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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为三国时期名将，《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宗教和民间传说以及历代相关著述

共同演绎出一个较为多面的关羽形象。关羽，河东解良人，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对主忠心耿耿，威

武神勇，终于沙场。陈寿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

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1]隋唐以降，关羽的民间崇拜和宗教

地位逐渐加强。北宋以来，关羽的封号被不断更新，宋徽宗敕封其为“义勇武安王”；宋高宗追谥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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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目前学界对关羽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文本中关羽形象的探讨，图像研究相对匮乏，而元代关

羽图像的专题研究还未见，故而本文在系统梳理关羽图像的基础上，将关羽图像分为形成期（三国至宋代）、

发展期（元代）、成熟期（明清时期）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本文详细论述元代著述中的关羽形象、图像以及

相互之关联，尤其以元代建安虞氏《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中的关羽图像为中心。元代是关羽图像丰富化的

开端，元代建安虞氏《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等元杂剧、平话等起到极大作用，其特定情节和高潮部分的特质

影响了元代关羽图像的发展，并促使其形成自身的图像传统。在元代关羽形象和图像稳固化与丰富化之

后，明清之际，关羽图像渐成体系。与此同时，关羽图像越来越广泛地在海外传播，加速了关羽图像和形象

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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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陈寿：《三国志·蜀志》卷六，文渊阁四库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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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文宗加封其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1]；明神宗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

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2]。到清朝，关羽被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

关圣大帝”[3]。进而，关羽成为和文圣孔子并肩的武圣。

目前学界对关羽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文本中关羽形象的探讨，如张志和《从〈三国志平话〉看罗贯

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关系》[4]、刘海燕《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演变史论》[5】、李玲珑《元代关羽崇

拜与元杂剧中的关羽形象》[6]、刘海燕《元明三国故事中“五虎上将”形象的流变与传播：兼论〈三国志平

话〉与早期〈三国志演义〉文本的关系》[7]、雷会生《〈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儒雅化、道德化：〈三国志〉

〈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中关羽形象比较》[8]、郭素媛《关羽崇拜与关羽形象的演变与诠释》[9]等文。

而关羽图像研究则相对匮乏，较成体系的文章有两篇，一是胡小伟《金代关羽神像考释》，文章认为金

代关羽神像颇似综合了金代杂剧舞台演出状况而又神格化了的关羽像，所描绘的很可能是《单刀会》

第三折之情景，是今存最早的戏曲绘画之一，此图为“后世关羽形象及神格形成之关键”[10]；二是俄罗

斯研究者李福清的论文《关羽肖像初谈》，初步梳理了关羽肖像的发展过程[11]。

而元代关羽图像的专题研究还未见，故而本文将关羽图像分为形成期（三国至宋代）、发展期（元

代）、成熟期（明清时期）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元代著述中的关羽形象、图像以及相互之关

联，尤其以元代建安虞氏《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中的关羽图像为中心。元代是关羽图像丰富化的开

端，元代建安虞氏《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等元杂剧、平话等对关羽图像的形成起到极大作用，其特定

情节和高潮部分的特质影响了元代关羽图像的发展，并促使其形成自身的图像传统。在元代关羽形

象和图像稳固化与丰富化之后，大量明清文人、画家参与到对关羽形象的形塑过程中，这也使得关羽

图像在明清之际渐成体系。与此同时，关羽图像越来越广泛地在海外传播，加速了关羽图像和形象的

进一步发展。

一、关羽图像的形成期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三国演义》）中塑造的关羽形象最深入人心：“身长

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头戴青巾，身着

[1]〔明〕宋濂：《元史》卷三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清〕郑珍、莫友芝：《遵义府志》卷八，清道光刻本。

[4]张志和：《从〈三国志平话〉看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关系》，《许昌师专学报》2001 年第1 期。

[5]刘海燕：《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演变史论》，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6]李玲珑：《元代关羽崇拜与元杂剧中的关羽形象》，〔西宁〕《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7]刘海燕：《元明三国故事中“五虎上将”形象的流变与传播：兼论〈三国志平话〉与早期〈三国志演义〉文本的关系》，

〔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4期。

[8]雷会生：《〈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儒雅化、道德化：〈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中关羽形象比较》，〔丹

东〕《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9]郭素媛：《关羽崇拜与关羽形象的演变与诠释》，〔济南〕《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10]胡小伟：《金代关羽神像考释》，〔香港·上海〕《岭南学报》1999年第1期。金元时期山西说唱佣和戏剧佣较为繁

