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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图像、文本与历史

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思想舞台上，梁启超叱咤风云，锋头之健一时无二。众所周知，自甲午

之败后中国知识界普遍意识到文化危机，认识到须改弦更张与世界潮流接轨，方能回应“三千年

来未有之变局”。严复《天演论》与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皆风靡一时，以翻译开启输入欧洲

思想与文学的新契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通过阅读日文翻译而了解西方社会与人

文学说，尤其是 1902 年初创办《新民丛报》，对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重要思想都进行了传播与阐

述。同年底他又创办《新小说》杂志，鼓吹“小说界革命”，一时群山响应，小说杂志如雨后春笋，

文学创作大量涌现，由是推动拉开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二十年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

自述 ：“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义旨，国人竞喜读之 ；

世界景观在近代中国的视觉呈现
——以梁启超与《新民丛报》《新小说》之图像为中心

陈建华

【内容摘要】　梁启超于 1902 年创办的《新民丛报》《新小说》，刊登了大量以先进技术印制的图像，

为杂志文本提供了新的诠释维度，对于晚清以来的知识转型与大众传媒的形塑也扮演着

不可忽视的角色。两刊物所使用的图像，一方面在标榜给读者带来乐趣的表层下埋藏着

复杂的“展示政治”，呈现全球文明风貌与进化景观，诠释人类文明竞争进化的历史，

与梁启超的文本论述相配合；另一方面通过图像谱系介入历史叙事的建构，其超前性的

选择预示了民国初年都市文化消费的潮流。通过杂志传播的大量图像，给中国人带来世

界真实形象的启蒙，为晚清以来的新知识体系建立了可见可感的视觉基础，构成中国视

觉现代性的标志性内容。

【关  键  词】　图像　梁启超　《新民丛报》　《新小说》　视觉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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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虽严禁，不能遏 ；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① 确实，

梁启超不仅影响了胡适、鲁迅等“五四”一代，其改良主义对于民初大众文化与传播也起到引领

作用。迄今对于梁启超与这两本杂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话语论述方面，本文则试图从它们所刊登

的图像角度提出一些新问题，将话语系统置于具象全球景观中，解读视觉展示的政治与历史意涵，

讨论文本与图像的关系、阅读脉络与图像谱系的形成，涉及话语与影像的生产与流通以及传媒的

技术机制等方面，以此促进对梁启超及其所办杂志的整体性理解，也为思想与文化研究带来新的

思考面向。

近数十年来，我们对于“视觉转向”“视觉现代性”等说法耳熟能详，随着全球化经济与科

技发展，视觉实践几乎主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图并重的出版物愈益增多，图像与历史的关系

为学界所热议。李公明指出 ：“图像的功能主要还是视觉‘观看’，注重的是‘图文并茂’的阅读

效果，对于文本的体裁、题材、文学手法等文学本体性问题与图像的内在关系，以及对于在图像

创作意识和艺术观念中呈现的与文学文本及历史语境的关系所展开的研究仍未受到重视。”②这背

后存在很多理论问题，如到底是“以图证史”还是“以图存史”等，涉及对图像的功能与诠释方

法的不同看法。李公明提出“图像—文本—历史”的方法，即以图像与文本的实证研究为基础，

考察其与“历史语境”的互动关系，这是一种值得探讨的范式。笔者认为，“历史语境”既是图

像诠释的必不可少的参照，也是通过图像研究加以丰富、改观乃至颠覆的对象。

图像的基本功能，如彼得 ·伯克在《图像证史》一书中所说 ：“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

也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方式”③，这一点已为学者普遍接受。与各种文本一样，图像的意义取

决于具体生产条件与诠释立场，从古典图像学到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等方法，既言之成理，又

含有各自的陷阱。④但是图像种类繁多，给意义带来多歧性与不确定性，米歇尔指出 ：“形象与语

言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形式问题”，其中包括“（言说的）自我与（被视的）他者之间的差异、讲

述与展示之间的差异”等。⑤所谓“图像转向”，“它倒反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

的重新发现，将其看作是视觉、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之间复杂的互动”，结果是，当

