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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層的自我影像： 

抒情傳統與現代媒介 

  吳盛青 

摘 要 

本文通過對晚清民國時期「自題小照」寫作的研究，描繪視覺影像與

中國本土抒情傳統的對峙共謀、相融相長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由此而

激發出的新的美學意涵。以晚清民國文人詩集（如譚嗣同、康有為、沈曾

植、嚴復、秋瑾等）和 20 世紀前二十年圖文並刊的大眾雜誌為立論基礎，

本文關注如下議題：現代文化人在詩中，如何銘刻這一觀照自我的抒情的

瞬間？自題小照，作為歷史久遠的文體，它典律化的抒情與倫理的機制在

現代的語境中如何運作？詩人如何理解客觀化的、過去的、多重的自我影

像？女性詩人在凝望自我的過程中，如何對傳統性別化的想像進行反撥？

這些個人肖像照與題照詩的互動背後的心理與哲學的思辨，亦為我們提供

了考察中西視覺文化的相同相異的絕佳場域。 

關鍵詞：自題小照、圖文互動、他者性、自我主體性、視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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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roring the Self: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and Modern Photography 

 Wu Sheng-qing 

Abstract 

Extending the tradition of classical-style poems, which are inscribed on or 

written about paintings of the self in the modern era,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newly form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and modern 

photography. It explores the moral implications of this new poetic genre, “poems 

on photographs of the self” (ziti xiaozhao), and issues of temporality and alterity 

involved in the confrontation with a self-image. In addition, it examines the 

photographs of female writers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gendered visual selves 

as well as “costume photographs,” which exhibit multiple ways of imagining 

the self. Utilizing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previously unexamined materials, this 

paper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elf/image and text/image dynamic, 

shedding light on the cultural and affective articulations of the self in the 

technological era. 

Keywords: “poems on photographs of the self” (ziti xiaozhao), text/image dynamic, 

alterity, self-subjectivity, vis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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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年春，時年二十三歲，正在日本留學的周樹人（1881-1936），為

紀念自己斷髮，拍照一張。照片中的青年魯迅，身著日本學生裝，神情肅

穆。他將之寄給好友許壽裳（1883-1948），後又題詩一首。 

〈自題小像〉 

靈臺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1 

無獨有偶，1938 年 10 月 31 號，另一位現代文學的先驅人物，時任駐

美大使的胡適（1891-1962）應陳光甫（1881-1976）之邀，在自己小照上題

詩一首贈之。1939 年 8 月，他又將該照與題詩贈給李迪俊（1901-1978），

用以自勉與勉勵他人。 

〈去年十一月自題小照〉 

略有幾莖白髮， 

心情已近中年； 

做了過河小卒， 

只許拼命向前。2 

                                               
1 魯迅：《集外集拾遺》，收於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卷 7，

頁 423。這是學界大致認可的說法。關於寫作時間（1901 年、1902 年、1903 年等），依

然存有疑義，原作無題，標題係許壽裳擬加。送許壽裳的原照未存世。魯迅顯然十分看

重自己這首剪辮紀念詩作，一生中至少手書四次。魯迅紀念館將照片與魯迅在 1931 年重

新抄錄的詩作合併，作為旅遊紀念品出售。關於這首詩生成的考辨，近期有〔日〕松岡

俊裕著，張鐵榮、宋京津譯：〈魯迅〈自題小像〉詩生成考〉（上、下），《魯迅研究月刊》

總第 361、363 期（2012 年 6、7 月），頁 4-14、頁 4-10。此非周樹人第一次寄照。1902

年，到達日本入弘文學院的周樹人，寄給周作人新照三張，囑他贈給家人。他在小照背

面寫道：「會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國中之遊子。弘文學院之制服，鈴木真一之攝影。二十

餘齡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餘里之郵筒，達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樹人頓首。」

轉引自魯迅博物館編：《魯迅文獻圖傳》（鄭州：大象出版社，1998 年），頁 31；斷髮照

與魯迅手書詩作，見頁 30-31。 
2 見胡適 1938 年 10 月 31 日的日記。胡適：《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

卷 33，頁 184。同時見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七冊（1934-1939）》（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年），頁 617-618。該詩有數個版本。抗戰時期，「光甫同我當

時都在華盛頓為國家做點戰時工作。那是國家最危急的時期，故有『過河卒子』的話」。



34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六期 

 

青年魯迅「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常被認為是其排滿革命熱情高

漲、獻身祖國宏願的激情表達；3而「心情已近中年」的胡適之先生的「做

了過河小卒」的感歎，成為其備受攻擊、背負一生的包袱。這是兩個現代

文化史上耳熟能詳的故事，也是「自題小照」這一文體中大名鼎鼎的代表。

而本文在此關注的是他們題照行為本身，自我與新的影像之間的關係，以

及新的「看」的文法與舊有的「寫」的規範如何在現代結合。 

自題小像、圖像自贊的形式，自唐代已降，尤其在明清之際，成為獨

樹一幟的文學寫作類型。4在自題、自贊、自傳性的文字中，有強烈的抒情

與道德的主體性的建構，將有限真實、此刻此在的自我，與傳統儒家觀念

中理想化自我的崇高想像之間作有機的聯繫。這個受時空拘限的自我，立

意高瞻，有抒情內省的一刻，更有倫理的承擔，從美學角度進行自我督導、

自我歷練，成為這個題材唐宋以降不衰之魅力。5魯迅、胡適的這兩首自題

小照，均是這方面的代表作。無論是「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慷慨誓言、還

是「做了過河小卒，只許拼命向前」的感歎，都是抒情的聲音在內化一整

套傳統士人得以安生立命的文化邏輯，立意將個體的自我與家國天下相聯

繫。轉化到現代語境中，即是時代文化的啟蒙擔當、國民精神的重塑，成

為那一代新知識人成就自我的不二途徑。 

在 1840 年代攝影術傳入中國之後，幾乎立刻與本土的像贊傳統相結

合。目前所知的最早的自題小照的寫作該是中國攝影術開拓者之一鄒伯奇

                                                                                                  
該詩發表於 1946 年國民大會期中，他又寫了一些立軸。出於國共分裂的政治格局，胡適因

而獲得「過河卒子」的名聲。引自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胡適紀念館〉，參見：http://www. 

mh.sinica.edu.tw/koteki/service3.aspx，瀏覽日期：2016 年 2 月 1 日。胡適贈李迪俊照片藏

胡適紀念館，文字略有不同。 
3 1936 年 12 月許壽裳在〈懷舊〉一文中這樣解釋這首詩：「首句說留學外邦所受刺激之深，

次寫遙望故國風雨飄搖之狀，三述同胞未醒，不勝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懷抱，是一句畢

生實踐的格言。」轉引自倪墨炎：《魯迅舊詩探解》（上海：上海書店，2002 年），頁 36。

茅盾說：「他的〈自題小照〉（作於 1901 年）就表示了把生命獻給祖國的決心。」見吳海

發：《魯迅詩歌編年譯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9。 
4 見〔日〕小川陽一：《中国の肖像画文学》（東京：研文出版社，2005 年）。 
5 中谷一（Hajime Nakatani）在追溯了從宋代到明代的自贊體書寫，指出宋代的文人主體性

（literati subjectivity）到了明代出現不穩定的趨勢，呈現多種自我形象競爭的場面。該文討

論了自贊題材中的倫理機制以及形式在其間所起的作用。Hajime Nakatani, “Body, Sentiment, 

and Voice in Ming Self-Encomia (Ziza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32 (December. 2010), pp.7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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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1869）的像贊詞。在他殘存的手稿中，有〈小照自述〉、〈自照遺真〉

等四首像贊詞，且是自照自拍並自題。其中〈自照遺真〉云：「平常容貌古，

通套布衣新。自照原無意，呼之如有神。均瞻留地步，覺處悟天真。樵占

鱉峰側，漁居泌水濱。行年將五十，樂道識纖塵。」6另外，較早的詩照並

刊的例子，還有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奕 （1840-1891）於 1863 年攝於南苑

神機營的照片及其自題。7自題、友朋或後代寫題記、贊辭的書寫傳統，亦

隨著攝影術的傳播而深入人心。上海圖書館出版的歷史照片集中，收有五

十餘幅帶有題跋、親筆簽名的照片，不僅保存了珍貴的歷史信息，更是機

械複製的時代個體生命的生動呈現。8 

中國傳統繪畫理論中一直強調詩畫、書法藝術合二為一，同質同源，

郭熙所謂的「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9照相術帶來一系列截然不同的

新技術、材質、構圖原理、影像呈現效果等，在照相紙上、明信片上題詞

寫字時，媒介之間的相異相斥顯而易見。在一個不同的文化語境中，米歇

爾（W. J. T. Mitchell）分析過在西方圖文傳統中的 ekphrasis（譯作「讀畫

詩」、「說圖」等），指語言的再現來表達視覺的再現。當「讀畫詩」與那些

異質的視覺、聽覺等再現形式相遇時，文本文字作用之一是可以有效地「克

服他者性（overcoming of otherness）」。10在現代中國的圖文關係中，詩與照

建立起新的互文辯證的關係，其間有延續傳統意義上的圖文統一的和諧關

係，也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符號體系、東西異質文化造成的罅隙與裂縫。立

足於晚清民國文人詩集以及 20 世紀前二十年的圖文並刊的大眾雜誌，本文

在此想講述一個抒情言志的古典詩歌傳統與現代視覺媒體碰撞中的交鋒相

                                               
6 馬運增、陳申等編著：《中國攝影史，1840-1937》（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1987 年），

頁 24；其攝於 1840 年代的自攝像見該書頁 23。 
7 劉北汜、徐啟憲：《故宮珍藏人物照片薈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 年），頁 53。

該照被裱在畫軸上。照片上方有奕譞題詩：「波面殘陽耀碎金，炎光消盡覺涼侵。莫言倥

傯三軍事，也得逍遙一律吟。碧草馬嘶欣脫轡，青溪人坐乍開襟。雲容糺縵隨風布，念

切油然早作霖。」下書：「晚操後步至長河作。」 
8 見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歷史原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上卷，

頁 96-125。關於個人肖像照與自題小照的社會化用途，見葛濤：〈照相與確立自我對象化

之間的社會關聯〉，《學術月刊》2013 年第 6 期，頁 165-172。 
9 見錢鍾書：〈中國詩與中國畫〉，收於錢鍾書：《七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5。 
10 W. J. T. Mitchell, Picture Theory: 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15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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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的故事，本土書寫傳統對異質媒介、對圖像他者性的融合、共生以及意

