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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拉斯开兹与福柯:
视觉凝视的话语深渊
———跨媒介视域中的图像叙事解读

　 　 　 杨向荣

摘　 要:　 “跨媒介指涉”概念的提出,将注意力放在主体媒介的间接和隐蔽意义,强调

主媒介与目标媒介无声的对话与交流。 以此来看 1656 年委拉斯开兹创作的油画《宫娥

图》(也译为《宫娥》)以及福柯的解读,其实也是一种跨媒介的主题指涉,即绘画作为一

种主媒介和一种符号系统,通过符号隐喻指涉隐藏其后的话语意义,呈现图与词、图与

言的跨媒介关系。 福柯认为《宫娥图》人物的目光凝视,是对传统绘画视觉秩序的挑

战,表征了不可见之物的可见性,是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交互叙事,展现了艺术的再现

危机。 重读委拉斯开兹与福柯,我们看到视觉凝视背后潜隐的复杂话语深渊,这也为我

们重构艺术与现实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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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维尔纳·沃尔夫:《文学与音乐:
 

对跨媒介领地的一个测绘》,裴亚莉、闪金晴译,《中国比较文学》2020 年第 3 期。
 

“跨媒介性”是晚近学界流行的概念,特别是 20 世纪后半叶以降,跨媒介性研究更是日益成为一个

热门话题。 “跨媒介性”这个词,1983 年由德国学者汉森-洛夫首次使用。 在汉森-洛夫那里,“跨媒介

性”是一个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相类比的词,可以用来处理诸如俄国象征主义文学、视觉艺术

和听觉艺术等的复杂关系,它是对传统单媒介接受感知形式的打破和更新。 因此,跨媒介性总是在诸多

媒介的关联阐释中存在。
沃尔夫提出“跨媒介性”的四种模态理论,其中跨媒介参照或指涉( intermedial

 

reference)中目标媒

介往往是暗含的或间接的,或者说只是一种观念,而非实质性的存在。 “跨媒介指涉在表面上给我们制

造了媒介和符号同质的印象,但同时它却指向另一媒介。 换句话说,跨媒介指涉尽管也是跨媒介性的一

种形式,但它只以占支配地位的指涉‘源’的能指作为基础进行运作。” ①笔者以为,“跨媒介指涉”概念

的提出,将注意力放在主体媒介的间接和隐蔽意义,强调主媒介与目标媒介无声的对话与交流,这就将

经验分析与思辨研究结合起来,能更合理地阐释艺术及其表征观念的交互性张力。 以此来看 1656 年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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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开兹创作的油画《宫娥图》(也译为《宫娥》)以及福柯的解读,其实也是一种跨媒介的主题指涉,即
绘画作为一种主媒介和一种符号系统,通过符号隐喻指涉隐藏其后的话语意义,呈现图与词、图与言的

跨媒介关系。 1966 年,福柯在《词与物》中对《宫娥图》的图像叙事展开分析,认为《宫娥图》人物的目光

凝视,表征了不可见之物的可见性,是可见性图像与不可见性的理性语言的交互叙事,展现了艺术的再

现危机。 可以说,《宫娥图》人物目光凝视的多重叙事话语建构,是对传统绘画视觉秩序的挑战,呈现出

词与物、图与词的复杂张力,并引导我们关注与思考跨媒介视域下绘画再现危机背后的复杂话语深渊。

一、视觉凝视中的多重叙事

从画作的视觉呈现来看,《宫娥图》是对宫廷生活情景的再现:委拉斯开兹在高达三米的巨幅油画

中,将人物按现实比例直接表现出来,画面上有小公主、侍女、侍臣、画家、侍卫等。 从画面呈现来看,中
心是小公主,左右两边各有一位侍女,侧面窗户和身后门外的光线打在小公主身上,使她在画面上的中

心地位得到凸显和强调。 从画面的视觉秩序建构来看,画面中的被再现对象似乎是小公主,观者在观看

时,首先进入视线的也是小公主。 画面其他人物众星捧月般环绕小公主,无论在空间布局还是视觉秩序

的设计上,都极力凸显出小公主的可视性和中心位置。

图 1　 委拉斯开兹《宫娥图》,1656 年,现藏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在西方绘画史中,镜子是再现的载体,通常作为“镜中画”与被再现对象同时在画中出现,如提香的

《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和鲁本斯的《镜中的维纳斯》等。 但在《宫娥图》中,画面背景墙上不起眼的镜子

