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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文图学打开新加坡的七个展厅

一、你先看哪里？ 
    万物皆文本，文图学就是看世界

《星洲创意：文本·传媒·图像新加坡》是我继《南洋风华：艺

文·广告·跨界新加坡》之后，探析新加坡文史艺术的第二本书，

也是我个人独力撰写的第十二本研究专书（不包括新修订再版书）。 

《南洋风华：艺文·广告·跨界新加坡》很荣幸获得新加坡国家艺术

理事会出版资助，于  2016 年由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很快登上新加坡

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并且入选当年《联合早报》好书之一。

《南洋风华：艺文·广告·跨界新加坡》是我移居新加坡十年，

学习和研究新加坡文史艺术的阶段成果。书中提及的南来文人和艺术

家们，灌溉或滋润了岛国的文化，我带着寻宝和探奇的心情，写出了

新加坡绝非“文化荒岛”的真相。书中指出的一些材料信息与研究方

法，不但提示了我的学生，帮助他们找到写作论文的研究方向；还激

励了更多海内外同好，一起从新的视角认识新加坡。

过去研究新加坡，受限于部分史料不全，或是查询不易，难以全

面开展。近年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国家文物局（含所属博物馆与

美术馆）、档案馆、宗乡会馆、大学图书馆等等公私机构，陆续整

  绪言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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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开以及数码化史料，给予研究者极大的便利。尤其是网上数码史

料，能够超越空间地理的限制，扩展投入到国际研究群，彰显新加坡

的文化广度和深度。

有了大量便捷取得的材料，我们需要合适的研究方法，帮助我

们解决如何认识新加坡的问题。基于长年研究文本和图像的互为文

本、媒介破壁的经验，我于 2014 年提出了“文图学”（Text and Image 

Studies）的学术语汇
1
，并且逐步建构起文图学的理论和研究途径。

2

在谈到文图学的内涵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个在新加坡的告示板 

（图1）：

你第一眼看的是哪个部

分？中央的人物？左上角的英

语？右上角的华语？还是左下

的马来语？右下的淡米尔语？

视线的焦点，取决于你是习惯

先看文字或是图像，以及你熟

悉的语言。

1  
衣若芬：〈“文图学”的建构之路〉，衣若芬主编：《学术金针度与人》（新

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5年），页139–140。
2  
过程包括应邀在马来西亚、香港、台湾、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加拿大

等地演讲文图学专题；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设文图学课程；应邀赴美

国斯坦福大学合授文图学课程；创始注册成立民间艺文社团“文图学会”

（http://www.tiss.info）。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文图学·文化交流：台湾

与东亚的多元对话”（2017年）、“台湾东亚的文本·图像·视听文化”

（2021年）、“文图学与东亚文化交流”（2022年）；和台湾东吴大学合

办“东亚文图学与文化交融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2022年）。出版《东张

西望：文图学与亚洲视界》《春光秋波：看见文图学》《四方云集：台·

港·中·新的绘本漫画文图学》《畅叙幽情：文图学诗画四重奏》《五声十

色：文图学视听进行式》《大有万象：文图学古往今来》等著作和论文集。

详参本书附录〈衣若芬生平写作大事记〉。

图1：新加坡军营外的告示牌 
（衣若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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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多次的演讲中，出示这张图片，大部分的听众反映他们先看

