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NGHUA WENHUA LUNTAN

美术史视野下的考古材料解读
——兼论古蜀文化中“神圣的眼睛”
◎ 李竞恒
【摘

要】 用美术史方法解读和使用图像证据，第一，需要重视一些图像的视觉动态效果，或历时性的“图
像谱系”，而不是孤立地静态理解图像材料。第二，图像材料所属的空间与结构的视觉背后，也
可能蕴藏着丰富的信息，而空间与结构的“移动”视觉，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图像证据。第三，笔者
以“神圣眼睛”为例，提出材料可能会因误读发生偏差。而要理解材料，必须把它还原到它的功
能所属的一套程序中去。这样，它的含义当与同属这一程序的其它材料之间发生更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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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使用的“美术史方法论”概念，主要

纯粹人像到纯粹鸟像的变化序列，其间是各种‘鸟

指以古代考古、思想史、政治史研究为对象的学

人’或‘人鸟’的变体，而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来区

术材料及其方法资源，代表人物主要为张光直和

分人和鸟”〔1〕。

巫鸿。文中“美术史”的含义包括了考古材料的历

在中国上古的萨满式宗教观念中，祖先与人

史语境、观念投射和如何呈现为现代人可以理解

王向动物的转形，被视为能获得更加强大的巫术-

的某种历史内涵的还原尝试。在某种意义上，有

宇宙力量〔2〕。《诗经·商颂》中“天命玄鸟，降而生

“史”（美术史）与“人类学”（第四重证据）相结

商”的神话，以及商先公“王亥”的名字在甲骨文

合的意味。

中就是一只鸟的形象，诸如此类的材料，几乎已成

一、视觉的“动画”效果

为常识。通过研究，在商王族的宗教观念中，上帝
就是太阳神、是祖先神，太阳祖先神也是鸟，鸟是

美 国 美 术史学 者巫 鸿先 生在《礼仪中的 美

王室的远祖，也是先公的形象〔3〕。在原始思维中，

术》一书的研究中，运用美术史的方法论解读古

神秘的“互渗”与“转形”（transform）是完全可以

代图像。他在研究中国早期玉器艺术时，曾图列了

被理解的，这一点毋容置疑。

14件商代玉器。他并没有孤立地使用这些图像证

可是，从“四重证据法”的图像证据这一角度

据，而是把材料理解为这些器物隶属于“一大组

来讲，我们列举若干代表了商王室玄鸟信仰的单

商代玉器”。通过视线的移动，这14件玉器呈现出

个图像都难以达到以动态视角观察神话思维“动

一组“动画”效果。这组“动画”表现了“一个从

画”的效果。以美术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组材料就

〔作者简介〕 李竞恒，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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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了意义，反映了商王室观念中，人王是如何向

要理解其中的“熊”，就必须关注熊与其它两个元

动物神灵转形的过程。

素之间的动态关系。笔者以这一个例子，试图说明

叶舒宪先生曾根据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一件

美术史方法论与“图像证据”之间结合的可能。这

玉雕，判断这是“熊龙玄鸟联合玉佩”，它说明在

就意味着，
“图像证据”被放置到一组动态的视觉

鸟图腾与熊图腾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效果之中，在静态孤立语境中的各独立元素可能