却挑战了观者固定的视觉秩序。 镜中的被再现对象也没有处于画面中心位置,反而成为模糊和被遮蔽

的“再现”。 由画家和台阶侍卫所连成的看不见的虚线,以及小公主的面孔及其侍女的目光所构成的虚

线正好将镜子包围,从而以一种特殊的空间布局巧妙地建构并宣示了画面的真正中心。 委拉斯开兹通

过镜子这个画面细节,暗示画作的真正主人公并非小公主,而是暗黑背景墙上的镜中映像:国王菲利浦

四世和王后玛丽安娜。 他们出现在最易被人忽略的镜子之中,成为一种镜像,这也正是此画最大的奥秘

所在。 可以说,《宫娥图》存在着双重再现:观者视线中的宫廷情景再现;画家凝视和被再现的真正对

象。 在画作双重再现的空间情境设置中,真正的被再现主体被遮蔽并退居到不显眼的位置。
从整幅画的构图来看,前方右边的两个侏儒、公主右边的侍女、后方右边的男臣,以及后景台阶上侍

卫的身体和脸均是朝向左侧的,而画家、公主和镜中王后的脸是朝右的,这两组凝视的目光在画外的延

伸区域交汇,并引导观者去探寻作品真正的被再现对象。 身体微倾的画家目光、小公主的目光、侍从的

目光,穿过整个画面,凝视前方延伸出来的画外区域:这是一个想象的区域所形成的三角形,也是一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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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被再现对象与观者并存的区域。 画面以及延伸的空间形成了一个虚的三角形:画家、小公主、观者

和国王夫妇所重叠占据的区域所形成的三角形。 画家站在左侧的画板前面,手持调色板,身体微微向右

倾斜,眼神凝视着他所描绘的对象。 画家的目光投向油画之外的虚空,被再现对象没有在画中被直接表

现出来。 画家的目光、公主的目光、右边男臣的目光以及前面侏儒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延伸到画外聚焦

成一点,这是作为被再现对象的位置,也是观者的位置。 委拉斯开兹通过人物目光的交互凝视,让我们

在画面人物目光所形成的延展空间中,在目光凝视的终点处想象画作的真正主人公,然后借助背景墙上

黑色边框的镜像反射,使真正的被再现对象以特殊的方式出场。
《宫娥图》中人物的对称性安排和目光的凝视交织,形成对画面的切割,也实现了对画面空间形式

的规训。 当观者跟随画中人物的视线,找寻画面真正的被再现对象时,这种对观者视线的牵引因而潜在

地成为引导观者解读作品的规训力。 此外,在多重目光的凝视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图像话语的诸重意义

交互和建构。 首先是作为模特的国王夫妇的凝视,他们是被再现对象,同时也在凝视画面的其他人物;
其次是虚构的观者的凝视,他的位置与被再现对象重叠,但绝不同时处于同一空间中,观者既凝视着画

面上的其他人物,也在凝视背景墙上的被再现对象;再次是画家的凝视,他凝视被再现对象,同时也与观

者默默交流,似乎在传达画中的隐秘意义;最后是画面人物的凝视,他们的目光更多聚焦于画面前面的

同一个位置,即被再现对象和虚构的观者位置。 在多重目光的凝视的叙事建构中,画面呈现了具象、再
现、幻象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图像话语隐喻意义得以生成和散播开来。

当观者凝视这幅画时,画家也好像在凝视观者。 观者会不自觉地看向画家目光凝视的方向,会通过

画家的目光想象画面真正的被再现对象。 《宫娥图》的画框背对着观者,形成视觉盲点,画布背面的空

白也给观者带来神秘感。 观者会产生困惑:画面的被再现对象到底是谁? 可以说,《宫娥图》的真正被

再现对象实际上飘忽不定,充满着未定性,如阿尔珀斯所言:“在委拉斯克斯所创造的画家、小公主及其

随从的完美错觉面前,再现问题退避三舍。 任何意义必然清楚地存于某处———或越出或深藏于绘画表

面。”①由于观者和被再现对象都处于画面延伸出来的不可见区域,因而也成为画家的目光凝视对象。
观者在凝视画作的同时,也被画中的画家所凝视,但画家只会关注他的被再现对象,观者是被忽略的。
观者永远是一个游离不定的存在,是想象中不在场的在场者。 对画面人物来说,不可见性建构出一个被

