之以為體，後人循之以為式，合之則純，

離之則駁，猶之有翼者不必其多脛，善華者不必其倍實。分而疏之，各得

其指歸，亦惟取乎淳，無取乎駁而已。」45論者為賦體立「格」，取法禮制，

意主折衷，已然為賦論之要則。這又可從創作論觀覘賦體寓禮的多元內涵。

考禮制與辭賦創作，除了漢代賦家隸屬「禮職」的制度之外，46還可從禮事、

禮儀兩方面看待其間的聯繫。 

先看禮事，關鍵在具有宗廟性質的祀神傳統。《左傳•成公十三年》：「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這體現在漢賦的描寫中，就是祭祀與狩獵活動。如

前所述，賦家寫禮事突出表現於對「天子禮」的描繪。試觀幾條漢賦家描

寫帝國祭典及神靈的文字：「悉征靈圉而選之兮，部乘眾神於搖光。使五帝

先導兮，反大壹（太一）而從陵陽。」（司馬相如〈大人賦〉）「配帝居之懸

圃兮，象泰（太）壹之威神。」（揚雄〈甘泉賦〉）「伊年暮春，將瘞後土，禮

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

（揚雄〈河東賦〉）「通王謁于紫宮，拜太一而受符。」（班彪〈覽海賦〉）「推

天時，順斗極，排閶闔，入函谷……瘞後土，禮邠郊。」（杜篤〈論都賦〉）

「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

（班固〈東都賦〉）「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張

衡〈東京賦〉）賦中所述祀神，有特定歷史文化內涵（如太一神），然以郊

祀為中心的天子禮，顯然標明了漢賦祀典與帝國禮制的密切關聯。 

這類天子禮事所呈示的語象或許在漢畫像中只能有零星的圖案對應，

尤其是漢畫像石繪飾對象多為中下層社會的寫照，然其間由禮事到禮義的

同構聯繫，仍有脈絡可尋。如揚雄〈甘泉賦序〉云：「孝成帝時，客有薦雄

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後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

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泰畤是皇帝祭祀天神泰一

                                                   
45 陸葇評選、沈季友等輯校：《歷朝賦格》卷首，康熙二十五年刊本。 
46 詳參許結：〈漢賦與禮學〉（收錄《賦體文學的文化闡釋》，中華書局 2005 年版，第 23 至

36 頁）、〈漢賦造作與樂制關係考論〉（收錄《賦學：制度與批評》，中華書局 2013 年版，

第 28 至 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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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祠壇，位在甘泉宮南，後土是地神敬稱，成帝要去甘泉宮南邊的泰一祠

