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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与历史的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彼得·伯克的《图像证史》一书对历史学征用

图像这一领域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研究，开篇即说明两个要旨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关

于如何将图像（images）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写作本书的目的有二 ：一是鼓励此种证据的使用，

二是向此种证据的潜在使用者告知某些可能存在的陷阱。”①学者处理图像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主要

就在这两个思路中进行，一方面是各种新史学积极征用各类图像，用图像扩充史料的范围 ；另一

方面是艺术史家、史学家不断提示图像不同于常规文字史料的特殊性，讨论将图像作为历史证据

容易产生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对图像证史应持审慎态度，但思路不在于如何通过认识图像自

身的特性（伯克用“弱点”一词）来正确补充历史叙述而避免掉入“陷阱”。笔者尝试提出“图像－

历史”的概念，认为图像进入历史并非是以何种方式对历史学（文字－历史）进行扩充，而是其

进入造成了一种穿破和批判。图像的运动性、脆弱性、非线性、暧昧性等特点，对线性的、知识的、

“图像－历史”：“历史3”何以可能
——对图像证史的反思

唐宏峰

【内容摘要】　对于“图像证史”应采取审慎态度，但思路不在于如何通过认识图像自身的特性来正确

补充历史叙述而避免掉入“陷阱”。图像进入历史并非是以何种方式对历史学（文字 - 

历史）进行扩充，而是其进入造成了一种穿破和批判。图像的运动性、脆弱性、非线性、

暧昧性等特点，对线性的、知识的、叙述的历史本身产生质疑、批判和穿透打碎的作用。

这里，图像 - 历史不是延续和扩展既定的历史模型，而是由于这种联结和进入使得历史

模型本身受到质疑。图像 - 历史也许提供了在“历史 2”（历史学、历史叙述）之外的另

一种“历史 3”，帮助我们触摸神秘、幽深的历史本身（“历史 1”，历史事实）。

【关  键  词】　图像证史　图像　历史　《点石斋画报》　潜能　于贝尔曼

【作　　者】　唐宏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员。（北京  100871）

微信公众号



思　　想   二 O 二 O 年  第三期

109Mar.   2020

叙述的历史本身产生质疑、批判和穿透打碎的作用。这里，图像－历史不是延续和扩展既定的历

史模型，而是由于这种联结和进入使得历史模型本身受到质疑。图像－历史也许提供了在“历史 2” 

（历史学、历史叙述）之外的另一种“历史 3”，帮助我们触摸神秘、幽深的历史本身（“历史 1”，

历史事实）。笔者将以《点石斋画报》上一张放弃了部分绘画对象的图像来进入这个问题，将“不

能画”转换成“能不画”，展现图像－历史的潜（无）能。

图像对历史的“穿破”

晚清最重要的新闻画报《点石斋画报》上曾刊登一张田子琳所画《日之中方》（图 1），表现

上海法租界在洋泾桥堍新造的“报风旗”与“验时球”。相关文字介绍其原理和作用，赞叹其为 

“奇制”：报风旗可以随着风力和风向的变化而改变颜色和方向 ；验时球在一天中的特定时刻升

起，让市民据其调整时间。这是典型的《点石斋画报》表现洋场新物的图画。画面最突出的事物

是这个高耸的“验时球”，其形制符合文字介绍的原理和面貌，但与《格致汇编》上用西法纯粹

表现科学器物的图像非常不同，画师田子琳花费了更多笔墨描摹仪器周围的环境与人物，包括仪

器下面三三两两抬头观看的人群，大马路上乘坐新式马车、人力车等各式交通工具的人，马路两

旁的西洋建筑，路边由电线连接的一排路灯，还有远处的水面和水上的轮船。问题在于，画面中

只有验时球，却没有报风旗。文字解释说 ：“旗无定形定色，但视风之趋向力量以为准，未易摹绘，

故舍旗而存球。”这是非常奇怪的，旗帜并非难画之物，即便是风中之旗，无论在中国传统绘画

还是在《点石斋画报》的其他图画中也都极常见。那么，为什么没有画出旗帜呢？画师的困惑提

示了什么重要的意涵？

图 1　 《日之中方》，《点石斋画报》（乙十，七十五）

这里存在可读、可见和不可见三个领域——文字是可读的，图像是可见的，图像又以可见包

蕴着不可见。文字介绍两种装置的原理，是知识的、叙事的、线性的、因果的。文字按照理性将

地点、风、旗、球、人组织成一个线性因果的时间链条，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微观的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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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晚清上海洋场如何使用科学新器物。图像则将叙述转化为场景，让目光在空间中循环。田子