荣，“当时以太原及其南边平阳为中心的今天山西省，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以杂剧为代表的金元时期戏剧与说唱

等文艺形式多兴起并兴盛于此，而在太原和平阳更是杂剧作者辈出。”（见〔韩〕金文京：《三国演义的世界》，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第126页。）

[11]〔俄〕李福清：《关羽肖像初谈（上）》，〔台北〕台湾历史博物馆：《历史文物》（季刊）1994-1995年，4(4)；《关羽肖像

初谈（下）》，台湾历史博物馆：《历史文物》（季刊）1994-1995年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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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代 平阳府徐家印《义勇武安王
□》版刻 60*31厘米 俄罗斯圣彼得堡埃
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绿色战袍，手拿青龙偃月刀，足跨追风赤兔马”[1]。清人毛宗岗云：“历代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

莫如云长”，并称其为“古今名将中第一奇人”[2]。《三国志演义》实则对《三国志平话》的吸收最为直接。

《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也奠定了关羽形象在大众眼中的基础。而关羽形象转化为图像后的重要标

志有：丹凤眼、卧蚕眉、美髭髯、面如重枣、长髯、赤兔马、青龙偃月刀、读《春秋》等。也可以说，这些因

素通过关羽图像又不断形塑了其形象。那么，关羽图像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呢？

《三国志》“于禁传”有记：“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禁见，惭恚发病

薨。”[3]三国时已有关羽画像，具体形象不得而知。唐朝亦有关羽像记载，清王士俊《河南通志》卷五十

二：“吴道子洞，在州城西北，道子，阳翟人，后寓许州，工画，笔法超妙，为百代画圣，明皇诏入供奉，为

内教博士，今有遗洞，孔圣像、关帝像，皆其手笔。”[4]五代

宋初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云：“赵忠义者，德玄子也……

蜀王知忠义妙于鬼神、屋木，遂令画关将军起玉泉寺图。”
[5]清俞樾《茶香室续抄》卷十九《关将军图》中已关注此条

记载,“按此，知五代时，关像已盛行”[6]。宋至和二年《僧

义缘龙隐岩造像记》中有：“城里崇明寺主持碁僧义缘，谨

用斋资，命匠者镌庄就天台教主智者大师、擎天得胜关将

军、檀越关三郎。相仪圆具，在龙隐岩释迦寺开光斋僧，

上报四恩，下资三友。至和二年乙未九月五日谨题此碑

高二尺六寸，宽一尺八寸，真书径一寸五分。”[7]龙隐岩释

迦寺主持“谨用斋资”命匠人镌刻作为“擎天得胜”之神被

崇拜的关羽像。宋孔平仲《珩璜新论》云：“京师有富家

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某辄为之泣下，嘱弄

者且缓之。”[8]由此，一方面足见影戏连本剧的诱惑力，另

一方面可知北宋时影戏亦演说关羽故事，且观众对关羽

颇具崇敬怜惜之情[9]。而这些影戏中的关羽形象无疑是

关羽图像的另一种形式。

由上述材料可知，三国至宋代是关羽图像的形成期。

《义勇武安王□》关羽像是中国现存最早雕版年画之

一，也是最早关羽图像之一，在关羽图像史上有重要意

义。这幅黑白版画高 60厘米，宽 31厘米，现藏圣彼得堡

埃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关羽处于画面中心，端坐于椅

[1]〔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2]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95页。

[3]〔晋〕陈寿：《三国志·魏志》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清〕王士俊：《（雍正）河南通志》卷五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转引自刘海燕：《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演变史

论》，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第81页。

[5]〔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中“赵忠义”条，〔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6]〔清〕俞樾：《茶香室续抄》卷十九《关将军图》，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

[7]见胡小伟：《北宋“说三分”起源新考》，〔北京〕《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

[8]转引自〔清〕俞樾：《茶香室四鈔》卷二十三，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

[9]程民生：《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汴京元素》，〔郑州〕《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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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明代 商喜《关羽擒将图》绢本 200*23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上，双手置于腿上，目光如炬，五绺美髯飘飘。