观看转换成书写，便容易忽视语言与图像之间的差异性。因此米歇尔又说 ：“观看可能是与各种

阅读形式同样深刻的一个问题，视觉经验或‘视觉读写’可能不能完全用文本的模式来解释。”⑥

本文对《新民丛报》与《新小说》的图像进行一种历史化考察，从展示政治、图像谱系与视觉技

术机制这三个层面强调图像的特性及其历史建构功能，探索多种历史叙事方式的可能性。

立宪政治的肖像展示

《新民丛报》从 1902 年 2 月创刊至 1907 年 11 月停刊，共 96 号，刊登图像 285 幅左右，大

致可分为两类 ：人物肖像 172 幅，风景照 113 幅。《新小说》从 1902 年 10 月创刊至 1906 年 1

月停刊，共 24 号，刊出图像 62 幅，包括肖像 35 幅、风景 27 幅。两报刊总共包含图像约 347 幅，

数量颇为可观，且以先进技术印制，呈现在 20 世纪初的中文刊物上，大量的影像证据不仅为杂

志文本提供了新的诠释维度，对于晚清以来的知识转型与大众传媒的形塑也扮演着不可忽视的

角色。

梁启超到日本后，于 1898 年 12 月创办《清议报》，至 1901 年 12 月满 100 期停刊，《新民

丛报》接踵而至，以全新面目出现，其《本报告白》宣称 ：“中国报界中前此所未有”，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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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方面声称从事“维新”改革，推进培养国民道德的“新民”理论，宣扬“国家主义”，并强

调不偏一党，“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这标志着梁启超的政治、思想转

折。初至日本时，由于痛恨慈禧且受到孙中山反清革命主张的影响，《清议报》上发表了大量鼓

吹“破坏”“革命”的激进言论。由于唐才常“勤王”运动失败等因素，梁启超决定由政治转向

思想、文化领域，如其《壮别》诗云 ：“华、拿总余子，卢、孟实先河”⑦，意谓在思想上华盛

顿与拿破仑都以卢梭与孟德斯鸠为前导。又如《自励》云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牖新知。”⑧但其转向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梁启超的政治诉求变得

更为清晰，即以立宪改良为核心展开“国家主义”与“新民说”的理论建构，为中国现代性设

计理想蓝图，思想上不仅摆脱康门羁绊，也由日化转向西化，从人类文明的源头系统介绍西方

思想，同时提出“新史学”等一系列新观点，以现代学理批判中国的学术传统，并倡导“新小说”

运动进行国民的情感教育。在这一脉络中，梁启超为“宣传”需要而大量运用图像，充分发挥

了视觉的“展示政治”。

无论绘画、电影、橱窗或博物馆，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图像展示”(visual display) 本身，我

们可透过排列组合、装置结构及其生产过程揭示为表象所遮蔽的“展示政治”(display politics)。⑨ 《新

民丛报》显然在“展示”上做足功夫，首先在版式上面貌一新。之前梁启超主笔的改良派报纸，采

用石印印刷、线装装订，而《新民丛报》在日本印制，洋式装订、铅字排版，而且字数大幅增加，

设立了许多新的“门类”，所谓“本报纯仿外国大丛报之例，备列各门类，务使读者得因此报而获

世界种种之知识”，共列二十五类，第一类即“图画，每卷之首印中外各地图或风景画及地球名人

影像”。新增的“图画”专页，采用日本的先进技术玻璃印版制作，比石印效果更具质感，这也属

空前之举。当时国内报刊少有使用图像的，如与《新民丛报》同时创刊的《外交报》也刊登肖像照，

却仍用石印制版。

从给读者带来乐趣并起促销作用来说，图像至关重要。《新民丛报》一开始就宣称 ：“每卷必

有名人画像、地球名胜数种，读者可得尚友卧游之乐。”据梁启超致康有为的信函，《新民丛报》

出版后“销售之旺，真不可思议，每月增加一千，现已近五千矣”⑩。同时，在标榜乐趣的表层

底下埋藏着复杂的“展示政治”，在图像配置上，《新民丛报》与《新小说》颇为不同，前者所用

肖像绝大多数是政治、思想、科学、文学等领域的世界名人，以男性为主 ；后者则以世界文学家

与演艺明星为主，女性居多。风景照方面，前者多为世界各地的地标性景色，后者则以地方景色

与风俗为主。由于性质与阅读对象不同，它们各有分工，遂造成这一基本区别。

《新民丛报》第 1 号的人物肖像为“法帝拿破仑第一”“德前相俾斯麦”，第 2 号为“美国前

大统领华盛顿”“英国前相格兰斯顿”，第 3 号为“英国前女皇域多利亚”（即维多利亚）、“德前皇

威廉第一”。这六位人物在世界近代史上叱咤风云，影响深远，这样安排显然出于某种考量，展

示了丛报的全球视野与政论倾向。文章与图像在刊发时间上不尽一致。第 4 号的“英儒倍根”（即

培根）与“法儒笛卡尔”，是为梁启超在第 1、2 号连载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一文所

配的肖像照。除了培根和笛卡尔，他还介绍了卢梭、孟德斯鸠、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等，也都一一