琳画出了高高在上的验时球，更画出了包含无数细节的空间场景本身。图画将吴淞口法租界的公

共空间细致呈现出来，包括宽敞的马路、公共照明、大轮船等，高高在上的验时球成为吴淞口的

装饰。只要细心些就会看到 ：杆子下面指点私语的人群似乎是在讨论这些新玩意儿 ；那个刚刚从

独轮车上卸下包袱的先生，正在掏钱给人力车夫，许是刚从外地回到上海 ；从黄包车上下来的小

姐，不知要到哪里去 ；法租界的巡警孤独地站立着……画师没有画出报风旗，却充满热情地描画

着历史叙述中心物之外一切微小的、微弱的人与物，甚至包括树叶、瓦片、烟雾。图像志研究揭示，

图像意义的阐释依赖于文献知识，一旦文献确认画面为“莎乐美”的故事还是“朱迪斯”的故事，

意义就被锚定，图像转化为叙事，一切便安全可控。②图画被确定为两种新器物的图解，观者就

仿佛正确把握了图像。然而图像实际包含的显然更多。甚至这张图又以其故意的放弃，将图像的

潜在性（不可见）暴露出来。非线性的循环往复的图像从来都是充满间隙的，或者说图像的特性

就在于间隙、空白之间的意涵，是无法诉诸语言的“间隙的图像学”。

这里就有了两种历史 ：文字－历史和图像－历史。为了更清晰地表述，我们先把历史区分为“历

史 1”和“历史 2”。历史 1 就是历史真实，是往昔发生的转瞬即逝的事实。历史逝去便无法把握，

而为了（有限地）加以把握，便有了历史 2，这是人们用语言文字讲述的历史，即历史叙述、历史

学、文字－历史。历史 2 是对历史 1 的无限贴近与复现。而当图像进入历史，即通过图像来贴近、

描摹、理解历史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图景出现？“历史 3”是可能的吗？③

图像总被看作是具象的、孩童的、前现代的，而文字则是理性的、观念的，《日之中方》似

乎正验证了这一点，图像画不出来的报风旗，文字却说得出来，图像败给了文字。就图像、文字

与历史 1（历史）所形成的关系而言，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图像是对历史 1 的抽象，再具体的图像也是对于对象进行简化抽象的结果。图像用场景取代

了事件。按照弗鲁塞尔（V. Flusser）的观点，在图像中，一切都是循环往复的，一切都参与到赋

予意义的语境中，因而是非线性的、非历史的（非历史 2 的）。图像在结构上有别于历史 2 的线行性。

在线性历史中，一切要素之间是时间先后的因果关系。而在图像的世界，一切要素是非因果的循

环往复。弗鲁塞尔用公鸡打鸣与日出的关系来说明文字与图像的差别，文字必说明因为日出所以

打鸣，而图像中日出与打鸣之间是循环重复而非因果关系。这类似于本雅明对“过去（the post）

/ 现在（the present）”与“曾在（what has been）/ 当下（the now）”的区分，前者是同质、均匀、

前后相继的自然时间，后者则是形象性的辩证凝结。④

而文本又是对图像的再度抽象，进而是对历史的更高程度的抽象。在图像之后，线性书写被

发明出来，用概念思维对抗图像思维，用线性的历史给循环往复的图像时代编码。 “文字 - 历史”

用文字的线性对应历史的线性，从此，对历史只剩下了一种理解——历史 2。历史 2 就是逐渐把

图像编码为概念，阐释图像的意义，逐渐为图像去魅。伴随这个过程，偶像变成艺术，图像变成

文字。⑤在这种关系中，文字被认为是理性的、知识的、历史的，而图像则是非理性的、非知识的、

非历史的，因而是不足的，需要文字解释。在与知识和历史的关系中，图像是不足的，就像《点

石斋画报》的这张图。但是，也许我们该对图像有另一种认识。

在《以侍女轻细的步态（图像的知识，离心的知识）》这篇文章中，于贝尔曼（George Didi-

Huberman）讨论了艺术与历史的关系。他指出，艺术史是“作为局部知识或小知识的艺术史”，“历

史学架设起一台巨型知识‘装置’，而与此同时，艺术史则仅作为有关局部认知的简单‘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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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运作”。于贝尔曼进而指出，历史对艺术史的接受，仅限于“致力于将作品重新放到它们所诞

