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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Introduction

配合平定准噶尔等一系列帝国武功，乾隆皇帝

（ 爱 新 觉 罗· 弘 历，1711—1799，1735—1796 年

在位）展开了大规模的纪勋工程。视觉形式以册页、

铜版战功图为主体，多套作品散布全球各地且数量

庞大。清宫战功图自紫光阁流散至海外公私收藏，

普遍被学界视作一个整体，纳入中西文化艺术交流

或清廷纪念武功之脉络展开考察，在重视皇权的主

导下，内务府造办处吸收了西洋铜版技术及其视觉

手 段 的 革 新。 其 中， 收 藏 紫 光 阁 文 物 最 丰 富 的 德

国， 于 2003 年 在 赫 伯 特· 布 茨（Herbert Butz）

策 划 下， 在 柏 林 东 亚 艺 术 博 物 馆（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即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前身）1 

举办“紫光阁图像—乾隆朝（1736—1795）功臣

像与得胜图特展”，全面展示德藏战功图文物。2

清 宫 战 功 图， 以 帝 室 赞 助 及 官 方 作 坊 生 产 为

核心，全面纵深地展示出乾隆时期清廷如何融会西

欧技法和风格去塑造帝国武功的视觉文化，但研究

者缺乏材料进一步探究其对地方官员及在地方传播

的影响。3 紫光阁旧藏的一批雕漆挂屏成为该议题

的突破口。雕漆挂屏以铜版画为图稿原型，在主流

学界探讨清宫得胜图跨越不同媒材的图像移植的多

元性时，普遍充当边角材料。漆工艺在清宫器物研

究中处于边缘地位，该批挂屏的制作背景及工艺特

色，迄今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一篇专门研究《平定台湾得胜

图》的博士论文，是借助丰富的德藏资源对诸版本

进行系统整理的新近成果。然而，鉴于全书着眼于

战功图的历史背景及分景叙事，被预设为宫廷制品

的雕漆挂屏仅是论证的辅助材料。碍于条件限制，

作者未能综合利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以

下简称《活计档》）、贡档及奏折之线索，无法完

整还原挂屏的制作脉络，是为其缺憾之处。4

本文先简要回顾《平定台湾得胜图》系列的制

作经纬，通过横向比较不同版本，确立挂屏的图稿

来源，再结合第一手档案史料，考察它们在地方的

跨媒材移植，以及在紫禁城内外流通的延伸意义。

詹
镇
鹏

中
山
大
学
副
教
授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即学界所谓的盛

清（High Qing）时代，是中国版画史上涌动

着变化，却又显得波澜不惊的时期。相比于晚

明的繁花灿烂，清代版画的发展，似乎存在更

多的审慎与冷静元素。版画首先在宫廷、寺观、

衙署出版中恢复活力，民间商业刻书由于鼎革

兵燹影响，相对迟滞。西方传教士在宫廷的艺

术活动得到延续，甚至比之晚明有过之而无不

及。传教士们的画作对中国画师产生了影响，

也将西方的视觉呈现方式带到版画中。

进入 18 世纪的雍正、乾隆时代，以运河

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商业、文化活动

臻于繁盛，应越来越多的市民读者需要，商业

印刷与版画刊刻盛行。但与明代以书籍插图为

主的形态不同，盛清时期的版画除了附于书

页，更以大幅单张方式，呈现典型“画作”之

形态，或装裱悬挂，或制为屏风，以装点厅堂。

传教士带来的西洋造型方式，亦从内廷传播到

民间。版刻作品中，有皇室用以教化臣民、铭

刻战勋的“国家工程”，如耕织图、《避暑山

庄三十六景》和战功图，除此之外，坊刻的“仿

泰西笔意”版画在江南市镇大量生产、流通，

构成盛清社会特有的视觉景观。以今天的视角

来看，这些西洋风格的版画属于 18 世纪全球

贸易、文化艺术交流的一部分，有的在中国绘

稿，送至欧洲制版印刷；有的由本土匠师仿西

法绘刻，再传至欧洲，在“中国风”（chinoiserie）

热潮中发挥了独特作用。糅合了东方叙事法则

和西方视觉语言的版画图像，跨越媒材限制，

出现在销往海外的瓷器、壁饰、漆器、家具之

上，数百年过去，依然完好保存在欧洲的宫殿、

城堡、博物馆及私人住宅中。

2020年，我受邀赴欧洲访学，主要目的便

是考察这些身处异乡的古版画。机缘巧合，本

期的作者大多是我“神交”已久的研究者，得

以在访学期间结识。更有趣的是，他们的文章

选择并非刻意，却存在某种互文式的关联，从

皇宫到坊肆，从雕漆到壁纸，从山塘水乡到欧

洲宫殿，仿佛推开一扇窗户，看到的是风景中

的自己，版画在其中的角色豁然鲜明，又微妙

多变。或许，这也是今天的全球化社会对 300

多年前时空的某种回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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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的“十全武功”。该套得胜图之创制，学