義的添加。 

現代文化人在面對自己的影像時，如何在詩中銘刻這一觀照自我的抒

情的瞬間？晚清以降的「自題小照」，11無疑是歷史悠久「自題小像」傳統

的現代延續。題像詩典律化的抒情與倫理的機制在現代的語境中如何運

作？詩人如何理解客體化的、過去的、變裝的自我影像？這些個人肖像照

與以舊體為主的抒情詩歌的互動，引發怎樣的心理與哲學的思辨，其間是

否又有中西視覺文化的相同相異？本文分為五部：第一部分關注傳統的「自

題小像」的倫理與抒情的機制如何繼續形塑現代自我；第二部分討論照片

所激發的線性時間意識；第三部分強調自我被客體化的觀影經驗，以及詩

人對世事真幻的感受；第四部分討論早期女性主義者在凝望自我影像的過

程中，對傳統性別化的想像的反撥；最後一節涉及自題化妝、易裝小照，

討論重層的自我理想化的影像生成，以及由此而昭示的流動、不確定的現

代主體性。 

一、自我的技藝 

照片，作為一種新的媒介，促成了詩人在某一瞬間對自我技術化的形

象的凝神諦視，一個靜觀的自我對客觀化了的自我意象的觀照。凝視自己

的小照，提供了一個場合、機緣，一個現代的抒情的時刻於焉誕生。自照

題詩，透露了詩人生命的訊息，展示內在心靈景觀，是自我生命裡起落跌

蕩的一種反省與見證。在此，除了窺測各位詩人的深曲心思，本文更為關

注的是這一系列題照詩所呈現的共同品質以及其背後的書寫規範，其間抒

情傳統中「程式化的當下」與個體生命經驗的瞬刻的有效互動。此處的「程

式」，蕭馳定義為「精神中的社會客觀性或群體主體性間的互涉」，是「先

於外在情勢的內在先驗框架」，無論是墳塚荒臺的緬懷，灞橋折柳的傷別，

還是登高攬勝的意興，這些情勢在「現時」片刻「重複」出現，即景即目，

                                               
11 在晚清到民國半個多世紀裡，小像、小照、小影、寫真、鏡影、肖影、照影等詞彙混用，

均被拿來指照片。至於它是指照片還是畫像，要根據具體語境才能做出判斷。「寫真」一

詞，作為古代肖像畫的術語，在 1850 年代被日本人用來指攝影，在 20 世紀初回流入中

國，風行一時。見 Yi Gu, “What’s in a Name? Photography and the Reinvention of Visual Truth 

in China 1840-1911,” The Art Bulletin, 95:1 (March. 2013), pp.120-138，尤見頁 137 注釋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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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古典詩人拾掇詩意的片刻。12觀看物質化的自我的形象，詩人在當下具

體的歷史情境中，回應先驗的情勢，而啟動自省自惕的模式。這種詩化的

瞬間，感物而興的傳統，隨著個人肖像照在民國的普及，成為一種可被不

斷重複與模仿的抒情的姿態，蔚然成風。我們先看幾首著名文人寫的自題

小照詩。 

譚嗣同：〈望海潮•自題小影〉 

曾經滄海，又來沙漠，四千里外關河。骨相空談，腸輪自轉，回

頭十八年過，春夢醒來麼？對春帆細雨，獨自吟哦。惟有瓶花，

數枝相伴不須多。 

寒江才脫漁蓑，剩風塵面貌，自看如何？鑑不似人，形還問影，

豈緣酒後顏酡。拔劍欲高歌。有幾根俠骨，禁得揉搓！忽說此人

是我，睜眼細瞧科。13 

這是性不喜詞的譚嗣同（1865-1898）留下的唯一一首詞，作於 1882 年。

與日後感歎「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壯士譚復生相比，十八歲俠氣縱橫

的少年有「骨相空談，腸輪自轉」的焦慮，說自己：「有幾根俠骨，禁得揉

搓！」「有幾根俠骨」是他對年輕自我的定義，透露自我的雄心壯志。14這

首詞同時還描述了狂生「自看」，經歷「鑑不似人，形還問影」的迷惑之後，

被提醒說「此人是我」，「我」還得睜眼仔細瞧瞧呢。 

康有為：〈自題三十影像〉 

象法流傳海外圖， 

偶來山澤現癯儒。 

禮堂寫象應相覓， 

                                               
12 蕭馳：〈中國抒情傳統中的原型當下：「今」與昔之同在〉，收於蕭馳：《中國抒情傳統》

（臺北：允晨文化，1999 年），頁 114-148，尤見頁 129。 
13 譚嗣同：〈石菊影廬筆識•思篇五十〉，收於譚嗣同著，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

（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卷 1，頁 150；該照收於卷首，插頁。1893 年，譚嗣同與

友人饒仙槎、李正則於上海拍照，並作〈三人像贊並敘〉，收於譚嗣同著，蔡尚思、方行

編：《譚嗣同全集》，卷 1，頁 99。 
14 參見張灝的討論。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

公司，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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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閣圖形竟可無。 

犀頂龜文何肯相， 

雷光泡影認眉鬚。 

他年把玩應非我， 

散帶斜簪認故吾。15 

而立之年的康有為（1858-1927），於 1887 年，面對自己的小照寫的詩。

詩中的我不屑與一般廟堂裡的功臣為伍，將肖像留在麒麟閣上，而是立志

做立德立言的一代大儒。電光泡影裡，人生短促無常。末聯寫道：「他年把

玩應非我，散帶斜簪認故吾。」雄心勃鬱的自我，深刻地意識到成住敗壞

的人生宿命。他年的我，現在的我與「故我」在這時間的流程中有不可重

複性，他年散帶斜簪來辨認逝去的我。 

面對自己的影像，丘逢甲（1864-1912）寫道「往事已憐成過電，雄姿

未稱畫凌煙」，有未達成的自我願景；陳匪石（1884-1959）云：「大千世界

渺一粟，如此山河如此身。煙柳危欄腸斷未，自揉醒眼看乾坤。」16山河與

此身、看乾坤與看自我在此取得了一致。毫無疑問，近代的自題小照是古

代詩歌的「自題小像」或是「對鏡寫真」的書寫傳統的頑強延續。無論是

蘇軾（1037-1101）的「身如不繫之舟」的悲慨，朱熹（1130-1200）晚年「對

鏡寫真，題以自警」的嚴謹自律，都是文人面對鏡像、畫像，自敘平生的

身世之慨。17在這些「自傳性時刻」，18詩人筆下的自勵、自戒、自嘲、自

                                               
15 康有為著，舒蕪、陳邇冬、王利器編：《康有為詩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年），頁 135。 
16 丘逢甲：〈自題三十登壇照片〉，收於丘逢甲：《丘逢甲遺作》（臺北：世界河南堂丘氏文

獻社，1998 年），頁 374。陳匪石：〈己酉自題小影〉，《詩錄》，收於柳亞子編：《南社叢

刻》（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 年），卷 3，頁 2181。 
17 關於以朱熹為代表的南宋文人通過畫像、畫贊的形式來自我反省的討論，見顧歆藝：〈攬

鏡自鑒及彼此打量─論畫像與南宋道學家的自我認知及道統傳承的確立〉，《南京大學

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第 51 卷第 2 期（2014 年 3 月），頁 107-125。 
18 從西方輸入「自傳」的概念以來，民國以降學者按照「自傳」的概念梳理傳統文類，如

郭登峯編：《歷代自敘傳文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杜聯喆輯：《明人自傳文

鈔》（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 年）。凡敘述自己的經歷行實、心情甘苦以及家世背景等，

不是西方嚴格意義上的「自傳」。見〔法〕菲利浦•熱勒訥（Philippe Lejeune）著，楊國

政譯：《自傳契約》（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但此概念已廣泛用於中國文學研究中。

見〔日〕川合康三著，蔡毅譯：《中國的自傳文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年），

頁 1-12、154-171。在此引用嚴志雄在保羅•德曼理論關照下提出的「自傳性時刻」（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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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之詞，充溢了撫今追昔，五味雜陳的感受。但它們共通的特徵是，自題

文體呈現出作者省思活動中的精神上的引領與自我塑造。在提筆作詩的一

刻，抒情的自我與影像中的自我相遇，啟動自我的內省惕勵的聲音。用道

德的高尺度審視現時的我，敦促自我成為有情懷、有擔當的道德主體。無

論是雄心勃鬱還是意緒消沉，這些內省的抒情的聲音都與自我的發展中兼

濟天下的儒家情懷緊密相繫，最終造就所謂的「儒士的歷程」。19 

自題小照不僅是晚清士大夫階層喜愛的一種書寫形式，在整個民國

時期也贏得不同階層、年齡段的詩詞愛好者的青睞，頻繁地通過題照來

表達自我的期許、生命流逝的焦慮，未達成願望之後的揪心乃至釋然。

圖 1 中，董劍厂（生卒年不詳）在其《自題小影•調寄貂裘換酒》，形容

自己與他人一樣「昂藏七尺，圓顱方趾」，而保家衛國的雄心壯志已隨流

水而逝。小照中青澀的頭像與詩中的自畫像顯然不太吻合。圖 2 係學者

簡又文（1896-1978，筆名大華烈士）的戎裝照與十首自題的打油詩，有

「大刀生銹筆生花」等句。董劍厂的慷慨悲歌、簡又文對身著戎裝的自我

調侃，均是對自我生命歷程的後設性的觀照。這些自題相片，無論長相容

貌如何（大多被描繪成是等待封侯的骨相），無論是在 1910 年代的遊戲刊

物（《滑稽雜誌》）還是 1930 年代著名的《論語》雜誌，均表達要在荏苒

韶光裡奮進的自我期待，以及時不我予的挫敗失落。圖 2 中，編者用整塊

的版面來刊登簡又文的詩歌與照片，保留他的墨跡印章，其個人生命殊異

的姿態亦呼之欲出。 

                                                                                                  
autobiographical moment）概念，來傳達寫作者深入內心回顧人生而又有別於西方意義上

的「自傳」的文學時刻。簡言之，「自傳性時刻」，指寫作者在語言環境中用轉喻性結構

形構自我的形象，並在此強調片斷的性質。見嚴志雄：〈陶家形影神─牧齋的自畫像、

「自傳性時刻」與自我聲音〉，收於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聯

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 年），尤見頁 68-71。 
19 見吳百益的論述。Pei-Yi Wu, The Confucian’s Progres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ditional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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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董劍厂肖影及其〈自題小影〉20 圖 2：大華烈士照片及其〈自題舊照〉21 