生的历史时代的视觉文化中”的艺术社会学。“这场对艺术史的迎接是如此审慎，以至于我们得

到这样一种印象，即历史这门学科仅仅在其对象（objects）、领域（champ）和时间（temps）不被

质疑的隐含条件下，才算是做好了遭遇图像领域的准备——仍旧依赖于传统理念下图像世界与‘再

现’世界之间的等同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图像从未以其现实所是被对待过，即能向所有一般历

史性发问的对象，能将历史从其可理解性模式和其用以阐释的工具的内部向外敞开的对象。”于

贝尔曼认为有两种方式理解历史向图像的“敞开”，一种是扩张，一种是穿破（blesser），二者完

全不同。扩张是“让其领地向图像扩张，当然意味着接受新的对象，然而也意味着把这些新的

对象捕获、吸收进预先便存在的某种通行的学术行政机制中”。而穿破作为“洞穿领土或穿越地

界意义上的敞开”则完全不同，“只有这种敞开才是拥有批判维度的，才是拥有超越边界的跨域

（extraterritoriale）能力，唯有如此，它才能辟出未经之路并改变所跨越领地的自洽性……”⑥。于

贝尔曼对我们的启发是巨大的，图像进入历史，带来的是对历史对象本身的挑战，而绝非补充和

巩固一个既定模式。但图像的批判也不同于其他知识方式，它“既是运动的、轻细的、脆弱的，

又是非权威化的、实验性的”⑦，以一种异质的方式将固定的历史叙述问题化。

图像的“潜无能”：从“不能画”到“能不画”

再回到《日之中方》一图，其文字对知识确信无疑，图像则仿佛露怯了。《日之中方》中的旗是“报

风旗”，会根据风力的方向和大小改变自身的颜色和形态，随时变化是此旗的区别属性，那么它

便不同于其他的风动之旗，如用惯常的方法去画，结果就不是此“报风旗”了。所以画师田子琳

放弃了。当现实极速变换、没有稳定形式的时候，绘画被放弃了，画家没有截取一种瞬时的面貌，

显然是因为觉得那不真实，其想表现的是随风而变的报风旗，是一种本质的、观念的真实，而不

是下一秒就面目全非的一瞬的表象真实。

近代画报出现以后，图像与当下现实和世界的关系第一次如此紧密，通过读图能够进入当下

现实。这正是彭丽君概括的“写实主义的欲望”⑧。使用写实主义的技巧，图像力图再现、复制

外在现实。这类似卢卡奇和巴赫金对小说的“总体性”和“未完成性”的理解。卢卡奇赞颂“现

实主义的总体性”，主张现实主义文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而巴赫金则把小说的现实

主义理解为贴近无穷的正在进行的现实的努力，这种努力显然永远也不会完成。“写实主义是一

个不可能的计划，因为‘真实的’最终拒绝以它的全部再现眼前。一个复杂的写实主义计划不可

以视再现的反映能力为理所当然的，而应该强调现实的无穷无尽。巴赞或克拉考尔称颂的电影写

实主义包含着视觉的暧昧性，它可以解放而不是限制观看者的诠释力。”⑨这是巴赫金所概括的“未

完成性”。《日之中方》一图体现出作画者对现实之无限与未完成性的认识。画报以无限的热情追

求再现现实，但一种对表象的怀疑与对视觉有限性的认识也偶尔浮现出来。

这种怀疑和放弃，最终指向绘画属性本身。在以图像再现、贴近历史的过程中，历史恰在被

捕获的瞬间滑向一旁。这不仅包括上图的旗帜，而且包含画面所有、绘画本身。而且，文字－历史 

（历史 2）也总是使历史旁落。在《什么是历史事实？》中，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以“公

元前 49 年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为例，说明历史叙述（历史 2）与历史事实（历史 1）之间的差别。