配上肖像。第 38/39 合刊号的《德国政治大家伯伦知理》一文，是在同期刊出肖像。既然丛报以

“国家主义”为宗旨，伯伦知理就显得尤其重要。⑪梁启超特别看重传记，重视表现传主的爱国主

义精神与伟大人格。如《意大利建国三杰》，所配肖像分别是“将军加里波的”“宰相加富尔伯爵”“民

党领袖马志尼”，与文章第一部分同期在第 9 号推出，而文章则连载 8 期（《新民丛报》第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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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16、17、19、22 号，后文未注明来源的号数均指《新民丛报》）。最具影响的是在第 17、

18 号发表的《罗兰夫人传》，肖像迟至第 74 号才出现。关于这些传记，如梁启超自言 ：“笔端常

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矣。”⑫在此意义上肖像的作用，正如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

所提及清末照相馆橱窗里的“曾大人、李大人”的照片，是供人们学习的榜样。⑬

肖像的标题也往往带有思想或政治意涵。“法帝拿破仑第一”之类较为中性，而许多标题加

上了定性字眼，如“政治学大家法儒卢梭”“英国硕儒达尔文”。梁启超在第 21 号发表《论专制

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接着第 22 号刊登“专制政界魔王奥国前宰相梅特涅”之图，就

显得前后呼应。第 3 号刊出“英国前女皇域多利亚”肖像，女皇于此前一年逝世，排在拿破仑

和华盛顿之后，显见其重要性。的确，维多利亚女皇在位长达 64 年，推动造就“日不落”的“大

英帝国”。《新民丛报》第 2 号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说 ：“英国自二十年来，产业之发达，

既臻至绝顶，昔为世界工业之中心点者，今则变为世界之资本之中心点焉。”⑭梁启超眼中的英国，

女皇影响犹在。有趣的是 1905 年 2 月《新小说》上刊登“清太后那拉氏”肖像，与此形成对照。

慈禧晚年所拍的一些肖像照进入了公共传播领域。同样在 1905 年 2 月，《万国公报》刊登的慈

禧手执团扇图，与《新小说》上的一模一样，上方白框中有“大清国当今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

万万岁”的题签，⑮而《新小说》则改成“清太后那拉氏”，直呼其名是一种亵渎，也是不承认

其合法性的表示。改良派对慈禧一向深恶痛绝，1903 年《新民丛报》的一篇短评《太后又举行

万寿之典》说 ：“议教育则曰无款，议军备则曰无款，议劝业则曰无款，独万寿庆典，则内帑之款、

政府之款、官吏之款、民间之款，不知何以源源其充牣也”⑯，即揭露慈禧太后以民脂民膏为自

己祝寿的丑恶面目。

 

　　　   《万国公报》，1905 年                                         《新小说》，19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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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政治意涵的还有“保定府皇上阅操练图”（第 32 号），是光绪在位时所摄，改良派用作

其政治立场的宣示。“横滨大同学校兵式体操图”（第 9 号）与“大同学校秋季兵操图”（第 61 号）

则标榜康梁一派的海外教育事业。许多风景照也并非单为欣赏，如多幅英美等国的议会厅图也

跟“欧美各国立宪史论”之类的文章相配合。有时图像通过搭配而寓褒贬之意，像“北京煤山图”

只会与崇祯皇帝自缢的惨象相联系，而“北京颐和园图”则是慈禧太后与国耻的代名词，两照放

在一起，带有对照明清帝国末日的讽刺意涵。

《新民丛报》图像使用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刊登日本名人肖像，体现日本对梁启超的影响，