 

文人社團希社、南社、常熟的虞社社員都熱衷於題寫小影，也有同仁

之間的索題、互題、互答。22作為青年文藝雜誌的《學生文藝叢刊》，在二

十年代後期（約 1926）到三十年代初（約 1933）登有不少題照小詩，有舊

體形式，也有「語體詩」形式。雖然筆力稚嫩，但亦說明這一形式同樣受

到青少年朋友的喜愛，並在白話新詩的寫作中得以延續。照片作為媒介

（media），而非藝術品（如肖像畫），它的複製、大眾傳播功能也使得「自

題」這一文體不再為風雅有閒的文人階層獨享。自我意識張揚的年紀裡，

這種圖文新形式催化少年人對自我生命形象的關注與感知。北京高中生翁

麟聲（生卒年不詳）寫有〈自題十五歲小照〉、鄭浩如（生卒年不詳）〈自

                                               
20 董劍厂：〈自題小影〉，《滑稽雜誌》第 3 期（1914 年），頁 3。 
21 大華烈士：〈自題舊照〉，《論語》第 49 期（1934 年 9 月），頁 47。 
22 見《希社叢編》、《南社叢刻》、《虞社》期刊多卷。希社，係民初由高太癡發起的滬上同

仁團體。《希社叢編》多有編輯同仁照片以及自己或同仁的題詩。關於南社的照片詩詞的

唱和活動，見拙文：〈相思之影：清末民初照相文化中的情感地圖〉，收於吳盛青編：《旅

行的圖像與文本：現代華語語境中的媒介互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127-158。虞山詩社（1920-1937）係江蘇常熟的文學社團，《虞社》發表多首自題照片、

他題照片詩歌，大多不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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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十七歲小影〉，都表達光陰蹉跎、才疏學淺的焦慮，以及自我勉勵。23在

此，「自題小照」，可被視為是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的「自我技藝」，

通過規訓來提升自我；24或是儒家注重的高標自置、內外兼修的有效方式，

達成自我的實現。二十年代末在《學生文藝叢刊》發表大量詩作的徐誠瑩

（生卒年不詳），其語體詩〈自題相片〉只有兩行五個字，類似座右銘般的

自我激勵，簡單明了地呈現此一文類形塑主體的意義。該詩云： 

努力呵！ 

進取！25 

二、時間細薄的切片 

時間意識是題照詩中的至關重要的概念，書寫也常常與對過往的懷舊

與對未來的瞻望相聯繫。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在其對觀看與時間的

關係的現象學理解中，指出「看」的行為中強調的是此刻性（present-ness）。

在觀看物體時候，通過「視覺的共時性」將「此刻」延續，從而使得變化、

不變，存在（being）與形塑（becoming）之間呈現不同的面貌。他寫道：「暫

時與永恆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此刻』被觀者視覺性地理想化為穩定的內

容，以對抗轉瞬即逝的非視覺化感受。」26自題小照，首先是強調「此刻」

                                               
23 翁麟聲：〈自題十五歲小照〉，《學生文藝叢刊》第 3 卷第 6 期（1926 年 8 月），頁 11；鄭浩

如：〈自題十七歲小影〉，《學生文藝叢刊》第 4 卷第 10 期（1928 年 5 月），頁 27。翁麟聲

〈自題十五歲小照〉寫道：「催我光陰春夢婆，厭聞阿弟喚哥哥。一年竟使新書舊，數載

何期石硯磨。有影正嫌無處匿，淺才猶恨此身多。一雙伴侶都無意，誰譜淒涼十志歌。」

鄭浩如〈自題十七歲小影〉云：「虛度韶華十七春，見吾面目認吾真。前程遠大須勤勉，

毋負昂藏七尺身。」其照以〈鄭君浩如〉為題與其他作者照片登於《學生文藝叢刊》，見

學生文藝叢刊社：〈鄭君浩如〉，《學生文藝叢刊》第 5 卷第 1 期（1928 年 10 月），頁 3。 
24 Michel Foucault,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eds. Luther 

H. Martin, Huck Gutman, and Patrick H. Hutton (Amherst, Mas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8), pp.17-49; Michel Foucault,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elf: Two Lectures at Dartmouth,” Political Theory, vol.21, no.2 (May. 1993), pp.198-227. 

晚年福柯用「自我技藝」（或是「生存的藝術」）來探討自我書寫中的主體形塑、內在靈

魂的搏鬥，在古典脈絡中尋繹現代主體性發展的過程。參見嚴志雄用「自我技藝」的理

論對錢謙益晚年詩作的討論，氏著：《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尤見頁 40-43。 
25 徐誠瑩：〈自題相片〉，《學生文藝叢刊》第 4 卷第 9 期（1928 年 4 月），頁 19。 
26 Hans Jonas, The Phenomenon of Life: Toward a Philosophical B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p.135-152；尤見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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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視覺感官經驗，然後是道德倫理、哲學上的領悟提升。正如一位白話作

者寫道，「這是現時的我、此地的我」，27強調此刻、此在。擁有這一延續的

「此刻」、觀照的當下，觀看者才可以回溯、想像自我在時間之流裡的形塑，

引發對他時、異地的記憶。 

與此同時，玉照自覽這一時刻，是一種傷心的邂逅。攝影術無疑強化

這種生命流逝、世事無常的感受。一幀小照，攝取的是線性的時間流程中

的一個稍縱即逝、不可重複的片刻。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羅蘭•

巴特（Roland Barthes），均以動人的筆觸，指出攝影是「挽歌的藝術」、「薄

暮的藝術」，死亡的「提醒物」。28影像，對觀者有無可估量的倫理與情感的

召喚力量。這種瞬刻視覺景觀中對生死的提醒，在轉化為抒情的一刻時，

又與「歎逝」的傳統詩歌主題一拍即合。很多「自題小照」作品，尤其是

那些寫於人生末年，彌漫的當然是，將自我放置於歷史時間的嬗遞變化中，

天命不可違，從而湧生出存在的悲情。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下沈曾植

（1850-1922）的這首題照詩中呈現的時間意識意義非常，有不同時間觀念

的相牴牾。 

沈曾植：〈徐積餘出余乙巳年攝影索題〉 

似曾相識是何年？ 

幻火輪中萬轉旋。 

梵志寧知前日我， 

陽休或是古時賢。 

影諮罔兩應無對， 

化等蟲沙已渺然。 

寄附錢王金塔畔， 

他生有願作那先。29 

這首詩作於 1912 年上海。沈曾植應友人之邀，為光緒 31 年（1905 年）

自己五十六歲時的照片題詩。如果上文所引詩中譚嗣同、康有為看著年輕的

                                               
27 唐葦杭：〈自題小照〉，《孤吟》第 5 期（1923 年 7 月），頁 2。 
28 〔美〕蘇珊•宋妲（Susan Songtag）著，黃翰荻譯：《論攝影》（臺北：唐山出版社，1997

年），頁 14。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1), p.15. 
29 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頁 81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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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有點故作滄桑語調的話，那麼這是人生暮年的孤臣孽子的〈廣陵散〉。

詩中於凝視自照之際所呈現的時間觀值得注意。首先，時間在此是輪迴的。

起句寫下看到一個似曾相識的「我」，問今夕是何年，但是這種對歲月流逝

的輕喟立刻被放入世界作為場域，生命如旋火輪的大視野中，生死死生，

死死生生，未有休息。詩中使事用典都在強化這種生命幻化的意識，無論

是《莊子》中「罔兩問景」的影與形的循環往復，還是《抱朴子》中三軍

之眾化為蟲沙的小人。30如果說一張舊照，讓沈曾植強烈意識到一己之存在

之不可恃，是今我與故我的隔空對話，那麼，他借助佛家的死生輪迴、道

家的物類變化，來賦予自我一種穿越的可能，紓解線性時間的焦慮感。「寄

附錢王金塔畔，他生有願作那先」，在新時代邊緣徘徊的一代碩學通儒、文

化遺民，選擇下輩子做和尚。 

其次，詩中表達了複雜的時間觀念。沈曾植對「梵志」一典運用值得

玩味。該典出自東晉僧肇的《肇論》的第一篇〈物不遷論〉，說：「梵志出

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

鄰人皆愕然，非其言也。」31梵志說，今天的自己是過去的自己，又不是過

去的自己。與孔夫子的「逝者如斯夫」中的感喟不同的是，時間在這裡是

辯證的，它既是延續的，又是斷裂的，它可以被無限分割，過去凝固停留

在過去，而今天留在今天。32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沈曾植藉此質問：「梵志

寧知前日我？」因為這裡的時間有靜止的可能，所以它或許能常駐永恆，

從而在理路上輕輕跨越了線性時間的鴻溝。這裡的靜止的時間意識也讓人

聯想到春秋時期惠施的「飛鳥之影，未嘗動也」以及希臘哲學家的「飛矢

不動」的說法。33照片是時間、空間上的細薄的切片，它否定了時間上的「連

續性」、在空間上與他人的「互繫性」。34這靜定的瞬刻、這幀被嵌在鏡框中

                                               
30 見陳鼓應注釋：〈內篇•齊物論〉，《莊子今注今譯》（臺北：商務印書館，2011 年），頁 89。

〔晉〕葛洪《抱朴子》卷 8〈釋滯〉云：「山徙社移，三軍之眾，一朝盡化，君子為仙鶴，

小人成沙。」〔晉〕葛洪著，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頁 154。 
31 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頁 815。 
32 陳潔：〈論僧肇的時間觀〉，《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9 卷第 6 期（2003 年 12

月），頁 725。 
33 同上註，頁 724-727。惠施一說見陳鼓應注釋：〈雜篇•天下〉，《莊子今注今譯》，頁 858、

866。 
34 〔美〕蘇珊•宋妲著，黃翰荻譯：《論攝影》，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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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凝固的、物質化的自我影像，與流逝的生命之河相較，獲得了它們的恒