〔4〕

神话的想象足以让不同类的事物变成同类

。叶

先生认为这三件妇好墓出土的图像材料都属于玄
鸟与熊图腾的复合体。
笔者特别注意到右边的那一件玉佩。它是由

会呈现出一组有意义的联系，更有助于研究者洞
察到材料更深入的内在意义。
二、空间与结构的视觉

三个表现对象组成的，叶先生认为上面是熊，中

从美术史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要理解某种宗

间的是鸟。笔者特别注意到这两个动物头上的角

教观念或仪式，如果只掌握了反映这一仪式的某

都是一样的。这种角表现的是小鹿幼角的样子，也

些零散材料，还不足以完整复原这一宗教仪式背

是鹿角脱落后，新角萌生的形象。此类幼鹿角的

后的观念。它涉及我们对仪式地点、环境、气氛、

形象广泛见于商代的青铜器造型上。

色彩、道具，甚至光线等视觉材料的立体分析与

那么，这鹿角形象具 有怎样的含义？从心理
原型来看，
“鹿角每年脱落再生，蛇一到春天就蜕
〔5〕

综合把握。
朱狄在《艺术的起源》中分析旧石器时代的

皮，这些都是重新诞生的自然象征” 。因此，熊

猎人是在怎样的一种环境与空间结构之中表达他

鸟玉佩头上的鹿角象征着再生、生命的死而复生、

们宗教观念的。洞穴中的岩画深藏在底部，不易

宇宙—春秋循环模式，而这一点恰恰很好地契合

被 观 察到，具 有“秘密”的色 彩。洞穴中的手印

了叶先生对熊这一远古神兽象征着“六个月生命

常常处于岩穴的凹处，其目的也在于某种隐秘性。

循环”模式考察的结论。

“人类选择神圣的场所并非完全自由的，只有通

其次，这一件连体玉佩自下而上呈现为鸟羽、

过和某种神秘相符合的显示，他们才找到它”〔8〕。

玄鸟、熊三个形象。《周易》卦象的构成从初爻到

仪式与信仰的空间、气氛所营造的整体效果，这

上爻就是自下而上，而这一思维传统即来自殷商

些材料结合考古的图像证据，可以更好地还原古

〔6〕

时代

。因此，自下而上的视觉“动画”成像必然

代的语境。这意味着，对古代材料的空间与结构

具 有某种内在的逻辑与含义。笔者 认为，这一组

的视觉想象中，图像资料连续的空间关系与“动

件的“动画”变形仍然是表现了叶先生所强调的

画”再现是十分必要的，它使零散图像资料的整

“死而复活”主题，与“一熊六蝉”的殷商青铜斗

合解读成为可能。

柄图案有一致的象征功能。

笔者曾听一位老者谈到过几十年前他偶然进

鸟羽和鸟巢（甲骨文中“西”字就是 一 个鸟

入到宗族祖庙后的感受。他当时还是一个儿童，

巢）在商代的宇宙图像中对应着西面、死亡和“羽

在一次游戏中进入到祖庙。祖庙中光线昏暗，树

渊”，那里是通往死亡、下界与黄泉之所。它也是

立着或大或小的祖先木主，一共有很高的几层，

〔7〕

商王族信仰的太阳鸟坠其羽的地方

。因此，下面

令年幼的他十分恐惧。这条信息让笔者联想到了

的鸟羽象征着死亡。中间的玄鸟是商王族的图腾，

《论语·八佾》中的“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谈到

它头上的鹿角象征着“死而复生”。最上面的神熊

“社”的功能是“使民战栗”。是一种怎样的力量

则正是神圣复活的完美表征。

才能使“宗”、
“社”这样的宗教礼仪建筑具有令

这 样，从 上 至 下，一 套“死 而复 生”的“动
画”程序被表现为一组具有内在义理的主题。而

人恐惧的力量？
巫鸿认为，古代城市建筑本身就是一种“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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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空间”，
“位于城内的宫庙进而由一道墙壁围廊

