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从“野蛮人”到“好邻居”

三十余年来，在大陆学界的文艺理论研究领域中，学者们一直对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多有争论。他们虽然立场各异，但在理解“政治”概念的主要表征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具有

显著的排他性价值关怀的政权①。时至今日，这种单一认知依然普遍，它潜在地制约了关于文

艺活动空间的讨论。少数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并积极寻求新的解决途径，如重新定位

文艺研究的“政治维度”，将之理解为“作为公共领域内自主行动意义上的政治”②；或将一些政

治哲学家重新界定为“政治科学学者”，借用他们的理论框架为文艺研究提供更多的解释③。不

过，前者的理论重心停留在对政治“是何”的推导之上，后者在实质上并没有脱离政治哲学的

范畴。两者既未对政治的具体内容（即究竟“为何”的问题）做出详细解释或证明，亦不关心政

治的作用方式和过程（即“如何”的问题）。这些不受重视之处正是政治学关注的重点。正如安

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曾指出的，政治学人所使用的语言虽然与其他群体相似，但

两者抱有兴趣的对象分别是“政治理解”和“政治鼓动”。同时，“政治”概念本身也随着世易时

移而越发“含糊不清，常常成为敌对和争论的主题；它们可能还‘荷载’着连其使用者也不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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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政治”是文艺理论中的热门概念，学者们一直在相当普泛的意义和程度上使用，但对其具体内容的

阐释较为狭隘，亦不关心其规范性的形式和过程。本文以图像学为文艺理论之代表，依次对瓦尔堡学派的“图像政治

学”、米歇尔的“图像的政治心理学”、贝尔廷的“图像人类学”和彼得·伯克的“图像的历史人类学”等多种理路中有关

“政治”概念的理解进行梳理，并反思朗西埃之“治安”与“政治”相分野的观念，最终铺设一条图像政治学的分析路径。

此路径下辖两个相辅相成的研究方向，其中政治史的方向侧重于从图像之中观测和评估政治体制的变迁与冲突，政

治学的方向关切何种政治机制对图像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图像如何作为政治机制中的一种组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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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韵味”④。藉此，本文力图对文艺理论中的“政治”概念进行梳理和反

思，并基于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脉来把握，为厘清和拓展文艺与政治之关系提供一孔之见。

当代文艺理论和现代政治科学拥有百年左右的平行历史，但相互的交织极为罕见。前者

的“好邻居”⑤是哲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政治学只是一个远远徘徊在其殿堂

之外的“陌生人”甚或“野蛮人”。对于文艺理论家而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取的政治经验和

在各种哲学文本中获取的思考，似乎不仅为其政治观念提供了充分的资源，也已道尽了政治

的真谛。与之相较，来自于政治科学的枯燥分析有如“蛮语”。对大多政治学家来说，即便有着

丰厚的文艺素养，也认为文艺理论中的政治见解不啻“天书”。在这种“相看两生厌”的背景之

下，很容易理解为何政治传播学巨擘穆雷·埃德尔曼（Murray Edelman）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中

期的著作《从艺术到政治：艺术作品如何塑造政治观念》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文艺理论家的重

视，在政治学界也被视作“不务正业”。实际上，与此同时，已有政治学家提出了“为什么政治学

家要学习文学”的问题，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甚至在1994年的年会上组织学者专门讨论“何种文

学能教我们政治”⑥。不过，二十年来两者的生疏境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足以证明政治学对文

艺的深重偏见，以及对前述问题之解答的无视。回到文艺理论中，它一方面对“政治”概念青睐

有加，另一方面对政治科学漠然视之，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颇为吊诡的情形。我们认为，文艺理

论家和政治学家之间不仅需要、也能够平等地合作，从而涌现出更多深刻的认知；更为重要的

是，这种从主体间性的立场上对彼此之命运的察思，有利于在知识再生产的意义上获得来自

“邻人之爱”的坚实支持。

在文艺和政治之间构建一种“命运共同体”，或许是诸多乌托邦中最不可能的一种。但是，

如果这种共同体比之两者间相互征用或冲突的状态更有助于提供广泛的福祉———无论是在

理论意义上还是实践意义上———那么这种尝试也就具有了必要性。由此，需要解决的首要问

题是：何种“政治”概念能够与文艺理论相互适恰？其解答之道不可能是粗鲁地将政治科学的

见解灌输到文艺理论中，那只会适得其反，引发双方厌恶。广义的文艺理论横跨诸多学科领

域，本文限于篇幅，选择图像学这样一个较小的切入点来探讨此问题。择取图像学的理由在

于：它在文艺理论中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能够以图像为核心辐射至艺术史、美学、文学和文化