界已备详论，在此简要回顾。清军作战有时会

派遣画匠随行记录战况，按照乾隆皇帝最初指

示，乾隆五十三年（1788）1788年二月，由皇

帝先挑选八场战役的险要地点，命将军福康安

（1754—1796）就近在台湾当地雇聘画工绘制

图稿。7 同年七月，首批八张形势图清稿，请人

图写样呈进，另有八张呈进宫廷如意馆，为下一

步刻制铜版奠定基础。8 李泰翰对照得胜图御制

诗，整理谕旨档八月初七日记录，“大剿诸贼，

开通诸罗”“攻克斗六门”“攻克大里杙”“攻

剿小半天”“生擒逆首林爽文”六图早先配有

御制诗。前一天（八月初六日），大臣提议乾

隆帝对已有的“福康安奏报凯旋渡海平安诗”

及“赐凯旋将军福康安等宴诗”，补图二幅；

然后补御制诗二首，补足十二幅。9

十月二十一日，如意馆押帖一件，内文指

出《平定台湾得胜图》十二幅的题材全部确定，

人物画法以平定准回二部、金川得胜图为范本，

应保持前后系列的连贯性。10

随后，《凯旋赐宴图》和《渡海凯旋图》

由缪炳泰和姚文瀚（活跃于 18 世纪）二人起

稿，其余十图由杨大章、贾全、谢遂、庄豫德、

黎明等人绘制册页，陆续交如意馆制作清样。

11 由《活计档》乾隆五十四年（1789）记录，

如意馆接得福庆押帖：十月初一日，懋勤殿交

十二幅台湾得胜图册页。12 十月初五日，乾隆

皇帝令太监传旨：“姚文瀚等现画台湾战图着

色册页十二幅，如画得一两幅，陆续交如意馆，

照西域战图画法一样画十二幅，俟画得时交造

办处刻铜版。”13 可知册页彩图在 1789 年十

月初一日前完成，随即交如意馆绘制图样，镌

刻铜版。

《平定台湾得胜图》的铜版镌刻、印制，

由造办处负责，陆续分批交付。乾隆五十五

年（1790）正月初七日，造办处先将刻得“凯

旋渡海”铜版一块及随印图样一张呈乾隆皇

帝御览。同年五月初六日，又将刻得“攻克

斗六门”铜版一块及随印纸图一张，“攻克

大武垅”铜版一块及随印纸图一张，呈乾隆

皇帝御览，奉旨印二百份。14 乾隆五十七年

（1792）十一月十九日，造办处将印得的台

湾得胜图二百份并各处陈设得胜图清单一件，

随午活持进，额驸丰、侍郎伊龄阿交太监鄂

鲁里进呈乾隆皇帝。15 至此，《平定台湾得

胜图》铜版画印制完毕。

《
平
定
台
湾
得
胜
图
》

铜
版
画
与
雕
漆
挂
屏

1

铜版画之制作经纬

《平定台湾得胜图》原始形式（册页、铜

版画）与挂屏关系密切，有必要先对前者制作

略加叙述。继清圣祖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

1654—1722，1661—1722年在位）大规模亲征后，

清帝国在乾隆时期再次展开对西北边疆大患准

噶尔的征战。初定准噶尔部达瓦齐、再定准噶尔

部阿睦尔撒纳到平定回部霍集占，构成乾隆“十

全武功”的关键一环。5《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

由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

艾启蒙（Ignatius Sickeltart，1708—1780）、王致

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安德义（Joannes 

Damascenus Salusti，？—1781）四位西洋画家起

稿，经由广州转交法兰西的柯升（Charles-Nicolas 

Cochin，1715—1790）主持的工坊镌刻铜版。6 

造办处依据法方制品逐步摸索并研习蚀刻铜版

及印刷技术，为《平定金川得胜图》等后续系

列之镌版制作奠定基础。平定金川、台湾得胜

图的起稿和镌版，完全由中方独立完成。

平定台湾战役因乾隆五十一年（1786）

林爽文事件而起，迄乾隆五十三年（1788）二

月结束，紧随平定准部回部、大小金川被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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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诸罗围解图》雕漆挂屏，约1795，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No. 6535）

雕漆挂屏的藏地及现状

《平定台湾得胜图》雕漆挂屏现存十一件。

柏林国家博物馆（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的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藏有《诸罗围解图》挂屏（图 1）。16《大