整个图景中才能被理解。与此类似的是，殷商的

环绕，而祖庙之中又是层垣重门，造成数个‘闭合

“人头骨刻辞”文字，经过分析，是在纪念祖先的

空间’，越深入就越接近于宗庙尽端的太祖庙。

献祭之际被打碎为小片的〔13〕。祭祀的文字只让神

当朝拜者穿越层层门墙，视野逐渐缩小，与外界

知道，祭祀之后打碎，不必向人展示。正如吉德炜

愈益隔膜。由视觉至心理上的反应自然而然地是

（David N. Keightley）所言，中国古代的文字，诸

‘闭也’、
‘静也’、
‘神也’……中国祖庙独特之处

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预设的读者都是神灵，而

〔9〕

在于对宗教‘秘密’的深藏不露” 。此外，《左

不是给人类观看的〔14〕。因此，这些密而不显的幽

传·成公三年》“以戮于宗”的记载也说明，这幽

暗文字，都是神灵的读物。理解这些器物的意义，

暗的宗庙也是处死宗族成员的地点。肃杀的神权

必须放置到相关的神灵信仰语境中进行处理，并

威严、深邃而幽暗的空间视觉结构——所谓“神

联系到相关的内容。这些例子暗示我们，图像资

〔10〕

宫幽邃，故言閟也”

，决定了与之配套的青铜礼

料的证据往往在一套程序之中。而这套程序与空

器被赋予了一种神秘、伟大甚至恐怖的卡理斯玛

间、结构等视觉元素都有关系。而在空间、结构中

（Charisma）力量。《左传·宣公三年》记载王孙满

的动态视觉，本身也属于一种图像。

对楚王说“鼎之轻重，未可闻也”。宗庙中的“九

在那位老者童年的视觉记忆中，单个的木主

鼎”一类的神器，是神权、政治权威的象征，是萨

还不足以令年幼的他感到恐惧。恐惧来源于空间

〔11〕

。因此，它本身就

布局、建筑结构、光线条件、一层层木主参差有

是一个深邃的秘密，被深藏在幽暗的宗庙之中，甚

序的视觉压迫感等综合效果。因此，如果继续进

至连它的重量本身也必须是一个秘密。

一步研究和使用“图像证据法”，美术史方法论的

满国王沟通天地神祇的工具

从“四重证据”的角度来看，单个的青铜器图

“动态”资源未尝不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手段。材

像足以构成证据，宗庙中的祖神木主则提供给我

料中的空间结构、方向、排序、甚至光线条件，都

们关于远古祖先崇拜的信息。而如果从美术史的

可能帮助研究者理解整套的视觉—图像程序与主

角度来进行解读，
“图像证据法”可能在某种程度

题关系。

上需要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器物走向背景。
例如，我们 理 解 一 件 古代 青 铜器的宗教 礼

三、以古蜀文化“神圣的眼睛”为例

仪功能，可以将它设想在远古幽深而阴暗的宗庙

巫鸿先生的美术史研究中，有一篇名为《眼睛

中。国君穿过一层层复杂的回廊，进入其中举行

就是一切》的论文。这篇论文的核心是探讨三星

祭祀。木主按左昭右穆的顺序排列，室内摆放着

堆文化中出土石人“眼睛”的古代宗教意义。

青铜器。它们不能轻易示人，而杀牲的鲜血被以

通过美国芝加哥美术馆（The Art Institute of

“衅”的礼仪涂抹在上面。维护祭祀的秘密与神

Chicago）收藏的三星堆文化石人以及成都方池街

名的秘密是意识形态的义务。正如《尚书·金滕》

出土的三星堆文化石人这两件考古图像资料，巫鸿

中，周公向鬼神祝祷之后，
“乃纳册 于金滕之匮

在研究之后得出结论：
“因此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本

中”，
《史记·鲁周公世家》：
“诫守者勿敢言。”

身即意味着一种象征性的杀戮，正如弗里德伯格所

在如此森严的视觉动态中，我们才得以更深

见，夺其眼睛即等于夺其生命。”〔15〕而三星堆出土

入理解青铜器图像上的纹饰与铭文。例如，2001

的那些夸张效果的眼睛形象或巨目青铜面具则被

年在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发掘中，

视为“具有特殊身份的王者”。因为非凡人物必有

发现了三件青铜器，其内皆有铭文，但 从 外表看

非凡的眼睛，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古代观念。

〔12〕

不出，只能借助X光拍摄才发现

。显然，对这件

从“四重证据法”的角度来讲，这一篇文章颇

神器“秘密”的解读，只能放置在古代宗庙礼仪的

有启发效果。同时，笔者也曾就此一主题进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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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和考察，撰写了《原始艺术中眼睛形象的意义》