研究等诸多领域⑦。而且，图像学自其诞生之初就关切政治问题，无论其分析理路经历何种变

迁都未改其初衷，这有助于我们在长时间里把握图像学或文艺理论中政治观念的变化过程。

为此，本文首先探讨图像学的“正统”，即瓦尔堡学派的政治观念，继而分析米歇尔、贝尔廷和

彼得·伯克等重要的图像学理论分支在“政治”概念上的差异性理解，并简评对美学研究中的

政治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当代哲学家雅克·朗西埃等人的观点，最后铺设一条图像政治学的

理路，基于政治史和政治学两种不同方向，探讨政治科学在何种方面、以何种方式为图像学的

发展提供一种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动力。

二、政治图像学：瓦尔堡传统的再命名

现代图像学之所以能够超越传统图像志研究，阿比·瓦尔堡功不可没。秉承瓦尔堡的学术

取向，早期瓦尔堡学派的核心人物如潘诺夫斯基和贡布里希等奠立和巩固了艺术史研究中图

像学的地位。近三十年来，马丁·瓦恩科（Martin Warnke）和乌韦·弗莱克纳（Uwe Fleckner）等

几任德国瓦尔堡图书馆馆长不断推进图像学对政治议题的关切———他们甚至自称其研究路

径为“政治图像学”。在该派有序的理论传承中，对政治的态度不断发生变化，它从一个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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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未准确显现其意义的概念，演变成一个相对明确的分析对象。不过，其蕴含的内容仍然

非常有限，集中于一些具有强烈功能主义倾向的政治表象。

瓦尔堡生活在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政治世界的剧烈嬗变，尤其是战争，曾对其心理状态

造成巨大伤害。世俗政治因其种种不堪的经验，自然难以列入瓦尔堡的“好邻居”之列———其

主要的“对话学科是考古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批评”⑧。这并非说他对现实事务漠然视之，

恰恰相反，以描绘“人类情感表达的历史心理学”为己任的瓦尔堡期望在图像之中发掘出人类

内在精神世界的演化规律。这是一种能够“自由地”穿梭于诸多知识领域边防线的图像学方

法，它将“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世界视作一个统一的历史整体”⑨。瓦尔堡认为自己的新发现契

合于政治史的框架，但这个概念在其文献中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作为一种极为日常性的

用法，他所言的“政治史”指的是客观世界的变化，与政治学对此概念的理解有一定距离。在瓦

尔堡初构现代图像学的20世纪初，格雷厄姆·沃拉斯 （Graham Wallas） 和查尔斯·梅里亚姆

（Charles E. Merriam）等英美政治学家已经贡献出现代政治学的重要奠基性文献，并且与瓦尔

堡同样极为关注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他们之间没有交集。

瓦尔堡去世十年之后，潘诺夫斯基于1939年对图像志和图像学作了经典界分，真正奠定

了现代图像学的学科范式，使之逐渐成为艺术史研究中的主流方法之一。与瓦尔堡相似，潘诺

夫斯基也没有将政治学列为艺术史家的“好邻居”。在他看来，后者应该由神学、神话学、社会

学、宗教学、哲学和考古学等构成⑩。不同于瓦尔堡在政治史之侧寻找人类艺术精神演化的真

谛，潘诺夫斯基为政治史家指出一条道路：在历史维度下对艺术作品象征意涵的解读，有助于

政治史家研究政治生活的变迁輥輯訛。除此之外，虽然潘诺夫斯基并没有过多地解释艺术作品与政

治生活之间究竟如何产生关联，但其运用于艺术作品本身的研究方法确为政治学家所熟悉。

潘诺夫斯基认为，对艺术作品之意义的探究需要在一种历史比较的方式下进行，唯有经

过各类资料的多重验证，才能准确定位艺术作品的表达内容。自亚里士多德时就已应用的比

较政治学思维，通过比较不同政治现象之间的异同，确定彼此之间的优劣或者探寻更为良善

的政治状态。当然，方法论上的相似性并不能说明图像学与政治之间的亲密性。不过，瓦尔堡

和潘诺夫斯基等人的确对亚里士多德这位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政治学之父的理论

颇为重视，尤为关注其对艺术作品摹写人世之真实性的论证。系出同源的文艺与政治在两千

年后各自开门揖客，这在近现代学科构建与发展的历程中殊为平常。它们相信，如果彼此溯源

论道，会有更多的发现。事实上，仅从亚里士多德或其导师柏拉图着手，艺术史家便可以和政

治学家找到很多共同话题———不是关于文艺或诗学与政体运作之关系的讨论，而是它们在何

种意义上映射或印证政体本身的基本图景輥輰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潘诺夫斯基看来，“情感差