凝视的场景,而对被再现的国王夫妇来说,画面其他人物也成为一个被注视的场景。
 

从画家的角度来看,画家和模特之间本应该是再现者和被再现对象的关系,但目光的两端却衍生出

多重复杂关系:画家同时是观者和被再现对象,国王夫妇同时是被再现对象和观者;然后还有一个飘忽

不定的既可是被再现对象,也可以是观者的想象性存在。 在画面外,观者、画家、国王夫妇三者在凝视中

相遇,但这种相遇只是一种虚构,因为现实中,这三者永远不可能相会,它们只是一种强行重叠在一起的

相遇。 通过这样的处理,画家、被再现对象与观者三者目光的交织构成了一个循环,他们彼此可见,并确

证了各自的可见性。 此外,根据古典再现理论,画家不可能出现在画中,但画家出现在了画中,画家的位

置被国王夫妇所置换,观者也成为被画家凝视的对象。 委拉斯开兹采用相互冲突的再现模式建构画家、
观者和被再现对象的关系,观者与画家的凝视目光在画面空间与画外空间之间来回穿梭。 正是这三者

之间的凝视张力,赋予了作品多重的阐释空间。
阿尔珀斯认为,《宫娥图》“打乱了我们正常的读解方式,不仅仅是由于缺乏观者-主题,而且是因为

这幅画以若即若离的方式保持了两种描绘观者、图画与世界的关系的对立模式(就委拉斯克斯对事物

的感觉而言,它们是不可分隔的)”。②
 

可以说,《宫娥图》存在着两种再现系统。 一是古典型再现。 画家

将自我置于旁观者位置,用艺术的方式来再现和重构现实世界,画面就如同所观看到的世界的一面镜

子。 从这个角度来看,《宫娥图》是一幅宫廷生活情景的再现图景。 二是现代型再现。 在这种再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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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将自我投射到画面上,在观者眼中形成相似性的再现场景,画面与其说是再现世界的镜像,不
如说是世界的自我显现。

在《宫娥图》中,镜像无视画面的整个再现场所,它穿透性地掠过整个画面,将居于画面视域之外的

不可见之物变得可见。 当然,不可见之物并非被刻意隐藏起来,被再现对象悄然处于视角的焦点之外,
并不会扭曲观者的视点。 委拉斯开兹借助镜像暗示他所再现之物并非画面中心的小公主,他的真实意

图在于:画面并不会真正再现它想再现之物,图并非物的再现载体,图与物处于分裂之中。 镜像呈现异

在的空间,这个空间并不在画面的主体位置,却通过凝视直接与画面产生关联。 镜中形象并不是画面的

主体,但它是画家的被再现对象,是整个作品所隐藏的真正中心。 这是一个不可见的位置,却是一个真

正的位置,是再现行为得以生成的出发点。 在这个意义上,《宫娥图》实际上违背了古典再现规则,呈现

出再现的悖论,而福柯对《宫娥图》的解读也正是基于此。

二、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交织

在《词与物》中,福柯对《宫娥图》的图像叙事进行了深入解读,直接关涉凝视和再现问题。 福柯通

过探讨画中人物的凝视目光,对画面的再现视觉秩序提出了质疑。 福柯认为,图中没有视觉观照的原始

视角,无论是画家,还是背景门中的侍卫,抑或是镜像中的国王夫妇,还是观者,都不是全知全能的观照

视角。 画中镜像指涉了再现的循环往复,是人物多重凝视目光所导致的观照不确定性的体现,同时也是

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缠绕和交织,表征了再现的无起点、无终点和非确定性。
福柯指出,在古典型的再现知识话语中,相似性是符号能指与所指联结的第三项,而随着古典知识

话语向现代知识话语的转变,词与物的关系慢慢偏离了相似性,出现了再现危机,语言与图像的差异得

到凸显。 福柯认为,词与物的分离和断裂在《宫娥图》中体现为再现的崩溃:被再现对象模糊和边缘化

了,再现活动的基础被消解,再现活动变得难以为继。 在福柯看来,《宫娥图》的自足性表意行为摆脱了

对视觉经验的依赖,随着再现危机的出现,再现偏离了指涉性,可见和可述的交流被解构,绘画展现出话

语自我叙事建构的可能性。 阿尔珀斯认为:“福柯对再现的兴趣,为他寻找被那些人疏漏的地方提供了

动力。 他极好地描述了存在于某个不出现的观者(面对着画的) 与眼中的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主