画面布局丰满，人物描绘生动。背景松树布满

大半画面，并有“关”字大旗飘舞。画幅周边饰

以回纹，上方也有一通栏横披，文字为楷书“义

勇武安王位□”。图文右上角栏口有一行题记：

“平阳府徐家印”[1]，可知此为金代平阳府徐家印

版画。此关羽像是 1909年由俄国探险家科兹

洛夫（P.Kozlov，1863-1935）在内蒙古黑水城一

座古庙中发现携走，此图为“后世关羽形象及神

格形成之关键”[2]和“晚期民间版画的基础”[3]。

《义勇武安王□》关羽像很容易让我们联想

到明代商喜的《关羽擒将图》，两幅画作形式上

的传承关系较为明显。后者关帝左膝展开、右

膝蜷起的姿态以及长髯等外貌特征都与前者相似。《关羽擒将图》中，关羽正在审问被俘的敌将，左右

分别站着关平和周仓，和版画《义勇武安王□》前景类似关平捧印、周仓握刀的组合[4]有一定相关性。

单国强初步推断这幅画表现的是生擒庞德的故事[5]。

图 3、4为运城市稷山县马村金代段氏墓地之《二十四孝图》摹本，图 5为《义勇武安王像》版画摹

[1]胡小伟：《金代关羽神像考释》，〔香港·上海〕《岭南学报》1999年第1期。

[2]胡小伟：《金代关羽神像考释》，〔香港·上海〕《岭南学报》1999年第1期。胡小伟认为，神像颇似综合了金代杂剧

上舞台演出状况而又神格化了的关羽像。所描绘的很可能是《单刀会》第三折之情景，是今存最早的戏曲绘画之一。

[3]〔俄〕李福清：《关羽肖像初谈（上）》，〔台北〕台湾历史博物馆：《历史文物》（季刊）1994-1995年4（4）。

[4]据版画《义勇武安王□》，“至少在两宋时期，关羽居中，关平捧印，周仓握刀随侍两侧的组合就已形成。后世刻画

的关平、周仓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样式，周仓是武将装束，络腮虬髯，双目圆睁，威猛慑人。关平有时武将装束，有

时着文官袍服，清秀文雅，恰与周仓形成对比。二人一文一武，一动一静，很好地将关羽沉着庄严的大将之气衬托出

来，似乎也暗示着关羽既是威武的战神又具有文雅的儒将风范。”参见王丹《关羽图像形态探析》，〔长春〕《文艺争鸣》

2010年第11期。关于此组合的具体指向，学界尚存争议。

[5]单国强：《关羽擒将图》，〔北京〕《紫禁城》1981年第1期。

图3、图4 运城市稷山县马村金代段氏墓地之《二十四孝图》摹本（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
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页）
图5 《义勇武安王像》版画摹本局部 金代山西平阳徐家刊 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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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部。从以上 2、3、4、5四图可知，右腿蜷曲、左腿自然下垂的“游戏坐”在宋辽金元几成坐像画定

式[1]。商喜《关羽擒将图》中关羽坐姿也沿袭了这一传统。

二、元代著述中的关羽形象与图像

“元、清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关羽）最用力，超过汉族统治者”，究其因，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借用

汉族文化来达到其统治地位合法的自圆其说”[2]。一方面，蒙古各部落时常发生的战争使得元代君臣

将领对“忠义”尤为感念[3]；另一方面,《三国演义》中作战的写略和态度对蒙古人也应该有一定的吸引

力，一如太平军将领钟爱的戏剧故事《三国演义》转化为壁画形式，宣扬忠义和侠义精神以利于太平军

内部统治和团结的同时，太平天国将领也希望通过《三国演义》掌握战略战术以提高其指挥战斗的

能力[4]。宋元时期，关羽的社会影响力逐渐增加。《元史》卷七七有曰：

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师帕克斯巴言，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用素段泥金书梵字

于其上，谓镇伏邪魔，护安国刹。自后每岁二月十五日，于大殿，启建白伞盖佛事，用诸色仪

仗社直，迎引伞盖，周游皇城内外。云与众生祓除不祥，导迎福祉。岁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

中书省奏请，先期中书奉旨，移文枢密院八卫，拨伞皷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

舁监坛汉关侯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宫寺三百六十所，掌供应佛像、坛面、幢幡、

宝盖、车鼓、头旗三百六十坛；每坛擎执抬舁二十六人，钹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供各色金

门大社一百二十队，教坊司云和署掌大乐鼓板杖鼓筚篥龙笛琵琶筝七色，凡四百人，兴和署

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

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凡执役者，皆官给铠甲、袍服、器仗，俱以鲜丽整齐为尚，珠

玉、金绣，装束竒巧，首尾排列。[5]