自已的眼睛〔21〕。古代冰岛史诗《埃达》记载，世界

一文。现试以“四重证据法”简要叙述如下。

主神奥丁则是一个独眼之神，他为了统治的智慧而

第一重证据的传世文献中，非凡人物、国王、

牺牲了自已的一只眼睛〔22〕。在北美鄂吉布瓦印第

神灵、巫师往往 拥有非凡的眼睛。如《荀子·非

安人（Ojibwa）神话中，最古老图腾的最初超自然存

相》：
“尧、舜叁眸子。”《淮南子·修务训》：
“舜

在有6个，其中一个的眼睛目光能瞬间杀人，如同雷

二 瞳 子。”《论 衡·骨 相》：“仓 颉 四目。”《 史

击〔23〕。此类材料也比较丰富，叶舒宪先生就认为：

记·项羽本纪》：
“项羽亦 重瞳子”。《抱朴子内

“眼睛从来都是太阳的意象或象征”〔24〕。

篇·祛惑》：
“仙人目瞳皆方。”就连传统学者钱穆

具体到古蜀文明的“眼睛图像”解读问题上

先生都认为，自已的父亲自幼被称为神童，
“双目

来，这是第四重证据使用的重点。巫鸿先生自已

炯炯发光，如能透视一切之背后，亦称净眼，云能

在其论文末尾写有《附记》一条，注明他写作该文

〔16〕

见鬼神，过十二岁始不能见”