题。”①福柯希望通过对画面可见性的剖析,挖掘可见凝视中的不可见性,进而通过对绘画再现危机的阐

释,对西方绘画的知识型话语转变展开人文科学的考古研究。
福柯指出,光线从画面右边的窗户射入并铺洒整个空间,为整个画面提供了一种可见性。 光线变成

金色的线条,照亮了画家,同时也让被再现对象通过光影效果,经由镜子在画面显现出来。 光线影响下

的镜面反射,让不可见的被再现对象成为可见性存在,使原本不可见之物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从画面中脱

颖而出。 画面上的可见元素并不是画面的真正再现内容,对不可见性的再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再现危机,
才是委拉斯开兹的真正用意。 福柯指出,镜子“事实上只反射自身而非同一个空间之内的其他因素:既
不反射背对着它的画家,也不反射房间中央的那些人物。 它所反射的不是可见的,不是强光下可见的那

些人物”。②
 

可以说,镜子把外在于画面的被再现对象纳入视觉范围内,使不可见之物彰显可见性,也由

此建构出画面的各种视觉凝视。 在光的反射下,镜子直接进入整个再现领域,使视域之外被忽视的被再

现对象恢复了可见性。 不可见的被再现对象出现在墙上的镜中,这使得画作越过了画框,同时也让画外

存在的不可见之物与可见性画面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在《宫娥图》中,不可见的被再现对象通过画面人物的凝视目光得以呈现和确证。 画面中的目光凝

视将注意力引向了一个不在场的区域,这个区域被观者、被再现对象、画家委拉斯开兹所占据。 画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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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凝视建构出一个以小公主为交叉点的 X 型交织网络,成功地将不在场的国王夫妇拉回到画面整体

结构中。 画面画家的目光、公主的目光、随从们的目光等,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不在场的被再现对象,如
阿尔珀斯认为,《宫娥图》中的目光凝视“来自于画面,表示画外的观者被画中人所观看,相反也就承认

了画中人正被画外人观注的状况”。① 在阿尔珀斯看来,虽然凝视的方式并非委拉斯开兹首创,但在《宫

娥图》中,经由目光的凝视,不在场的被再现对象被凸显为作品的中心。
因此,在画面凝视目光的视觉秩序建构中,呈现出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缠绕和交织。 占据画面近景

和中景区域的人物目光的汇聚点通过镜子折射出来,使镜像成为画面的真正中心。 画中大多数人的凝

视方向是画面延伸出去的国王夫妇,而对国王夫妇来说,画面人物同样是他们的凝视对象和场景。 画家

位于画面的左侧,凝视画面前方,画面其他人物也均有一种外射的目光,并与画家的目光凝视方向一致。
公主、侍女、画家等人的目光重叠和交叉,并从画面逸出,聚焦于画面前方的虚空。 画面人物的目光、虚
构的观者的目光,以及被再现对象的目光相互交织,由此形成多重的相互可见性:画家、画中人物、被再

现对象、观者之间的相互可见性。 对画家来说,凝视对象是国王夫妇;对国王夫妇来说,凝视对象是呈现

出来的整个画面场景;对观者来说,依靠侵占原本属于国王夫妇的位置来确证其自我位置,凝视对象则

是包括镜像在内的整体场景。 画面的空间不再如传统画作一样处于静止状态,而是处于交互性的对话

与变迁之中。
福柯写道:“当把观者放在了目光的视域之内,画家就看见了观者,迫使他入画,给他规定了一个既

有特权又无法逃避的位置,从他那里汲取明亮和可见的属性,把它投射到画中的画布不可接近的表面上

来。 观者看到他的不可视性对画家来说是可视的,并将其转换成他自己永远看不见的一个形象。”②在

《宫娥图》中,观者在凝视画面,画中人物也在凝视观者,画中人物与观者之间形成一种隐性的交流与互

动。 观者与画面人物的双向互动实际上也是国王夫妇与画面人物的双向互动,观者的主体性由于再现

策略而被巧妙地解构。 在这个意义上,被再现对象、画面人物、观者和画家存在着彼此间目光的交互和

交织,这是一种相互的逼视,一种无止境的凝视交流。
从画面的视觉呈现来看,国王夫妇在画面中心位置的空缺,表征了真正的被再现对象的不可见性,

或者更深刻地说,是再现所指涉之物的不可见性。 这种不可见性通过镜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可见

性存在,并统率了整个画面空间。 被再现对象理应成为画面的主体人物,但却出现在毫不起眼的镜中,
成为“异在者”。 这个“异在者”恰恰是画面几乎所有人物的凝视中心,是支配整个画面的主导性因素。
福柯写道:“镜子引起的众多假说也许是假象;也许它所隐藏的东西比揭示出来的还要多。 国王和王后