埔林之战图》《攻克大里杙图》《集集埔之战图》

《攻剿小半天山图》《生擒逆首林爽文图》与《大

武垅之战图》挂屏为荷兰多伦庄园博物馆（Museum 

Huis Doorn）藏品，因馆方条件有限，现长期寄存

柏林，由亚洲艺术博物馆负责修复工作。17《攻克

斗六门图》藏于美国奥尔巴尼历史与艺术博物馆

（Albany Institute of History & Art），18《枋寮之战图》

现为私人藏品，19《生擒庄大田图》《渡海凯旋图》

挂屏之递藏则俟考。20

笔者所见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及私人收藏

挂屏共 8幅，连木框在内，尺寸一致，长方形，

边缘上凸下凹，近似“凸”字。上端附一黄铜

吊环，錾刻团蝠拱寿及变形夔龙纹，部分已生

锈。紫檀木边框镶嵌象牙、翠玉、碧玺、青金石、

玛瑙等次宝石，构成葫芦藤蔓绵延的吉祥图案，

多不全且剥落严重。背面平整，髹赭漆。屏心

纵 62厘米、横 97.8厘米，施剔彩技法，备红、

黄、绿三色。底层墨绿，刻水纹、天纹锦地，

代表溪流、海洋及上端御制诗的天空背景；中

层备黄色，满饰菱格锦地代表陆地；顶层备红

色，刻人物、山石及建筑等细节。边缘（嵌钉）

箍黄铜条，錾刻回纹一圈。朱漆明艳，对比分明；

御制诗文行书及印章皆为铜字，镀金，衬以墨

绿漆地，相当醒目。尺寸、制式及雕工风格一致，

当属同批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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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杨⼤章、贾全等《诸罗围解图》册页，约1789，故宫博物院藏

图3

《诸罗围解图》铜版画，约1792，德国柏林国⽴普鲁⼠文化基⾦会图书馆藏 

《
平
定
台
湾
得
胜
图
》

诸
本
图
像
比
对

2

《平定台湾得胜图》前十幅题材以福康安

进呈的战图为稿本，《渡海凯旋图》和《凯旋

赐宴图》分别由姚文瀚、缪炳泰起稿。本节集

中比较雕漆挂屏与册页、铜版画的图像细节之

异同，探讨前者的图稿来源。

诸罗围解图

本图以清军进军诸罗（后改称嘉义）城作

为场景。溪流及连绵山丘自左上至右下角将图

分割为两部分，清军人马隔着溪流在左下近景

放大，朝右上角的诸罗城行进，从俯视角度呈

现整饬军容。部分官兵正在朝树丛中的民众猛

烈开火。该图册页（图 2）中，火炮烟雾及远山

使用传统工笔山水画的皴法，此乃与铜版画制

作工艺的基本差异之一。该图铜版画（图 3）和

雕漆挂屏中的连绵山峦、火炮硝烟及潺潺溪流，

均用细致的轮廓线勾描，疏密有致。

大埔林之战图

本图描绘清军在大埔林的主要战事，呈现

他们对起义民众大规模围剿。一组清军骑兵执

军旗向右方开阔地带迈进，其间穿插竹丛及远

景连绵山峦。一团混战之中，着装统一且手持

火枪的清军明显占据上风，右下角处一群平民

正在逃亡。在该图册页（图 4）上，御制诗文为

配合右侧“太上皇帝之宝”玺印，位置偏左，

从而造成与铜版画（图 5）及雕漆挂屏御制诗居

正中的布局的差异。挂屏中近景石丛的面积明

显较册页及版画放大，连成一片。

艺 术 收 藏 与 鉴 赏 ART COLLECTION AND APPRECIATION008 009

第18期,7.26.indd   8-9 2021/8/17   16:11:20



图4 

杨⼤章、贾全等《⼤埔林之战图》册页，约1789，故宫博物院藏 

图5 

《⼤埔林之战图》铜版画，约1792，德国柏林国⽴普鲁⼠文化基⾦会图书馆藏

攻克斗六门图

本图聚焦在中央偏左的斗六门，清军此时

已将城寨重兵包围，隔着溪流以密集火枪对城

内扫射。册页的左上角露出较多房舍，重点突

出四处逃散的民众，铜版画（图 6）及雕漆挂屏

用竹丛遮蔽大部分建筑，仅露出房舍一角。另

左方溪流之处理有较大差异：铜版画及雕漆挂

屏的溪流中立有石块，而册页无此细节。

攻克大里杙图

该图与《攻克斗六门图》相似，以大里杙

为构图中心，突出清军用猛烈火炮向城内开火

的压倒性优势。城内浓烟弥漫，火光冲天，起

义军及群众纷纷向城外躲避，在溪流处开始与

两翼包抄的清军交战。铜版画（图 7）及雕漆

挂屏（图 8）的炮火烟雾呈漩涡状，右侧的村

庄布局高度雷同，皆在远景山脉间加入带状的

云雾。

集集埔之战图

此图描绘清军在集集埔的作战，清军队伍

大致从左向右前进：大批骑兵执旗在前，步兵

随后，正隔着溪流向右方观望，对岸一组火炮

正向集集埔密集轰击，火光满天，浓烟弥漫。

雕漆挂屏（图 9）以密集细线组成漩涡纹刻画火

炮烟雾，远方山峦点缀以云带，手法与铜版画

相似。

攻剿小半天山图

此图描绘清军围剿起义军聚集的小半天据

点。因位于图中山顶高处的小半天地势险要，

骑兵在山下集合后，需改成下马步行。山顶城

内烟雾弥漫，多人正在城外混战。（图 10）册页、

挂屏、铜版画中的细节基本一致，唯雕漆挂屏

在右侧的河中心加入一块大石，造型近似湖中

小岛，此乃与册页、铜版画的主要差别之一。

生擒逆首林爽文图

此图（图 11）以起义军领袖林爽文被清军

生擒为场景。前方的空旷地带的人群可分成两

部分：右侧近景描绘清军或骑马经过，或停下

歇息；左下方有一人脖子上套着绳索，后有清

军押送，李泰翰推测此人即是林爽文。21 诸形式

之细节大致相同，雕漆挂屏近景堆叠的石块更

多，令全图焦距向后拉远，而朱漆堆厚的山体

经斧凿雕刻，肌理细腻，层次感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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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攻克⼤⾥杙图》雕漆挂屏，约1795，荷兰多伦庄园博物馆藏（Hu.D. 5969） 