异”（emotional disparity）是历史变迁的精髓所在，忽视这一点便无法把握那些再现的经典主题

与其母题之间的一体性。这种着眼于情感的“非理性”观点并不会与看似严肃的政治科学之间

产生龃龉。比潘诺夫斯基稍长的现代政治学和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从不

拒斥将情感因素纳入政治行为的要素分析輥輱訛，他甚至将“唤起情感”视作权力关系的原动力輥輲訛。

在潘诺夫斯基奠定图像学范式二十年后，贡布里希于1959年接任位于伦敦的瓦尔堡研究

所所长一职。他接受瓦尔堡图像学的基本取向，将其视作一种“探索视觉图像的语言学”，研究

的对象是“图像有寓意和象征用法中的功能”以及对“不可见的观念世界”的指称作用輥輳訛。贡布

里希是在为图像学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据地。当其振聋发聩地指出“在欣赏伟大的艺术作品时，

最大的障碍就是不肯抛弃陋习和偏见”輥輴訛，我们便不难理解他在图像学研究中为何对整合跨学

科知识怀有偏爱。当然，政治学依然不在其友邻之列，心理学才是其挚友。贡布里希在讲述各

图像学的政治维度：兼论文艺理论中的“政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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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图像故事时，虽然要接触大量的政治现象，但只是一种表象解读，旨在解决“是”而非“为何”

的问题。这一状况在约瑟夫·特拉普（Joseph Trapp）和尼古拉斯·曼恩（Nicholas Mann）等担任

所长时也未有根本变化。但在此背景下，图像学在艺术史研究中的方法论地位得到了不断加

强。

将政治当作一种专题来对待，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汉堡市重建瓦尔堡图书馆之后的

事。依托汉堡大学的艺术史研究力量，瓦恩科在该机构内设置了“政治图像学研究所”，与弗莱

克纳等人一同重点研究“政治人物和事件的视觉操纵，政治概念和机构的拟人化，象征物及其

他图像公式中复杂的政治意义内容”。此外还关注“从古典时代到今天的政治图像表达的历史

连续性和断裂性”輥輵訛。在德国同行致力于在图像学之前冠以“政治”一词时，2015年新上任的英

国瓦尔堡研究所所长、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卫·弗里德伯格（David Freedberg）也表达出对政

治的兴趣。他明确指出，21世纪以来，“对图像的公开和私下的回应已经成为我们的政治生活

和个人生活的中心”輥輶訛。无论是瓦尔堡学派的德国分支还是英国分支，在坚持跨学科视野的基

础上，都勉力在图像学分析中弘扬瓦尔堡对“记忆”的侧重，如前者基于图像书写人类社会的

政治记忆史，后者甚至吸纳脑神经科学中的知识，以分析图像中的记忆问题。

从“图像学”到“政治图像学”的转变，是对瓦尔堡所开创的现代图像学的一种再命名。这

种命名的核心旨趣不是变更图像学的“好邻居”原则，而是为其引入更多的“好邻居”，尤其是

为其增加“科学性”的面向，无论这种科学是来自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但是，“政治图像学”

的冠名并没有在实质上将该学派对科学的追求一同置入政治。这并不是说“政治”在此命名下

充当着名不副实的幌子，而是说，这个前缀词没有展现出全面、深入的力量。在漫长的瓦尔堡

传统中，对政治的理解和应用基本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层次，对政治的多元化考量有待于开辟

其他分析路径的图像学研究者来进行。

三、图像转向：“政治”概念的多元面向

在图像学家从其“好邻居”处借用各种分析材料及工具的同时，“好邻居”也展现出对图像

的高度兴趣，为广义的图像研究贡献出一些颇为精彩的文本，如弗洛伊德对达·芬奇的研究，

海德格尔对凡高的研究，梅洛—庞蒂对塞尚的研究，福柯对马格利特的研究，德里达对视觉艺

术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拓展了图像学对整个人类知识体系的贡献，但就我们所关注的“政治”