支配的那个空间也同样属于画家和观者:在镜子深处完全可能出现———应该出现———匿名的过往者的

面孔和委拉斯开兹的面孔。 因为那个反射的功能就是把画面上没有的东西拉入画面内部———组织这个

画面的目光和接受这个画面的目光。”③此外,镜像虽然作为画中画出现,但画面上的其他人物都看不到

镜像,他们或背对或侧对镜子,镜像是被所有画中人所忽视的存在,对画中人来说是不可见之物。 作为

“异在者”的镜像整合了所有可见物的再现,使画面为人所见的(一眼所见的)再现得到呈现。 由于被再

现对象的缺席,观者迫切需要寻找这个缺失的真正主体,而镜子忠实地履行了这个功能,它让画面所缺

失的真正再现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回归画面。
镜像既可以是正面的观看(作为实际的被再现对象),同时也可以是背面的观看(作为镜像对象)。

镜像模糊且毫不起眼,存在于灰暗的背景中,但却将光线所到之处尽收眼底。 镜像被画面其他人物的光

芒掩盖和遮蔽,镜像“在所有这些聚精会神的面孔当中,在所有这些衣着华贵的身体当中,他们是最暗

淡的,最不真实的,在画面上的所有形象中是最不显眼的———一个动作,一点点光,就足以把他们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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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① 虽然镜像极易被忽视,但却承载和隐藏着真正的被再现对象,并将不可见物的可见性显现出来。
“画家站在画布的右边,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模特儿身上,而看不到身后如此柔和的镜子。 ……没有人能

够看见房间后面那面孤零零的镜子,那个微小闪光的长方形,它是可见的,但没有任何目光能够理解它,
把它转化为现实,欣赏这个景观所提供的突然成熟的果实。”②镜子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展现了可见性的

错位,也让观者去想象可视场景背后的不可见场景。 可以说,福柯利用可见性的交换,表达出对视觉和

形象意义深层内涵的关注,以及对符号表征自身的关注。
福柯写道:“也许在这个画面上,正如画面上的所有再现一样,所见之物的明显本质,即其深刻的不

可见性,是与观看之人的不可视性分不开的———尽管有所有那些镜子、反射、模仿和肖像。 在场景的周

围是所有的符号和连续的再现形式;但再现与模特儿和主权,与作者和接受奉献的观者的双重关系,必
然受到了干扰。”③在福柯看来,作品原本是要再现国王夫妇,但画面原有的再现场景被打破,再现行为

被委拉斯开兹切断了,被再现对象成了镜像中的模糊存在。 一方面是被再现者的缺席,以及再现者与被

再现者关系的断裂;另一方面镜像将可见性还给不可见之物,“它以这种方式克服的不可视性并不是所

隐藏的不可视性———它并没有绕过那个障碍,它没有扭曲任何视角,它面对不可见的东西既是因为画面

的结构,又因为它作为绘画而存在。 ……在房间的最里端,被所有人忽视的那面镜子出乎意料地凸显了

画家正在看着的人物”④。
因此,《宫娥图》的非凡隐喻在于它成功地再现了画家作画的场景,这也是一个相当诡异的再现场

景。 画面上的画家到底是在凝视不在场的被再现对象,还是在与观者进行无声的交流? 真正的被再现

对象是谁? 到底谁在再现? 谁才是画作的主体? 虽然镜像的突然插入巧妙地再现了“被再现对象”,但
也对传统的再现原则构成挑战,并隐喻性地传达出一个信息:真正的被再现对象并不在画面的视觉中心

位置,而在凝视的“虚空”中,在不起眼的模糊镜像中。 在福柯眼中,这些问题恰恰表征了视觉再现中图

的不确定性,导致艺术再现危机及其话语隐喻的出现:图不再是再现和指涉现实的窗口,也不再是对语

言陈述以及物的客观秩序的视觉确证。

三、再现危机的话语隐喻

在古典绘画再现中,画面仿佛一扇透明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户,观者凝视画布上的场景,就如同凝视

