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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为新书《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的导论。从立国之初，清帝就强调要维系满洲尚武
根本，而由皇帝直接下旨、内务府监管制作的战勋图像，即是皇权所欲强化的武功文化之关键。作者以此为
切入点，尝试跳脱“汉化说”与“新清史”的框架，从皇清文化霸权的角度，重新反思满族得以统治中国近
三百年的机制。马雅贞，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

作为极少数的满族何以能够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可以说是清史研究的核心课题。“汉化说”认为满洲人接受
并与汉人文化同化是清朝成功的基础，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新清史”研究则认为满族主体性才是维系清帝国的关
键；前者多强调清朝对明代官制与儒家思想的承袭，后者虽不否认汉文化的影响，但更关注于非中国传统官僚体
制、清帝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方式等面向。尽管学界相关的回响与讨论很多， 也不乏替代模式的提出，但
由于双方对于“汉化”的定义未必一致，所关注的层面也不甚相同，因而被称为是“没有交集的对话”。的
确“汉化说”与“新清史”的最大分歧之一，或在于前者所重视的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与文化于清代之传承，却不
是后者研究的重点；后者侧重的满洲独特之八旗制度、尚武文化或是多民族帝国的统治策略，也非前者关怀的核
心。如果“汉化说”主要以中国本土社会为范围，聚焦于满人对汉人政治传统的受容，“新清史”则更看重满洲
统治集团如何维持对蒙古、西藏、汉人等多民族的支配，而着重研究清帝国和边疆族群的关系，可以说两方讨论
偏重的统治对象与区域有所不同。理论上二者的研究应该在中国本土的汉人社会有所交集，但一般来说，“新清
史”在主张满人作为外来征服集团，需以八旗制度等来强化满汉定位之余，或也认可清朝并行中国传统的王权思
想以获取汉人的支持，或将之整合在清帝国超越所有文分而未就满洲皇帝于中国本土的统治与“汉化说”有更深
入的对话与讨论。换言之，虽然“新清史”强调满人主体性而引入了族群认同、多民族关系等面向而丰富了清史
研究，但除了少数触及清帝透过南巡与江南士大夫和商人的互动外，“新清史”基本上是透过包融“汉化说”，
一方面认可中国传统王权对清廷的影响，另一方面将之诠释为或与满洲人集团的统治正统性并行，或视中国本土
为清多民族帝国的一环，而并没有完全撼动“汉化说”对于满族何以能够统治中国本土社会此一问题的答案，也
就是清廷采取的汉化政策（不论是“汉化说”隐含的被动还是“新清史”强调的主动）。
如此的回答难免令人感到老调重弹，尤其是清史研究在这些年“新清史”高举满洲主体性的洗礼之后，汉化
政策仍是满族能够统治中国本土社会的关键因素；然而，如果我们换个方式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提问，何以中国
本土社会被极少数的满族统治近三百年，就会发现既有的答案和“新清史”批评“汉化说”忽略满洲主体性一
样，汉人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容或也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倘若“新清史”提醒我们，清廷对于满洲以少数族群
统治占大多数的汉人十分自觉，维持满人统治与满人集团的凝聚性是清朝统治成功的重要条件，以八旗为例，其
制度的发展也随着时间有所变化；那么汉人在同样满汉比例悬殊的历史情境下，又何尝没有意识到自身被支配的
地位？换句话说，清廷采纳了汉人传统的王权思想，就足以让汉人长期接受满人的统治了吗？满洲皇帝以儒家思
想作为汉化政策的核心，即能赢得儒家精英的长久支持吗？满人对汉人近三百年的支配关系，除了中国传统王权
与汉化政策，是否还需要其他的机制与过程才得以确立并维系？
1 皇清文化霸权
本书借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文化霸权 (cultural hegemony) 的概念，来思考满人对汉人的支配