可见，这时关羽已被作为监坛神，在朝廷仪礼中占有重要地位。另元郝经《重建庙记》有：

高、光以仁义得天下，而桓、灵失之一时，豪杰莫不欲代汉受命，比迹高、光，祗事于诈力

智计，土地甲兵。独昭烈帝始终守一仁，武安王始终守一义，尽心复汉，无心代汉。汉统卒，

归之袁氏徒为僭伪，曹氏徒为簒窃，孙氏徒为偏霸，竟不能以有汉。初，王及车骑将军飞与昭

烈为友，约为兄弟，死生一之。及昭烈取益州，留王镇荆州，独当一面，犄角蹙操。昭烈进取

汉中，王威震许、洛，几复汉矣。不幸而操、权合谋以图王，王死而曹氏簒。昭烈与飞出师伐

权以诛仇，飞死而帝崩。始则王与飞以死事昭烈，终则昭烈与飞以死报王。呜呼！仁之至，

义之尽也……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则大为祈赛，整仗盛仪，旌甲旗鼓，长刀赤

骥，俨如王生千载之下。[6]

此碑文描写已贴近《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由此又可看出关羽在民间百姓生活中的地位。

元杂剧在元初山西和元末杭州等地都有很大发展。事实上，关羽在元杂剧中的形象已经很丰满，

如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在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对关羽形象的进一步塑造就起到了重要作用。

[1]胡小伟：《金代关羽神像考释》，〔香港·上海〕《岭南学报》1999年第1期。

[2]卢晓衡：《关羽崇拜中的中国人文精神与凝聚力》，载卢晓衡：《关羽、关公和关圣：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413页。

[3]关于元代绘画的内涵与意义，参见王菡薇：《元代文人画中的“隐喻”表达》，〔南京〕《美术与设计》2016年第3期。

[4]樊艳芳：《太平天国壁画人物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5]〔明〕宋濂等：《元史》卷七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元〕郝经：《陵川集》卷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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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大王独赴单刀会》是在三国时吴蜀之间政治、军事矛盾背景下展开的，写为索还荆州，鲁肃请关羽

赴宴，关羽明知鲁肃设下的“不是待客筵席”，而是“个杀人的战场”，但还是单刀赴会，智勇而归。剧中

巧妙地借乔国老和司马徽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关羽进行概括和描绘。剧中通过关羽认为荆州当归汉家

的观念反映出作者对元代统治者的不满。单刀会史实，《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有记：

备既定益州，权求长沙、零、桂，备不承旨，权遣吕蒙率众进取。备闻，自还公安，遣(关)羽
争三郡。肃往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

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

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
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备遂割湘水为

界，于是罢军。[1]

显然，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更加突出表现了关羽的胆识过人，如剧中乔公如此描述关羽之神

勇：

[鹊踏枝]想关云长但上阵处，凭着他坐下马、手中刀、鞍上将，有万夫不当之勇。[唱][金
盏儿]他上阵处赤力力三绺美髯飘，雄赳赳一丈虎躯摇，恰便似六丁神簇捧定一个活神道。

那敌军若是见了，吓的他七魄散、五魂消。[2]

又关平与父亲的对话也凸显了关羽的形象：

（平云）那鲁子敬是个足智多谋的人；他又兵多将广，人强马壮。则怕父亲去呵，落在他

彀中。（正末唱）[上小楼]你道他“兵多将广，人强马壮”；大丈夫敢勇当先，一人拚命，万夫难

当。（平云）许来大江面，俺接应的人，可怎生接应？（正末唱）你道是隔着江，起战场，急难亲

傍；我着那厮鞠躬、鞠躬送我到船上。（平云）你孩儿到那江东，旱路里摆着马军，水路里摆着

战船，直杀一个血胡同。我想来，先下手的为强。（正末唱）[幺篇]你道是先下手强，后下手

殃。我一只手揪住宝带，臂展猿猱，剑掣秋霜。（平云）父亲，则怕他那里有埋伏。（正末唱）他

那里暗暗的藏，我须索紧紧的防。都是些狐朋狗党！[3]