也显示了地缘政治的特点。从“日本维新二伟人”西乡隆盛与福泽谕吉（第 7 号）、“日本三政党领袖 ：

立宪政友会侯爵伊藤博文、进步党伯爵大隈重信、前自由党伯爵板垣退助”（第 14 号）、“日本维新

前爱国大侠”吉田松荫与藤田东湖（第 21 号）到“日本故众议院议长片冈健吉、日本故贵族院议

长近卫笃麿”（第 40/41 号），犹如一座明治维新功臣的名人堂。明治维新为梁启超提供了立宪政体

及政党政治的范式，民初他加以仿效，建立“进步党”并自为党魁。特别是在日俄战争期间，从

1904 年 1 月到 6 月，《新民丛报》第 44/45、第 46/47/48 合刊号及第 49 号作为报道战争进程的特刊，

以“日本天皇陛下”与“俄皇尼古拉士二世”领衔，共刊登了 50 幅日俄双方首脑、将领的肖像，

但其中日方占 40 幅，而俄方仅占 10 幅。数量如此悬殊，有可能是因为获取日本的信息较为容易，

也同梁启超的政治判断有关。戊戌变法期间康、梁曾向光绪皇帝建议仿效俄国彼得大帝大权独揽，

并参照日本明治维新实行改革，而此时的梁启超已把尼古拉二世看作专制政体的代表了。

展现全球文明进化景观

图像担负着杂志视觉宣传的任务，直接间接地为文本服务，两者存在互动关系。图像在配合

梁启超的论述时存在有趣的落差。前述培根、笛卡尔、伯伦知理与意大利爱国三杰等提供了图文

密切配合的范式。不过梁启超以“善变”著称，头绪繁杂，文章有时好像连载小说，因此文图之

间很难协调一致。比如梁启超发表了不少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如《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从第 9

号开始分六次刊登（第 9、13、17、19、23、51 号），涉及西方“重商主义”“重农学派”等经济

学理论。此外他还写了《中国货币问题》《外资输入问题》等，却始终没有这方面的肖像。如第

19 号专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完全可以配合肖像。稍有相关的仅为第 28 号刊登的美国“铁道

大王温达必”(C. Venderbilt)，这与《新民丛报》重视中国铁路与各国资本现状有关。再如，梁启

超从第 10 号开始刊发《格致学沿革考略》（第 10、14 号），显示他对世界科学发展的关注，而配

图方面从第 30 号开始刊出“电话发明者克剌谦俾尔及其夫人”“无线电信发明者马哥尼”。此后

陆续刊登了蒸汽机、X 光线摄影（第 36 号）、电报（第 42/43 号）、电学（第 52 号）、天文望远镜（第

84 号）、化学 ( 第 85 号 )、海底电线（第 88 号）等科技成果的发明家的肖像。其实《格致学沿革考略》

没有写完，而所用肖像则超出其范围形成一个科学谱系。

另一方面，也有图像先于文本、文本根据图像调适的情况。比如，第 5 号刊出了康德的肖像，

但梁的相关论文是从第 25 号开始连载，断断续续分为四期，至第 46/47/48 合刊号才刊登完。第 2

号出现“德前相俾斯麦”的肖像，而“蜕庵”的《铁血首相俾斯麦》发表于第 34、36 号的“传记”

栏目。德皇威廉二世、英国政治家张伯伦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等都是先有肖像，后来才在“人物时评”

专栏中有他们的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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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新民丛报》文图之间的配合基本上是不规则的，各有其自身逻辑，不断互相调

适和补充，总体上统一于对人类文明景观的展示。

的确，《新民丛报》与《新小说》展示了中国与东西洋文化交流的景观，其开创性魄力与

波澜壮阔的气势在 20 世纪中国杂志文化中可说独一无二。这多半归功于梁启超的“业余主

义”(amateurism)——借用列文森的概念。梁的百科全书式的宽广视野受益于中国人文传统，但在

崇尚专业主义的现代社会就不一定合适，其论述风格很快遇到挑战。1904 年《时报》创刊，担任

主笔的陈冷血就代表了一种专业主义的倾向。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提到，日俄战

争以后，“梁启超早年提倡出来的那种‘情感’的文章，永永不适用了。帖括式的条理不能不让

位给法律家的论理了，笔锋的情感不能不让位给纸背的学理了”⑰。所谓“法律家的论理”即指《时

报》而言，虽然“永永不适用”略显夸张，却是胡适当时的真实感受。但《新民丛报》与《新小说》

在其活跃的四、五年里，共刊登了约 347 张图像，在全球视野中展现了文明景观，这对近代中国

无疑是一场视觉盛宴。《点石斋画报》已有先例，其将世界各地新闻描绘成图，且采用透视画法，

接近照相真实，被称作“全球想象图景”⑱。不过根据奇闻轶事绘制的世界图像毕竟还是有局限的。

《新民丛报》与《新小说》所展示的世界图像更为丰富和真实 ：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的肖像含有西方哲学源头的象征意义 ；从文艺复兴到 19 世纪的重要思想家几乎包罗殆尽 ；政治