关系。文化霸权原本是用来指涉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与权力的关系，讨论支配群体如何透过文化象征等作用，促
使被支配者默认接受其从属地位，但对历史学的讨论而言也可以有所启发。尤其统治者如何赢得被支配者对既有
社会秩序的共识、如何持续地创造其合法性以维持其支配地位，被支配者又如何参与使其被支配合法化的共谋之
中，以及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文化并非界线分明而是可穿透的等概念，更能帮助我们分析极少数的满族如何长期
成功支配绝大多数的汉人。
相对于其他征服王朝，清朝宫廷除了采纳汉人的王权传统之外，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其对士大夫文化的积极收
编以建构其皇权。以康熙朝为例，宫廷开始大量地实行当时盛行于文士间的艺文模式，并将之转换为皇权和清宫
文化的一部分。包括将盛行的晚明董其昌（1555~1636）绘画风格收编成为清宫院体之一的正统画派；模仿当
时流行的董其昌等帖学书风，成立御书局大量颁赐御书；受到明清官员以战事为中心的奏议合集的影响，首创将
http://www.ssap.com.cn/c/20161102/10429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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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流行的董其昌等帖学书风，成立御书局大量颁赐御书；受到明清官员以战事为中心的奏议合集的影响，首创将
上谕与奏折等加以编纂的官修史书方略；承袭明清文人出版诗文集而刊刻大量御制诗集；转换明清文士的园林诗
作与图绘而为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其中的御制诗一改文人唱和的社交取向，而加入大臣的批注来见证皇帝
博学圣德，图画则无文士园景图聚焦于近景的小品模式、季节变化、人物等引领观者游览的元素，而借由数量庞
大的景点与广阔园景显示皇家苑囿的宏阔气度等。这些康熙转换与收编明清文士文化的举措为其他征服王朝所未
见，不仅为乾隆帝发扬光大，后续的清帝也多少有所承袭。即便是汉人皇权，也没有对时下盛行的各式文士文化
有如此高度兴趣者。历代皇权或明宣宗（1399~1435）等以文艺事业著名的皇帝，但也不乏对文士有所忌惮的
皇帝如朱元璋（1328~1398），而像盛清皇帝如此积极又全面地收编当时流行的士大夫视觉文化以形塑皇权
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是故不能仅以“汉化”泛论之，而必须重视其形塑皇清文化霸权的作用。
从统治的角度来看，清朝的宫廷文化除了继承原来汉人皇帝透过皇室收藏、祥瑞图像等宣示王朝天命的传统
王权做法外，清帝作为统治汉人社会的少数族群大规模收编原属中国本土社会精英的文士文化，建立满洲皇权凌
驾于士大夫的位阶，不能说不是建构清朝皇权相当有效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以“皇清文化霸权”，来指称
满洲统治者在中国传统王朝统治的正统性之外，另行发展出的支配中国本土社会的不同模式。此模式为“文化霸
权”，是因为满洲支配群体借由收编中国既有社会价值体系中层级居高的文士文化，赢得被支配的汉人对原来社
会秩序的共识；经其转换建构成各式“御制”、“钦定”宫廷文化，加强以文士为首的被支配汉人之从属地位，
更强化了皇权在中国本土社会秩序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清宫文化需要满洲皇帝一再地接续展演以维持其支配
地位；而正是被支配的汉人精英之参与，才让其被支配合法化的共谋得以维系。如此的文化霸权之效应，即
是“皇清”——清朝子民认可满洲皇权——的展现。建构“皇清文化霸权”的媒介不是“新清史”所言满洲外
来征服集团的政治模式，或是“汉化说”强调中国传统王朝统治的儒家正统，而是穿透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
文士文化。因此，本书跳脱“汉化说”与“新清史”的框架，从皇清文化霸权的角度，重新反思满族得以统治中
国近三百年的不同机制。
2 反思满洲尚武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借由“皇清文化霸权”的媒介——文士文化——所建构之清宫文化，并不限于各类“御