句末是剧之高潮、冲突之焦点，写关公舌战群儒，表现出英雄气概。在元杂剧中，关羽即使在剧中

只暂时出现，也能被鲜明地表现出来，如杂剧《时真人四圣锁白猿》。关羽在此剧中成为可擒住妖怪的

神将。另外，元代胡琦《关王事迹》对“关羽战蚩尤”有了详细记载，可推知关羽元代民间传说中因“忠

而勇”而担当了为民除害的重任，从而得到百姓的尊崇和爱戴[4]。

从对上述《元史》、郝经《重建庙记》和《曹南道中憩关王庙》、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时真人四

圣锁白猿》和胡琦《关王事迹》等著述的梳理中，已经可以看到元代著述中关羽形象的丰富和较之前代

的发展，其中元杂剧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而胡琦编《汉晋名人年谱》则记载了至元代关羽图像的部

分情况：“侯为人长，大美须髯，雄壮威猛，号万人敌，世本所传写影，有座像，有立像，有骑马捉刀像，不

过得其形状而已。夫为世虎臣，又曰有国士之风，则非传神者所能插画也。”[5]《汉晋名人年谱》中的关

[1]〔晋〕陈寿：《三国志·吴志》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元〕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第一折，涵芬楼藏版，见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孤本元明杂剧》（一），〔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

[3]〔元〕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第三折，涵芬楼藏版，见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孤本元明杂剧》（一），〔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

[4]郭素媛：《关羽崇拜与关羽形象的演变与诠释》，〔济南〕《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5]〔元〕胡琦编：《汉晋名人年谱》第二册《关王年谱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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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元代胡琦编《汉晋名人年谱》
第二册中关羽像（《关王年谱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66页）

羽形象俨然一位忧国忧民的文官形象（图6）。至元朝末年，关羽

像有坐像、有立像、有跃马捉刀像等等，关羽图像呈现出多样化

的状态，这些使得元朝成为关羽图像走向丰富和成熟的关键时

期，即关羽图像的发展期。

三、元代建安虞氏《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中的关

羽图像

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元至治间建安虞氏《新刊全相三国志平

话》，此书由日本汉学家盐谷温博士于 1924年在日本内阁文库

中发现，载《斯文》第八编第六号，并将其中之一的《三国志平话》

影印，此书得以公诸于世。始于桃园结义，终于孔明病逝。这是

宋元间说话人系统整理三国故事的成果[1]。王炎平《刘备与孙夫

人关系考释》、韩伟表《二十世纪〈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三国

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2]、张锦《海外汉学对新时期中国现当代

文学研究的影响》[3]、罗勇《〈三国志平话〉发现九十年来研究综述》[4]等文都提及元至治间新安虞氏刊本

《全相三国志平话》于日本被发现的问题。鲁迅曾对盐谷温的中国文学研究大加赞赏，称他“发见元刊

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5]。1929年，商务印书馆以《元至治本全相平

话三国志》为名翻印发行《三国志平话》，该书开始在国内传播开来。郑振铎先生认为该书“一面使我

们得以窥见元代通俗文学的真实面目与程度，一面也使我们格外的相信，中国小说的历史原是极为悠

久的，且种种的所谓通俗小说，其进展的路途也因此而大为我们所明了”[6]。

《三国志平话》是《三国演义》的雏形，《三国志平话》故事在戏曲小说方面曾产生过相当的影

响。《三国志平话》中，写关羽的故事有：“桃园结义”、“关公袭车胄”、“关公刺颜良（文丑）”、“曹公赐云

长袍”、“云长千里独行”、“关公斩蔡阳”、“古城聚义”、“关公单刀会”、“关公斩庞德”、“封五虎将”等情

节片段。元平话的形成基于元戏剧。事实上，元杂剧中《关张双赴西蜀梦》《诸葛亮博望烧屯》《桃园结

义》《关云长千里独行》等对关羽的相貌、称呼以及勇猛、仁义、忠信等特征和悲哀、复仇愿望等方面都

做了交代。关羽的“汉家节”在元代汉人中可引起广泛共鸣，而关羽马上英雄的形象也符合蒙古统治

者的道德审美标准[7]。在这里，“社会与艺术活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艺术在具体社会历史环境

中发挥的作用”[8]是显而易见的。

《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卷之上有：“话说一人，姓关名羽，字云长，乃平阳蒲州解良人也。生得神

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传》，观乱臣贼子传，便生怒恶”[9]，与罗贯中《三国

[1]王炎平：《刘备与孙夫人关系考释》，〔成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2]韩伟表：《二十世纪〈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