上主要是近世至当代东西洋的领袖人物，有意思的是第 8 号刊登的“杜兰斯珪大统领古鲁家”和“菲

律宾大统领阿圭拿度”，似乎照顾到亚非弱势地区。中国方面则有“祖国大政治家王荆公先生”“祖

国大教育家王阳明先生”（第 56 号）。袁崇焕（第 60 号）和邓世昌（第 25 号）是爱国将领，曾国

藩和左宗棠（第 11 号）是近世政治人物，思想方面以陈白沙（第 60 号）和谭嗣同（第 25 号）为代表。

与“宗教改革者玛丁路德”（第 17 号）相对应，中国也有“宗教改革之伟人六祖”（第 73 号）。科

学方面包括电话、电报、蒸汽机等重要科技成就的发明家。文学方面有莎士比亚与弥尔顿。马君

武介绍了德国两大“文豪”歌德和席勒（第 28 号），两人的肖像出现在《新小说》（第 14 号）中，

另有托尔斯泰、拜伦、雨果、雪莱、梅特林克、马克·吐温、吉卜林等。女性肖像相对较少，《新

民丛报》中仅 8 幅，《新小说》15 幅，却对正在起步的女权潮流意义深远。维多利亚女皇和慈禧

太后同样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褒贬有别，意蕴无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意大利和日本王

妃皆显示王室仪范，华盛顿之母乃是为母表率，特别是“法国三女杰”——“救亡女杰贞德、革

命女杰罗兰夫人和刺奸女杰哥尔地”，在当时传颂一时。而几幅“泰西美人”和法国“女优”则

具有十分前卫的意涵。

杂志使用的图像自成体系，直观具象地诠释了人类文明竞争进化的历史，而对重大事件或人物

的重复则含某种强化意识，如第 17 号上有“亚美利加开辟者哥仑布士”肖像，在第 72 号另刊“哥

仑布初探见新大陆之图”，描绘其亲吻新大陆土地一幕。这对梁启超的“新民说”的重要部分《论

进取冒险》（第 5 号）起到彰显作用。早几年他在提倡“诗界革命”时召唤哥伦布式的“诗王”，⑲且

被其弟子誉为“诗界哥仑布”。这种冒险进取的精神进而转化为一种殖民者崇拜，如他在《中国殖

民八大伟人传》（第 63 号）一文中，把历史上在海外建国的梁道明、叶来等人作为伟大殖民者而推

崇备至 ：“以吾所述八君子者，以泰西史上人物校之，非摩西则哥仑布、立温斯敦也。”⑳ 

这一时期梁启超主张“开明专制”，不像《清议报》时期那么醉心“民主”“自由”、抨击专

制。然而图像有时仍能溢出文本的局限，凸显革命、自由与平等的价值。比如关于美国革命，除

华盛顿肖像外还有“华盛顿之母”（第 57 号）、“美国麻省英美战役战功纪念碑”（第 22 号）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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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独立树之图，华盛顿初起兵誓师于此树下”(《新小说》第 18 号 )，表彰为摆脱殖民统治而战

的美国独立战争，与《新民丛报》对殖民主义的赞扬不无偏离。《新民丛报》还再三以图像向林

肯致敬，如“美国为国流血之大统领林肯”（第 19 号）、“林肯释放黑人之铜像”（第 72 号）及“林

肯幼时所居之宅”（第 81 号），释放出反抗压迫、争取平等与解放的信息。更为吊诡的是有关法国

革命的图像。《新小说》第 5 号与《新民丛报》第 51 号刊登“法王路易第十六被巴黎市民逮捕之

图”。此时改良派极力反对革命，康有为在《法国革命史论》中渲染法国革命血流成河的残暴恐怖，

梁启超在《释革》《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等文中一再申明反对革命的立场。然而如第 71 号“法

国革命之活剧，破巴士的大监狱之图，围攻巴黎皇宫之图”，采用法国名画，表现巴黎民众推翻

旧王朝而获得解放的场景，当时反清革命运动方兴未艾，这类图像事实上可引起不同的解读。

两刊物中还包含约 140 幅风景照。这部分图像出色地诠释了杂志的人文内涵，全景式呈现了

人类文明的风貌与各民族的文化差异 ：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凯旋门、七月革命纪念塔，伦敦的大

教堂、泰晤士河、塔桥与水晶宫等，希腊雅典城，纽约自由女神像及布鲁克林大桥、华盛顿国会

议事堂，罗马的教皇宫殿、博物院、大剧院与游戏场，柏林博物院，悉尼实景图等。这些大多为

世界都会的标志性人文景观，集中在可作为中国楷模的欧美各国。而“俄国经营旅顺口之全景”

与“德国经营胶州湾之全景”则显示两国在中国占据殖民地的现状，表现出对列强的选择性展示。

另有关于英国、日本、奥地利等国大学的图像，说明其对教育的重视。关于世界风景名胜的图像

也颇具标志性，包括苏伊士运河、埃及金字塔与尼罗河、夏威夷风景、比利时滑铁卢战场、意大

利那波利火山、美国尼亚加拉瀑布、加拿大加里波山中吊桥、日本奈良春日神社及东京上野公园等。

关于中国则有万里长城、明长陵以及浙江会稽的夏禹庙、夏禹墓，显示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 ；“山