和汾水南邊的後土祠，祭祀天神與地神，以求繼嗣。故賦中寫天子蒞祠祭

神云：「於是大夏雲譎波詭，嶊嶉而成觀，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

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據

軨軒而周流兮，忽軮軋而亡垠。……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

所述祭祀過程：「於是欽柴宗祈，燎熏皇天，皋遙泰壹。舉洪頤，樹靈旗。」

恭敬焚柴，燎熏上天，感動招搖和泰一神，並舉起旌旗，最後燃起柴火，

擺上祭品：「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爌幽都，南煬

丹崖。玄瓚觩磟，秬鬯泔淡。肸蚃豐融，懿懿芬芬。」以禮器（如玄瓚）

與祭物（如鬯草合秬釀造香酒）明其禮用，延請眾神保佑子孫興盛。對照

出土的漢畫像石中民間的這類祭祀活動，有「求子圖」可證。求子之祭在

漢代叫「高禖」，據《漢書•枚皋傳》顏注云：「《禮月令》：『祀于高禖。』

高禖求子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禖祠。」對此，陳夢家〈高禖郊

社社廟通考〉與孫作雲〈關於上巳節（三月三日）二三事〉考證，高禖為

求子祭的神壇，或稱「社」，或謂祭「最初的女祖」，管理氏族的婚姻及生

育事。47而在山東省微山縣兩城出土的一塊畫像石上由有幅「高禖之祭」的

求子圖，48畫面分三層，分別是連理樹下郊外祭祀求子的人及祭品（下層）、

在戴進賢冠男子與眾多高髻之女子中有一人面鳥身的神醫，正為眾女祛除

無子之疾（中層）、以及神獸、孩童騎龍諸靈異瑞兆（上層）等場景。儘量

與揚雄〈甘泉賦〉寫宮廷帝王求子祭「地位」不同，然畫像中獻酒、作法、

延請神人，禮儀祭義自有相通之處。 

由此再看禮儀，可以說，漢代的文與圖對「禮」的描繪雖然依附禮制

而內含「義理」，然其表現則更多在形式即禮儀的層面，使「禮」的精神儀

式化。前述「祭禮」固不待言，再以「戎（軍）禮」之「狩獵」為例，賦

家所述也表現出一種行禮之行為的過程。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對「天子

校獵」的描繪：「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

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

者。河江為阹，泰山為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博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

鶡蘇，絝白虎，被班文，跨野馬。淩三嵕之危，下磧曆之坻，徑峻赴險，

越壑厲水。椎蜚廉，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

                                                   
47 詳見陳夢家：〈高禖郊社社廟通考〉，《清華學報》1936 年第 11 卷，第 1 期；孫作雲〈關於

上巳節（三月三日）二三事〉，《詩經與周代社會》，中華書局 1979 年版，第 321 頁。 
48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漢畫像石選集》圖 40（圖版二○），齊魯

書社 198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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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如此刻畫狩獵之禮，顯屬天子禮

儀，而繁雜的禮儀必有豐富的詞語予以再現，這也是賦體創作繁類成豔的

重要原因之一。這種類似的狩獵場景在出土的漢代磚、石畫像中也多有表

現，如 1972 年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鄉出土有弋射畫像磚、491985 年四川省彭

