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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语法的新发展: 基于图画书的视觉叙事分析框架

冯德正

( 香港理工大学 英文系 香港 )

摘 要: 由 Clare Painter，Jim Martin，Len Unsworth 三位著名系统功能语言学者历时十年完成的力作《解读视觉叙事: 儿

童图画书的图像分析》是自 Kress ＆ van Leeuwen( 1996) 的奠基之作以来对视觉图像分析理论最显著的发展。在 Kress
＆ van Leeuwen( 1996) 单个图像分析框架基础上，该书提出了系统分析由多个图像组成的视觉叙事的元功能框架。该

书细致的系统建构对我们进一步理解视觉语法，更加系统地分析图画书、漫画、电视广告、电影等复杂多模态叙事语篇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简要介绍该书中的视觉叙事分析框架并结合相关理论与漫画实例分析阐释其在多模态语篇分

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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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eading Visual Narratives: Image Analysis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co-authored by Clare Painter，Jim Martin，

and Len Unsworth，represents the most significant advance in image analysis since the foundational work of Kress ＆ van Leeu-
wen ( 1996) ． Based on Kress ＆ van Leeuwen’s ( 1996 )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individual pictures，this book provides a
metafunction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visual narratives composed of a series of pictures． The detailed system networks can
help us to further understand visual semiosis，and are significant for the mor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complex multimodal dis-
courses such as picture books，comics，TV commercials，and films． This paper provides a succinct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ti-
cal frameworks in this book，and elucidates how they can be used in multimodal analysis by providing comics analysis exam-
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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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系统功能语言学影响下的《阅读图像: 视觉设计的

语法》一书( Kress ＆ van Leeuwen，1996 ) 为系统阐释广

告、教材、漫画等图文语篇的意义建构提供了有力的理

论工具，确立了多模态语篇分析的学科地位。然而，随

着多模态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学者发现该理论框架存

在很多不足，不是分析所有视觉图像的万能准则 ( Bate-
man 2014; 冯德正、邢春燕 2011) 。近几年来，对视觉语

法的新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实证视角，即通过

语料库研究或眼动实验等受众研究证实 ( 或证伪) 某一

论点( 如左侧信息为已知信息，右侧信息为新信息) ( Ho-
sanova 2012; Bateman 2014) ; 二是与不同学科相结合，形

成跨学科理论视角，如社会历史解读( 孙毅 2012) 、文体

学解读( 张德禄、穆志刚 2012 ) 、教育教学解读 ( 陈瑜敏

2010) 、认知隐喻理论解读( 冯德正、邢春燕 2011) 等; 三

是理论发展与创新，即基于语料分析对视觉语法理论进

行修正、补 充，提 出 新 的 理 论 框 架 ( 如 Bateman 2008;

Painter，Martin ＆ Unsworth 2013) 。本文将根据《解读视

觉叙事: 儿童图画书的图像分析》( Painter et al． 2013) 一

书介绍第三种视角，即视觉语法的最新发展。

《解读视觉叙事》对 Kress ＆ van Leeuwen ( 1996 ) 视

觉语法的发展可归纳为两个方面。首先是研究对象的

扩展: 它超越广告图片等单个图像，考察由多个图像组

合成的复杂视觉叙事。其次是理论框架的完善: 它一方

面摒弃或重新阐释了左侧为已知信息、眼神表示求取等

饱受争议的观点，另一方面加入了情感表征、人物塑造、
事件关系等重要框架。我们将在第 2、3、4 节中结合漫

画、广告等实例分析，分别介绍视觉叙事语篇的人际意

义、概念意义与组篇意义。最后，我们将总结该书提出

的理论框架对分析图画书、漫画、电视广告、电影等复杂

多模态叙事语篇的启示。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非对

《解读视觉叙事》一书的复述，而是通过必要的简化、修
改与补充，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加清晰、实用的多模态分