议题来说所涉甚少。在此方面，与瓦尔堡学派并辔齐驱的是一些着眼于图像转向的艺术史家、

文化史家和关注文艺理论的哲学家。他们创设了一些特殊的图像学分析方法，如米歇尔的“图

像的政治心理学”、贝尔廷的“图像人类学”和彼得·伯克的“图像文化史”/“图像的历史人类

学”等，他们对“政治”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应用。

图像转向的主要推手米歇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形象”之名大肆扩展图像研究的范

畴。视觉和思想的所有对象都被囊括其中，尤其是精神、词语和观念等形象类型的引入，使得

图像学名正言顺地成为整个文艺理论的代表。与瓦尔堡学派的继承者铸造“政治图像学”的雄

心有别，米歇尔的理论诉求是“图像的政治心理学”。彼时正是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初创之际，

不过，米歇尔没有引述任何政治心理学家的文献，而只是借用“政治心理学”这一早已流传在

文艺理论家中的概念，来表述从马克思主义中观察到的作为观念形象的意识形态，重点关注

的是“图像恐惧、图像恋癖，以及偶像破坏与偶像崇拜之间的斗争”輥輷訛。这与政治心理学本身的

学科关怀差异颇大，后者关注的是“政治与心理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心理对政治的影响”輦輮訛。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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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尔特殊的政治观主要体现在对莱辛和埃德蒙·伯克的文学和美学研究的评价（即所谓的“文

类政治”和“感性政治”）中。在其从艺术延伸至政治的推导逻辑中，有两条盘绞在一起的线索。

第一，作品形式中隐藏着对政治世界不同要素的类比，如艺术关系可以比作国家关系、氏族关

系、邻居关系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在米歇尔的论述中比比皆是，“政治”经常与

“隐喻”、“比喻”和“类比”等词联系在一起，反映出他在艺术与政治之间进行勾连时所使用的

是对抽象的感知能力极为依赖的联想律。第二，影响作者的社会环境观念隐匿在美学批评之

中，通过解读可以还原出作者对于政治事件的理解。这些政治事件所归属的政治范畴是比较

模糊的，米歇尔宽松（如果不是随意的话）地决定“政治”的弹性：有时是专门区别于经济的、与

公民社会的观念相关的状态；有时与心理同属于社会关系，政治与心理的聚合则是意识形态；

有时则以“真正的政治”之名指代战争、和平、经济和国家权力。在如此游移的判断中，政治范

畴几乎失去了能够被准确把握的边界。米歇尔的分类法所存在的缺陷，从知识学的两个侧面

也可以体现出来：一方面，每当嗅到了性别和民族的味道时，便想象为“政治”的全部内容；另

一方面，在借鉴人类学知识将图腾向他所谓的“政治心理”牵引时，仅简单而草率地引用了詹

姆斯·弗雷泽的一种观念，不知何故却遗漏掉在图腾、分类法、社会关系和意识方面被公认为

不可逾越的爱弥儿·涂尔干以及一大批更具规范性的现当代人类学家的理论。当然，米歇尔在

“政治”概念的理解上虽然粗糙，但至少有两点重要贡献：一是为“词与形象”之间的关系提供

了一种基于政治术语的考虑，这是早期政治学家相当关注的主题之一輦輯訛；二是从图像心理的角

度介入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解释，有助于拓殖图像学之象征意义的研究领地，也

至少在意识形态方面与政治学形成了深度对话的可能。

就从形象着手开拓图像学的新领域而言，贝尔廷与米歇尔志同而道不合。米歇尔钟情于

文本和意识形态，而贝尔廷对媒介和身体青睐有加。在“政治”概念的理解方面，贝尔廷另辟蹊

径。他认为“媒介”指的是“传输形象的中介”，“身体”指的是“表演的或感知的身体，形象对它

们的依赖和对其媒介的依赖同样多”輦輰訛。其所谓“形象的政治”（politics of images）便与这两者有

关。首先，媒介受控于各种机构，而这些机构要服务于政治权力的利益需求。由此，政治权力能

够将观念形象通过各种媒介转化为具体的图像，使得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价值系统发挥出图