东孔林庙”与“朝鲜平壤箕子墓”并列，用意在于说明儒家思想的东亚影响 ；居庸关、青岛全景、

北京皇宫全景、杭州西湖全景等展现中国疆域之广、江山之美 ；“契丹文字、女真文字、西夏文字、

磨些文字、罗罗文字”（第 65 号）以图像展示中国的多民族文化。编辑者对于中国深厚的历史与

文化传统始终怀着自豪之情，并表达了中国必定与世界文明一起进步的信念。

阅读脉络与图像谱系

图像的意义并非仅由生产者所决定。尽管《新民丛报》编辑者有其宣传目的，但“他们还是

无法完全掌控影像在不同脉络下和不同观众中所引发的意义”㉑。

《新民丛报》创刊号第一幅图是“法帝拿破仑第一”。图中拿破仑身穿戎装，怀抱其爱子。在

当时的中国，拿破仑已是著名人物。19 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把拿破仑的历史介绍到中国，将他描写

成穷兵黩武、荼毒生灵的恶魔，后来拿破仑的传奇广为流传，甲午之耻后中国人感受到民族危机

而为这样的盖世英雄欢呼，㉒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更把拿破仑当作“旷世英雄”而佩服得五体投地。

1902 年他在《新民说》中要求国人学习拿破仑的“冒险进取”精神 ：“法国大革命后，风潮迅激，

大陆震慑，举国不宁。时则有一小军队中一小将校，奋其功名心，征埃及，征义大利，席卷全欧，

建大帝国。犹率四十万貔貅，临强俄，逐北千里，虽败而其气不挫，则法皇拿破仑其人也。”㉓

尽管拿破仑的故事已深入人心，国人却并不清楚他的真实相貌。对于此图，或许读者更好奇

的是图中他抱着的儿子，因为此前有关拿破仑的故事都是讲他能征惯战、所向无敌，基本未涉及

其私生活。而次年《新小说》上的一幅“拿破仑与普鲁士王后会于的尔薛之图”更为有趣，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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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 · 高斯的名画，描绘 1807 年 6 月普鲁士国王及其王后与征服者拿破仑缔结城下之盟的

情景，拿破仑面朝王后，好像含情脉脉，到底其中有什么故事，读者不得要领。

阅读脉络随时空转移而千变万化。读者在十多年后重看这两张图，就不会再感到疑惑。民初

的消闲杂志如雨后春笋，经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拿破仑的情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舞台上

搬演拿破仑之妻怎样背叛他而一再出轨，报纸广告讥笑他被戴“绿头巾”。杂志中相关图像也越

来越多，可以看到拿破仑儿子的幼年照片，或者他在流放海岛上与乌龟形影相吊的图画，小说里

提到拿破仑去握普鲁士王后的手遭到痛斥，电影院里也放映拿破仑打仗的故事片。㉔

从图像谱系看，《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刊登这两幅拿破仑图像，是绝对领先于时代的，首

度让国人目睹拿破仑富于人情的真容，掀开其私人生活的帷幕一角。在“法帝拿破仑第一”之后，

1902 年 8 月有一本史子彬的《欧洲第一雄主传》出版，封面为坐在椅子上的拿破仑肖像，是根据

1814 年德·拉·洛奇 (De la Roche) 的油画用石印翻制，书中写到拿破仑爱上一个叫“乔西非你”（即

约瑟芬）的寡妇而结婚。㉕接着 1903 年涌现了至少五种拿破仑传记，大多从日文转译，内容仍不

离政治军事方面。㉖其中上海徐汇报馆的《增补泰西名人传记》有石印拿破仑肖像。而文明书局的《拿

破仑》中的戎装肖像，与“法帝拿破仑第一”的影像效果一样，应当是引进了日本的玻璃照相制版。

同年在“小说界革命”影响下创刊的《绣像小说》杂志，连载洗红庵主的《泰西历史演义》，演述

拿破仑传记，每回配有插图。1909 年创刊的《图画日报》以拿破仑作为“世界名人历史画”系列之一。

1914 年 1 月《中华小说界》有“拿破仑之后及其子罗马王”，9 月有“法皇拿破仑第一及其皇后加

冕之图”，即雅克－路易·大卫在 1805—1807年绘制的名画，原作现在巴黎卢浮宫。1916年 6月《春声》

法帝拿破仑第一，《新民丛报》

第 1 号，1902 年

拿破仑与普鲁士王后会于的尔薛之

图，《新小说》，19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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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期刊出“拿破仑之策马过亚尔泼山图”，即雅克－路易·大卫 1801—1805 年绘制的“拿破仑跨