学版）2002年第2期。

[3]张锦：《海外汉学对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西安〕《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4]罗勇：《〈三国志平话〉发现九十年来研究综述》，《鸡西大学学报》2015年第9期。

[5]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

[6]转引自罗勇：《〈三国志平话〉发现九十年来研究综述》，《鸡西大学学报》2015年第9期。

[7]李玲珑：《元代关羽崇拜与元杂剧中的关羽形象》，〔西宁〕《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8]陶小军：《艺术社会学发展态势探析》，〔南京〕《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9]《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之上，钟兆华：《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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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演义》中塑造的关羽形象“身长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相貌

堂堂，威风凛凛。头戴青巾，身着绿色战袍，手拿青龙偃月刀，足跨追风赤兔马”相比[1]，承继关系还是

一目了然的。

建安虞氏《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图7），上图下文，增加了阅读的生动性。在史传基础上，增加

了传说的成分。虽然关羽形象仍为常人形态，但提及关羽处都称“关公”以及“言圣归天”等处都表达

了关羽神化倾向[2]。全书插图约四分之一，有关羽图像。这里的关羽图像实际上属于三国故事图中的

关羽图像[3]。插图上人物着宋代衣服[4]，图像很可能是元人在宋代底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绘制的。

[1]〔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2]关于此问题，参看谭世宝：《略论妈祖信俗的性质及中国学术与宗教的多元互化发展》，〔广州〕《岭南文史》1996年

第3期；王万岭：《周仓何时随关羽》，〔兰州〕《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3][4]关于关羽图像的分类，请见〔俄〕李福清：《关羽肖像初谈（上）》，〔台北〕台湾历史博物馆：《历史文物》（季刊）

1994-1995年4（4）。

元至治《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封面即《三顾茅庐图》（图8），诸葛亮坐在十分意象化的草庐之中,
童子在栅栏门口相迎，刘关张三人依次排列，关羽正回头和张飞说些什么。背景山石树木简洁明了。

这一图示和现藏波士顿美术馆元戏剧人物青花瓷上《三顾茅庐图》（图9）构图和画面的营造方面很相

似：意象化的茅庐、孔明左手持书卷、栅栏门、门外依次排列的刘关张。不同的是：瓷瓶上的童子正在

扫洒回眸、背景刻画更为细腻、刘关张之间间距稍大。不难看出，元代三顾茅庐图以及其中的关羽图

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稳定性。《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卷中“三谒诸葛”：“先主并关、张二弟，引众军于

庵前下马，亦不敢唤问。须臾，一道童至。先主问曰：‘师父有无？’道童曰：‘师父正看文书。’先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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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张直入道院，至茅庐前施礼。诸葛

贪顾其书。”[1]此两处《三顾茅庐图》画

的正是这一情节。

元至治《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中

《关公单刀会》插图（图10）延续了元戏

剧中刻画的关羽之神勇，“关公轻弓短

箭，善马熟人”[2]。尽管《新刊全相三国

志平话》中并未提到青龙偃月刀，但从

插图中可清晰看到关羽策马前行时青

龙偃月刀在身体右侧，已成为图像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皇叔封五虎将》[3]

（图 11、12）中关羽为坐势。值得注意

的是，关羽的坐姿一腿自然着地，另一

腿蜷曲，和平阳府徐家印《义勇武安

王□》中坐姿十分相似，也自然联想到

商喜《关羽擒将图》中的坐姿。

综上可知，元代是关羽图像丰富

化的开端；元代建安虞氏《新刊全相三

国志平话》等元杂剧、平话等起到极大

作用，其突出事件、特定情节和高潮部

分的特质影响了元代关羽图像的发

展，并促使其形成其自身的图像传统。

四、明清时期及之后关羽

形象与图像

在元代关羽形象和图像稳固化和

丰富化之后，明清文人、画家也参与到对关羽形象的再塑造中。文征明有《关帝读麟经》：“有文无武不

威如，有武无文不丈夫。谁似将军文复武，战袍不脱夜观书。”[4]因为关羽的“武”早已深入人心，这里强

调的是将军之“文”和“战袍不脱夜读书”的精神。徐渭《蜀汉关侯祠记》云:“蜀汉前将军关侯之神，与

吾孔子之道并行于天下。然祠孔子者止郡县而已，而侯则居九州之广，上自都城，下至墟落，虽烟火

数家，亦靡不醵金构祠，肖像以临，球马弓刀，穷其力之所办。而其醵也，虽妇女儿童，犹欢忻踊跃，惟

恐或后。以比于事孔子者,殆若过之。”[5]徐渭又评关羽：“尚将知己报曹公，何况倾心汉室宗。一体义深

真国士，三分威震此英雄。千里人间穷赤兔，中宵梦断失须龙。滚滚只今流汉水，无边遗恨自朝东。”[6]