像的力量。其次，身体本身也是一种媒介，贝尔廷经常将身体理解为大脑，由此，身体便成为各

类精神形象的制造者和拥有者，同时，身体也是物质形象的接受者和感知者。结果是，身体成

为政治权力围绕形象展开争夺的重要战场和武器，身体的这种二元性也成为形象政治具有复

杂性的一重原因。对图像之外的人类组织和身体本身的关注，使得贝尔廷将其分析路径命名

为“图像人类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图像本身失去了抵抗能力。贝尔廷认为，即便在这些干

涉越发蛮横的状况下，艺术也“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或政治的性质”輦輱訛。与其说“艺术史的终结”，

不如说需要在艺术史的理解方面寻找新的立足点和突破口，以之为艺术的独立性提供更加可

靠的方式。贝尔廷对“政治”概念的处理并没有多少深刻的洞见，李普曼八十年前就已经在图

像的政治力量方面提供了相似的理解輦輲訛。但是，贝尔廷对政治影响艺术的方式和可能性的反思

丰富了对政治与艺术之关系的理解，至少，他精准地把握到了政治权力体系在艺术本身的生

产和再生产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贝尔廷的研究得到了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肯定，后者不仅对图像学的源流非常熟悉，也

曾在瓦尔堡学派的“议题大本营”———关于文艺复兴的研究———中直接使用图像学方法輦輳訛。在

他看来，图像学方法存在诸多缺憾，包括过于强调直觉，忽视了图像的社会背景和多样性，以

及置评论家于艺术家之上等輦輴訛。那么如何“超越图像学”呢？伯克认为心理分析学、结构主义和

图像学的政治维度：兼论文艺理论中的“政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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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构主义等路径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但更重要的是一种“图像的历史人类学”路径。这

是一种以图像为重点的“文化史”角度，关注受众对艺术品的理解以及相关历史。此角度与伊

姆达尔（Max Imdahl）的“新图像学”颇为相似，后者也关切观众的“存在处境”輦輵訛。归根结底，伯

克重视的是在特定文化中对图像的接受和解释产生制约作用的那些规则和惯例。这必然导致

他与瓦尔堡等人一样，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友邻体系。正如他所言，“与文化史最近的邻居有人

类学、文学史和艺术史”，其他应该交好的邻居还包括“社会学、民俗学、书志学、地理学、考古

学甚至生态学和生物学”輦輶訛。很遗憾，哪怕在“甚至”之后，仍没有政治学的身影。当然，这并不是

说他对政治议题缺乏兴趣。实际上，伯克的研究中广泛涉及多种政治因素，还探讨过政治体制

变迁等其他艺术史家并不关注的问题輦輷訛。最为重要的是，他在反思“超越文化转向”时特别指出

要注意政治文化研究者的成果，认为通过各种方式将政治史和文化史融为一体是一种推进已

有研究的重要方式。这一点也表明他在“政治”概念方面的确比其他文艺理论家更具远见和卓

识。

上述诸多艺术史家虽然成功地壮大了图像转向的声势，但就“政治”概念的理解而言基本

上约限于一种日常用语。在他们对“政治”概念的把握中，可以明显地发现程度不等地受到了

哲学家们的影响。一些当代哲学家的确为“政治”概念赋予了别样的意味。朗西埃是其中的重

要代表，他关于美学和政治同质化的断语，使其言论很容易被文艺理论家和艺术家们所引述。

朗西埃对“政治”概念给出了一种颠覆性的解释，将“政治”理解为“治安”（police），指的是“一

组达成集体的集结或共识的程序、权力的组织、地方与角色的分配，以及正当化此一分配的体

系”；而“政治这个名词，保留给与治安对立的一种极为特定的活动，亦即，借由一个在定义上

不存在的假设，也就是无分者之分，来打破界定组成部分与其份额或无分者的配置。……政治

活动是将一个身体从原先被给定的场所中移动或改变该场所目的的任何活动。它使原本没有

场所、不可见的变成可见；使那些曾经徒具喧杂噪音的场所，能够具有可被理解的论述；它让

原本被视为噪音的，成为能够被理解的论述”輧輮訛。基于这种以平等为基本逻辑的全新“政治”概

念，美学与政治被置于一处。简而言之，真正的政治与真正的美学，应该给予所有人、尤其以往

被忽视的人以实现平等的可能，即其所言的“无分者之分”。不可否认，朗西埃的这种观念培植

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思路，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仅就本文关切的主题而言，朗西埃错误地将传统的“政治”概念（我们以此来指称他的“治