越阿尔卑斯山”。从民初大众传播的“拿破仑热”可见，“图像谱系”的形成，构成了拿破仑中国

传奇不可分割的部分。从辛亥革命后四川妇女流行梳着“偏分式”的“拿破仑式”一例看，㉗很难

想象如果单有历史文本而缺少图像谱系，近代中国人对于拿破仑会是怎样的认知。在中国与东西

洋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拿破仑”占据着活色生香的一页，在法国大革命与世界近代史的背景中

展开后宫秘史与花都巴黎的浪漫想象。在拿破仑的中国传奇的生产过程中，浓厚的感情投入与“拿

来主义”策略相辅相成，也是探寻近代中国主体自我形塑的一种表现。

2013 年荷兰博睿公司出版的《视觉化中国，1845—1965 ：历史叙事中的动静图像》一书，将

其时各种图像、影像资料分为“砍头”“广告”“都市居住”“街头小贩”“名媛闺秀”等主题，实

践了一种跨学科社会文化史书写，在挖掘图像证据、重现历史感知现场以及视觉传播等方面为历

史建构方式带来新启示。㉘以不同主题的图像谱系来建构历史叙事，正体现了有别于语言表述的

视觉方法。再从《新小说》举一例说明“图像谱系”的重要性。1904 年 9 月《新小说》第 10 号

有两幅“泰西美人”图。“泰西美人”一词含有中西文明交流的意涵，出处见于 1902 年梁启超在《新

民丛报》上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 ：“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

美是也 ；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

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㉙梁启超把“文明”

比作“美人”，表达了对新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乐观愿景，而把抽象比喻转为“迎亲”的具象描 

述，所谓“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好似一个鲜活的“西方美人”呼之即出，“宁馨儿”

也像一个可爱的小孩子。因此刘人鹏指出 ：“香草美人般的倾慕，竟成为娶妻生子以亢我宗的婚

姻目标。”㉚这样的想象，在晚清流行“强种”即“强国”的生理学话语的语境中未必不能理解。

而在当时救亡图存思潮的影响下，“西方美人”一词是指为国为民、富于理想、敢于牺牲的

西方妇女，如《新民丛报》中的“法国三女杰”。1903 年吴保初《元旦试笔示二女弱男亚男》一

诗有“西方有美女，贞德与罗兰”㉛之句，把“女杰”称作“美女”。1903 年陈撷芬办《女学报》，

提倡兴办女学、反对缠足，把“西方美人”当作楷模，她们是各国“女豪杰”，才德兼备，爱国利民。

在反满革命思潮影响下，陈撷芬等人激励女子争取自由与平权的战斗精神，主张朴素自然、体魄

强健，反对梳妆打扮，所谓“品行端正胜面貌美丽”成为她们的信条之一。㉜因此，有学者认为“美

人”当时“不是实指西方女子的容貌如何出众，它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㉝。

因此，与“拿破仑”的肖像相似，梁启超的“西方美人”与当时的受众之间也产生不小的落

差。1904 年 6 月《新小说》上的两位“泰西美人”，完全不是概念性的“美人”，而是有血有肉的

真实再现。此前《新小说》刊出的“法国女优图”，同样风情万种，显示西方美人在舞台上的本相，

与中国女性的实际状况形成强烈反差。阿底路的热情奔放的身姿，挨嗹士的眼神，均展露无限风情，

凭借先进的照相制版技术，给读者带来的震惊效应可想而知。

“西方美人”的图像谱系比拿破仑的起源更早，也更为复杂而丰富。笔者曾撰文指出，“美人”

话语在中国源远流长，在近代中国被当作国族想象共同体的象征符号，“西方美人”则担任了传

播文明价值的中介角色。㉞从晚清《点石斋画报》到民初月份牌、百美图，再到好莱坞女明星，

随着民初从“革命”到“共和”的意识形态转型，“美人”图像与大众消费结合，成为都市的日

常景观，也对建构现代新文化有重要贡献。而在这一图像谱系中，《新小说》的“泰西美人”图，

无论在内容还是复制技术方面都是十分超前的。类似浪潮民初才迅速涌现，《小说月报》《香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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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眉语》《礼拜六》《中华小说界》等杂志刊登了大量“女优”“西方美人”及“化妆西女”图，