现实生活真实的场景一样。 在《宫娥图》所再现的画面景观中,无论是画家、小公主还是侍从,或者后景

中闯入画面的侍卫,其凝视的目光都聚焦于画外的不可见的再现对象。 一旦凝视的秩序出现混乱,对象

就不再成为透明的对象,而成了具有权力的话语的积极主体。 普雷齐奥西就认为,画面———实际上只不

过是一个平面或者说一个物质载体———又是一个反射仪器,通过这个仪器真实的对象可以被描绘出

来。⑤ 福柯关注从古典到现代绘画中的再现危机,关注看与说、可视与可述之间的叙事断裂关系。 福柯

对委拉斯开兹图像叙事中的视觉秩序展开了深入剖析,挖掘“看”的考古学研究中再现危机的知识谱

系。 在福柯看来,《宫娥图》是对古典绘画再现原则的反对与颠覆,在再现崩溃的话语隐喻中,呈现出图

与词的叙事深渊。
卡罗尔认为,在 19 世纪晚期,视觉艺术清楚地开始背离模仿自然。⑥ 当模仿不再成为视觉艺术的

目标,这表明越来越多的现代艺术无法通过再现原则得到阐释,这也表明古典的再现原则出现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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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看福柯对委拉斯开兹的解读,可见性与不可见性话语的交织,呈现出艺术的再现危机。 福柯写

道:“再现在这里向我们再现其自身的全部因素,再现的形象,接受形象的目光,再现使之可见的面孔,
以及使再现得以存在的那些举动。 但是,在那里,就在同时在我们面前组合和传播开去、从每一个方面

得到咄咄逼人的展示的这种消解中,有一个本质的缺乏———其基础的必然消失,即它所描画的人以及仅

仅把它当作一幅肖像的人。 这个主体———相同的主体———被略掉了。 而最初从阻碍它的关系中解脱出

来的再现,则可以以纯粹的再现形式再现自身了。”①在福柯的解读中,被再现对象的镜像化处理使再现

场域中的指涉关系被切断,再现成为一种无对象的再现。 再现符号与元素自成系列、秩序井然,但它们

却切断了与被再现对象的关系,再现要素远离根基,符号仅仅只是自我再现,成了单纯的指代、表征和秩

序排列。 与其说《宫娥图》的再现偏离了指涉物,不如说是对再现过程和再现要素的再现,或者说是对

“元再现”的再现。
图与物的指涉性关联和再现的可见性是古典再现的基本法则,也是认识的主要根源。 福柯对图的

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张力展开剖析,他看到画面之下隐藏的复杂话语结构,最终引出对可见与可述、词
与物关系的阐释。 福柯努力将《宫娥图》还原为一个反古典知识型的再现情境,一个关于“再现之再现”
的情景,一个由凝视目光所建构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相互交织的再现情境。 福柯意在建构现代的知识

型话语体系,在他看来,“为了分析一幅画,我们能够重建画家潜在的话语;我们能够期待发现画家意图

的流露,当然这些流露并不最终反映在词语中,而是体现在线条、外形和色彩中,我们能够设法弄清被看

作是形成他的世界观这种不言明的哲学”。② 福柯认为,《宫娥图》通过镜像呈现被再现之物,它以隐喻

的方式暗示被遮蔽的再现者,再现了传统再现的不可能性。 凝视的目光召唤着不可见的再现对象登场,
使观看的主体成为被凝视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宫娥图》是“非再现的再现”,它通过镜像使我们看到

可见之物的不可见性是如何不可见的。③ 被再现对象从画面中走出来,不仅实现了再现内涵从相似到

类似的转换,也暗示再现话语从古典向现代的转换。
有学者评论道:“这张迷人的画,永远布满问号,如烟似梦,又如此真实,是另一个世界,但我们又身

临其境。”④米歇尔则认为:“《宫娥图》的形式结构是图像自我指涉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迷宫,代表了观

者、生产者和再现客体或模特儿之间的互动,那是一个复杂的交换和替代的循环。”⑤可以说,《宫娥图》
呈现了画面、画家、被再现对象和观者四者之间的关系,表征出再现的不确定性和离散性。 画面似乎是

对以小公主为中心的宫廷生活的再现,但透过视觉图像和人物的凝视目光,镜像中的国王夫妇才是画作

的真正主题。 但诡异的是,原本画家的位置被国王夫妇占据了,画家出现在画中,国王夫妇出现在了镜

像中,而原本由国王夫妇占据的位置既是画家作画的位置,也是观者的观画位置。 根据古典再现理论,
《宫娥图》的图像不可能完成,只能是虚构。 作品中不在场的被再现对象、不确定的观者、模糊的镜像,
是委拉斯开兹的心机所在,也是作品再现崩溃的根源。