安”概念）与“平等”对立起来：自亚里士多德起的任何一位讨论良善秩序的政治学家，都没有

将平等逻辑从政治之中排斥出去。朗西埃的治安逻辑彻底地将鲜活的政治经验庸俗化了：用

不平等的特征涵括了远比此特征丰富的政治实践輧輯訛。无论在政治哲学还是政治科学的意义上，

他所谓的“治安”都更应该被理解为“安治”，即实现人类社会生活更具秩序性的治理方案。反

观其追求平等的“政治”，将一种民主的理想化形式从政治生活中抽离出去，以期能够作一种

全新的、失去一切制度性基础的重设，这恰恰是“民主”概念本身的不能承受之“重”。对此，巴

迪欧也予以批评，认为朗西埃就此回避了作为民主体制组织者的国家輧輰訛。总之，“治安”与“政

治”的理论分野难免遭遇真实事件与纯粹哲学之间的紧张輧輱訛。更何况，朗西埃支持从“美学的政

治”到“政治的美学”的转变輧輲訛，在历史维度上为美学添附了其难以承载的终极责任———这种矗

立于美学实践之上的解放政治，看似无限扩展了美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可能，但同时

也意味着美学本身衍生出无穷幻象，使得美学的复归以及对美学和政治之间具体关系的把握

皆成奢望。史蒂芬·格雷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曾指出：“审美乐趣的每一种形式都处于社

会事务的中间地带，这种中间地带既模棱两可也在两者之间。正是这种灵活性，包含着灵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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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性的力量，而非公正性或稳定性，使得一些艺术作品可以千百年来持续唤起人们的乐

趣。”輧輳訛据此而言，审美并不仅是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在复杂边界

上参差不齐的咬合，而非从观念类比到经验共享的全然叠合。当然，我们并非断然否决诸如朗

西埃的“真正政治”、巴迪欧的“一种政治”、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等等对于政治生活的

反思，而是力图在一种各归其位的意义上来重新思考文艺和政治在边缘地带上彼此观望和携

手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基于图像学是本文关注的核心，所以这一努力的理论形式被我们称作

“图像政治学”。

四、“图像政治学”论纲

图像学家们建设其友邻系统的不懈努力，无疑在学科史意义上强化了自身的合法性。但

其独立性并没有得到其他学科的普遍承认，在一些交叉学科中甚至被置于一种仆从地位輧輴訛。图

像政治学将两种学科确定为彼此平等、各尽其责的合作者，一同对图像与政治之间的真实关

系进行精细的解析，以提供对人类复杂社会生活的切实测度和解答。以“图像”限定而非修饰

“政治学”，主要原因在于，这一理路中对“政治”概念的把握将广泛而深入地依靠政治学范式

引导下的知识积淀。因此，虽然“图像政治学”在称谓上与前文所论及的图像的政治心理学、图

像人类学和图像的历史人类学等具有相似的结构，但后几种在理解图像所修饰对象时主要出

于一种内容和思维上的相关性，并没有在严格的学科或方法论意义上做出沉思，遑论在范式

意义上构建这些复合结构的原则。图像政治学在主题上与包括瓦尔堡学派的“政治图像学”在

内的各种关心图像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相似，但其具体的分析指向有所不同，主要有两个

高度耦合的方向。一是政治史的方向：图像政治学要在图像的历史和文本分析中发现不一样

的政治生活。以往图像学家们重在依靠图像挖掘和重构历史记忆，或通过图像来为历史提供

某种明证。图像政治学的重点是从图像之中观测和评估政治体制的变迁与冲突。政治体制主

要是指规范性的国家政治生活的安排，如国家合法性的建构、政府组织的结构以及公共治理

的法制和政策等。历史学家虽然能够同时处理具体的图像与权力现象，但其中隐含的政治认

知被提炼为简单的评论輧輵訛。二是政治学的方向：图像政治学要在程序性的政治系统中处理图

像，其探究的主要问题是图像如何受政治机制影响，以及图像本身如何作为政治机制的构件

之一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图像与政治机制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首先是事物与环境之间的关