州市羲和鄉收集到一畫像磚，50都是以狩獵為主題的畫面。又如 1977 年 7

月陝西省綏德縣出土一塊墓門楣畫像石，51畫面分二層，上層為出行圖，下

層為狩獵圖。狩獵圖畫面上有九位獵手跨著駿馬賓士，或轉身回首，或俯

身向前，皆引短弓，矢弦待發，瞄射猛虎，鹿群奔逃，畫面左上角一野牛

中箭倒地，右面一隻被獵手圍射的老虎驚恐呆立，仰首不知所措，群象極

為生動，而場景也頗為壯觀。 

這種儀式化的表現在「賓禮」描述上也是常見。如張衡〈西京賦〉中

的「百戲表演」，是天子於「平樂觀」迎賓禮的一部分，賦文之描寫包括了

十二個場景，並串聯成一完整的禮儀程式。其中有「舉重」（「烏獲找鼎」）、

「爬竿」（「都盧尋橦」）、「鑽刀圈」（「沖狹」）、「翻筋斗」（「燕濯」）、「硬氣

功」（「胸突銛鋒」）、「手技」（「跳劍丸之揮霍」）、「雙人走繩」（「走索上而

相逢」）、「化裝歌舞」（「部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幻

術」（「魚龍蔓延」）、「魔術」（「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

畫地成川，流渭通徑。」）、「馴獸」（「東海黃公，赤刀粵祝」）、「馬戲」（「百

馬同轡，騁足並馳」）等表演，52這不僅是當時宮廷迎賓禮的真實寫照，而

且是漢代戲劇史上最生動、最珍貴的文獻資料。而這些情景在漢畫中的展

示，又分成兩種，一是單一呈示，包括「力士圖」、「雜技圖」、「幻術圖」

等等，二是整體呈示，例如 1954 年 3 月山東省沂南縣北寨村出土的漢墓中

室東壁橫額畫像，53是一幅較為完整的「樂舞百戲圖」。畫圖自左而右分為

三組：第一組右下為三排跽坐於席上演奏小鼓的女樂和吹排簫、擊鐃、吹塤、

撫琴、吹笙的男樂；第二組上列右為三人吹簫伴奏；第三組有一車輿內四

羽人吹排簫、擊建鼓和唱歌。其場面與內涵雖不及賦文所述宏整、系統，

然其從器樂演奏的形式與參演人數規模來看，也是形式多樣，姿態紛異。 

                                                   
49 《中國畫像磚全集•四川漢畫像磚》圖 109，第 80 頁。東漢畫像磚。高 39.6 釐米，寬 45.6
釐米。四川省博物館藏。 

50 《中國畫像磚全集•四川漢畫像磚》圖 118，第 88 頁。東漢畫像磚。高 25 釐米，寬 44
釐米。四川省博物館藏。 

51 《中國畫像石全集 5•陝西、山西漢畫像石》圖 148，第 108 至 109 頁。東漢畫像石。縱

38 釐米，橫 261 釐米。綏德縣博物館藏。 
52 參見葉大兵：《中國百戲史話》，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53 《中國畫像石全集 1•山東漢畫像石》圖 203，第 152 至 153 頁。東漢晚期畫像石。縱 50
釐米，橫 236 釐米。沂南北寨漢畫像石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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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禮事到禮儀，其中內含的是「禮義」，綜觀漢代文圖的諸多呈示，顯

然與作為「禮教時期」的社會秩序與文治教化切關，文圖世界與「禮」的

世界是相輔相成的。 

五、漢畫與文學主題 

今存漢畫主要是漢墓出土的壁畫與畫像石（磚），歷史學家認為「這

些石刻畫像假如把它們有系統的搜輯起來，幾乎可以成為一部繡像的漢代

史」54。張道一《漢畫故事》曾將漢畫分為「人事故事」、「神話故事」與「祥

瑞故事」，兼括漢代歷史、神話與民間信仰。55既然這些漢畫可追溯到以往

典籍的文字記載，這也說明了漢畫模仿語言的特徵。但是，如果將漢畫與

漢代文學主題結合起來考慮，又有著互仿與共生的性質，這如同美國學者

蜜雪兒曾討論「圖像轉向」問題，「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論、表徵的復製或對

應理論的回歸」，而是「把圖像當作視覺性、機器、體制、話語、身體和喻

形性（figurality）之間的一種複雜的相互作用」56。圖像的轉向如此，漢代

文學對藝術圖像的摹寫同樣是一種轉向，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對壁畫的

摹寫即為一典型，所以這一轉向也表現出「複雜的相互作用」。 

當然，根據現存文獻資料，漢代文學對圖像的摹仿雖有文獻記載，卻

甚罕見，相對而言，從漢畫與文學主題的關聯來看，則非常貼近，既有摹

寫的性質，也有共生的意義。如果從漢畫著眼，對其與「神話」、「史傳」

與「詩賦」的文學文本所昭示之文學主題的關聯，作些舉隅分析，則可為

進一步展開對漢代文圖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考。 

首先看漢畫與神話文本在漢代的共生。據史書記載，漢高祖劉邦平民

出身，沒有三代秦楚統治者的貴族血統，所以為了使其「受命」具有「合

法性」，於是進行了長時間的造神運動，並改變三代以「族神」為主的祭祀，

而為以尊「天神」之「郊祀」為中心的宗教禮神思想，這就是董仲舒對張

湯問「禮」時所說的「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57。儘管郊祀為古老的祭

天禮，在殷、周卜辭中就有記載，58然祭祀時皆「配以先祖」（《大戴禮記•

朝事》），與漢代有尊廟與尊天的區別。漢代到武帝時「尤重鬼神之禮祀」，

最突出的是《史記•封禪書》記述武帝聽從方士繆忌以「天神貴者太一」

而奏祠太一方，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這

                                                   
54 翦伯贊：《秦漢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 至 6 頁。 
55 張道一：《漢畫故事》，重慶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 
56 蜜雪兒：〈圖像轉向〉，引見《文化研究》第三輯，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 年版。 
57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事對》，中華書局 1996 年版，第 414 頁。 
58 參見李學勤：〈釋「郊」〉，《文史》第 36 期，中華書局 1992 年版，第 7 至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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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僅使我們發現漢畫中出現了「太一」尊神，而且古老的創世神話的神