制”诗文、书画等宫廷艺文，还包括被视为清廷军事文化展现的方略，如前述也很可能与明清官员的战事奏议合
集有关。方略与战事奏议合集的关系，一方面提醒我们士大夫“武”文化面向的存在，另一方面也需要反思所谓
满洲特色的论述，未必为满洲所独有而与汉文化无涉。尤其“满洲以骑射为本”的尚武精神，向来是清史学界对
满洲皇帝强调武勇、武备、武勋等军事文化的一贯认识；也的确从立国之初，清帝王就一再下旨必须维系满洲尚
武根本，而清代特有的大量战碑、方略、战争仪式和战勋图像，更被视为其提倡军事文化的具体展现。然而，一
概以满洲特色来概括清帝国的尚武文化，不免有本质论的危险。虽然清史学者大致将清代的军事文化分为清初、
康熙后期到乾隆前期、乾隆中后期三阶段，但主要还是以发展完成的乾隆朝来总括清帝国的崇武文化。事实上，
相较于其他康熙朝就开始建立的战碑、方略、战争仪式等，战勋图并未出现于康熙时期，而是到了乾隆朝才大举
制作，显然与其他的武勋模式十分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尤其如果康熙皇帝率先实行了其他纪念武勋的模式来提
倡满洲尚武精神，那么为什么未沿用当时宫廷已经开启的大型图绘计划如《南巡图》的方式来制作战勋图像？战
勋图像在康熙与乾隆朝制作与否的差别，提示了清帝国的尚武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满洲本质，战勋图像或可作为
考察其武勋文化建构、发展与机制的指标。在清帝国采取的种种武勋文化模式中，由满洲皇帝直接下旨、内务府
监管制作的战勋图像，对皇权所欲强化的武功文化尤其关键。前述如正统画派、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等清宫
图绘，不只是反映皇帝品味的艺术作品，或是象征皇权概念和帝国透过追寻战勋图像的历史，本书将论证此类原
本在传统中国政史与画史中非常边缘的题材，在明代却是官员间盛行的视觉文化之一环，清帝王透过转化汉人精
英的视觉表述遂行其文化霸权，到了乾隆朝逐步形成以战争图像为核心的武勋展示，最终确立了展现满洲武功霸
权的体系。也就是说，清帝国的尚武文化不是透过帝王的谕旨就足以维系的满洲价值，而是必须一再寻求支配汉
人精英文化的动态过程，亦是建构“皇清文化霸权”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也是本书标题“刻画战勋与清朝帝国武
功”所要讨论的课题。此处的“帝国武功”主要不在考证清代征战的历史，而是析论清宫如何将相关的事件表述
为展现帝国武力征服的功绩，尤其是作为视觉表述关键之战勋图像在其中的作用与意义。
3 跨越传统画史的战争图像
相对于欧洲视觉艺术中，战争题材作为最高阶绘画类型的历史画之分支，有着丰富多元的表现，关于战争的
图像在历代中国画的题材中则显得稀少、特殊而边缘。与一般中国绘画记录的通则相反，关于战争的绘画条目少
见于传统画史著录，却多见于正史文献。传统书画著录中有关战争的少数绘画条目，多非刻画交战场面，而是以
相关的仪式为题材。且其描绘的主题有限，基本上以唐代的故实为主，例如描写唐太宗（599~649）于长安近
郊的便桥与突厥颉利可汗（579~634）结盟的《便桥会盟图》与《便桥见虏图》，以及唐代宗（726~779）时
郭子仪（697~781）退回纥的《免胄图》。 两者经常托名绘画大家如李公麟（1049~1106）和刘松年，主要出
现在元代之后的著录，但都非画史常见的题材，也难以在传统画史中归类。例如《宣和画谱》就毫无记载，也很
难归入其十门“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之内。 即便现代学者重新
发掘出如“子女画”、“别号图”等盛行于特定时空的绘画类别，
http://www.ssap.com.cn/c/20161102/1042961.shtml

或是当今因受到西方艺术史学影响而加以关

2/6

2016/12/19

书讯｜马雅贞：《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_最新动态_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_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出版平台

发掘出如“子女画”、“别号图”等盛行于特定时空的绘画类别， 或是当今因受到西方艺术史学影响而加以关
注的“叙事画”、“城市图”等新界定的类型，战争图像也不易归属其中。