系：图像是一种特殊现象，政治充当其外环境。其次是结构与其组件之间的关系：政治机制是

政治系统运作的核心结构，图像作为结构中的组件在系统的运行中发挥某种作用。

“政治”概念所蕴含的内容当然远不止政治体制和政治机制，所以两者并不是图像政治学

研究仅有的选择，只是政治史和政治学两种不同方向下的侧重点。同时，这也是出于对与图像

相关的政治实践进行规范化分析的需要，有别于文艺理论家的分析中普遍存在着的视政治为

社会关系的日常化和抽象化的观念。在图像政治学中，“政治”概念与其他学科中的所有基础

性概念相似，一经展开便会变得异常繁杂，甚至在理解上还存在着本质性冲突。在此我们采取

一种比较简洁的方式来把握它：在现代政治科学的框架内，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要素。在回答何

为“政治”时，伊斯顿（David Easton）强调它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达尔（Robert Dahl）

则认为它是“事关权力、权威和控制力的一系列活动”輧輶訛。按照罗斯金的解释，诸如“权威”或者

“合法性”这些术语都“可以归于一个标题之下———政治权力”輧輷訛。格伦·蒂德（Glenn Tinder）直

接指出权力是“政治的主要课题”，“政治就是权力的使用”輨輮訛。当然，权力不是观察政治现象的唯

图像学的政治维度：兼论文艺理论中的“政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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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路，国家、政府和合法性等也是界定“政治”概念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聚焦于权力元素，

是为了将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锚定为在政治学角度下观察图像时的基本立场輨輯訛。

图像政治学的政治史方向可以在两个方面得以推进。一方面，强化图像学研究中最为强

盛的史学倾向的“政治味道”，在图像的历史叙事中提炼和发掘更多的也更为规范的政治要

素，以增强图像与政治世界和政治观念之间的关联度。需要注意的是，图像学中的史学倾向并

不完全是在艺术史范畴内展开的，如果将观念列入图像的谱系，那么观念史、概念史或社会文

化史等也属于此范畴，它们所提供的分析策略可以对特定类别的图像序列进行编码和解

码———这是一条截然不同于瓦尔堡勾勒精神谱系的路径———其中理性与逻辑的力量推动着

对历史和记忆的复现和重构。这些策略同样可以用来对图像中的政治信息进行深度挖掘，其

目标不是依托某些政治现象建立起图像本身的风格史或类型史，而是在图像的内容、形式和

创制活动中寻找与系统化的、规范性的权力行为之间的对应性。另一方面，以政治学中的历史

解释为主轴来处理图像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其重点直接落于制度性政治生活的历史型构与变

迁，图像在其中同时兼具文本供应、资料证明和数据挖掘等多重任务。例如，笔者曾通过对毛

泽东时代女民兵宣传画的整理和解读，呈现当时中国女性的国家认同的构建方式和特征輨輰訛。这

需要在同一时空维度中将图像内容与制度化的政治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让图像讲述政治

系统如何组建与运行的故事，图像本身的风格或真假问题都被归置到此关怀之中。在有些情

境下，真假本身甚至直接是政治系统的变迁或内在矛盾的反映輨輱訛。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图像的

政治史方向并不全然屈从于现实主义的时间法则，它也能够谨慎地将未来视作历史的一部

分。因此，从图像之中阐发而非发现政治体制的变革，也是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考虑到艺术

和文学比任何其他学科都更早地预测和描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政治学家们应该向艺术家和

文艺理论家学习，以从不同的角度增强对政治经验的敏感性，这也是一些当代政治学家眼中

文艺作品能够对政治学研究产生的有限贡献輨輲訛。

图像政治学的政治学方向赋予了图像另一些角色，即政治框架之外的独立要素或者政治

框架之内的结构性要素。这两种角色定位都需要在精细地识别图像和政治的基本属性的同

时，建立起它们间的结构性关系。图像的基本属性包括图像本身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图像的创

制者和受众，影响它们的基本政治属性则包括政治制度、政治组织和政治文化等。在这多元化

的图像属性和政治属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映射关系，这些都是政治学方向的重要议题。在此

我们仅从政治生活的三种基本属性出发讨论图像政治学的内容与方法，因为它们既是图像政

治学的特色所在，也是有待拓殖的新领域———其“新”在于：提供一种针对性乃至系统性的解

释，而不是浮光掠影般地提及。

首先，政治制度是所有政治共同体都必需遵从的一种规范性安排，它依靠政治组织的结

构性功能对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对文艺活动有所制约的制度雏形在人类社会早期就已经存

在，例如旧石器时代中期已出现了关于色彩的象征体系輨輳訛，初民社会中很多仿动物声的乐器都

有其相关的图腾之名輨輴訛，这些关于色彩和声音的社会规则都与共同体的秩序构建之间存在直

接关联。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已经普遍建立起对文艺活动的种种规制，有学者称之为“文艺制