在恺撒与恺撒周围无数士兵之间，在卢比孔河与卢比孔河的河水之间，在“公元前 49 年恺撒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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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卢比孔河”与“前前后后无数人无数次渡过卢比孔河”之间，历史被抽象为一句清晰的包含主语、

谓语的事实，而围绕这一事实的无数人的无数活动、事件与思想都被省略掉了。⑩这个历史事实

在后续时间中的结果反过来决定了它的意义，否则它根本不会进入历史叙述。叙事以线性因果将

意义组织出来，历史便成为有目的有原因的人之活动的时间序列。田子琳放弃画旗，即朦胧地意

识到了历史 / 世界与绘画 / 再现之间的距离。文字自信满满，图画则以其“无能”暗示出历史的

无边无涯。

再进一步，恰恰是这种“无能”，提示出图像的“潜能”，因为它是“能不画”，而非“不能画”。

将“不能画”转变为“能不画”，才算真正贴近了前文所谓图像的“轻细”的“穿破”。这里要引

述从亚里士多德到德勒兹（Gilles Deleuze）再到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这条对艺术创造的理

解线索。阿甘本《什么是创造行为》一文对此有较为深入和具体的回顾与理解。亚里士多德认为

潜能不在行为中，其存在是一种缺失的在场。有某种潜能——或有某种潜能的习惯——的人可以

把它付诸行动，也可以不把它付诸行动。“潜能本质上是为它的不－行使的可能性所定义的。……

潜能是对行为的悬置。……不在行动中的东西也有一个形式或在场，这个缺失的在场，就是潜

能。”“潜能、和潜无能（impotential）在构成上共属（constitutive co-belonging）一个东西。”“‘潜

无能’并不是指任何潜能的缺失，相反，它的意思是不（向行为过渡）的潜能，是和不是、做和

不做的潜能。因为他保持他和他自己的不是和不做，所以他才能是和做。”⑪潜能的本质是潜无能，

是对行为的悬置，是一种摆脱在场的潜能。无阻滞地滑向行动的潜能不是真正的创造。但是如果

说每一个潜能，在构成上都是潜无能，那么，向行为的过渡又是如何发生的呢？阿甘本进而重新

理解德勒兹所说的创造与抵抗之间的联系 ：“在每一个创造行为中，都有某种抵抗和反对表达的

东西。……它的意思是‘停止，阻止’或‘自己停下来’。这种在潜能向行为的运动中抑制或阻

止潜能的势力，就是潜无能，……潜能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存在，它不只既能够做某件事情又能做

某件事情的反面，还在自身中包含一种亲密的、不可化约的抵抗。”“只有能够同时掌控潜能和潜

无能的潜能，才是至高的潜能。如果一切潜能都既是是的潜能又是不是的潜能的话，那么，向行

为的过渡，就只能通过把自己的不……的潜能转移给行动发生了。”⑫正是在这种潜能与潜无能、

是与不是、表达与抵抗的张力当中，创造得以发生。

由此理解，《日之中方》的作者不是“不能画”，而是“能不画”。其放弃所显示出的不正是那种“在

潜能向行为的运动中抑制或阻止潜能的势力”，不正是“潜无能 / 不……的潜能”吗？画师控制了

绘画的冲动，在向行为的运动中阻滞了它的自由发生。“抵抗行为，作为一个批评的瞬间，使潜

能向行为的盲目而直接的冲刺慢下来，并以这样的方式，防止潜能在行为中被‘解决’或完全耗

尽。”⑬如果创造只是“是……的潜能”的话，潜能只可能盲目地闯入行为，那么，艺术就会滑入

单纯的执行。阿甘本进而讨论“非作的诗学”。潜能 / 潜无能建立在创作者对创造行为的自觉意识

基础上，对绘画来说，就是对画的行为的意识，潜能与抵抗中的创造形成的是“思想的思想、画

的画、诗的诗”。“画的画仅仅意味着，在画画这个行为中，画画（画画的潜能，pictura pingens）

被暴露、被悬置了，就像诗的诗意味着，在诗中，语言被暴露和悬置了一样。”⑭《日之中方》画

面中的缺失，指向了绘画本身，成为“画的画”，包含着对何为绘画、绘画属性、绘画与历史 / 世

界的关系等重要问题的自省。阿甘本说 ：“使思想的思想、画的画、诗的诗成为可能的，就是潜

能的这个非作的剩余。”⑮进而阿甘本从对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等人的分析中，阐释人的非作的