常性。沈曾植在另外一首與攝影有關的詩中云：「影形併入天光攝，罔兩何

勞行止勸。」35沈曾植用罔兩（影外微陰）一典來比附攝影，而相通之處不

僅在於它們都是光與影的產物，還在於影子與照片都具有複製的可能性。 

1908 年，嚴復（1854-1921）與自己三十年前留學巴黎的影像對看，形

體與精神無一可親，意緒頹唐。他如此寫道： 

嚴復：〈漫題二十六歲時照影〉 

鏡裏分明隔世身， 

相看三十過來春。 

風燈骨肉今餘幾， 

土梗形神定孰親。 

已有人歸留鶴語， 

更無松老長龍鱗。 

商巖發夢非今日， 

卻辦餘年作子真。36 

世事滄桑巨變、朋輩凋零，連種松長龍鱗的閉戶著書的可能都沒有。嚴復

想像自己像商巖一樣，被君王重用一展才華，但那已經是昨日的我，餘年

的我更想學做漢代鄭子真歸隱山川，在層層用典中裹藏自己的心志。而從

自己身處異國的年輕照影裡，看到的是時間的斲傷，在時事變遷裡無以安

置自我的難喻的愴懷。這真是暗合羅蘭‧巴特與蘇珊‧桑塔格都「哀悼」

過的凝視舊照的一刻。 

作為「新時空概念」的表達，照片建立「此時、此地與彼時、異地的

非邏輯關係」。照片是線性的時間之流中瞬間的閃光，提醒觀者呈現中的消

逝，記憶中的忘卻，生命裡的死亡威脅。37自我的影像，無論是 1905 年上

海的沈曾植，還是 1878 年身處巴黎的嚴復，再現的是他時、異地、消逝了

的過去的「我」。立足此時此地，影像中的熟悉的細節，激發道德感悟、感

                                               
35 沈曾植：〈樊山招同伯嚴節庵完巢子勤小集寓園閱所藏書畫婆娑竟日攝影而散次日以長歌

寫示次韻奉和〉，收於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頁 490-491。 
36 嚴復：〈漫題二十六歲時照影〉，收於嚴復著，王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卷 2，頁 370；該照見卷 1，插圖。 
37 Roland Barthes, “Rhetoric of the Image,” Image-Music-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7),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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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情懷，而這種感傷情緒往往被置於前世與今生、故我與今我、今與昔的

對照、輪迴或同在的認知框架中。詩人張剛（生卒年不詳）的五首題照詩，

每首起句寫道：「認取當年一故吾」、「寰塵何處認前身」、「獨立庭堦一故

吾」、「翩翩年少一今吾」、「宇宙茫茫寄此身」。38無論是學問大家沈曾植，

還是這位底細不知的詩人，頻頻引用佛典來詮釋人生，用輪迴的時間觀來

抵抗被照片勾起的內在洶湧的情懷與時間流逝的滄桑感。來自西方的新物

質以及與之相伴的單向線性的歷史意識，與傳統感知模式間衝突較量，反

而增加了自我書寫的內在的抒情張力。沈曾植與嚴復的詩裡，雖然有莊子，

有遼鶴，有寺廟，但沒有「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欣然忘己的慧境，39

有的是眼前這個被拘滯在方寸間的自我影像、時間流程中的靜止的截面。

但是，抒情的一刻，提供了超越、忘懷於時間之外的小小可能。 

三、影像中我、你、他 

本雅明（Water Benjamin）在〈攝影小史〉中引用 19 世紀的攝影家多

泰戴（Dauthendey）的話來形容當時人看到自己達蓋爾的照片時的反應：

「起初，人們並不敢相信照片中的自己，他久久凝視他所拍攝的第一張照

片，想躲避照片中犀利的人像，因為他感到照片中那張小小的臉也在注視

著他。就像這樣，最早的達蓋爾式照片以不同尋常的清晰度忠實地再現自

然，使眾人為之震驚。」40本雅明描繪了早期觀看影像時，自我所經歷的不

安，試圖躲避那來自自我的犀利眼神。這些時刻是自我作為置身自我之外

的存在（being-outside-ourselves），深層的自我因經歷了「震懾」而被犧牲

掉的過程。在本雅明理論的啟發下，琳達•羅格（Linda Rugg）進一步解

釋說，照片設計了一種分裂，在被拍自我與觀看自我、存在的自我與「已

死」之自我影像、作為被經歷的此刻與被觀察的此刻之間的分裂。41由此，

當晚清人看到自己的影像時的反應又如何呢？晚清民國詩人是如何描繪這

                                               
38 張剛：〈自題獨立小照〉，《動向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35 年 6 月），頁 19。 
39 〔晉〕陶潛：〈讀山海經十三首〉，收於〔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注》（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335。 
40 〔德〕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倪洋譯：〈攝影小史〉，收於羅崗、顧錚

編：《視覺文化讀本》（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8。 
41 Linda Harverty Rugg, Picturing Ourselves: Photography & Autobi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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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置身於自我之外的視覺經驗的？自我的逼真影像或許亦給國人帶來

詭異、疏離以及種種不安的感官體驗。陌異的視覺化的經驗，與熟稔的抒

情格式碰撞與協商，抒情文字包容了陌異技術化的影像，翻譯、重構了新

舊交錯中的自我形象的理解。 

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用的這一組詩中，我們已發現在詩中顯示了觀看

主體在此過程中，視境所產生的極其微妙的變化。詩中，觀看的主體面對

陌生又熟諳（uncanny）的肖影時，有深刻的猶疑、不確定，需用雙手擦擦

眼睛，好好睜眼來看自己。例如，譚嗣同會故顯詫異地感歎，「忽說此人是

我」，沈曾植視野中的「似曾相識」，嚴復眼裡的「隔世身」，以及下文要談

到的秋瑾（1875-1907）的「儼然在望此何人」，都是引用舊語彙來描繪新

的視覺經驗的例證。我們當然可以簡單將其理解為是今日之我看昨日之

我，時光在自我身體上雕刻下的痕跡，記憶與真實之間的細微差異引發了

這種陌生化的感受。更重要的是，當「我」看著一個客觀化了自我的影像，

自我被潛在他者化，從而產生對自我及其身分的疏離感。蘇姍•桑塔格指

出，攝影的觀看習慣，創造了「一種和自然的疏離而非聯結」的關係。這

種「看」：「主要變成一種分離式的『看』的實踐，一種介於相機以及人眼

焦距與判斷透視之間，因客觀矛盾而受強化的主觀習慣。」42通過這種技術

引發的分離的觀看，照相式的「看」發現肉眼從未發現過的現實，通過照

片來發現另一個自己，來辨識記憶、影像與視覺判斷之間的細微差異。新

的媒介由此引進了一種新的「他者性」（alterity）。無可比擬的逼真影像，

帶來自我發現的同時，也引發自我的陌生化過程。 

在古代肖像畫中，這種對自我意象的凝神諦視或仔細辨認的瞬間身體

經歷的描述，常常困惑於似與非似之間。黃庭堅（1045-1105）在其著名的

〈寫真自贊五首〉（其三）中寫道：「或問魯直似不似，似與不似，是何等

語……」北宋文人在題人像畫時十分關心的問題是畫像與自己的肖似性，

頻頻詢問似與不似的問題。43晚清民國的題照詩，大量沿用過去的語彙，但

是已經不再拘泥於肖似的問題。這顯然與照片和繪畫作為不同物質媒體的

                                               
42 〔美〕蘇珊•宋妲著，黃翰荻譯：《論攝影》，頁 124-125。 
43 衣若芬：〈北宋題人像畫詩析論〉，收於衣若芬：《觀看•敘述•審美：唐宋題畫文學論集》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 年），頁 140-190，尤見頁 149-152。〔宋〕黃

庭堅：〈寫真自贊五首〉，收於〔宋〕黃庭堅著，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

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年），卷 2，頁 559-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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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性的差異所帶來的視覺感受上，以及主客體間的關係的不同有關。照

片展示的是巨大的纖毫畢現的逼真性的功能。在自題畫像的書寫傳統中，

猶疑的經驗、似曾相識的感受表達，作為一種慣常的修辭方式，在新的語

境中被借用來描繪照片所引發疏離、陌生的感受。這種自我的分裂，觀者

與影像的分身，在詩中常展示為故吾、今吾，前身存在、現在的我的對照。 

當自我作為自我的觀者經歷疏離的感受時候，銘刻、抒情在此時究竟

有何效應？毛文芳在對畫像題詠研究中指出，在明清的自題畫贊、自題畫

像的文人傳統中，畫外我與畫中我經常進行對話。觀看主體與像主不斷對

話，解析、認識、挑戰自我，在此過程中也形塑了書寫自我的主體性。44自

贊中的你、我對話的修辭手段，或是從他者的口吻點評影像，進一步戲劇

化呈現了兩種存在的情境─現狀、自我的期許，一個拘限於此的自我、

一個理想化自我之間的差異。觀看的自我同時也是詩人，佔據優勢，將畫

中之我抬高到與自我對話的地位。45如果說觀看的主體被分裂成自我與沉默

的影像，那麼，重要的是，自我進入了互為「自我反省」時刻，賦予沉默

的影像以發聲的權利，最終將自我與影像在特定的時空中相聚。文本與圖

像各自獨立存在，在一個現代的時空結緣重逢，此在的我對彼時異地的我

給予關照、勉勵。詩人頻頻用這種書寫模式來表達新的觀視經驗，寫下諸

如：「我身是你，你身是我。認清時，拈花一笑。」「二我相逢原是我，一

身已寄更留身。」46在二我相逢的奇特時刻，似乎都有親親如晤的感受，確

證只有「你」是我的知己。白話新詩中，更是喜歡用你、我的對話格式，「我」

質問「沉默的你」，提醒「你」該不辜負光陰，努力進取。 

戲題、自嘲、打油詩的形式，在題照詩中廣泛運用，不僅建立一種我

與你，我與他，觀者與詩中的、畫中的意象的對話的關係，更以戲謔的姿

態成功征服影像帶來的陌生化效果、圖像的「他者性」。換言之，題照行為、

熟練上手的文字癖性，有效地削弱了凝視自我影像所帶來的震驚、不安感

                                               
44 毛文芳：《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臺北：學生書局，2008 年），尤見頁 137-139、

156-158 等。該書對明清畫像自贊中的對話格式、自我的多音競爭，以及後設性的自我反

思等特徵，均有深入精彩的辨析。 
45 Hajime Nakatani, “Body, Sentiment, and Voice in Ming Self-Encomia (Zizan),” pp.74-80; Linda 

Harverty Rugg, Picturing Ourselves, p.13. 
46 樗癭（李玉顰）：〈自題小影•調寄解佩令〉，《繁華雜誌》第 6 期（1915 年），頁 11；俞