到的是中央的人物。因为位于正中，容易吸引观者注意，而且我们的

大脑在认知图像的速度比理解文字快，虽然文字也是一种人造的符

号，但是毕竟需要读取和加以处理的程序。这能够解释这个告示板设

计的合理性，完全不明白板上四种语言的观者，也可以经由图像，获

得告示板要传达的信息。

只看那两个人物，一位拿枪朝向对方，后者举起双手，即使不看

文字，我们知道这其中有“危险”的信息，而且很自然地，将自己代

入到情境中，认为自己就是被枪指着的人，于是想到应该即刻脱离危

险，转身避开。

分解我们观看这个告示板的过程，就是视觉认知→大脑判断→身

体行动。我们的日常行为，正是循着这样的步骤进行着。这个告示

板，可以称为“文本”（Text）。文本可能是具体的物质，比如你在

军营门口看到这块看板，它就悬挂在铁闸门上。文本可能是复制的图

像，比如你现在看到的是看板的照片，它是对看板的影像摄取。文本

还可能是虚拟的，比如我写道：

那天我顺着校园侧边的小路散步，渐渐走上了山

坡，傍晚的暖风吹送来文珠兰的清香。快到坡顶，被一

道铁闸门阻挡去路，门上悬挂着一块大红油漆的告示

板。告示板中央白色四方框线里面有两个人，左边的人

看似穿了军装，平举着步枪，指向右边的人，右边的人

举起双手，好像在投降。白色框线外写满了文字，我只

看懂右上角写的“保护区”和“闲人免进”。

你能不能从这段文字自行“脑补”出看板的样子？你“脑补”出

的看板样子也是文本，它是你阅读文字以后想象的结果。

因此，物象、图像、想象；具体、复制、虚拟都是文本，这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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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存在的样态，正是我们所对应的世间万物情形。用眼睛还是用头

脑，都是“看见”和“认知”，归纳出文图学的精简概念：“万物皆

文本，文图学就是看世界”。

二、什么是“文图学”？

文图学关注以图像状态被观看或感知的文本，包括

文本的内涵意义；文本的生成、使用、传播、接受、转

化、变异等外部脉络。

我们从一块告示看板得知文本可能是具体的、复制的、虚拟的，

它为了表达某种诉求，是情绪、欲望、讯息、思想的载体。文本以图

像的形式展现，不仅仅是看板上的人物，看板周边的文字也是图像，

尤其对于我们看不懂的文字，那些就是图。这样，我们就突破以往

对“文本”和“图像”的迷思 —— 文本不限于文字；图像也不限于

画出来的图。

说“文本不限于文字；图像也不限于画出来的图”好像很简单，

为什么以往会有“对‘文本’和‘图像’的迷思”？“迷思”纠结之

处在哪里？

过去谈“文本”，较偏向于文字，尤其是文学性的文字书写；

谈“图像”，则偏向于绘画和影视等创制，为了突显文本和图像的个

别媒材性质，以及二者可能的交互会通，因而将文本和图像概括为诗

与画，或从时间、或从空间，谈二者作为姐妹艺术的独立和组合，例

如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的《拉奥孔》
3
、钱钟

书谈《中国诗与中国画》
4
。

3  
【德】莱辛著，朱光潜译：《拉奥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4  
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香港：龙门书店，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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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字与图像生产媒材的新增和改异，以及艺术观念的转变，

到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指出文本的多重界定，

松动了文本必然合乎艺术价值的看法。
5 米歇尔（W. J. T. Mitchell）致

力于阐述文本和图像的分、合、迭加
6
；贝特曼（John Bateman）认为

文化生产的原初样貌就是包括文本和图像，二者不必强加区隔。
7 我

们可以观察到图像被视为文本的趋势，换言之，文本的范围扩大了，

强调的是诠释的多元和开放，并且容许歧义和创造性的“误读”。

将学者的洞见置于书籍词汇的大数据衡量，文本范围扩大的历史

发展更为明晰。

输入文图学常用的单字“text”（文本）、“image”（图像）、 

“picture”（图画）、“literature”（文学）、“poems”（诗）、 

“painting”（绘画），放入 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 的统计，查

询 1800 年到 2019 年在书籍里出现的频率（图2），显示 1988 年是一

个关键节点。从 1988 年起，“text”和“image”比其他语词还经常被

使用，而且“text”比“image”使用得还频繁。在 1945 年以前，使

用“text”少于使用“picture”。

1988年以后，人们提高关注和叙述 text、image，这现象在1995 年

Windows 95 的图形化使用者界面（GUI,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达到更

具体的实行。

1995年8月24日，微软（Microsoft）发布了新的电脑作业系统

Windows 95。Windows 95 用画面图示（icon）指引操作。即使图示下

方有文字说明，文字的字体较小，不像图示直观；而且图示全球统

5  Roland Barthes, essay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Stephen Heath, Image, Music, 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7).
6  W. J. T. Mitchell, Image Science: Iconology, Visual Culture and Media Aesthe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7  John Bateman, Text and Imag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Visual/Verbal Divide (Lon-
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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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因语言文字受阻碍。于是人们开始逐渐因使用图形化介面而习

惯看图行动。

中文的使用方面，变化的年代稍微滞后。我输入的是“文本” 

“图像”“绘画”“诗”，大约在 2005 年，使用“文本”大于“诗”； 

在 2011 年，使用“图像”大于“绘画”。但是“文本”和“图像”

的词频同样处于上升的趋势。

图3：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 呈现的中文词频情形

图2：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呈现的英语词频情形

(click on line/label for focus)