图6

杨⼤章、贾全等《攻克⽃六门图》铜版画，约1792，德国柏林国⽴普鲁土文化基⾦会图书馆藏

图7 

《攻克⼤⾥杙图》铜版画，约1792，德国柏林国⽴普鲁⼠文化基⾦会图书馆藏 

图9 

《集集埔之战图》雕漆挂屏，约1795，荷兰多伦庄园博物馆藏（Hu.D. 5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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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武垅之战图》铜版画，约1792，德国柏林国⽴普鲁⼠文化基⾦会图书馆藏

图11

《⽣擒逆首林爽文图》铜版画，约1792，德国柏林国⽴普鲁⼠文化基⾦会图书馆藏

图10

《攻剿⼩半天⼭图》铜版画，约1792，德国柏林国⽴普鲁⼠文化基⾦会图书馆藏

大武垅之战图

此图描绘清军攻打大武垅之场景，图中地

势复杂，磐石堆叠，蜿蜒呈 U形的溪流环绕着

中央偏左的大武垅。近景的清军兵分左右两路，

对竹丛密集的城寨形成包围之势，城内烟雾弥

漫。（图 12）册页的御制诗下方空间较疏，铜

版画及雕漆挂屏的御制诗距离下方水面更近。

枋寮之战图

三种形式的构图大同小异，海岸线将全图

沿对角线分割为海、陆两大区域。岸边，在队

列整齐的步兵联合海上战船的密集炮火的夹击

下，以庄大田为首的反抗军沿着海岸线节节败

退，向远方逃离。大海翻卷的浪花及层叠相交

的波涛令画面富有动态张力。该幅挂屏于 20世

纪初流散海外，屏心幸得欧洲藏家长期加装平

板玻璃覆盖，保存现状为全套最佳，镀金御制

诗文大致保持完整。（图 13）墨绿海面与朱漆

陆地对比鲜明。漆工匠心独运，在朱红船帆侧

面连接一排铜丝，用以模拟桅杆帆索，其上仍

残留一些朱漆颜料，突破版画的二维平面，赋

予生动的立体感。

生擒庄大田图

此图（图 14）分成海面及陆地两部分：波

涛汹涌的海面有两艘载满清军的船，大批清军

沿着海岸线行进，右上方数间房舍中，作最后

抵抗的起义军被包围。与《生擒逆首林爽文图》

相似，图中右上角有一人颈套绳索，很可能是

庄大田本人。22 册页等形式构图一致，唯雕漆挂

屏因船只体积在全图按比例缩小，焦距拉远。

渡海凯旋图

本图的起稿者为姚文瀚，其以清军船队横

跨台湾海峡为题材。一列船队满载士兵，浩浩

荡荡地行驶在海面上，首尾紧密相连，景深由

远及近，场景宏大且气势磅礴。构图与纪念康

熙二十二年（1683）成功收复澎湖及台湾的《钦

定平定台湾凯旋图》高度一致，应是仿后者，

将帝国武功与圣祖康熙帝的平定台湾战役相联

结。23 铜版画中，海浪呈平行波浪线，雕漆挂

屏则以鱼鳞状的单元组合成海浪，手法更接近

册页。挂屏近景的礁石堆面积相对于册页及铜

版画增大不少，使得船队在全图的比例相应缩

小。（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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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枋寮之战图》雕漆挂屏，约1795，荷兰多伦庄园博物馆藏（Hu.D. 5972）

图14

《⽣擒庄⼤⽥图》铜版画，约1792，德国柏林国⽴普鲁⼠文化基⾦会图书馆藏

图15

《渡海凯旋图》铜版画，约1792，德国柏林国⽴普鲁⼠文化基⾦会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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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旋赐宴图