祖勳：〈自題小影〉，《學生》第 7 卷第 3 期（1920 年 3 月），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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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賦予了客觀化的自我以抒情的「聲音」。例如，有位筆名「醉」的人寫

了首打油詩：「似我原非我，疑他不是他。既非他與我，相對笑哈哈。」47一

副嘻嘻哈哈、隨喜隨緣的心態。 

在一系列的戲題的小照中，年高德劭的虛雲禪師（1840-1959）的〈自

題照相〉，無疑值得特別關注。筆者所見兩段虛雲和尚的〈自題照相〉，語

氣調侃，自嘲看破紅塵的「這個癡漢」。他有多幅照片存世，並常自題法相

郵贈弟子，也提供了照片在宗教活動中的新作用的一點線索。圖 3 中這段

偈語在調侃了自己醜陋形貌、放誕行徑之後，卻指出該老漢為蒼生請命、

不屈不撓的高貴品質，是「我」對自我形象的自嘲、自矜、自傲。 

 

圖 3：虛雲和尚贈寬鏡居士自題像48 

這個癡漢，有甚來由，末法無端，為何出頭。嗟茲聖脈，一髮危

秋，拋卻己事，專為人憂。向孤峰頂，直鈎釣鯉，入大海底，撥

火煮漚。不獲知音，徒自傷悲，笑破虛空，罵不唧溜。噫，問渠

為何不放下，蒼生苦盡那時休。49 

                                               
47 醉：〈丙寅自題攝影片〉，《會報》第 22 期（1927 年 3 月），頁 14-15。 
48 純聞編：《雲水禪心：虛雲和尚詩偈選賞》（北京：現代出版社，2012 年）。 
49 虛雲：〈自題照相〉，《覺有情》第 207 期（1948 年 7 月），頁 6。另有一首虛雲：〈自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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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省、自勵、自愧、自慚之餘，題照詩中彌漫人生如幻的感受，而

攝影術正是一種擅長製造幻覺的媒介。布爾迪厄（Bourdieu）描寫過，攝

影術將一個立體三維的空間物體平面化，並捕捉其獨一無二的瞬間的二維

的形態，就好像「夢境中的意象」，「為的是把握（如瓦爾特•本雅明所示）

感知世界那些稍縱即逝而無法感知的方面，為的是捕捉此在的荒誕之中的

人性姿態，這種此在是由『鹽柱』所構成的」。「鹽柱」一典源出《聖經•

創世紀》中的著名故事，說的是羅德之妻因為不聽忠告，回頭看了一眼上

帝毀滅的城市，自己也頃刻化為「鹽柱」，永遠立在那裡。50生命的荒誕與

物化的永恆形態，布爾迪厄在此通過「鹽柱」一典來傳達。晚清的題照詩，

沿用古代題畫詩的常用辭彙，引發大量的真、幻，真我、假我，昨日之我、

今日之我，有我、無我，「夢中夢」、「身外身」等書寫。51存在主體的意識

張熾的同時，更強化了生命虛無、虛幻的感受，抒情主體展開諸如無我方

是我、有我則非我，「紙上物」等同「色中塵」等等多重辯證。 

筆名「冰魂女士」（生卒年不詳）有首白話詩〈自題偕友攝影〉刊于北京

中國大學的校刊《晨光》。該詩云：「是真非真；／是偽非偽；／是二我；／

是二伊；／是相似形。我不願再去分別這些無謂的，／所知道的，／的確

看見了伊；又還自鑒一個我。／就此隨意些也好，／何必苦求全真啊！」52

商務印書館的戴克敦（1872-1925），於 1925 年元旦，給自己的影像題寫了

文言與白話兩段文字，刊於同人雜誌，白話文錄於此： 

這是誰！這是我嗎？這真是我嗎？幾十年幾百年前，早已有我，

卻不是今日的我；幾十年幾百年後，仍舊有我，也不是今日的我；

可見今日的我，和以前及將來的我，都是一剎那的假我，不是永

久的真我。那末，真我究在那裏呢？真我被假我蒙住了，假我去

盡，真我便見。53 

                                                                                                  
影〉，《佛教公論》第 23、24 期（1948 年 10 月），頁 4，均未附照片。他的題詩與多幅影

像，收於弟子為其編撰的事略等。 
50 〔法〕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攝影的社會定義〉，收於顧錚、羅崗編：《視

覺文化讀本》，頁 49-50 以及頁 50 的注釋 1。 
51 衣若芬將宋代人像畫題詩中的真、幻之辨，稱為「真」與「幻」的迷思，氏著：《觀看•

敘述•審美：唐宋題畫文學論集》，頁 142-157。新媒介繼續強化了這種真假難分、生命

如幻的感受，同時也顯示了文字癖性、固有的感知模式在認識新經驗時的作用。 
52 冰魂女士：〈自題偕友攝影〉，《晨光》第 1 卷第 2 期（1922 年 9 月），頁 4。 
53 戴克敦：〈懋哉自題小影〉，《進德季刊》第 3 卷第 3 期（1925 年 1 月），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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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段文字中的「全真」、「真我」的概念，並不是指寫實、如實呈現自我

面貌的客體的自我，而是指人格的形塑、理想境界的塑造，是對一個完整、

獨立、具有主體性的我的期許，而肉身的、影像的我僅僅是個剎那的「假我」

而已。但是，另兩首自題小照中，詩人卻認同寸紙留下「真面目」的功用，

頌揚新媒體的寫實能力：「寸紙欣留面目真，阿儂何物是前身。」54「是我原

非我，依然具五官。預將真面目，留與世人看。」55假作真時真亦假，影像

與文字中的自我形象、肉身的我與再現的我之間的界限已被模糊。詩人們

在此作出妥協，認同新媒介不僅能夠攫取自我的「真面目」，更如文字，能

將肉身寄存。喬納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指出，攝影術發明的結果

是影像世界由隱喻式（metaphorical）的變成換喻式（metonymic）的，難

辨現實和複製本的分別。56肉身的我、影像的我，鏡中的我、抒情的我，昨

日的我、今日的我，真我、假我，構成了一系列轉喻的關係，成就多重語

境中不斷轉喻的我。一方面，現實與逼真的再現之間的鴻溝幾被彌合，疑

真疑幻之中，引發的是觀看者對現實中的自我與自我的複本之間難分彼此

的焦慮；另一方面，傳統文人熟稔的抒情言志的方式、修辭套路，以及其

背後牽引出的龐大文化感知體系，正可以在此有效紓解異質媒介帶來的自

我認同的疏離、分裂，呈現舊語彙在新的視覺語境中的意義。這一系列真

我、假我，昨日之我、今日之我，肉身的我、再現的我，建立的不是西方

意義上的二元對立的關係，而是「我」在不同的時空機緣中的「現身」。於

此，題寫的意義即是： 

真疑是幻幻疑真，寫出書癡身外身。57 

四、俠骨前生悔寄身 

攝影從傳入中國之初起就流竄於煙花柳巷、梨園戲臺，與想像女性的

視覺政治、美人話語彼此纏繞，那些旖旎妝影、脈脈含情的紅顏氣質，都

                                               
54 王弢文：〈自題小照即請諸大吟壇賜和〉，《崇善月報》第 64 期（1929 年陰曆 9 月），頁

34。1930 年前後，《虞社》有數位同仁回應王弢文的索和。 
55 胡楷：〈題照相〉，《鐵路協會會報》第 8 卷第 3 期（1919 年），頁 5。 
56 Jonathan Crary, 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19th Centur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2), p.129. 
57 汪嘯廬：〈自題月夜敲詩圖三十初度小影〉，《虞社》第 155 期（1929 年 9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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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了傳統美人畫裡的男性凝望（gaze）的視角。58女子「花照」，與畫中

人一樣，頻頻以「真真」喚之，而照片的便捷、複製與迅速傳播更是強化

了這一情色想像的作用，成為欲望觀想的大眾媒介。59在晚清應運而生的高

唱女權的刊物中，我們看到閨秀的小照自題的作品裡，有因襲，也有試圖

翻轉這種被窺視的角度，轉而，或為主動大方的迎視，或是男裝裹身，寶

劍相隨，對性別話語作了策略性的借勢與挪用。這些數量不多的閨秀詩人

的小照自題，是對傳統視覺意符的反動，在圖文之中有新女性的性別主體

意識的萌動。 

徐蘊華：〈自題小影〉 

寂寂閑庭夕照天， 

秋山一角聳吟肩。 

寒花影裏低鬟立， 

不許人憐只自憐。60 

 

朱素貞：〈自題小影〉 

居然不改笑和顰， 

省識真真鏡裏人。 

從此小樓風月夜（俞曲園太史題予妝閣曰風月雙吟樓）， 

多君形影共相親。 

簾幕春風向曉開， 

落花時節暫徘徊。 

何當有個愁憑據， 

印入芙蓉鏡子來。 

                                               
58 從性別研究的角度關於明清女性畫像以及題畫詩的深入闡釋，見毛文芳：《卷中小立亦百

年：明清女性畫像文本探論》（臺北：學生書局，2013 年）。 
59 「真真」一典，出自唐代杜荀鶴《松窗雜記》，後成為畫中女子的代稱。清末與照片有關

的詩詞中，廣泛使用「真真」，指代照片中的女性形象。關於民國初年照相文化中，「女

性」照片傳情達意、「慰相思」的功用，見拙文：〈相思之影：清末民初照相文化中的情

感地圖〉，頁 130-137。 
60 徐蘊華：〈自題小影〉，收於陳匪石：《詩錄》，收於柳亞子編：《南社叢刻》，卷 4，頁 3104。

徐蘊華，字小淑，號雙韻，係秋瑾潯溪女學之女弟子，南社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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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將萼綠比丰神， 