(click on line/label for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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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电脑和互联网、移动通信普及，

更加深化了人们日常的看图行动。一百年以

前，无论是绘画还是摄影，都属于少数拥有

技术能力、经济条件和社会资源的人。如

今，人们不但用手机拍照、录制影音，便利

创制各种图像，发送的信息也是以图的形式

传递的文字，甚至“绘文字”（emoji）。 

2015 年英国牛津字典（Oxford Dictionaries）选出了一个带着泪滴的笑

脸（Face with tears of joy，图3）符号为年度“字”（Word of the year），

肯定了图像也是“字”，即前述图像被视为文本，文本的范围扩大。

在这样的动态推进中，我们需要新的方法论和诠释策略来理解各

式文本，文图学应运而生。

文图学谈的“文本”，依其生发的途径形式，含括以下三种：

1.  肢体：文本身体（textual body）

  姿态、眼神、表情、手势、动作、服装仪容、舞蹈等等。

2. 声音：声音／语言文本（sound/voice/language text）

  无意或刻意发出的声音，比如兴奋时欢呼呐喊；跌倒时惊慌

唉叫；婴儿的啼哭；战士的怒吼……乃至于音乐歌唱和语言。

3. 图绘：“文字／文学文本”（word/literary  text）和“图像文本”

（image text）

  文字尚未被发明之前，人类便懂得绘画和创造符号。结绳记

事、甲骨占卜，都是带有符号和图像的性质。文字被有意识

地排列组合为句子，连织句子为篇章，即近乎文学。

图像是文本的表现方式之一，包括三种样态：

1. 图（picture）：所有具可视性（visible）的视觉形式，例如

符号（symbol）、图标（icon）、商标（logo,  trademark）、

图4：Face with tears 
of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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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painting）、图画（picture）、图案（pattern）、图形

（graphics）、标志、照相、摄影、影像、线条、地图、色

彩、印刷物等视觉语言（visual language）。

2. 形象、意象（image）：审美主体对客体的整体观察、归纳、

总结、凝炼而成的认知和观念、评价。

3. 想象（imagination）：抽象的心灵图景。

经由探讨文本和图像的内涵与外缘，文图学研究的范围从古代美

术到时尚服饰、网络社交媒体、弹幕视频……，包括其生产机制、使

用情形、衍绎流变、传播渠道、社会网络、政治诉求、消费文化、视

觉思维、审美意识、艺术境界等等。
8

我们可以将文图学的观点简化如下图：

 肢体：文本身体 

声音：声音／语言文本 

文字／文学文本 

图像文本 

图 

形象 

想象，意象 

图绘 

视觉／图／影 

文文图图学学

文文本本  

图5：文图学的构成

8  
衣若芬：《春光秋波：看见文图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衣若芬：〈文图学：学术升级新视界〉，《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页

118–124。I Lo-fen, “Text and Image Studies: Theory of East Asian Cultural Diffusion”, 
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Vol. 10 (2019), pp. 43–54. 이로펀：「文

圖學—동양 고전학 연구의 새로운 시각」（Text and Image Studies – The New 
Vision of East Asian Classics Studies）（文图学：东洋古典学研究新视角）， 

『대동문화연구』（大东文化研究），제102호（2018년6월），쪽9–40。衣

若芬原著（森岡ゆかり訳）：「無学祖元賛『白楽天像』の文図学的研究」， 

『白居易研究年報』，第17号（東京：勉誠出版，2016年12月），頁9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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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什么我们需要文图学？

旧问题，新观点。新物象，知识点。认识自我，有亮点。

文图学立基于历史、文学、艺术史、文献学、图像学、心理学、

社会学等学科，跨界融合。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 1922–

1996）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里

提出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学说来想
9
，文图学试图解决过去由

于学科分野和立场相异所忽略、所难以回答的问题；以及诠释新生的

文化产物，梳理观看之道，掌握现象的本质。

也许你会问：文图学与相近的艺术史、图像学有何不同？创发文

图学是为了取代艺术史、图像学之类的学科吗？我想，文图学与相近

的学科有重叠，也有增益，是部分升级迭代的关系。前述的三种文本

类型，艺术史和图像学处理的是第三种，即图绘中的“图像文本”。

艺术史着重作品的辨伪，风格的传承，安置作品的历史定位和价值。

图像学分析画面的组合元素，解码图像的象征指涉和文化意涵。文图

学的范畴较广，可以容纳多媒材、串联异文本，提供细致新颖的阐

述，反观建构文本意义的底层逻辑。

再拿那一块告示牌来说，从物件的性质看，悬挂它不是为了美

观，它的整体造型够不上艺术品的水平，除非改变它的展示场域，或

是重塑它的图像，才有可能被艺术史学者赋予“告示”以外的意义。

而对文图学研究者，“告示”本身是它的存在目的，也是它存在的意

义，工具即价值，我们还要进一步拆解它的设计思维：

9  
【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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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用红色为底色，搭配白色的字？