析框架。

2． 视觉叙事语篇的人际意义

《解读视觉叙事》对 Kress ＆ van Leeuwen( 1996) 的

互动意义与情态意义系统进行了大幅修改与补充。首

先，Painter et al． ( 2013: 19 ) 认为视觉图像无法像语言

一样建立明确的提供与求取关系 ( 参见 Halliday( 1994 )

的言语功能框架) 。例如，我们不能将有眼神接触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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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与疑问句或祈使句等同，因为并非所有眼神接触都表

示求取信息或服务。因此，他们提出新的聚焦( focaliza-
tion) 系统，考察图像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其次，Painter et
al． ( 2013) 认为视觉图像的抽象程度 ( 如素描与照片)

不仅建构情态，而且建构图像人物与读者之间的情感互

动。因此，他们提出了情感( pathos) 系统，阐释图像叙事

的情感介入。第三，基于 Kress ＆ van Leeuwen( 2012) 关

于颜色的符号学描述，他们提出了氛围 ( ambience ) 系

统。第四，根据 Martin ＆ White( 2005) 的评价理论，他们

提出了视觉级差( graduation) 框架 ( 但该框架比较简略，

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暂不探讨) 。
2． 1 聚焦系统

如图 1 所示，聚焦系统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图像

中人物是否参与跟读者的互动; 二是图像为读者提供何

种阅读视角。就互动关系而言，与 Kress ＆ van Leeuwen
( 1996) 的“提 供”与“求 取”框 架 不 同，Painter et al．
( 2013) 区分接触与旁观两类图像，由眼神接触实现。就

视角而言，Painter et al． ( 2013) 区分了有中介( mediated)

与无中介( unmediated) 两种图像，前者指读者通过图中

人物的视角进行阅读，后者指读者视角跟图中人物视角

不一致。由于“中介”一词意义不明确，为了便于理解，

我们借用电影研究中主观镜头 ( subjective shot) 与客观

镜头的术语，将无中介视角称为客观视角，有中介视角

称为主观视角。在表 1 中，a) 为客观视角，即读者视角

不同于图中人物视角。b) 为直示主观视角，读者视角跟

随左侧人物视角观察右侧人物的反应。该图像的“中介

视角”，即左侧人物的视角，得到明确表征。c) 为引发主

观视角，也就是说，虽然读者无法直接看到另一角色，但

可以根据图像推断图中人物对面的角色视角( 通常情况

下，另一角色的视角出现在上一副图) 。主观视角可以

将读者融入故事，使其感同身受，因而更容易引发读者

的情感共鸣。Painter et al． ( 2013) 提出的视角框架为进

一步理解图像中人际意义的建构提供了有效工具。下

一步，我们可以对漫画、电视广告等视觉叙事的视角进

行量化分析，就某类语篇的人际意义特征得出更加科学

的结论。

图 1． 聚焦系统( 基于 Painter et al． 2013: 30)

表 1． 主观视角与客观视角示例

2． 2 情感系统

《解读视觉叙事》中人际意义的另一重要子系统是

情感介入，如图 2 所示。Painter et al． ( 2013 ) 认为图像

表征的写实、抽象等风格不仅仅是情态问题，而是作者

设定读者与图像人物情感关系的语篇策略。他们首先

区分介入与异化两种表征方式: 前者指读者与图中人物

存在情感关系，作者试图吸引读者的情感; 后者中读者

没有情感投入，而是以客观的、批评性的态度阅读( 如抽

象图表等) 。根据读者情感投入程度的不同，介入方式

又分为鉴赏类、移情类与个体类。鉴赏类图像为最简风

格，较为抽象; 移情类图像为类化风格，我们很容易识别

图中人物的情感，但无法确定具体人物; 个体类图像为

自然风格，图中人物以个体照片形式出现，真实表征其

面部表情。例如，表 2 中四个图像都传达“开心”这一情

感: a) 为最简风格，它引发观众情感的能力最弱; b) 为类

化风格，它比 a) 更形象生动，但只表达“开心”这一概

念，而不是某个人的情感; d) 为个体风格，图像是可识别

的人，最容易引发观众情感; c) 则介于 b) 与 d) 之间，它

是一个可识别的卡通形象，但其表达是类化风格。这说

明，不同风格之间并非截然不同，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 在图 2 中用斜中括号表示) 。利用该框架，我们可以分