慚愧精才擬淑貞。 

已讓羊車花市去（外子潘少文司馬將納妾，故云）， 

也知儂貌不如人。 

鸞簫久苦夢相尋， 

南浦餘情比水深。 

只道分身今有術， 

奈他知面不知心。61 

徐蘊華（1884-1962）筆底這個夕陽下在寂寂閑庭裡，低首俏立，形單

影隻的女子，或許似曾相識。詩中的女性自我呈現，帶有明顯的程式化傾

向，基本沿用了象徵詩學系統裡男性對於靜態內斂女性形象的構想。而結

尾，她筆鋒一轉，將驕傲的自我的主體性推到了前景，「不許人憐只自憐」，

隱含著一種幽微變化的生命的省覺。江南才媛朱素貞用「真真鏡裏人」的

熟語來指涉自我，但她的與自我形影的相親相戀，實則是夫君即將納妾的

情形之下的自我倚靠。括弧中的解說文字提供了個人訊息，大家閨秀在公

共媒體上（《新學海季刊》）表達自己的怨懟，也同時透露她難以割捨的情

緣。這幾首詩作，或許未脫去自憐自憫的傳統女性抒情氣息，但她們在公

共媒體上發表透露自己心跡的文字，無疑展示在新時代語境下現代女性對

自我的認知。徐蘊華的全身像（圖 4 右下角）和〈自題小影〉（右側）一道

刊登在上海的《婦女雜誌》創刊號上（1915 年）。影像中的她，著裝時尚，

頭戴一頂新式帽子，面對鏡頭，站立在庭院布景前。同一頁還刊有女界同

仁書寫的「女界之友」、「敦勵女教」等條幅及其它提倡女學的女教育家的

照片，呈現圖文疊印、長方形與圓形構圖交錯使用的視覺效果。這類圖文

並刊的形式，展示昔日重幃深閨裡的女子，大大方方展示在公眾傳媒的視

野之下，由人欣賞，表達自我。圖 4、圖 5 均為 16 開本的珂羅版彩印插圖，

民初女子的華瞻異彩，一百年後，依然透現紙背。 

                                               
61 朱素貞：〈自題小影〉，《新學海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20 年 1 月），頁 13。朱素貞（生

卒年不詳），字瑞香，號櫛雲樓主，上虞人，係南社詩人潘普恩（1875-1954）之妻，夫婦

倆為民初著名詩壇伉儷。朱素貞在《新學海季刊》上發表一組〈倚翠樓吟草〉，未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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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徐蘊華：〈自題小影〉62   圖 5：施淑儀：〈自詠題蕉背影〉63 

 

圖 5 為 1915 年刊登在《婦女雜誌》上的一幅施淑儀（1876-1945）與

自己表妹的合影。畫面的設計頗為有趣：表妹手拿針線面向讀者，而施淑

儀身著洋裝背對讀者，裝作在芭蕉葉上題寫自己的愁緒。一邊一首題照詩，

一首贈給表妹，而另一首題為〈自詠題蕉背影〉：「背花悄拭淚痕乾，愁緒

如蕉下筆難。自顧年來憔悴影，怕臨青鏡怕人看。」64照片上、下方還題有

                                               
62 徐蘊華：〈自題小影〉，《婦女雜誌》（上海）第 1 卷第 1 期（1915 年 1 月），無頁碼。圖 4

左方登有〈上海競雄女學校長石門徐自華女士小影〉，徐自華（1873-1935）係徐蘊華之

姐，南社詩人。 
63 施淑儀：〈自詠題蕉背影〉，《婦女雜誌》（上海）第 1 卷第 2 期（1915 年 2 月），無頁碼。 
64 此則材料受惠於胡曉真一文提供的線索。胡曉真：〈文苑、多羅與華鬘─王蘊章主編時

期（1915-1920）《婦女雜誌》中的「女性文學」觀念與實踐〉，收於吳盛青、高嘉謙編：

《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 年），頁 320。施淑儀在此只顯

示背影，該不是因為她不願拋頭露面，而是基於對詩意與畫面構成的考量。1914 年 7 月

《婦女時報》第 14 期上登有她的個人肖像照。《婦女雜誌》上所刊登的女界先進的照片，

該是主編王蘊章與諸位女性同仁共同努力的結果。上海婦女雜誌社〈徵集文字圖片〉中

有一條：「寄件者，如欲將自己小影印入本報，可將影片隨稿附下。本社當於每期圖畫欄

中，另闢愛讀本報者之小影一門，鑄版印入，以酬雅意。」見上海《婦女雜誌》社編輯：

〈徵集文字圖片〉，《婦女雜誌》第 1 卷第 1 期（1915 年 1 月），卷末，無頁碼。施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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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901 年冬）及其署名，整個版面透著濃郁的書卷氣息。無論是攬鏡

自照，還是面對讀者，都是施氏不願為，她給讀者留下一個落寞的、同時

也是在奮力臨摹的背影。精心設計的自我背影，照邊題詩與照中題寫的姿

態互為呼應，以及題字的空間佈局，均顯示了施淑儀對自我公共形象的建

構，有非常自覺的圖像意識。 

傳統社會裡因襲已久的對女子進入社會公共鄰域的歧視雖然開始鬆

動，但這種女子拋頭露面之事，仍會被認為傷風敗俗。20 世紀的第一個十

年間，小報畫報開始帶有圖片插頁，多是歡場女子、梨園戲子的天下。65良

家婦女、大家閨秀多不願拋頭露面，玉照新顏上報刊還未成風氣。目前能

見到的較早的閨秀照片，係陳擷芬（1883-1923）擔任主筆的 1903 年的《女

學報》上羅迦陵（1864-1941，猶太裔大亨哈同之妻）、早夭的上海奇女子

吳孟班（1883-1902）的半身肖像照；1904 年在《女子世界》上的薛錦琴

（1883-1960）全身的晚清女子裝扮。66民初第一份商業女子刊物《婦女時

報》上登有一系列的女性投稿者照片，多為主編包天笑積極運作的結果。67

直到二十年代中後期，為數眾多的名門才媛、職業新婦女，才開始連同新

出現的身分意義含混的交際花、電影明星，涉足公共傳播領域。女性個人

肖像照，連同具有自覺肖像意識的特寫拍攝，成為公共性的圖像展示，刊

登在 1925 年創辦的《上海畫報》、《紫羅蘭》與 1926 年創刊的《良友》畫

報上，猶如現代都市風景，成為可資消費的速食圖像，體現市民階層的世

                                                                                                  
該詩又作〈自詠背面題蕉小影〉，收於《冰魂閣詩存》，同時收有湖南易婧仲青的和作。

送表妹的詩作〈散課後與陸亦彬表妹攝影即題詩以贈之〉如下：「課罷相攜步碧苔，天寒

翠袖共徘徊。喜君不把鴛針棄，笑向芙蓉深處來。」收於施淑儀著，張暉輯校：《施淑儀

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頁 656-657。 
65 Catherine Yeh, Shanghai Love: Courtesans, Intellectuals, 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 1850-1910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pp.84-95.中文版見〔美〕葉凱蒂著，楊

可譯：《上海•愛：名妓、知識分子與娛樂文化，1850-1910》（北京：三聯書店，2012 年），

頁 88-100。她指出，最早提及妓女拍照的係葛元煦：《滬遊雜記》（1876 年）（上海：上

海書店，2006 年）。 
66 《女學報》編輯：〈羅迦陵女士〉，《女學報》第 2 卷第 1 期（1902 年 2 月），無頁碼；《女

學報》編輯：〈吳孟班女士〉，《女學報》第 2 卷第 2 期（1902 年 3 月），無頁碼。《女子

世界》編輯：〈女士薛錦琴〉，《女子世界》第 2 期（1904 年 1 月），無頁碼。 
67 參見季家珍（Joan Judge）近著中第二章、第三章的討論。Joan Judge, 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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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享樂觀。68與世紀之初女性主義者的登臺亮相高唱女權相較，有更為含混

的意義，摻雜著情色觀想的功用。女作家中，詞人呂碧城（1883-1943）留

下多幅風流俊逸的時尚肖像照，其倩影及背影分別登在《婦女時報》第 2

期與第 10 期上。69她的詞集（如 1925 年版的《信芳集》、1929 年的《呂碧

城集》）附有不同時期的個人影像，這在當時文人的作品集中，實屬少見，

與她塑造的瑰奇超邁的文本世界相映照。 

在筆者讀過的女性自題小照詩中，我以為最有趣的是秋瑾的這首著名的

自題男裝小照。它帶我們進入其情感的幽微世界，是視覺、女性主義意識以

及人生經驗的層層轉折中，對當下生命狀態與性別身分的省察與重重召喚。 

秋瑾：〈自題小照〉 男裝 

儼然在望此何人？ 

俠骨前生悔寄身。 

過世形骸原是幻， 

未來景界卻疑真。 

相逢恨晚情應集， 

仰屋嗟時氣益振。 

他日見余舊時友， 

為言今已掃浮塵。70 

這首七律作於 1906 年秋瑾自日本歸國後。秋瑾之弟秋宗章寫道：「姊即

歸，乃棄和裝不御，製月白色竹衫一襲，梳辮著革履，蓋儼然鬚眉焉。此種

裝束，直至就義，猶未更易。改裝伊始，曾往邑中蔣子良照相館，攝一小影，

英氣流露，神情畢肖。」71青樓女子的換裝表演、風流放誕在明末已成風氣，

在晚清妓女的男裝照也是一種婀娜丰姿化雄放的時尚演繹。而秋瑾的現存的

                                               
68 見姚玳玫關於女性肖像的私人性與公共性的討論。姚玳玫：《文化演繹中的圖像：中國近

現代文學／美術個案解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52-73。 
69 《婦女時報》社：〈教育家呂碧城女士小影〉，《婦女時報》第 2 期（1911 年 7 月），無頁

碼；《婦女時報》社：〈呂碧城女士背影〉，《婦女時報》第 10 期（1913 年 5 月），無頁碼。 
70 秋瑾著，郭延禮注：《秋瑾詩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94。 
71 秋宗章：〈六六私乘〉，轉引自郭延禮：《秋瑾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3 年），頁 90。

兩張存世的男裝照中，一為中式長衫、一為男裝西服。徐自華的〈秋瑾軼事〉生動描繪

了秋瑾喜喬裝攝影，曾約數位女生著男裝攝影，並請徐自華品題。收於郭延禮編：《秋瑾

研究資料》（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 年），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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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張男裝照，則是她紅粉英雄的激情想像，豪俠精神呈現，不類歡場上的風