2. 字体的大小和位置分布（左上是英语，右上是中文……）有

没有原则规律？

3. 已经有了中央方框里的两个人物，为何还需要文字说明？反

过来，已经有了文字说明，为何还要画出方框里的两个人？

4. 右边的人举起双手代表“投降”，我们怎么知道？

5. 左边的人举起步枪，我们怎么认定他代表“保护区”的人？

6. 如果把两个人的站立和指向位置交换，左边的人举起双手，

右边的军人拿步枪朝左指着对方，效果会怎样？（图6）

7. 所谓“保护区”（Protected  place）是什么意思？要“保护”

谁？

8. 有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合悬挂这样的告示牌？

诸多问题，欢迎大家练习

拆解。然后我们能够归纳出设

计思维的底层逻辑，形成一套

可供学习和复制的模式，施用

于其它类似目的的工具，进而

迁移延伸到其他领域，比如海

报、广告、封面编辑等等。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文图

学不只是为了欣赏审美，我们

需要文图学，因为文图学具有

可操作的实践功能。

我们需要文图学，还有一个切身的理由，即使我们不从事设计工

作，也不做学术研究，明白我们如何进行视觉认知→大脑判断→身

体行动，能够帮助我们反躬自省，认识自我。

图6：新加坡军营外的告示牌翻转 
（衣若芬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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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拆解告示牌设计思维，大多数的人看到这个告示牌，就晓得

自己是牌子上写的“闲人”，不能进去保护区，我们似乎自然而然将

自己代入画面里的人物，找到行动指示。因为大脑接收外界讯息 80%

来自视觉，视觉讯息通过视神经传导到大脑，大脑在辨析处理讯息

时，同时也在做判断，影响我们的言说和行为。所以当我们问：“这

件事情你怎么看？”其实是问“你怎么想？”以及推衍“你会怎么

做”。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小从消费的习惯、穿着的品味，大到

人生的道路选择，首先可以观察自己是怎么看 —— 观看、看待，然

后晓得自己的情绪、欲望、思想。

四、本书的构成

本书题为《星洲创意：文本·传媒·图像新加坡》，前面我们已

经谈过文本和图像的界义，现在解释“传媒”，或是概称“媒介”。

12世纪文献记载苏东坡（1037–1101）被贬谪海南岛期间，曾经

出访友人，回家途中遇雨，向农家借了斗笠和木屐穿戴，特异的模

样，惹得人们笑观。这个“东坡笠屐故事”后来画成《东坡笠屐图》

流传到韩国和日本。我们看“媒介”在东坡笠屐故事和图像的表现样

态，其文图学的媒介表现，包括：

1. 媒介作为艺术形式：对文学文本和图像文本的性质和理解。

东坡笠屐故事和图像的生成及衍绎。

2. 媒介作为传播途径：东坡笠屐故事和图像的中介传播人物。

3. 媒介作为沟通桥梁：东坡笠屐故事和图像的制造者、传播

者、接收者、再生产者的脉络关系。

4. 媒介作为文本延伸：东坡笠屐故事借着图像流传，观画题诗

的作者再生对东坡笠屐故事的诠释，促进塑造东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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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媒介作为讯息载体：文字、图像、新闻、网际网路。
10