本图起稿者为缪炳泰，题材配合乾隆皇帝题

写的诗。24 图中描绘皇帝端坐于避暑山庄福寿阁

内御座上，面向清音阁戏台，宴飨得胜归来的众

将士，为之庆功。居于图中左侧的乾隆皇帝御容

清晰，朝右呈六分像，面向空地上整齐跪拜的诸

将士，身形比例较旁人更大。画面右侧戏台上有

戏班演出，用两艘船来模拟海战场景，呼应平台

战役主题。本图暂未见雕漆挂屏，铜版画展现的

建筑手法显见西洋线法画之影响（图 16）。

《平定台湾得胜图》册页和铜版画的构图高

度相近，如意馆画家较忠实地依照册页绘制，但

两种材质的工艺仍存在一定差异。以第二幅《大

埔林之战图》为例，册页的御制诗为配合玺印做

出布局调整，画家制作铜版样稿则无此顾虑，御

制诗摹拓于正中位置，雕漆也紧循版画的处理方

式。综上所述，铜版画应是雕漆挂屏的样稿。

但是，雕漆挂屏并未拘泥于版画。首先，

相比于册页、版画，雕漆屏心的纵、横尺寸皆

比版画大约 10厘米，如《大埔林之战图》《攻

克大里杙图》《渡海凯旋图》挂屏近景的石堆

面积普遍增大，间接将观者与物象之间的距离

拉远，整体视野显得更为开阔。版画强调近景

和中、远景的人物及建筑之比例缩放，保留一

部分线法透视效果，雕漆挂屏对此模式虽然有

所吸收，但弱化了中、远景之间的比例缩放对比。

雕漆图文比例也各随尺寸变化而增大。铜版画的

御制诗直接套印自册页，二者尺寸相若，文字

均填满天空，部分边缘甚至与远景山体相交叠，

饱和醒目，不乏压迫感。雕漆摹拓相等尺寸的

诗文，两侧留有更多空白，直接令诗文占据画

面的比例缩小。换言之，原本在册页和铜版画

中扮演要角的御制诗（先文后图），在雕漆中

比例放大的战役场景衬托下，重要性有所削弱。

当挂屏陈于壁上时，与观者等高的战图与居其

上方的御制诗之间的关系，似乎更显协调。

此外，匠人在处理跨媒材的图像移植时，理

应按照材质、技法、形制及观看方式之差异，做

出适当调整。雕漆挂屏刻画山石、树木的轮廓与

分布，整体虽不离铜版画，不少细节却体现出漆

工在传移摹刻的过程中持续融入新媒材的固有格

套进行诠释之痕迹。朱漆剔刻的远景山峦，除再

现版画中萦绕山间的云带，更多地穿插于树丛，

不拘一格。清军用火炮向敌方展开猛烈进攻的场

景，在《诸罗围解图》《攻克大里杙图》《集集

埔之战图》中反复出现。雕漆再现火焰、硝烟及

波浪，用细密如丝的平行线组结，高浮雕漆面突

破原稿的二维平面，层次丰富。

图16

《凯旋赐宴图》铜版画，约1792，德国柏林国⽴普鲁⼠文化基⾦会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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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胜图系列的制作遍及全国，清廷命前线