在《宫娥图》中,图像不再是透明的再现符号,被再现对象隐藏在模糊的镜像中,他们无法通过画面

图像清晰呈现出来,需要通过目光的凝视被重新建构和强化。 真正的被再现对象溢出于图像之外,画面

中心图像偏离了指涉物,也偏离了再现本身。 在古典绘画的再现中,被再现对象是被观看的客体,理应

置于绝对的凝视之下,但《宫娥图》中的被再现对象既是观看与凝视的主体,他们与观者位置重叠,同时

也在观看与凝视着画面中的其他人物。 此外,在古典绘画创作中,画家是再现的绝对和唯一主体,安排

视觉秩序的画家不能在画面中出现。 画家是凝视和观看的主体,这是作为创作者绝对主体性权威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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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建构。 但在《宫娥图》中,委拉斯开兹既是凝视被再现对象的绘画行为主体,同时也成为被观者反

凝视的客体。 凝视的交互性使传统的再现主体与被再现对象的界限变得模糊和不确定,当主体与对象

产生无休止的交互性置换,传统的再现神话因而瓦解和崩溃,再现出现危机,主体性在危机中遭遇颠覆

和解构,主体的权威性和真理性因而被消解。
《宫娥图》的再现危机也是权力的隐喻,这主要体现为画面空间中的权力规训。 米歇尔认为:

 

“委

拉斯开兹把自己描画成宫廷仆人,是这个家庭的另一个成员,同时也隐含地表达了自己主宰和控制再现

的一种主权,用机智和谨慎使篡权成为可能。”①“《宫娥图》描绘的政治和再现权力如此普遍,以至于不

必明显地展示出来;它可以谨慎,甚至隐蔽地在宫廷内部传播,甚至允许谨慎的宫廷观者大师委拉斯开

兹本人把它放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②因此,《宫娥图》的权力隐喻涉及控制与被控制、操纵与被操纵的

关系及其转化。 这种转化缘于画面三个视点的交互性变换:画家凝视被再现对象,同时是被再现对象与

观者的凝视对象;画中人物凝视被再现对象,同时也成为观者的凝视对象;观者凝视画中人物,但由于他

与国王夫妇位置重叠,因此同样处于被凝视位置。 国王夫妇是画家的雇主,可以指挥画家,但他们同样

也是模特,是被再现和被凝视的对象,听命于画家摆布。 可以说,画面凝视的交互性,凝视关系的转换,
再现指涉性的偏离,以及画家与国王夫妇支配关系的交互性转换,都是权力关系的隐喻呈现。

在权力的隐喻交换中,凝视成为携带权力运作的观看,体现出权力的视觉交流和视觉秩序建构。 卡

瓦拉罗认为:“凝视的概念描述了一种与眼睛和视觉有关的权力形式。 当我们凝视某人或某事时,我们

并不是简单地‘在看’。 它同时也是在探查和控制。 ……还有些时候我们是‘看一眼’事物:我们的眼睛

掠过它们,漫不经心地瞧一下它们的外表。 但当我们凝视某些东西时,我们的目的是控制它们。”③《宫

娥图》中被再现对象溢出画面空间,但正是这个不在场的“空间”重构了画作的主题与中心,实现了画面

主体性和权威性的确证。 福柯通过对图像再现的解构和重构,实际上强调了画面场景中隐藏的陈述话

语,暗示着图与词的断裂情境:图中人物的目光凝视,使不可见之物在不借助话语陈述的情况下出场。
福柯有意识地避开词对图的阐释和确证,他并不太想对画中人物的身份进行词的陈述,更多是通过人物

的目光凝视来确证各自的身份及其权力。
在福柯笔下,再现话语被区分为古典型和现代型两种类型。 古典型知识话语的主题是“相似”,它

意味着词与物的互证,是可视与可述“互文证义”关系的确证;现代型知识话语的主题是“类似”,图自我

言说和自我增殖。 这是对再现起源的放弃与遮蔽,意味着词与物关系的断裂,也意味着相似性关系的瓦

解,是可视与可述“互文证义”关系的解构。 德勒兹指出,在福柯的分析中,“可视仅可能被看,可述仅可

能被说……它拥有不对称的画面:盲目的话语与无声的视觉”。④ 根据德勒兹的论述,结合福柯的阐释,
笔者以为,《宫娥图》中国王夫妇在画面中心位置的空缺,使再现根基遭遇颠覆。 因此,《宫娥图》体现了