然而相对于战争主题在画史分类的困难，鲜少记载绘画艺术的正史文献中，却不乏皇权纪念当代或当朝事迹
的相关战争图像。其中最为闻名的应属皇帝诏命绘于宫殿的功臣图，包括西汉麒麟阁、东汉云台、唐代凌烟阁、
北宋崇谟阁、南宋景灵宫与昭勋崇德阁等，都见于正史记录。画史著录的汉代和唐代功臣图条目则多传抄自正
史，北宋之后的功臣图甚至失之未载。除了功臣图之外，正史尚有个别战争图像的记载。例如《辽史》中更有辽
圣宗开泰七年（1018）“诏翰林待诏陈升写南征得胜图于上京五鸾殿”、辽兴宗重熙十六年（1047）“谒太祖
庙观太宗收晋图”、辽道宗九年（1063）诏画“滦河战图”以褒耶律仁先（1013~1072）击退叛军皇太弟重元
（1021~1063），均是少有画史著录和当今学者关注的战图材料，但因未传世而难以确认其样貌。不过，从这
些条目可见相对于其他题材的图绘，历代战争图像逆转了画史与正史记录数量的对比，显示其位处传统画史的边
界，却也因此得以跨入政史的范畴，其特殊性可见一斑。
4 清宫战勋图像的研究
历代画史罕见的战争题材，却大量出现在乾隆朝制作的《噶尔回部得胜图》铜版画最为闻名，其以看似极为
写实的风格描绘乾隆“十全武功”中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准噶尔和新疆的战役， 长久以来都是清史通论和清代艺
术展览不可或缺的宫廷图作。对历史学者而言，《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为清帝国大肆推动的武勋文化之一
环，与战碑、方略、战争仪式等同属满洲尚武精神的表征。对艺术史学者来说，《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既是
清代画院一大特色的纪实画代表，更是清宫艺术受到西方影响的中西融合风格之见证。虽然两者都认可《平定准
噶尔回部得胜图》是理解清帝国政治与艺术的重要媒介，但是学界借由其所展现的清代历史与美术史样貌，却又
不脱既有的刻板印象。若将清宫战勋图像放在历史发展中，不论是前述第二节所言这些铜版画是乾隆朝新出现的
武勋文化类型，或第三节所论其亦属历代画史少见的题材，都会发现这些铜版画战图是乾隆朝中期的崭新表现，
那么首要之务或许在于厘清如此特别的图像制作为何在此时出现，才能进一步探索其意义。过去艺术史研究对清
宫战图的讨论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将其放在清宫大量出现纪实图像的脉络中；二是将其视为西方影响的产
物。前者指出清宫图绘中存在大量历代少见的描绘当时人物与事件且看似真实之纪实图绘，《平定准噶尔回部得
胜图》就是其中一例。学界虽然不乏将个别案例与特定政治脉络联结的研究，特别是对于记录帝国特定人、事、
物的讨论，如对皇帝肖像、南巡图、职贡图等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对清宫纪实画作的整体考虑和其意义的探索仍
有限。少数有所讨论的学者如聂崇正一方面将清宫纪实绘画的数量与质量归结为“欧洲传教士画家供职宫廷”，
另一方面则是清代皇帝的个人因素如“注重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弘历本人雅好文翰，在位时间长等”，以及
满洲“注重反映自己民族”的特色。然而，这些原因与学界在个案中所见的政治脉络不甚相干；以《平定准噶尔
回部得胜图》来说，也未能解决为什么乾隆朝才出现的问题。
后者“西方影响”说强调清宫图绘中看似视觉真实的效果，挪用了来自欧洲的透视与形塑体积等绘画技法，
明显地受到西方影响而产生了中西融合的风格。近年来学界对“西方影响”的预设颇多反省，除了挑战“影
响”说的被动性，而改以能动性（agency）来思考中西文化相遇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外， 也具体探究所谓的“西
方”为何，以厘清清宫在全球化脉络下的定位，都让清宫画史有了新的视角。具体就西洋传教士于北京起稿、送
至法国制版印刷的《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而言，最近毕梅雪（Michele Pirazzoli-t’Serstevens） 指出流
通广泛的佛兰德斯画家Adam Frans van der Meulen（1632~1690）所制关于法国路易十四（Louis XIV，r. 1
643~1715）之铜版战图， 比过去学界猜测的Georg Philipp Rugendas I（1666~1742）的作品，更可能是启