本质，“不……的潜能”将人的本质存在从制作产品的工匠的具体存在中超越出来，这与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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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完全相反。具体到绘画而言，能不绘画，首先是一种对绘画的

潜能的悬置和展示，在这里，绘画的潜能没有被简单地转交给行为，而被交给了它自己。

笔者将《日之中方》中的空白理解为潜（无）能的非作，它通过悬置绘画的行为将绘画本身

呈现出来。具体到本文论题，这张图以空白和缺席，将图像与历史的看似透明的关系悬停起来，

进而触摸图像－历史的真正的脉络、网络、面貌与组织。如果说文字－历史的“历史 2”是“作品”，

图像－历史也许可以在“不……的潜能”中以“非作”的形态抵达另一种历史形态——“历史 3”。

“历史 3”的可能

图像的无能是一种“非作”。以文字为基础的历史叙述，将漫溢无边的历史组织为事件、因果、

影响和意义，人在其中获得历史前进发展的规律与人的位置，才会觉得安稳。图像也是人与历史

之间的媒介，但其中介方式与文字存在根本不同。文字对再现现实的“总体性”自信满满，图像

则以其潜无能贴近无涯生活的“未完成性”。在图像“露怯”的地方，它以一种“非作”的形态

贴近本来无形的历史。这是“历史 3”的可能，是图像进入历史的真正发力点。

在图像的空间延展之中，线条、色彩、人物、背景、建筑、风景等无数细节在循环往复中交

互作用，构成的是非线性因果或多线性因果。例如，释迦牟尼舍身饲虎的故事，在敦煌莫高窟壁

画中有多种表现，其中以开凿于北魏时期的 254 窟南壁上的《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 2）最为重要。

画面从经文中选取了发愿救虎、刺颈跳崖、虎食萨埵、亲人悲悼、起塔供养这五个情节，将三个

情节安排在画面上方，另外两个在下方，并利用人物的体态加以间隔与联系，设计了复杂的“势”

的运行之路，如同引导观众的视觉，在复杂的画面里运行，起承转合。在连续性的画面中，萨埵

太子多次出现，其中最有意味的是画面右上部表现萨埵太子刺颈跳崖的情节，画师让“两个”萨

埵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对视 ：跪着刺颈的萨埵左手高高举起，与跳崖的萨埵左脚衔接 ；跳崖的萨埵

用身体的动势将故事的发展引向下方，同时他的目光回望向跪姿的萨埵。不同时空的同一人物相

接，历史的纵面被拉伸为平面，仿佛本雅明历史哲学中的“星丛”（constellations），图像以图像的

方式贴近无涯、晦暗、无可把握的历史时空。而在图像组织的目光相接中，隐没在历史叙述中的

心灵、情感、身体的颤动，通过最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

图 2-1　敦煌 254 窟南壁上的《萨

埵太子舍身饲虎》

图 2-2　《萨埵太子舍身饲虎》

示意图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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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贝尔曼在其《在图像面前》一书的开篇分析安杰利科《报喜图》（图 3），指出图像是一种非