[1]《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之中，钟兆华：《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426页。

[2][3]《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之下，钟兆华：《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467页，

第467页。

[4]转引自刘家平、苏晓君主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十一册，〔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118页。

[5]参见朱一玄等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490页。

[6]转引自崔陟：《只眼读圣：中华武圣关羽》，〔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图11 《封五虎将》一 元至治间建安虞氏《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

图10 《关公单刀会》 元至治间建安虞氏《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

图12 《封五虎将》二 元至治间建安虞氏《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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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一体义深真国士”令人联想关羽之心系邦国之情怀。清王玉树辑《关帝圣迹图志全集》中云，“自

古以来忠臣义士以一身系国家之安危，关气韵之盛衰，生而为人，死而为神，史策所载，何代无之，求其

英风凛烈，历百世而如生，浩气磅礴亘千秋而不泯，普天崇祀率土瞻依，譬如日月之丽乎天，容光必照

江河之流于地，触处皆通者，为汉寿亭侯关夫子一人而已。”[1]从文征明、徐渭等文人画家对关羽的论述

中，已窥知关羽形象的另一种转化。

明清之际，关羽图像在元代基础上愈加丰富。李贽《关公告文》记：“不问海内外，足迹至与不至，

无不仰公之为烈。盖至于今日，虽男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公之像，畏公之灵，而知公之为正直，俨

然如在宇宙之间。”[2]可推知时关公像之多。李贽本人也为关公像题诗，如《题关圣提刀跃马像》，“英雄

再出世，烈烈有辉光。火焰明初日，金精照十方。居然围白马，犹欲斩颜良。岂料人千载，又得见关

王。”[3]而陈洪绶《致翊宸书》中“久违雅度矣，思之思之。家弟贫士，弟为画关夫子像，梓之流通，作糊口

计。幸吾长兄广为赞叹，怂恿小弟。关夫子为佛门护法，吾长兄为贫士护法，都垂千秋也。翊宸盟长

兄。洪绶顿首”[4]的内容记录了老莲在明代绘画商业背景下制作关羽图像的情形。

明戴进《三顾茅庐图轴》[5]、李士达《关壮缪立马图轴》、无款《关羽见鲁肃图轴》[6]、清孙亿《三顾一遇

图卷》[7]、任伯年《关公读书图》[8]等都承载了关羽图像。此外，明清版刻中的关羽图像蔚为壮观，如：明

崇祯年间刊本《关帝历代显圣传》、明崇祯年间雄飞馆刊本《明公批点合刻三国水浒全传英雄谱》、明万

历十九年金陵书肆万卷楼周曰校刊本《新刊校正古今音释出像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万历二十年闽建

书林余象斗刊本《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等等。清俞樾《茶香室续钞》卷十九收录施可

斋《闽杂记》中记载的“石上關帝像”：“宁德县青山海峤上有一石，其痕俨如关帝。像凭空而立，面目俱

全，雨后尤显，俗称仙人画。”[9]由此可窥知此时关羽图像在民众心里的微妙转化。而《南亭笔记》的记

载：“张勤果公曜之抚齐也，虽识字不多，而酷爱古人书画。有持以献者，重金勿吝也。一日有人持楹

帖至，纸色斑斓，作屋漏痕。隶法浑朴，似非伪物。上款书孔明仁兄大人，下款云长弟关羽。勤果大悦，

以二千金易之。悬诸厅事，见者为之掩口。”[10]此时，已有书画商家伪关羽名以达到其商业目的了。

明清之际，无论类型，还是塑造方式，关羽图像都已经建成体系，进入了成熟期。与此同时，海外

关羽图像也越来越多地被呈现出来，如：十六世纪西班牙文抄本中的关帝画像、十七世纪维也纳《中国

新地图集》插图中的关帝周仓画像以及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地广泛流传的关羽图像[11]。这也使得关羽

图像的海外传播成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责任编辑：平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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