度”輨輵訛。对于政治学家来说，对该主题的处理则可以采用迥然相异的方式，如分析这些制度的设

计逻辑和运作效能，厘定其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准确位置，以及探讨它们与政治民主化

之间的关系等。如此便可将文艺活动引入生动的国家政治生活之中。诚然，作用于图像现象的

政治制度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控制手段，关键是其通过对图像的影响实现权力的生产和再生

产。图像内容的审查、图像形式的公共标准以及图像制作的法律法规，都是借助图像进行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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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叙事。这种叙事由于一些政治制度对图像的间接影响而牵涉到非常庞杂的变量关系，这些

关系难以由“文艺制度”完全涵盖。

其次，与图像相关的政治组织具有多种形式，包括国家主权结构之下的相关管理部门，有

着利益偏好的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以及对图像的传播和阐释负有重责的媒介组织

等。这些组织在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行为能力等方面各有不同，它们不单是图像现象作为一

种人类社会活动不断发展壮大的附属物，其生成还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政治生活的直接或间

接要求。每当相关政治组织重新分配图像的制作、管理和服务功能时，就意味着其中隐含的权

力轨迹发生了变动。例如，晚清时期中国国旗的设计和制作从地方官员手中向权力中枢的转

移，反映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之路輨輶訛；苏格兰格子呢褶裙作为一项“传统的发明”，则折

射出英国国家情境中多民族之间权力关系的重构輨輷訛。如果能够对这些趣味盎然的历史中的相

关组织（如各级政府、企业和利益群体等），尤其是其结构和职能的设定、关联和转变等方面提

供更为深入的阐释，无疑会让权力轨迹的呈现更为清晰。图像政治学不仅与文艺理论家一样

关注博物馆和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或者文艺管理机构在意识形态情境中

的作为，还可以独树一帜地将各种与文艺活动相关的政治组织还原到国家政治的系统结构之

中，从而在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轨道上把握文艺与政治之间的深层次关系輩輮訛。这不仅可以为诠

释图像的意义提供新的空间，还可以将图像现象更为切实地转换为一种政治现象，这些皆属

于图像政治学在整体性架构中处理图像和政治之关系的重要方案。

第三，政治文化“表示的是特殊的政治取向，即对政治系统和系统各个部分的态度，以及

对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它“能使我们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方

式”，扩展对政治的理解能力輩輯訛。政治文化不仅包括政治态度，还包括政治情感与政治价值等。

图像在态度、情感和价值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一直是图像学家们关注的重点。政治学中的政治

文化观为图像研究设置了一些新议题，如：在民族国家情境中，图像如何呈现出何种政治文化

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在政治参与和政治社会化等政治文化的衍生活动中，图像如何扮演何种

角色？如果“稳定的民主制反映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互动”輩輰訛，那么图像现象作为各种因

素中皆存在的部分如何在互动中得到定位？如果“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霸权”是一种力量体系輩輱訛，

那么图像如何成为各社会阶层争夺话语权的战场？总之，政治文化的视角强调图像不是映射

政治文化的一面无声的镜子，而是对政治文化之动态发展进行“深描”的重要工具。在其中，国

家的制度安排、政治组织的权力架构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凝合都是描绘的主要对象。

图像政治学不是其他图像学路径的替代性方案，而是一种补充性方案。在此视域中，政治

学能够登堂入室成为图像学真正的好邻居，共同为图像与政治的关联性议题提供更为规范性

的分析。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图像政治学路径也提请文艺研究的众多理论分支重新审视“政

治”概念，至少关注到：它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关涉一个应当被更为准确把握的知识领域，在

其中，政治体制和政治机制所服务的权力生产和再生产成为轴心所在。最后，图像政治学支持

政治史和政治学两个方向的融合。借用尼采所言：“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将通俗的曲调

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象征，通过展示出其中包含有怎样的一个深刻有力而美丽的世界，在一个

很可能十分平庸的主题之上，创造出不同凡响的变奏。”輩輲訛这种历史之美的升华、展示和创造都

离不开对其逻辑和结构的理性探析。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经过政治科学之水的浇灌，文艺

研究的巨树会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

① 周宪将之形象地称作“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DNA”（参见周宪《在知识与政治之间》，载《读书》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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