。此类例子尚多，

兹不一一列举。

时，由于成都的金沙遗址尚未发现，所以他没有见
到金沙出土的八件石人像。而这些人像的眼睛是

第二重证据是出土文字材料、考古资料。甲

用朱砂描出，所以他对古蜀石像“无目”的说法是

骨文中大 量名词、动 词都是用 硕大的眼 睛 形 象

不正确的〔25〕。这说明，我们在使用图像证据时，一

来 表征的，说明古人 思 维中眼 睛 形 象 对表征事

方面可能因为考古资料所限，一方面也可能因照

物、语言的 重 要性。例如“帝俊”的“俊”（《合

片、图像的不清晰，甚至观察角度的不同而对材料

集》3 0 39 8）、兕（《合 集》10 4 0 5正）、马（《合

产生误读。巫鸿先生对材料的误读当然并不影响

集》27881）、象（《合集》10222）、见（《合集》

他对古蜀艺术中眼睛形象美术史解读的深度。但

17450）、望（《屯南》751）、驭（《合 集》10 4 05

提醒我们，如何使用图像的重要性。试想，假如没

正）、省（《屯南》539）、曼（《合集》583反）、值

有金沙遗址的发掘，或者金沙的那八件石像正巧

（《合集》26 0 92）等。此外，大量的殷周青铜器

因为埋藏多年，眼部朱砂描痕全部消失，这样我

上刻意凸显饕餮纹的眼睛形象，此种传统可以追

们的图像解读是否会一直发生偏差？

溯到良渚、二里头的饕餮之眼。正如汉学家艾兰

笔者认为，金沙的朱砂描眼石人与三星堆的

（Sarah Allan）先生对殷周青铜器分析的结论那

青铜圣眼、纵目人面具属于不同范畴。它们分别

样：
“眼睛本身是一种有威力的形象，它所包含的

具有不同的象征和礼仪的视觉功能。正如前文所

绝不仅是形式因素，眼睛的形象，不需推敲就可

述，图像证据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考虑它所属的

以感到一种未知的威力，它能看穿一切，又不可

“那一组系统”，它背后的建筑、空间、结构这一

捉摸”。〔17〕实际上，与殷周铜器所处同一时代的

套美术史的程序。

古蜀文明，对其礼仪活动与艺术品中眼睛形象的

与金沙石人像同时出土的石器有223件，除人

解读，此一结论同样有价值。在三星堆祭祀坑中，

像外，还有石虎、石蛇、石龟等动物雕刻〔26〕。显然，

多有青铜菱形眼，有穿孔〔18〕。白川静先生就曾考

石像首先要符合“祭祀”这一套程序。其次，它在

证，古人悬挂大目……是为了保护宗教场所的安

程序中的含义与这些动物有类似之处。这些人像与

〔19〕

全与宁静

。晚于三星堆的金沙石人之眼，显然

也是古蜀人有意识的宗教行为。

动物的眼睛都被涂抹了朱砂。古代术士一直把朱砂
当作一种巫术灵物〔27〕，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中，红

第三重 人 类 学 证 据，如 古埃 及赫 利奥坡 里

赭石在仪式中被频繁使用，因为它被看做血的同

斯神学认为，太阳神失去眼睛，因此流泪创造了

类〔28〕。山顶洞人埋葬死者往往在尸体周围撒上朱

人类〔2 0〕。古王国的《金字塔文》记载，奥西里斯

砂〔29〕。因此，朱砂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金沙的

（Osirise）的复活是因为其子荷露斯(Horse)夺回了

动物与人像之所以被涂抹朱砂，正是意味着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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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睛被朱砂“点睛”之后，它们就成为了“活的”

眼睛形象有关。那件“太阳轮”实际上也可以被视

人与动物。有学者就认为，金沙石人像是用石刻人

为一件眼睛，它是从青铜眼睛形象向太阳形象的

像代替了过去活人祭祀，
“可能已有专门部门在大

过渡，在程序上仍然具有某种“动画”效应。我们

〔30〕

批量生产和制作这种雕像”

。笔者认同这种结

对三星堆青铜眼睛的图像理解，有必要还原到二
号坑的太阳鸟、扶桑树、太阳、太阳—眼睛这一套

论。
这意味着，金沙石人像是古蜀祭祀的一种祭

组合中去。

品，它在身份上与那些祭品动物属于同一类。它们

在三星堆二号坑的整个祭祀语境与程序中，

都属于整个金沙祭祀程序下的一个构件。在此意

青铜眼睛这样的图像证据与金沙石人的性质截然

义上，它的眼睛这一图像证据并不能说明眼睛的

不同。它们都符合古蜀国家祭祀的某些要素，对

神圣，而是反映了“点睛”可使之具有生命的这一

它们的理解，需要放置到仪式主题与整套程序中

古老观念。在使用这一图像证据时，最好可以将

去。因此，在使用这些图像材料时，需要注意在整

那些动物石雕祭品的图像也参考进来。

体背景中去分析和理解它与其它材料的关系。

三星堆的青铜眼睛与蚕丛纵目面具这两件图

结 论

像材料，显然是在古蜀王朝国家祭祀的整个礼仪
程序中的某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这一些

笔者认为美术史方法与图像证据有结合的可

眼睛的形象并非孤立存在的图像材料，而是与其

行性。第一，需要重视一些图像的视觉“动画”效

它祭祀神器之间都具有意义联系的一组系统。

果，或历时性的“图像谱系”，而不是孤立静态地

〔31〕

三星堆二号坑中出土了青铜神树

，神树上

理解图像材料。第二，图像材料所属的空间与结

共有九只太阳神鸟，暗示有一只是正在天上运行

构的视觉背后，也可能蕴藏着丰富的信息，而空间

的太阳，对应着太阳神崇拜的十干信仰。这是整

与结构的“移动”视觉，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图像证

个遗址中最大的神器。因此，三星堆二号坑的“神

据。第三，以“神圣眼睛”为例，提出材料可能会因

圣眼睛”属于这个“太阳崇拜”的祭祀语境之中。

误读发生偏差。而要理解材料，必须把它还原到它

大量的青铜眼睛就出土于二号坑，同时还出土了一

的功能所属的一套程序中去。这样，它的含义当与

件青铜太阳轮。笔者认为，那件青铜太阳轮应与

同属这一程序的其它材料之间发生更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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