将士及边疆大吏呈稿，集中在如意馆起稿绘制，

由造办处镌版印制。若《平定台湾得胜图》铜

版画被视为皇权主导之成果，雕漆挂屏则是封

疆大吏受该工程启发的产物。根据乾隆六十年

（1795）贡档，江苏巡抚奇丰额（1769 年进

士）年初贡品包含一组漆器：“御制诗台湾战

胜图雕漆挂屏十二扇……御制诗朱漆菊瓣盒二

对、御制诗朱漆菊瓣碟二对、御制诗朱漆菊瓣

钟二对……”（图 17）25 可知传世“御制诗台

湾战胜图雕漆挂屏”由他以例贡形式进献乾隆

皇帝。奇丰额是旗人惠色第三子，自幼过继给

塞勒做养子，隶内务府满洲正白旗。身为乾隆

三十四年（1769）进士，其累迁江苏布政使，

乾隆五十七年（1792）五月，擢江苏巡抚。26

历任江苏布政使（从二品）、江苏巡抚（正

二品）的奇丰额常年驻苏州府，雕漆挂屏及朱

漆菊瓣漆器之置办，与这座明清时期商贸发达

的东南都会甚有渊源。两宋至明代，环绕太湖

的江浙一带是各式漆器的生产及消费中心，雕

漆工艺尤为突出。27 至清初，漆器生产在苏州

持续不辍，官员亦时有贡御，如苏州织造李煦

（1655—1729）曾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

月、十二月先后两次进贡漆器，留有皇帝朱批

的奏折中，洋漆、雕漆器为其大宗。28

传世雕漆作品未见落有康熙、雍正年款

的官方实例，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

1678—1735，1722—1735年在位）实际上在雍

苏
州
织
造
及
官
员
：

置
办
挂
屏
的
中
介
者

3

图17

 江苏巡抚奇丰额贡品清单，乾隆六⼗年（1795） 

正四年（1726）三月曾命家内匠役参与雕漆成做，

内廷在十四天后仅将旧剔红盒收拾好呈进。29 杨

伯达通过罗列《活计档》成做条目，指出乾隆皇

帝对雕漆甚为青睐，苏州织造自乾隆四年（1739）

开始负责大量雕漆传办活计，供应内廷所需。30 

杨勇则修正前人观点，指出苏州织造在乾隆朝不

仅是受命成做雕漆器的主要机构，职能更包含新

做填漆、脱胎、描金等类，以及改制旧器，为之

收拾见新。31

检视档案，自 1740年始，御用雕漆器生产

流程一般为造办处制样，奉准后交苏州织造成做，

进呈入宫后，会拟定名色并刻款。乾隆年间，苏

州漆工成做的雕漆器，从器皿、文具、宗教供器

到家具，种类齐备多元，供各宫殿陈设、供养道

家经典与佛典，收纳珍玩。随《平定台湾得胜图》

雕漆挂屏贡御的多款御制诗朱漆菊瓣盒、碟及茶

钟，均属皇帝曾交苏州织造成做的样式。32 我们

通过御题诗句“吴下髹工巧莫比，仿为或比旧还

过”33，不难发现皇帝对苏州漆工的精巧工艺甚

为满意。此类御制诗漆器与进贡者奇丰额出任布

政使期间兼管苏州织造有莫大关联，更有先例可

循。他的前任萨载（伊尔根觉罗氏，？—1786，

1743年翻译举人）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进

贡红漆菊瓣盘一件，34 此盘深受皇帝喜爱。乾

隆下旨交苏州照样再做几件，新做六件漆盘交

乾清宫收贮。35 乾隆四十八年（1783）正月，

再进贡金胎剔红诗意钟四件，同属沿用官样置

办之物。36 隶满洲正黄旗的萨载长期主管苏州

织造，后其父亲萨哈岱（生卒年不详）接任其

职位。乾隆三十年（1765）至三十四年（1769），

他再度执掌苏州织造，后迁江苏布政使、巡抚，

兼任两江总督。皇室包衣出身的萨载，在内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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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每年年末及春季，各式挂屏一般由“铜

鋄作”配制如意钉或云头钉，交各宫殿悬挂，

这已成为年节装潢的一种常规做法。43 当中不

少雕漆挂屏即属苏作，具有“节活”性质。44 

战功图挂屏的御制诗文及铜挂环采用的样式，

与内廷陈设的雕漆挂屏及御制诗匾额及对联活

计一脉相承，同具公开展示功能。应予以一提

的是，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初平台战事接

近胜利之际，乾隆皇帝曾传旨苏州织造定制两

件剔红雕漆手卷匣，存贮御笔诗卷，一件按签

字刻阳文“御笔福康安折、奏生摛逆首林爽文

信至诗以志事”，另一件刻“御笔福康安奏报

攻克斗六门诗以志事”。45 通体髹朱漆的盒匣

与前线传来的战事大捷喜讯遥相呼应，皇帝在

收悉福康安奏折后题咏多首诗歌的欣喜之情可

见一斑。奇丰额置办御制诗得胜图挂屏，以例

贡形式进呈御览，适逢乾隆皇帝临御满一甲子，

臣子与“耄近归政之年”的皇上共襄盛举，具

有纪念意义。

府经逐层擢拔，被外派至地方并且转任省级长

官，他对织造事务的熟悉程度，毋庸置疑。

苏州漆艺在 18 世纪领先全国，除皇上推

动的积极因素外，积累前任经验且熟悉皇帝要

求的织造官员不容忽视。萨载和奇丰额宦途相

似，先后任苏州织造、江苏布政使及巡抚，二

人利用内廷传办活计，与其政治资源所依附的

地理区位因素难以分割。另外，为避免皇上驳

斥，地方官员置办贡品，内廷样式无疑是首选。

与前文图像比对，已确认《平定台湾得胜

图》铜版画是雕漆挂屏的样稿，前者之传播值

得再探。平定准回、金川战图版画印制完成，

主要赏赐皇室成员、功臣、使臣，并分发“各

直省督抚衙门及将军都统各处”及各行宫收贮

与陈设。37 版画便于多批印刷及分发，显然有

助帝国武功之宣示，后续系列的赏赐对象及方

式均以此为定例。38 1792年底印制的两百份《平

定台湾得胜图》版画，一百一十九份先由内务

府分赏阿哥与军机处，以及由各省督抚、将军

衙门收贮陈设，一年后补印十九份。39 奇丰额

被列入首批赏赐名单。同年十二月至翌年（乾

隆五十八年，1793）二月，获赐台湾得胜图的

多名总督、巡抚、将军纷纷上奏皇帝，以谢赏恩，

奇丰额赫然在列。他在 1793年正月初六日《奏

为恩赏御制十全记墨刻一卷等物谢恩事》中云：

“……窃奴才赉折差回捧到恩赐御制十全记墨

刻、御制诗台湾阵图一分（份），奴才谨设香案，

望阙扣头祇领讫。……”40 内文虽不乏对帝功

夸大溢美之词，但从置办工程不难看出臣子的

恭虔之心。雕漆制作工序一般包括涂髹荫干、

深雕剔地及打磨抛光，人工、时间和物料耗费

颇巨。所谓“荫干”，即需要高温、恒湿条件

令漆膜固化，故需要特殊的窨室，每层漆干固

化约需一天，方可再髹下一层。根据《活计档》

统计，内廷传交苏州成做的小件器皿（盒匣），

制作周期需一年。匾额、对联及家具（宝座、

屏风）等体量巨大者，往往耗时更长。41 奇丰

额很可能考虑到十二扇挂屏规模颇巨，1793年

初获得版画后，旋即交织造外雇漆工制作，大

约 1795年初完成，随其余贡品押解京城，历时

近两年。置办钱粮由进贡者自行支付，所费不赀。

例如，长芦盐政每年四次例贡，“或在京制办，

或往苏制办，俱系盐政于养廉内置办”。42

奇丰额选择雕漆工艺，除揣摩上意外，

还因为朱漆材质配合多层剔刻的视觉效果附带

吉庆意象，适宜作为年节例贡。乾隆朝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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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御用雕漆之成做，基于内廷传办活计