流任誕。詩中描寫了自己乍見男裝形象的疑幻疑真的心理，刻畫細膩入微。

借助照片的成功換裝，變裝的秋瑾在歷史瞬間的定格完成，性別轉變似乎易

如反掌，但是詩中表達的是更為複雜的由觀看而引發的瞬間的啟示以及斑駁

的心理體驗。在秋瑾的許多詩詞裡（如〈滿江紅〉），雖然顛覆了宿世的男女

不平等的觀念，超越了當時代閨閣文化的一種想像，但這種簡單的男女權力

與身分的置換是建立在對男女對立的二元論基礎上的，是對男權至上的社會

體系與權力關係的悖論性的肯定與認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首詩中表

達的猶疑恍惚的精神經驗值得關注。詩中沒有她為女權張目的狂放倜儻，沒

有假扮異性的簡單調包，在超越男女性別對立的顛覆性的游離的同時，展示

的是性別特徵認同上的不確定性與深刻的猶疑。恨作女兒身的我，假扮異性

的我，以虛構的時間的流程（前生、過世、未來）為導向，就像白日做夢，

虛實相濟，而扮裝照正提供了一種真實的幻象。秋瑾的「換裝夢」，很容易讓

人聯想起飲酒讀騷的清代女詩人吳藻（1799-1862），以及陳文述（1771-1843）

對吳藻的評語：「前生名士，今生美人。」72也就是說，佛家三生、轉身論框

架悖論性地為性別身分的開拓提供了合理化的闡釋。〈自題小照〉後半首語調

轉為舒宕豪放，以壓抑自身今生受挫的情緒，一掃浮塵，以他生來超越現實

此在。這一首詩饒有趣味地展示了一種性別身分認同的困惑、選擇性的實踐，

是為自己無法真正超越性別樊籬而抑鬱不平、繾綣輾轉下的一次突圍表演。 

在二十年代，大眾寫作女性的自題中，一種清新的自我意識亦躍然紙

上。天津第一女師範附屬學生王文田女士（生卒年不詳）有〈自題小照二

絕〉，說自己相片「眉目分明影逼真」，73已無自怨自艾的意思。第二首更是

語調豪邁，寫道：「光陰荏苒幾蹉跎，如水年華頃刻過。愁事漸多歡漸少，

惜時須奮魯陽戈。」74而一位名為獻廷女士（生卒年不詳）寫的一首白話新

詩〈愛伊〉，以近乎自戀的口吻說，「我真要把伊捧到三十三層天上」，75一

覽無餘地表達對自我（或是自我肖像）的深沉戀慕，顯示在短短十幾年後

女性自我意識在民國社會中的高漲。她如此寫道： 

                                               
72 陳文述：《碧城女子詩》，見施淑儀輯：《清代閨閣詩人徵略》，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

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63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 年），卷 8，頁 10。 
73 王文田：〈自題小照二絕〉，《天津益世報•文苑》第 14 版，1920 年 5 月 24 日。 
74 同上註。 
75 獻廷女士：〈愛伊•自題小影〉，《民國日報•平民》第 4 版，1921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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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伊是誰？誰是伊？ 

我不愛伊誰愛伊！ 

我不愛伊更愛誰！……76 

五、多重的自我幻相 

晚清沈太侔在筆記《東華瑣錄》中，談到當時的名流雅士對化妝照的

鍾情： 

曾見一像，為寶香士、寶似蘭、徐梅村、盛伯希，男妝女妝，僧

伽羽客，狀態不一。有梳如意髻，河山象服者；有圓結作時髮，

雙翹弓彎者。聞其中之僧道妝束者，初亦欲作女妝，總未如法，

因改為方外。此片紙至今尚存，有某君題詩於上，詩頗刻畫。又

一日，見廟市售袁爽秋相片，惜為不識者攫去。77 

徐園悅來容照相館，係上海第一家職業照相館。其 1890 年前後在《申報》

上的一系列廣告中，均標示自家照相館有傳統的園林景觀，博古琴書，隨

意布置，兼備古裝，以期如入畫圖的效果。78魯迅先生也在其著名的〈論照

相之類〉一文中，對民國照相文化中換裝攝影有過經典的諷刺。79借助技術

的操縱，以換裝、琴棋書畫為道具，配以各類姿態，模仿傳統肖像畫、仕

女畫，成為艷羨想像的他者，成為新的大眾娛樂方式以及頗具本土文化特

色的視覺實踐。這些「另類」的民國肖像攝影，80為人生如戲提供了活色生

香、光怪陸離的詮釋。穿著各式服裝，搬演各等角色，此謂「化妝照」（或

化裝照），在扮演與凝視中，給當時的國人提供了怎樣的自我想像空間與娛

樂的可能性。在自題的化裝小照的詩作中，多見自題戎裝、僧裝、釋裝、

                                               
76 獻廷女士：〈愛伊•自題小影〉。 
77 沈宗畸：《東華瑣錄》（天津：北洋廣告公司，1928 年），無頁碼。文中所形容的一像，

惜未見。 
78 例如，《申報》廣告：〈悅來容園景照相〉，《申報》第 5259 號，1887 年 12 月 6 日，見上海《申

報》編輯：《申報》（上海：上海書店，1982-1986 年），第 31 冊，頁 1029。參見張偉的討論，

張偉：《西風東漸：晚清民初上海藝文界》（臺北：要有光，2013 年），頁 307-308。 
79 正是服裝、道具、姿態，對繪畫傳統的符號化模仿與大量複製，造成了魯迅眼裡的「千

篇一律的呆鳥」印象。魯迅：〈論照相之類〉，《魯迅全集》，卷 1，頁 184。 
80 見顧錚的梳理。顧錚：〈「另類」的民國肖像攝影小史〉，收於顧錚：《顧錚攝影文論集》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 年），頁 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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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裝，亦有自題獨立小影、臥花小影、倚欄小影、獨立蒼茫小影、人淡如

菊獨立小影、畢業禮服照相，用以寄友、贈友、索題。扮裝角色中受歡迎

的有漁樵、僧人、乞丐、神仙、古裝、女子西洋裝扮、賣花女郎，以及經

典的文學場景如「黛玉葬花」等。通過服裝、場景、道具、姿態的刻意擺

布，影像主體進行多重自我的變裝表演，借機來宣示自己的情意志趣、理

想狀態。81早期肖像攝影中，大量使用各類服裝、傳統道具，用文化規範、

主觀的視角來改造技術化過程中的客觀影像。82 

道裝、僧裝小影，無疑凝聚了傳統文化中的道德隱喻與宗教想像。其

間一類是真誠的自我身分的求索，與自己的宗教訴求相一致；另一則兼有

遊戲性質，如標題「題僧裝行樂圖」所示。83虞社陳守治（生卒年不詳）的

〈自題僧裝小影〉，比較平實地表達自我願景：「屈指年華半古稀，請纓擊

楫願多違。此身合向山中老，長著僧家無垢衣。」84 

沈曾植在 1910 年面對自己僧服照寫下： 

沈曾植：〈自題僧服小影〉 

了此宰官身， 

即是菩薩道。 

無佛無眾生， 

靈源同一照。85 

王蘧常（1900-1989）的《沈寐叟年譜》云：「宣統元年己酉（1909 年），公

六十歲。時國事日非，公嘗作僧服，以歐法攝景，寄朋儕題詠以寄意。明

                                               
81 明清文人、宮廷建立了用服裝來宣示自己文化身分特徵的傳統。毛文芳在討論明代陸樹

聲的個案時，描繪陸樹聲著不同服裝（公服、朝服、冠服、野服、篷笠、居士等像）代

表了他人生不同階段與切面，圖像與像贊互文的自傳關係。見毛文芳：《圖成行樂：明清

文人畫像題詠析論》，頁 99-158。 
82 見 Regine Thiriez, “Photography and portrai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East Asian History, 

No.17-18, (June-Dec. 1999), pp.77-102. Roberta Wue, “Essentially Chinese: The Chinese Portrait 

Subject in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y,” in Wu Hung and Katherine R. Tsiang, eds.,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pp.257-280. 
83 例如，虞社詩人陳瘦愚的僧裝照片以及題詩〈遊鼓山喝水巖著僧裝留影自題二首乞同社

政和〉顯然有嬉戲的成分，詩與照見陳瘦愚：〈遊鼓山喝水巖著僧裝留影自題二首乞同社

政和〉，《虞社》第 222 期（1936 年 7 月），頁 7。 
84 陳守治：〈自題僧裝小影〉，《虞社》第 182-183 期（1932 年 3 月），頁 44。 
85 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頁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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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自題云云。」86精研佛學的沈曾植，與友人穿上僧服攝影，大約會有立地

成佛的快感。最為有趣的是最後一句，「靈源同一照」，構思巧妙，可從隱

喻義、字面義兩個層面來理解，是哲思之光與攝影之光的並現。袈裟披身，

光華皎潔，心靈頓受啟悟淨化。而攝影術的「靈光」（aura）乍現，留下這

凝固在時光中的袈裟身影。 

這一類喬裝攝影，有娛樂遊戲的成分，也是在固定文化角色想像下的

自我期許與投射。許多服裝顯然都是照相館提供的，類似當代火遍東亞的

人物「寫真集」。古衣冠，往往能牽扯出許多閑愁。孫雨廷（生卒年不詳）

的散曲散套〈自題十八歲古裝肖像〉，其中的「一枝花」寫道：「你漫誇壯

氣豪，慣覓新詩料。離懷多冷落，殘夢半蕭條。塵海迢迢，留一幅傷心照。

看容顏慘淡描，渾不似畫麟臺颯颯英姿，畫凌煙堂堂妙貌。」87回首韶華，

誇口說自己「畫凌煙堂堂妙貌」，而古人衣冠似乎更添了詩人的世事滄桑感

受。歷史學家李思純（1893-1960），二十年代初留學法國、德國，有〈以

歐人中古冠服攝一小影戲題四詩〉發在《學衡》上。最後一首寫道：「騎士

朱纓護美人，都僧玄帔禮明神。眼前不作千秋想，後二千年視此身。」88歷

史學家見自己成了俠義護美人的中古騎士，這種歷史穿越的奇妙感受，想

必深慰其心。 

《遊戲科學》的編輯、海上名士錢香如（生卒年不詳）有題為「編者

游戲小影」的十二張照片與題詩。除了一張「編者的本來面目」，有十一張

「化裝照」，化身明朝秀才、茅山道士、爛腳叫花子、滿清軍官、老古董、

光復時之洋大人、書呆子、東洋人以及兩張男扮女裝（潑婦、西洋美人）

等。其間既有悠遊閑適、澹泊名利之態，也有誇張滑稽的表演。還有「明

霞樵子」、「龍湖幹道人」、「逸民」、「海上漱石生」（1864-1940，孫玉聲）

的題詩。89錢香如為「明朝秀才」自題云（圖 6）： 

                                               
86 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頁 381。錢仲聯同時指出：「公後曾以

此詩題陸天炎之先德少山遺照。」筆者未見原照。 
87 孫雨廷：〈自題十八歲古裝肖像〉，《東方季刊》總 1 期（1926 年 12 月），頁 32。孫雨廷

在這本《東方季刊》上發表詩作 3 首。 
88 李思純：〈以歐人中古冠服攝一小影戲題四詩〉，《學衡》第 19 期（1923 年 7 月），「文苑

詩錄」，頁 12，未附照片。另有，李思純：〈自題小影寄家人〉，《學衡》第 14 期（1923

年 2 月），「文苑詩錄」，頁 6。 
89 見錢香如：〈編者游戲小影〉，《遊戲科學》第 1-4 期（1914 年），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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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云子曰鼻頭揩， 