靈也被奉為至上神而在漢畫與文學文本中作為主題被凸現。如被漢人視為

創世並具有婚神性質的「伏羲」、「女媧」，就是漢畫中常見的主題。其獨立

圖像如「伏羲圖」（山東臨沂市白莊漢墓出土畫像石）、「伏羲托月圖」（洛

陽石油站東漢墓壁畫）、「女媧圖」（洛陽西郊淺井頭西漢墓壁畫；又，安徽

濉溪縣古城漢墓畫像石）、「女媧托月圖」（洛陽石油站東漢墓壁畫）；合圖

形象如「伏羲女媧圖」（江蘇徐州市睢寧縣雙溝徵集畫像石、重慶璧山縣蠻

洞坡崖墓出土、山東微山縣兩城鎮漢墓畫像石）諸幅。59這些圖像的生動形

態與奇特造型，既有神話文本的源頭，也有主題刻畫的相應性。又如「西

王母」的形象與故事，在漢代文與圖中均不乏呈現。漢畫中的「西王母圖」

分別見於山東嘉祥縣漢墓出土畫像石（兩幅）、洛陽偃師辛村新莽墓壁畫，

以及「西王母青玉座屏」（河北定縣南北陵頭村 42 號中山王劉暢墓出土）

等，形象或異，但卻與前述伏羲、女媧圖像相類，皆同時出現於宮廷或貴

族的「壁畫」與中下層民眾的「畫像石」，有著由民間信仰泛神性質向至上

神的變化。在漢代文本中，如史著《漢書》有三處有關西王母的記載，其

中《五行志》的描述是：漢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稿或棷一枚，

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發徒踐，或夜折關，或

逾牆入，或乘車騎賓士，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

京師郡國民聚會裏巷仟佰，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西王母已具有了「救

世」的宗教意味。如果再對照作為文學文本的司馬相如〈大人賦〉與揚雄

〈甘泉賦〉的描寫，其由前者的「白首戴勝而穴處」到後者以「西王母欣

然而上壽」以配甘泉宮祀「太一」之神的美事，倡揚「天閫決兮地垠開，

八荒協兮萬國諧」的「德化」思想，亦可觀覘其間的變化。 

其次看漢畫與史傳文學中的相類主題。由於史料的真實性與畫像缺少

文字說明的模糊性，這類主題存在著解讀的誤差，而這其間也恰恰增添了

漢畫與漢史對照出現的解讀與研究的趣味。例如洛陽燒溝 61 號西漢墓壁畫

後壁有一幅梯形宴飲畫圖，因畫幅上端有三個白色「恐」字，60郭沫若考證

的結果是「鴻門宴圖」，孫作雲則認為是民間「鬼迷信」的打鬼前的儀式。61

如依孫說，此圖則歸於民間信仰，是「儺戲」表演的程式，倘依郭氏對「恐」

字及畫圖的解釋，則可對《史記》中有關「鴻門宴」場景與情節的描繪，

尤其是人物驚恐心理的刻畫。漢畫中的史傳人物往往是群像呈示，具有連

                                                   
59 相關分析可參見汪小洋：《漢墓壁畫宗教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60 圖見黃明藍、郭引強：《洛陽漢墓壁畫》，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 
61 分別參見郭沫若：〈洛陽漢墓壁畫試〉，《考古學報》1964 年第 2 期；孫作雲：〈洛陽漢壁