交予苏州织造的机制，能为我们观察中央与地

方交流提供一个新角度。本节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从人员流通和技术交流的角度，剖析雕

漆挂屏与官款作品的风格渊源，以及它们兼容

帝王品味和苏州风尚的工艺特征。

作坊和匠人

《平定台湾得胜图》雕漆挂屏若出自苏工

之手，织造在原有织务的基础上，成做传办活

计，相关职能又是如何履行的呢？官方文献未

见直接说明，只有零星线索可略窥一二。光绪

二十年（1894），为庆贺慈禧太后（1835—

1908）六十寿辰，内廷指派苏州织造成做雕漆

等各式漆盒，织造庆林回奏称：“衙门并无此

项漆工，就（江）苏省地面招募……”46 内文

指出，江南历经太平天国运动之兵燹，当地人

口骤减，经济凋敝，漆工难觅，雕漆一项久已

失传。47 但无论如何，苏州织造以就近原则招

募城内及周边匠人，乃有清一代的惯例。江南

织造局以“买丝召匠”形式招募的局匠属于“官

匠”，分内造和外造两种，按每日和每月计算

口粮和工银制度发放薪酬。48 不同于职位相对

固定且世代相袭的丝织工种，郭福祥以苏州玉

工为案例，推断织造局并不像宫中造办处或如

意馆那样具备固定玉作的条件，玉器活计主要

通过临时招募的匠役承制。49 另有官方文献表

明，织造亦采取收购、外包活计的方式，最后

将玉器制品进呈皇上。50

目前尚无档案记载苏州玉作和漆作的运作

情况，包括作坊地点，匠役来源、构成及工银

发放等细节。如织造庆林在前引奏折所言“衙

门并无此项漆工”，笔者认为成做御用漆器的

运作模式也类似于玉作，根据漆器活计情况来

临时招募匠役，与造办处雇匠成做雕漆的情况

差不多。51 乾隆雕漆器首次融入玉雕装饰，漆

工、玉工常需通力合作。为应对高强度的漆工

作业，分设一个乃至多个大型漆作坊且长期运

作，显然更合乎常理。临时招募人员虽有流动

性，但技艺熟练的漆工作为骨干，除雇用次数

和时间会加长外，更可能经织造推荐，获得入

京当差的机会。

这种临时性质的匠役之薪酬与相对固定的

织造局匠有所不同，应是按日计算发放，即实

行“按工给值”的雇用制度。前引京城造办处

在乾隆元年（1736）外雇雕漆匠，每工银为“壹

钱捌分”，苏州工价应不低于这一水平。学者

据档案统计出，苏州织造成做四件玉碗的工费，

每件做二百六十六工，多道工序条件下，每工

银“壹钱五分四厘”。郭福祥认为这种工价的

计算方式与北京造办处外雇玉匠的方式是一样

的。52 苏州织造隶属内务府系统，雇用外匠的

工资应执行统一标准。

苏州漆工籍贯多为安徽，具有一定地域色

彩。乾隆《苏州府志》载，苏州“漆作有退光、

明光，又剔红、剔黑、彩漆皆精，皆旌德人为

之”53。安徽旌德县东邻浙江，当地漆艺乃明

代新安（今徽州）漆工传统在清代的遗绪。籍

贯为安徽休宁的明人詹景凤（1532—1602）指

出“近日苏、徽二郡所作床榻几杖函庋及剔红、

黑漆器，制并古雅可爱”54。高濂（约 1527—

约 1603）《遵生八笺》记载，明隆庆（1567—

1572）《髹饰录》的作者黄成（字大成，生卒

年不详）即新安出生的名工。55 至 18世纪，休宁、

歙县漆工生产的漆器更是声名远播。56 这两个

地区山多而耕地少，当地匠人若想靠自身手艺

独立谋生，则需对外开拓。始自元朝（1206—

1368）的匠户制度在晚明逐渐废弛，以银代役

蔚然成风，清顺治年间（1644—1661）被取消，

为匠人流动创造了条件。在清朝不断发展壮大

的徽籍漆工是苏州织造雇用的主力。

跨媒材技法交流

奇丰额转交铜版画给苏州漆工制作的过

程，涉及铜版到雕漆的图像移植，以及不同媒

材之间的技术交流。西洋的铜版蚀刻技术是在

一块平整光滑的铜板上先涂上一层防腐涂料

（vernis），用刻针（pointe或échoppe 两种为主）

或雕版刀（burin）在其上勾勒画面形象，再用

酸液腐蚀。酸液流进刻划的地方，形成凹槽，

宫
廷
与
苏
州
的

跨
媒
材
交
流

4

艺 术 收 藏 与 鉴 赏 ART COLLECTION AND APPRECIATION024 025

第18期,7.26.indd   24-25 2021/8/17   16:11:33