析不同类型的视觉叙事情感介入程度的区别。例如，

Unsworth ( 2014) 发现，漫画改编为电影时情感介入度

增加。由于动态画面往往一闪而过，电影通常需要靠增

加介入度吸引观众的情感与兴趣。

图 2． 视觉叙事中的情感系统( Painter et al． 2013: 35)

表 2． 图像风格与情感介入示例

2． 3 氛围系统

氛围( ambience) 指视觉叙事中颜色所构建的情感

基调 ( Painter et al． 2013: 35 ) 。Kress ＆ van Leeuwen
( 1996) 认为颜色作为一种符号资源，可以实现同时概

念功能、人际功能与组篇功能，因而未将其纳入人际意

义框架。Painter et al． ( 2013) 将颜色作为一种人际意义

资源，在 Kress ＆ van Leeuwen( 2012) 的基础上提出了分

析颜色资源的理论框架，如图 3 所示。该框架首先区分

情感氛围是否被激活，即是否使用彩色。黑白色彩不能

营造情感氛围，如表 2 中的 a) 与 c) 。在彩色图像中，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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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包括色度、色调、自然度三个维度。首先，高色度为最

高饱和度的鲜亮色彩，而低色度为低饱和度的灰暗色

彩。就氛围而言，鲜亮色彩建构一种兴奋、有活力的情

感; 而 灰 暗 色 彩 建 构 沉 郁、克 制 的 情 感 ( Painter et al．
2013: 37) 。其次，暖色调主要指红色与黄色，而冷色调

指蓝色与绿色，它们分别建构温馨、舒适的氛围与冷漠、
疏远的氛围。第三，自然度主要指色彩丰富程度。颜色

越丰富越能反映其自然色彩，如表 2 中 d) 图; 反之，单一

的颜色则显得比较比较抽象，如表 2 中 a) 图。就情感氛

围而言，自然色彩给人以熟悉、亲近的感觉，可以拉近与

读者的距离; 而单一色彩则比较陌生，不容易拉近与读

者的情感距离。跟电影中的音乐一样，漫画作者可以选

择不同的颜色建构不同的情感氛围，引发读者的情感共

鸣。应用这一框架，我们可以对比不同类型视觉叙事的

情感基调，也可以分析视觉叙事在不同阶段( 如开端、发
展、结局) 情感氛围的变化。

图 3． 视 觉 叙 事 中 的 氛 围 系 统 ( 基 于 Painter et al．
2013: 36)

3． 视觉叙事语篇的概念意义

Kress ＆ van Leeuwen ( 1996 ) 的概念意义框架关注

的是视觉过程的建构( 如动作过程、分类过程、分析过程

等) ，其分析单位是单个图像 ( 与语言中的小句类似) 。
Painter et al． ( 2013) 对概念意义框架的扩展包括如下

三个方面: 1 ) 他们提出人物表征方式与人物关系的框

架; 2) 他们超越小句单位，提出视觉叙事中事件关系的

框架; 3) 他们提出不同图像的背景变化关系。这样，他

们的概念意义框架涵盖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参与者、
过程、环境成分三个要素。本文将他们提出的框架简

化，整合为图 4 的系统网络。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该框

架并通过实例分析阐释其应用。

图 4． 视 觉 叙 事 中 的 概 念 意 义 ( 基 于 Painter et al．

2013)

人物塑造系统主要考察视觉叙事中人物的表征方

式和人物关系。就表征方式而言，Painter et al． ( 2013 )

区分完整表征和转喻表征两种方式。前者包含人物面

部特征，明确建构人物身份; 而后者只通过衣着等特征

代表人物身份，形成转喻关系。在漫画中，人物初次出

现一般为正面角度，而在叙事过程中可以利用其显著特

征表示该人物。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刻画面部特征的

复杂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加深读者对人物某一特征的

印象。面部特征可以通过远景也可以通过近景表征，如

表 1 中的 a) 与 c) ，而将它们都归为完整表征则掩盖了

它们的区别。表 1 中 c) 图取景距离近，排除了下肢等不

重要元素，凸显了图中人物的情感反应。由于任何视觉

图像都无法完全刻画显示中的三维事物，视觉表征的取

景选择通过转喻凸显图像人物的某一特征 ( 如表情、衣
着等) 。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否包含面部特征，视觉