畫墓中的儺儀圖─大鬼迷信、打鬼圖的階級分析〉，《鄭州大學學報》197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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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組圖性質，這也引起解讀的分歧。再以前述壁畫為例，其橫樑正面圖繪

了 13 個歷史人物，並以起伏之山巒為背景。對此，郭沫若認為群像為一個

故事，即「二桃殺三士」，孫作雲認為畫分三段，中、右段 8 人為「二桃殺

三士」，左段 5 人為「孔子師項橐」，賀西林說稍異，以左段 5 人為「孔子

見老子」62。以上三種說法與三種圖景，均出自史傳描寫，比照圖畫上人物

或置桃，或拔劍，或拄杖，或作揖的生態，文圖共生而彰顯的主題，卻是

非常明確的。 

最後看漢畫與詩賦文學的主題書寫。漢代詩歌中文人詩較少，且缺少

故事性，比較而言樂府歌詩則以敘事的特徵而重情節的描寫。如《琴曲歌

辭》中的〈儀鳳歌〉、〈龍蛇歌〉對靈異與德行的描繪，就嘗以具體的圖像

（如龍、鳳）展示在漢畫，以呈示祥端之氣。又如漢畫有「秋胡戲妻圖」（山

東嘉祥武梁祠後壁畫像石），也是典型的漢人傳說故事，而在樂府歌詩中被

不斷地復述與演繹。漢賦描寫尤多生動的形象，包括人物與神靈。例如「方

相氏」行大儺儀戲，在漢賦中出現甚多，如張衡〈東京賦〉的描寫：「爾乃

卒歲大儺，毆除群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玄制。桃弧

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

然後淩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于清泠，

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像，殪野仲而殲遊光。八靈為之震懾，況鬾蜮

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

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所述人們於每年歲末舉行的儺祭，呈示的是

驅除惡鬼的儀式。在賦文中，作者濃筆重彩地描繪了方相氏手持斧鉞，男

巫、女巫手執掃帚，眾童子跳著萬舞，頭裹紅頭巾，身穿黑衣服，在方相

氏和巫覡的帶領下，以桃弧、棘矢射殺厲鬼，最後持炬火，逐疫鬼投洛水

中，使不復度還等情節，並以桃木作木偶，以郁壘、神荼執葦索捕捉漏網

的鬼，以祈盼宮廷王室的安寧與社會的平安。而所謂「儺」，是上古時期用

來驅逐瘟疫與厲鬼的一種禳祭活動。《周禮•方相氏》載周代宮廷儺祭活動

時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

（儺），以索室驅疫。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驅方良。」

鄭玄注曰：「時難（儺），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儺），卻兇惡也。」先秦文獻

中有春儺、秋儺、冬儺的記載，尤以冬儺為最，故冬儺又稱大儺。方相氏

是先秦時期儺祭中假扮儺神的人，面目猙獰。到漢代儺戲仍盛行，尤其是

「冬儺」（大儺），一般在蠟祭前一天舉行，《後漢書•禮儀志》載：「先臘

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

                                                   
62 賀西林：《古墓丹青─漢代墓室壁畫的發現與研究》，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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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制，執大鞀。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

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驅惡鬼

于禁中。……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63這種儀式，在廉品〈大儺賦〉中有

詳盡的書寫。而其作為宮廷文學的天子親臨，百姓童子以桃弧、棘矢射殺

厲鬼，驅除不祥的主題，同樣呈示於漢畫，只是文獻殘缺，現僅存前引洛

陽燒溝 61 號西漢墓畫「方相氏圖」（局部），賀西林《古墓丹青─漢代墓

室壁畫的發現與研究》認為畫面上的偉岸怪物就是行儺儀時的方相氏，怪

物手臂上兩人是伏羲、女媧，手托日月，是主宰陰陽的象徵。驅除災害，

為的是祈求福祥，這也是漢代文圖共生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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