知识，主张“重视展现性”（presentation, presentabilite）甚至是不可见性。这张图像是在佛罗伦萨

圣马尔科修道院的一间幽闭的修士起居室的墙壁上，在纯白的底色与幽暗的光线下，让人感觉看

不清甚至没什么可看。面对图像的即时和直接的感官质量，人们常会感到矛盾和茫然，它在那里

显而易见又模糊不清。随即，人们转向艺术史和图像学的知识，寻找故事和寓意，将可视变为可读，

一切就似乎变得可把握、安全稳定。然而，图像世界是给知识世界提出难题的，图像是一种非知。

应该遵从目光的现象学，回到知识未能阐明的东西上。于贝尔曼将画面分为可见、可读和不可见

三个领域（本文正是受此启发将《日之中方》分为这三个领域），可见的部分非常贫乏，让人怀疑

安杰利科是个平庸的画家 ；可读的内容十分清晰稳定，让人转身就想要离开图像 ；不可见的是一

团如墙壁本身的纯白，是天使与圣母之间毫无身体与情感接触的空白，它让人困惑、想要逃避。

但恰恰是这个“无”，让人静观，并使得一种解释有可能在放弃的体验中展开。“我们应该回到我

们的知识尚未能阐明的东西上来。因此，我们应该在被表现的可见的范围之内回到目光、展示和

用形象表现性的条件本身上来。”于是，那个“不可见 / 无”便成为潜在的、强力的，“不以可见

的方式出现的物之神圣的力量”。因此，恰恰是纯白、缺席、匮乏、空隙，成了天使报喜之神圣性

与神秘性的最佳“展现”，因为这是无法用形象表现和言语表达的天音。⑰

图 3　安杰利科 ：《报喜图》，1440—1441 年，壁画，佛罗伦萨，圣马尔科修道院

《日之中方》中的空白，也属于这种“无”的潜在力量。通过“无”将画的行为悬置起来，

进而呈现绘画本身。在《点石斋画报》上无数的真假正误的新器物图像中，几乎只有在这一瞬间，

画家谦卑下来，通过这一次的“控制”和“悬停”，画家质疑了所有再现式的图像与历史 / 世界的

关系。《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则以复杂的动势展示一片相互联结、缠绕的领域，过去与现在、原

因与结果混合交融。与安杰利科的《报喜图》完全相反，这里元素密集、复杂纠缠，让人目光迷惑、

循环，但其根本则是一致的，表现了图像的潜在性，无名画师将同一个身体一分为二、连接缠绕

成为闭环，在其中生成的是在画面之外、更在佛经文本教义之外的生命的肉身感受。

所以，“以图证史”不足以概括图像的作用。《日之中方》证了一部分史（历史 1，历史事实），

以图像说明一种科技装置，就像再现某一历史事件，但又特意不去证另一部分史（历史 2，历史

叙述，文字抽象的总体），以此彰显图像－历史（历史 3）的可能性。那么，通过图像触摸历史，

能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再用阿甘本推进于贝尔曼，那么，与文字 / 知识相比，图像不仅仅

是非知，而且是能不滑向知识、在知识与非知之间保持张力的控制因素。而正是在这种悬停与

控制之中，在这种退缩中，在图像的微弱、谦卑、空无、潜（无）能、潜在之中，历史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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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自身。这是图像－历史的途径，笔者名之为“历史 3”。图像在控制中，以自身的循环、朦胧、

空间蔓延，在历史叙述（历史 2）之前或之外，保留了同样在时空中纠缠往复的历史 1 复现的可能。

图像－历史在高度抽象、定型的历史叙述中，爆裂出一个缺口，让我们有可能想象一个空间性的、

共时性的、复杂多义的另类——历史 3。

 行文至此，本雅明的“辩证意象”（dialectic image）已呼之欲出。图像－历史意图穿破线性

因果的文字－历史，正仿佛本雅明批判进步历史主义的历史哲学。“不是过去阐明了现在或现在阐

明了过去，而是，意象是这样一种东西 ：在意象中，曾经与当下在一闪现中聚合成了一个星丛。

换言之，意象即定格的辩证法，因为虽然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是一种纯粹时间和延续的关系，但曾

经与当下的关系却是辩证的 ：不是时间性质的而是形象比喻性质的，只有辩证意象才是真正历史

的（即不是陈旧的）意象。”⑱在本雅明看来，辩证意象是一种“定格的辩证法”，将曾经、当下

和未来聚合为一个“星丛”，将线性时间转化为辩证关系，打破了平滑顺畅的因果进步历史主义，

在辩证的时间关系中开启“当下”内爆即革命的可能。本雅明的辩证意象并非是辩证的图像——

绘画或者照片，而是具有辩证形象性的历史绽出的事件，不管是以语言文本还是视觉图像为媒

介，都呈现出一种“形象性”、一种辩证的星丛构型。这正是图像的基本结构。如果不是对图像

内在的星丛结构（空间的、非线性的、循环的）有感觉，本雅明不会将“image”引入其历史哲学。

事实上，“星丛”本身正是图像。本雅明关于辩证意象的论述帮助我们获得图像－历史即历史 3 的

一个更为清晰的面貌，图像进入历史，带来的是对历史本身的重构。图像－历史中间的连接符号，

表示的是相互的打开与批判。于是，在某一时刻，图像通过辩证、空间、蒙太奇、空无、错时、

记忆等运作，会开启一个新的（不妨碍也许是古老的）历史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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