中的人物表征都是转喻性的。
事件关系系统关注的是视觉叙事中不同事件之间

的联系。Painter et al． ( 2013 ) 区分了展开与投射两种

关系。事件展开指两个事件是时间上是先后顺序还是

同时发生。先后顺序是视觉叙事中最常见的关系。例

如，表( 3a) 图刻画的是两个角色打斗的过程，两个相邻

画面展现了该过程的发展阶段。同时发生指以多个人

物为主体的过程同时进行。例如，在表( 3b) 图中，两个

人物同时表达对某一事件的想法。事件投射与语言中

的投射过程类似。在真实事件投射中，一幅图中的事件

为另一幅图中的人物所见( 行为过程建构的视觉投射) ;

在想象事件投射中，一幅图中的事件为另一幅图中的人

物所想( 思维过程) 。
表 3． 事件关系示例

背景关系考察的是视觉叙事中相邻图像事件的情

境的延续性与变化。事件发展过程中情境没有变化，作

者可以选择使用完全相同的背景，或者变换视角 ( 如从

仰角拍摄变换为俯角拍摄，从远景到近景) 。例如，在表

( 3c) 图中，两个画面表征同一情境，但后一画面将近景

变为远景。如果情境发生了变换，作者可选择使用新的

背景或者将背景去掉。例如，在表 ( 3a) 与 ( 3b) 两幅图

中，由于动作的地点或人物发生了变换，背景也发生了

相应变化; 而在表( 3d) 图中，后一画面将前一画面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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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去掉，成为无背景图像。
综上所述，本节介绍了《解读视觉叙事》一书对视觉

语法中概念意义的新发展。在多模态语篇分析中，我们

可以探讨不同类型的语篇中人物表征的特征、事件关系

与背景关系特征。与人际意义结合，我们也可以考察不

同的人物与事件的表征方式对读者理解与情感投入的

影响，并依此为视觉叙事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4． 视觉叙事语篇的组篇意义

Kress ＆ van Leeuwen ( 1996) 提出了构图意义的三

个维 度: 信 息 值、取 景 ( framing ) 与 显 著 性 ( salience ) 。
Painter et al． ( 2013) 对此框架最重要的发展是将具有

争议的信息值框架改为版面布局 ( layout ) 框架。结合

Martinec ＆ Salway ( 2005) 的图文关系框架，他们提出视

觉叙事语篇中图像与文字的布局关系。我们将这一框

架简化、整合为图 5 的系统网络。

图 5． 视觉叙事中的版面布局框架( 基于 Painter et al．
2013)

Painter et al． ( 2013) 首先区分融合与互补两种关

系。在前者中，语言成为图像的一部分; 而在后者中，语

言与图像各占一部分空间。在图文融为一体的情况下，

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扩展与投射两种语义关系( 参见 Mar-
tinec ＆ Salway 2005) 。投射相对简单，话语投射是漫画