对应到本书的内容，从时间轴上看，本书探讨的范围从19世纪末

到2019年，历经新加坡开埠、独立建国，到迎来庆祝金禧、响应中国

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我发现了前人罕知的新加坡文史，比如参加过中

国五四运动的新加坡人、海外第一份中医刊物、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最

早的汉字书籍、鸦片贸易和拒毒倡导等等，希望读者从中窥见与以往

刻板印象不同的新加坡文化风景。

再就个别篇章，我订了小主题：

第一篇“印刷文图学”，谈19世纪新加坡的汉籍出版，报章书籍

是宣扬宗教、获取新闻、学习语言的传播途径。

第二篇“人物文图学”，延续第一篇提及东南亚早期华人自办报

纸《叻报》，谈《叻报》的第一位总编辑叶季允，围绕这位领先人物

的诸多“第一”，比如他自费出版海外第一份医学周报《新嘉坡医

学报》，他对慈善机构新加坡同济医院的贡献。《叻报》《新嘉坡医

学报》和行医的叶季允本人，都是沟通中国和海外，联系医疗和病患

的桥梁。

第三篇“政令文图学”，谈从英国殖民地到独立建国，新加坡执

政机关对鸦片的政策立场和宣导手段。经由发布新闻和报刊广告，延

伸法律保障、戒断毒瘾，以及医疗救助的触及面。

第四篇“广告文图学”，延续第三篇报刊广告的文本特性，研究

1880年代到电视机普及之前的1960年代，平面媒体的便利和限制，

得知新加坡华文报纸上关于两性和爱欲的消费情形，以及当时新加坡

人的幸福观。

10  
参看衣若芬：〈《东坡笠屐图》故事及其解读〉，第七届中国古典文献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东吴大学，2022年4月28日–29日）。修订版付

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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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绘画文图学”，解析新加坡胡椒大王陈之初收藏的任伯

年《八仙图》。绘画是表现八仙传说的艺术形式，本文为任伯年《八

仙图》追溯原始故事文本，指认八位仙人的身份，并比较新加坡粤海

清庙八仙彩塑。

第六篇“电影文图学”，讲述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纪念电影《七

封信》的互文性和互媒性。电影除了是艺术形式，也是回顾国家历

史、展现人民生活的载体。

第七篇“史料文图学”，结合新闻、广告、文学、照片、学校记

录等等史料，梳理五四运动在新加坡的百年影响。

以上七个小主题是为了凸显各篇的文本重点和媒体特色，并非完

全隔绝断裂。如同《南洋风华：艺文·广告·跨界新加坡》一样，笔

者秉持“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心态，期望抛砖引玉
11
，读者可在各类

型文图学里掘发更多的文本，形塑更完善的理论。

本书各篇曾经在新加坡、中国大陆、韩国、香港等地的学术研讨

会上宣读，得到学者的普遍肯定，通过匿名审查后刊登。
12 其中谈电

11  
《南洋风华：艺文·广告·跨界新加坡》的书评包括黄涓:〈中国文人在

新加坡跨界之旅 —— 衣若芬《南洋风华：艺文·广告·跨界新加坡》〉，

《联合早报》，2016年2月23日；谭勇辉：〈衣若芬《南洋风华：艺文·广

告·跨界新加坡》〉，《南方大学学报》，卷6（2020年8月），页121–122。 

2016 年10月13日，新加坡新智文教发展协会陈少平先生导读。引用本书的研

究著作包括本科、硕士、博士论文，期刊论文等，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

中国大陆、台湾学者。
12  
详见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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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七封信》的论文另有英文版
13
，附于书末；介绍19世纪新加坡汉

籍出版的论文有韩文版。
14

总结本书的旨趣，在于书名里的“创意”。一般总以为海岛城市

国家新加坡的文化贫瘠荒芜，大多有赖外地输入，进行加工和消费。

其实如果我们深掘历史文化遗产，不仅仅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新加坡植物园
15
、小贩文化，还有许多丰富的资源和材料被遗忘在角

落，布满蛛丝尘埃。细心清理那些瑰宝，经常令我欢喜赞叹。

于是，我将本书七篇文章设想为七间展览厅，作为策展人和导览

者，请读者顺着我的文章思路和叙述，搭配建议陪伴的音乐歌曲，来

一趟视听享受时空穿行之旅。

请准备好心情，翻到下一页，出发！

13  I Lo-fen, “Virtual Epistle: Text and Image of the Film 7 Letters in Celebration of 
Singapore’s Golden Jubilee”, The Journal of Global Cultural Contents, Vol. 41, November 
2019, pp. 131–156.
14  

이로펀：「19세기 싱가포르의 漢籍 出版에 대한 略述」，（高麗大學校漢

字漢文研究所）『東亞漢學研究东亚汉学研究』，第14號（2020년3월），쪽

28–46。
15  
衣若芬:〈新加坡的世界遗产〉，衣若芬：《北纬一度新加坡》（台北：尔雅

出版社，2015年），页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