正是沿着《新小说》一脉发展而来。

余论 ：梁启超与视觉现代性

弗朗西斯 ·哈斯克尔在《历史及其图像》一书中说 ：“在许多世纪中，肖像一直是历史读者——

及作者——最常见、最重要，通常也是唯一的形象化历史证据。”㉟从西方传统看，自罗马帝国以

来，君主头像被铸于钱币上或制成各种纪念品，就像今天在西方国家随处可见帝政时代的帝王大

臣的肖像，让人们习惯在公共空间里对其自由瞻仰或观赏。1880 年，在华传教士主办的《花图新报》

泰西美人，《新小说》，1904 年

法国著名女优阿底路，

《新小说》第 1 号

法国著名女优挨嗹士，

《新小说》第 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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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出“俄国公主与其英国丈夫”的半身肖像，将铜版原刊通过石印复制，在当时报刊中已属先进

技术。此后，1884 年创刊的《点石斋画报》不断刊出英国女皇或日本天皇等的半身肖像，1889

年创刊的《万国公报》也不时有中外政要的肖像照。西方的肖像及公共政治的观念因之输入。

中西世界观碰撞与交融，首先是视觉性的。晚清中国对于摄影技术的接受经历了曲折过程，

一般人认为照相会把人的魂灵钩摄了去，或相信“洋鬼子挖眼睛”之类的传闻。㊱ 1913 年张石川

要拍电影时找不到演员，“盖时沪人多重迷信，目摄影为不祥，率不敢轻易尝试”㊲。对待肖像也

有很多禁忌。1878 年郭嵩焘担任驻外公使期间，有画师要为他画像，他要求一定“两耳齐露”，

甚至要把脑后的顶戴花翎也画进去，这反映了肖像画所含的文化差异。㊳鲁迅在《论照相之类》

中说“半身像是大抵避忌的，因为像腰斩”㊴，晚清时期中国人的肖像照基本都是全身的，即使

得风气之先的妓女也是如此。慈禧太后1903年开始拍肖像照，一律是全身，美国画家卡尔为她画像，

被要求脸部不能出现阴影，㊵这些都说明传统观念仍然顽强存在着。因此，在肖像使用方面，《新

民丛报》和《新小说》可说实现了一次与西方的实质性接轨、一次观念的象征性飞跃。

如果说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基本挑战是如何重新认识世界，那么图像就具有形而上的意义。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境界说”，从“独上高楼”“衣带渐宽”到“回头蓦见”，可说是

一个通过观看并艰苦求索而认识真理的隐喻，也是他自号“观堂”的命意所在。㊶对《新民丛报》

与《新小说》的图像读解，有利于对杂志的整体理解。需要指出，在世界镜像的观照之中所展

开的话语论述具有一种自反性 (self-reflexive)，如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所说，

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人在与社会机制互动中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现代性规划，而以眼见为实为前

提。㊷梁启超通过杂志传播大量图像，给中国人带来世界真实形象的启蒙，为晚清以来的新知识

体系建立了可见可感的视觉基础，从而具有认识真理的意义，其西化程度较五四新文化不遑多让。

他的大量论述正体现了自反性特征，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史学》等，以自我批

判的姿态从事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转换。同样，图像谱系也属于知识体系的传播部分，涉及对

传媒起制约作用的技术机制及其纵向的历史渊源与影响。因此，加强图像研究有助于对文本与

历史关系的重新认识。

而在意识形态功能方面，两本杂志对图像的使用可谓空前，也体现了梁启超对于图像的功利

态度，构成中国视觉现代性颇具标志性的内容。此前梁在《夏威夷游记》中声称 ：“为十九世纪

世界大风潮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不得不为世界人。”㊸《新民丛报》第 1 号刊出他的《二十世纪

太平洋歌》，犹如一部世界文明简史，最后表达 ：“我有同胞兮四万五千万，岂其束手兮待僵？招

国魂兮何方？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吾闻海国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泼，吾欲吾同胞兮御风以翔，吾

欲吾同胞兮破浪以飏。”㊹图像可谓赋形生动地昭示了这种世界主义的襟怀。

本文最后想指出，研究者一贯注重梁启超的“宏大叙事”，却忽略了他较为世俗的面相及其

影响。梁启超在 1920 年代说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

把里头所含的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 ：凡人必常常

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㊺正如在《新民丛报》与《新小说》上大量刊登图像，标榜要

使读者得到“卧游之乐”，如此大规模使用图像，尤其是对于“拿破仑”与“西方美人”等图像

的超前性选择，已预示了民国初年的都市文化消费潮流。这归根结底源于梁启超业已改变的“革命”

观，即在《释革》一文中试图摆脱“汤武革命”式的暴力模式而将“革命”重新定义为“人群中

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的“变革”，㊻遂为世俗日常生活的变革带来无限可能性。在此意义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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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丛报》与《新小说》开启了“长程革命”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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