中最常见的图文关系，主要通过语泡( speech bubble) 实

现，如表 3 中的四幅图。但是，话语投射也可能没有语

泡，如表( 4b) 图。在这种情况下，话语投射与思维投射

的界限比较模糊。我们也可以认为，表( 4b) 图中的话语

是该角色的想法，而非话语。在表( 4a) 图中，该人物头

上的美元符号则明显为思维投射。扩展是指图像与文

字具有各自的意义，两者相互联系 ( 互为阐释、互为补

充、或相互增强) 。扩展关系可由包含与连接两种版面

布局实现。包含指文字覆盖在图像上面，如表 ( 4a) 与

( 4c) 中的 部 分 文 字。连 接 主 要 通 过 矢 量 实 现。根 据

Kress ＆ van Leeuwen ( 1996) ，矢量表示动作的方向。在

表( 4d) 图中，该人物的手与产品虽无接触，但形成向上

托的动作，成为连接两者的矢量。在话语过程中，语泡

通常有一个指向发话者的锐角小口，表示话语由该人物

发出，如表( 4a) 与( 4c) 图。这种指向性图形也可看作矢

量。
如果图文各占一部分空间，我们可从对称性、重要

性与位置特征三个角度考察其互补关系。对称是指图

像与文字平均分布与中轴线的两侧，如表( 4c) 图。重要

性是指某一页面以图像为主还是以文字为主 ( Martinec
＆ Salway( 2005 ) 提供了详细阐释，我们不再赘述) 。当

然，很多时候，图像与文字孰重孰轻很难界定，因此，在

图 5 框架内，重要性由斜括号表示。位置关系包括相邻

与分隔两种情况。相邻是指文字与图像之间虽无矢量

连接，但通过紧密相连建立语义关系。表( 4b) 图的上方

与下方以及表( 4c) 图中的左侧与右侧就是通过这种关

系相连。分隔指图像与文字之间有边框或其他内容，例

如，表( 3c) 图的右侧画面中，右下角的女主人公与左上

角的文字中间隔着其他内容，表示两者无意义关联。
表 4． 图文版面布局示例

本节我们介绍了《解读视觉叙事》一书的版面布局

框架。该框架将 Kress ＆ van Leeuwen ( 1996 ) 的构图意

义与 Martinec ＆ Salway ( 2005) 的图文关系相结合，为系

统阐释视觉叙事的图文布局提供了重要框架。在多模

态语篇分析中，我们可以考察不同叙事语篇图文关系的

特征。例如，Wignell ( 2011) 探讨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儿

童图画书中图像与文字的语义关系与重要性的变化。

5． 结语

本文系统介绍了《解读视觉叙事》一书对视觉语法

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并结合实例分析阐释了视觉叙事中

人际意义、概念意义与组篇意义的多模态建构。视角叙

事理论框架为叙事语篇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首先，我

们可以更加全面、系统地对比不同的视觉叙事，例如不

同媒介 ( 如漫画与动画片，Unsworth 2014 ) ，不同文化背

景( 如美国与日本漫画，Feng ＆ O’Halloran( 2012 ) ) ，不

同年龄阶段( 如儿童图画书，Wignell ( 2011 ) ) 等。其次，

我们可以更深入的阐释漫画、图画书等视觉叙事是如何

通过设计聚焦、颜色、人物、事件、图文布局等符号元素

调控读者情感投入、吸引读者兴趣，并依此为视觉叙事

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解读视觉叙事》一书不仅为多模态语篇分析提供

了新的理论工具，也对我们进步思考多模态研究的方法

具有重要启示。一方面，我们要拓展分析对象，除了考

察广告、教材插图等单个图像，也要关注图画书、电影等

更复杂的多模态叙事语篇;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权威

理论当成万能的准则，将其简单应用到各种多模态语

篇，而要根据语料分析对理论框架进行修改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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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研究英语中名形转类的语义偏移现象。经过比较研究后本文认为: 名词的联想意义，包括内在附属

性质意义和外在附属性质意义，是名形转类的语义基础; 而名形转类的过程总是伴随着语义重心由理性意义向联想意

义偏移的过程。在研究中，本文总结出名形转类过程中的四种语义偏移方式: 语义提取式、形象转喻式、语境阐释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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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semantic transfer of noun-adjective conversion．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associa-
tive meaning of the noun，which includes inner-connotative meaning and extra-connotative meaning，serves as the semantic
motivation of noun-adjective conversion． And in the process of conversion，the semantic transfer can be realized in four ways:
extraction，imagery，context-interpretation and summ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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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转类词指的是一个词不经过任何词形变化而用作

另一类词，使该词具有新的语法功能和意义。自 Sweet
创造新词 conversion( 转类) 以来，有关转类词的研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崭露头角，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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