古典知识型话语向现代知识型话语的转向:在画中,“相似性”知识原则被模糊(镜中映像)和缩减(镜像

的边缘化),再现通过镜子的共谋得以实现。
在福柯的理论视域中,词与物关系也是图与词关系的表述。 福柯写道:“只说我们看到了某某东西

是无济于事的;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永远不在所说的东西当中。 而且,试图用形象、隐喻或明喻来表示我

们所说的东西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些形象、隐喻和明喻大放光彩的地方不是我们的眼睛所能利用的空

间,而是受句法的序列因素所限定的。”⑤福柯发现,词的陈述会妨碍图的叙事,他在对马格利特作品的

分析中,就强调图与词的断裂叙事张力,认为词阻碍了图的再现,是对观者视觉凝视的阻碍。 只有当背

景文本、想象和词的陈述退场,视觉凝视才具有纯粹性,图才能真正成为画面的权力中心。 在《宫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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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福柯强调:“在我们面前组合和传播开去、从每一个方面得到咄咄逼人的展示的这种消散中,有一个

本质的缺乏———其基础的必然消失,即它所描画的人以及仅仅把它当作一幅肖像的人。 这个主体———
相同的主体———被略掉了。 而最终从阻碍它的关系中解脱出来的再现,则可以以纯粹的再现形式再现

自身了。”①在福柯看来,现代知识型话语是词与物断裂叙事的话语隐喻,《宫娥图》所体现的就是这种断

裂叙事隐喻。 福柯意欲探讨图与词,或者说图像叙事与语言叙事的关系,在他看来,图不再成为再现的

载体,意义也不再通过图像叙事呈现,而是存在于图像叙事背后的隐喻话语中。
图与词的关系,其实也就是可视与可述的关系。 德勒兹在分析福柯时认为:“福柯的一个基本论题

是:可见者与可述者之间的本质差异……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同构性与一致性,……既没有从一个到另

一个的因果性,又没有这两者之间的象征性。”②福柯强调词与图的分离,即所说和所见的分离,他坚持

图与词的异在性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对图与词各自的表意体系展开讨论。 福柯把图与词的关系引向

“看”的考古学,建构独立于词之外的“观看”的权力话语。 福柯挖掘隐藏在画面中的话语,让观者发现

画家意图的流露,如《宫娥图》中隐藏的话语通过目光凝视流露出来,相关的文本背景被删除,画面由此

发声,观看或凝视因而成为一种词的陈述方式。 在福柯看来,凝视所遵从的不是语言概念或逻辑论证,
而是使可见物通过目光凝视得以呈现的视觉秩序逻辑。 也就是说,是凝视目光构建了画面话语,而非画

面的相关语言陈述构建了画面话语。 只有当图与言、词与物发生断裂,再现被颠覆时,目光凝视的纯粹

性才会生成。
海索拉斯认为,媒介总是相对于其他媒介而存在的,跨媒介性作为本体论的必要条件,总是出现在

“纯粹”和特定的媒介之前。 因此,媒介必然是从初始的跨媒介性中提取出来的。③ 也有学者指出,罗
兰·巴特开创的图像修辞研究,提供了视觉文本与社会话语意义之间的媒介关系。④ 因此,要想真正理

解艺术媒介的阐释复杂性,就必须围绕跨媒介性展开更具总体性的跨问题域考察和思考。 《宫娥图》是

福柯关于词与物断裂叙事研究的一个引子,词与物、图与词的分析在福柯后来对马奈和马格利特的分析

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福柯指出,在现代艺术中,图逐渐偏离指涉物,成为自我表征之物,图不再是世界的

标记,也不再是世界的再现媒介,图与相似性分离,仅仅只是复制和再现自身,成为一种元再现。 福柯发

现,现代绘画中图像已逐渐成为自我表征之物,他在《宫娥图》的分析中对人物命名的刻意忽略,也正是

为了摆脱词对图的控制,使图完成自我叙事功能。 福柯强调,我们无法用词陈述所见之物,而所见之物

也并非完全可以通过语言或词表征出来。 现代绘画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实际上是对图与物背后话语张

力和隐喻的揭示,而《宫娥图》正好隐喻了这一点。 看与说的关系由此超越经验层面,进入话语形而上

的层面。 在这个意义上,重读委拉斯开兹和福柯,以此进入更宽泛的跨艺术研究、美学视域下的艺术类

型研究和艺术史的语图关系和图文关系研究,我们都看到了跨媒介视域的影子,同时也看到图像叙事背

后潜隐的复杂话语深渊,这也可以为我们解读当下图文关系,以及重构艺术与现实关系提供新的思考

空间。

(责任编辑:若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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