发乾隆制作《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的欧洲来源。 的确，耶稣会士于1697 年准备带到中国的雕版集成（Cabi
net du Roi），很可能就囊括Van der Meulen 的战图铜版画，本书第五章也讨论两者的确有相近的图式，而让
我们再次确认清宫与全球视觉网络的关系。然而，辨认出“西方”的来源，尚不足以回答为什么康熙年间就流入
清宫的路易十四时期铜版画，要到乾隆朝中期才产生影响；或是从能动性的角度来看，何以乾隆宫廷此时开始选
择欧洲铜版战图的媒材等问题。铜版战图和其他“中西融合”的清宫图绘，的确制造出传统中国画法难以达成的
视觉真实效果， 但这不表示清宫纪实图像为对当时事物的真实写照，纪实画并非写生意义下的写实作品，却经
常是依据稿本并针对不同需要加以调整，而制造出来的虚拟真实。 学界对于明清看待欧洲写实表现的态度，已
经有相当多的讨论。从晚明画坛的曲折回应，明末清初民间的高度兴趣，到盛清院画的直接援引，已然勾勒出在
全球化荼地率行“西洋风”。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写实表现的追求，会自动随着时间的移转而加强；更不表
示欧洲绘法的视觉真实效果，可以自动地加诸所有的绘画题材，衍发出一致的拟真程度。前者如词臣画家邹一桂
（1686~1772）的《小山画谱》， 批评西法“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便是著名的例子； 后者如
《康熙皇帝读书像》明显的阴影处理， 就与《康熙南巡图》的正统派做法迥异，显示西方绘法并非全面地应用
在不同主题的图像，不同题材对于视觉拟真的追求有所差别。也就是说，制造西法的视觉真实效果并非清宫图绘
的共同目标，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欧洲绘法的视觉真实效果，在清宫不同图绘中有何作用？
就清宫图绘的祥瑞图像、职贡图等沿袭自汉人皇权的视觉传统，特别是欧洲绘法于其中的作用而言，或可参
http://www.ssap.com.cn/c/20161102/10429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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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清宫图绘的祥瑞图像、职贡图等沿袭自汉人皇权的视觉传统，特别是欧洲绘法于其中的作用而言，或可参
照同样以写实风格著称的北宋宫廷绘画。毕嘉珍（Maggie Bickford）对宋徽宗朝祥瑞图的讨论，尤其对思考清
宫的类似题材图绘很有帮助。她一方面比较过去祥瑞题材的表现方式，另一方面对照当时众多的祥瑞论述，认为
宋徽宗朝祥瑞图“并不只是报导，亦非插图，更不是徽宗文字记录的图像对照，而是……［祥瑞］本身。……徽
宗的图绘以最近、最新的方式精致地演绎古代展示祥瑞征候的传统。……如果画家的作用在于制作能够发挥功能
的祥瑞图像，那么正确地描绘……对于达到预期的结果是很关键的”。也就是说，徽宗朝祥瑞图像的写实风格并
非为了以图绘证明祥瑞的真实存在，而是以当时所能掌握的最新图绘技术来正确地制作祥瑞本身。对毕嘉珍而
言，清宫制作祥瑞图像时援引的是此历史悠久的祥瑞传统，因此清宫挪用欧洲绘法的目的，容或也未必是以看似
写实的风格来证明祥瑞的真实存在，而是以其所能掌控的最新绘法来正确地制作祥瑞本身。 又或者，如果宋代
以后的祥瑞文化有了新的变化，那么我们也必须分析清宫祥瑞图像的写实风格，在不同祥瑞文化下有什么意义。
同样的，《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等清宫战图中，欧洲绘法所造成的视觉真实效果之作用与意义，亦必须
与过去的战争图像相参照，才能得到更深入的认识。如此或许也才能跳脱清宫纪实图像或“西方影响”的框架，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追溯明清战争图像的发展，以期为清宫战图之所以在乾隆朝中期才出现提出解释，并进而理解
战勋图像与满洲尚武文化的关系。

(http://www.ssap.com.cn/c/2016-10-28/10426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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