錦繡文章八股佳。 

笑我祇諳游戲學， 

輸君窗下把頭埋。90 

 

圖 6：〈編者游戲小影‧明朝秀才〉91 

 

影像中的這位才子，身披秀才服，腳穿高靴，手搖扇子，一副意氣風發的

架勢。詩中將這所謂的「明朝秀才」來膜拜，崇尚「游戲學」、現代魔術的

錢香如，假心假意地表示自歎不如。這些遊戲文字，表達對奇絕幻相的讚

歎，顯示文人對文化角色的想像與徵引，其間有傳統的內容，也結合了當

時代的時尚。 

化裝照裡最為著名的例子，當是早年極力反對拍照的慈禧太后（1835- 

1908）在其晚年拍攝的系列化妝照。故宮所藏的三十餘張慈禧照片中，化

妝照有七張。自比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菩薩的慈禧，扮成觀音，李

蓮英扮成善財童子，還有龍女相伴。她還有一張漁家裝束，與后妃合拍，

                                               
90 錢香如：〈編者游戲小影•明朝秀才〉，《遊戲科學》第 1 期（1914 年），無頁碼。 
9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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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蓑雨笠，孤棹扁舟，貌似脫去了宮闈氣息。92而 1908 年在彰德府邸養疴

的袁世凱（1859-1916），在假山亭臺間，身披蓑衣坐船中，扮作艄公，其

弟站立船頭，裝作執篙點水的樣子。此照連同其官服照、修養住地的照片

一起發在當時極具影響力的綜合性刊物《東方雜誌》上（圖 7）。93當代研

究者常未注意該照的刊發語境，單拿其扮「漁翁」一張照片而論，認為此

係袁世凱遮人耳目、掩耳盜鈴之舉，故意要擺出逃避現實的姿態，蠱惑人

心。其實，《東方雜誌》的標題為「尚書之娛樂」。94基本可以判定，這類扮

裝照片受古代「行樂圖」影響，而「行樂」作為一種概念，在民初被更「現

代」的「遊戲」、「娛樂」概念所替代。借用照相術完成的漁隱垂釣，是袁

世凱試圖在為自己締造儒雅文人的公眾形象，而非簡單地傳達隱退之意。

袁世凱還寫有〈自題漁舟寫真二首〉，未發表在《東方雜誌》上。在小圈子

裡的命筆抒情寫志，袁世凱既有悠遊閑適的林下隱逸之想，也有崢嶸畢現

的一刻：「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95 

                                               
92 近期的西方學界中對慈禧化妝照的討論，亦注意到她對傳統「角色」的徵引。例如，David 

Hogge, “Piety and Power: The Theatrical Images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Trans Asia 

Photography Review, vol.2, no1 (Fall. 2011), online。文章及慈禧扮裝照參見：http://quod.lib. 

umich.edu/t/tap/7977573.0002.108/--piety-and-power-the-theatrical-images-of-empress-dowag

er?rgn=main;view=fulltext，瀏覽日期：2016 年 8 月 2 日。 
93 本文數則材料受益於攝影史學者吳群對早期照相史的研究，包括這張袁世凱的娛樂照。

吳群：〈晚清人像攝影偶記〉，收於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攝影叢刊》第 11 輯（上

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 年），頁 85。 
94 作為民國上海遊戲、魔術的主要推手，錢香如在此與傳統文人的遊戲人間的概念已有所

不同，已經有「寓教於樂」、修養身心的現代娛樂觀念。在此「尚書之娛樂」的標題，也

正是向讀者透露此為一高雅的「娛樂」形式。參見孫麗瑩對民國時期「娛樂」概念的討

論。孫麗瑩：〈高尚「娛樂」？《玲瓏》中的裸體圖像、視覺再現與編輯對策〉，收於王

政、呂新雨編：《性別與視覺─百年中國影像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 年），

頁 45-67。關於民國扮裝照的文化闡釋，筆者會另撰文討論，在此從略。 
95 袁世凱：〈自題漁舟寫真二首〉，收於袁克文輯：《圭塘倡和集》（藏上海圖書館古籍部石

印本，1913 年），無頁碼。這些詩作是否經文采煥然的袁公子的潤色，就無從知曉了。〈自

題漁舟寫真二首〉：「身世蕭然百不愁，煙蓑雨笠一漁舟。釣絲終日牽紅蓼，好友同盟只

白鷗。投餌我非關得失，吞釣魚卻有恩仇。回顧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鬚一笑休。」「百年

心事總悠悠，壯志當時苦未酬。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無磐石，

嘆息神州變缺甌。散發天涯從此去，煙蓑雨笠一漁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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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養疴中之袁慰亭尚書〉96 

 

近年來已有學者注意到晚清攝影易裝現象以及其間戲謔的成分，強調

在現代性中「自我狂熱以及消費的意識形態」。97易裝中確有大量戲謔的成

分，像玩變戲法，樂此不疲，技術化的影像為文人娛樂提供了多重可能性。

但與此同時，我們亦應看到，這類易裝貌似自由地穿梭於各種身分與性別

特徵中，表達欲望的同時，大多受文化固定模式與思維定勢的制約。換言

之，他們更多的是對固定文化角色與理想自我的模擬。秀才、道士、叫花

子、書呆子乃至美人，都是形塑好的模子，從拍照時的道具、服裝、擺拍

到最後題詩，都在重複強化固有的印象，而非後現代意義上的身分特徵自

由選擇。98技術化的影像與傳統文化的角色想像一拍即合，借服飾、道具、

新的媒介塑造的種種自我的古今、中外、跨越性別的多元幻相，呈現如此

交錯疊映、眼花繚亂的民初視覺文化景象。 

                                               
96 《東方雜誌》社：〈養疴中之袁慰亭尚書〉，《東方雜誌》第 8 卷第 4 期（1911 年 5 月），

無頁碼。 
97 彭麗君著，張春田、黃芷敏譯：《哈哈鏡：中國視覺現代性》（上海：上海書店，2013 年），

頁 95。 
98 例如，彭兆良〈化裝攝影〉一文中給出的攝影指南即顯示了化裝攝影的這種模式化傾向。

彭兆良：〈化裝攝影〉，《攝影畫報》第 11 卷第 6 期（1935 年 3 月），頁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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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年的《遊戲雜誌》上登有一張饒有趣味的「二我圖」，可進一步佐證

這種印象（圖 8）。99此照與文字，或可視為是自我身分的現代寓言。這張照

片上題寫了「是我」、「我是」，「這一個我是」、「那一個是我」。兩組印刷與

手寫體的文字與圖像的排版設計，亦如鏡像，相映成趣。圖與文建構起看似

透明的關係，玩起自我認知與自我認知錯誤之間的遊戲。這個鬼魅般似曾相

識的影像（同一主體的復現），是我嗎？是指認，還是質疑？而「我是」作

為主謂短語有多重賓語的可能性。照片所具備的指示的、索引性的功能，100

與「是我」的判斷性文字結合，強化圖像與「我」的真實聯繫。同時，自我

的身分特徵及其真實性，被照片裡的二我形象，釜底抽薪，彰顯新媒介的強

大的虛構性，製造幻覺的能力。自我的多重形象以及無限可能，無疑亦挑戰

了影像技術的指認的功能，最終將自我主體性處於可無限複製的不穩定狀態

之中。文字與拍攝姿態的遊戲成分，同時顯示了攝影／書寫主體對現代視覺

文化的熱衷擁護的心態。新媒介帶來多重自我認知的樂趣，而與此同時，舊

有的觀畫語彙與概念亦再次消解了新技術的挑釁、疏離自我的效果。 

 
圖 8：是我、我是圖101 

                                               
99 圖 8 攝影者與像主不詳。「二我圖」，與雙身圖、雙影圖同義，也是民國分身照最主要的

一種形式。關於「二我圖」的中文討論，見揚之水：〈「二我圖」與文人雅趣〉，《收藏家》

2000 年第 7 期，頁 44。 
100 符號學家皮爾斯（Charles Pierce）提出的 Index（譯作索引或標記符）概念，被用來理解

照片與現實的索引性（indexical）關係─照片與被作為物理性存在的拍攝物之間存在某

種意義上的真實、精確的關係。參見 Robin Kelsey and Blake Stimson, “Photography’s 

Double Index (A Short History in Three Parts),” in The Meaning of Photograp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vii-xxxi. 
101 《遊戲雜誌》社：《遊戲雜誌》第 10 期（1914 年），無攝影者、像主等相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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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本文檢視晚清至民國時期自題小照的寫作，以及它在新舊媒介、

新舊文類的角力拉鋸中的賡續綿延。傳統題畫詩歌的一套觀畫模式、理解

自我的方式，與一個嶄新的影像世界交匯碰撞，舊體詩與新影像經驗之間

由此建立起多重關係，賦予瞬間的影像以情感與道德的意義。感物而興的

抒情傳統，熟練上手的感知方式，借助現代傳媒與大眾文化生產場域，將

舊有的圖文關係成功地根植於自我意識激長的新時代。傳統意義上的詩畫

同源、圖文合一的和諧關係，也在此呈現出更為複雜的歷史重層、交接參

錯的形態。102抒情言志，在此結合了「震懾」的現代性的視覺經驗，鋪陳

嶄新的自我想像，繼續發揮形塑現代知識人的精神面貌的作用。這種具有

本土文化特色的抒情表達、美學實踐，在世界範圍內的「題圖」文類寫作

中別具一格，不僅挑戰了 20 世紀關於現代性的論述中視覺（vision）的優

渥地位，也為現代照相文化提供了獨具魅力的一頁。 

【責任編校：黃佳雯、黃璿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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