凹线可用于填入油墨，经过压印机将油墨印在

纸上，成品便是铜版画。57 平定金川、台湾得

胜图的镌版、印刷由内务府匠人操作。清宫镌

刻得胜图铜版以针锥或刀戗划为主，辅以酸性

溶液腐蚀技法。聂崇正指出画面物体的明暗均

用变化多端、粗细不等的线条来表现。粗而准

确的线条描绘物象的轮廓和亮部，细密规整的

平行线、网格线表现物象的暗部，中间色调用

细点或虚线来表现。58

细密线条组成的版画如同画纸上的图样，

不失为理想的样稿，晚明漆工艺手册《髹饰录》

如此记叙漆器粉本过稿的工序：“雺笼，即粉

笔并粉盏。阳起阴起，百状朦胧。”59 分赏各

省衙府收贮的铜版画意义非凡，显然不可能以

破坏原图为代价，直接沿细线密集打孔，漆工

应先临摹原图一份，充当粉本。二次临摹必定

会令图像细节与原稿产生更大差异，这在前文

所述图像比较中亦有反映。不同于镌刻铜版采

用浅层戗划，注重细线之疏密，以营造阴影向

背之感，雕漆是剔刻出深浅不同的漆层块面，

形成图像轮廓，注重接近浮雕镂空的层次感。

故相对于铜版蚀刻用线条来表现原画的层次和

景深，雕漆在技法渊源上更接近木刻传统。雕

漆或在唐宋时期就已借鉴仿效版画等平面媒

材。《髹饰录》提出雕漆“唐制多如印板，刻

平锦，朱色”60 。英国学者哈里·加纳爵士（Sir 

Harry Garner，1891—1977）见解独到，推断

几何形锦地的装饰母题最早应用在雕漆中，或

受中古佛教木刻版画影响。61 雕漆屏心备三种

漆色，顶层朱面雕镂人物、建筑、山石树木，

中层地纹和底层天纹、水纹，借由高低不同的

色差产生层次感，不同漆色的块面布局与套色

印刷原理相类似，营造出远胜于单色木刻的景

深效果。62

不同于平定西域、金川得胜图突出陆战布

局，《平定台湾得胜图》首度引入海上作战元

素。描绘清军海战及乘船渡海的题材在第九幅

《枋寮之战图》、第十幅《生擒庄大田图》、

第十一幅《渡海凯旋图》出现。挂屏上的漩涡

纹不仅还原版画炮火硝烟及海上波涛的细密纹

理，更带有官款作品的风格特征。这种铺满背

景且细如发丝的漩涡流水纹（图 18），在《活

计档》被乾隆皇帝称为“海水花纹”。63 海水

花纹施加于剔红翔龙宝盒、落英宝盒刻有四字

名款的作品，是常与鱼、海马等祥瑞动物及落

花母题搭配的当朝新样。

图18

剔红翔龙宝盒，清乾隆年间，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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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乾二朝，内廷漆作尝试仿制剔红器时，

牙作匠人曾受命雕制漆胎，64 可惜缺乏专擅匠

役，最终结果不太理想，这也为 1740年以降雕

漆器全面改交苏州织造成做埋下了伏笔。尽管

如此，吸收竹木牙材雕刻技法的跨媒材实验，

给乾隆朝雕漆工艺注入了新风。由苏州织造高

斌（1683—1755）荐入造办处供职的封岐，于

乾隆四年（1739）承旨雕制一件剔红圆盒。65 

封氏刻竹匠人出身，后来晋升为牙匠，承旨成

做牙雕作品，是常驻如意馆并连续服务雍正、

乾隆二朝的南匠。66 雍正时期，他因懂得髹漆

水，曾被奉派与漆匠一同离开紫禁城前往九凤

朝阳山“漆灵芝”，这或是他被乾隆帝指派雕

刻漆胎的主要原因。67 不少南匠是兼擅数种材

质制作的多面手，流动于宫廷与地方之间的身

份，令他们成为促进技艺在不同地域和材质间

传播的中介。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象牙雕海水云

龙纹火镰盒，盖上两面正中雕龙，其余雕饰海水

行龙及带焰火珠。盒壁两侧分刻楷书“乾隆壬

戌”“振效恭制”，可知是牙匠黄振效在乾隆七

年（1742）的恭制之作（图 19）。乾隆二年（1737）

底，广东出生的黄振效由粤海关推荐进入内廷如

意馆服务，雕工效仿江南嘉定风格。68 该作品细

密繁复的海水纹，连同边缘的浪花，与剔红海

水龙纹的效果高度相似，同样受苏州地区的跨

媒材艺术风尚影响。

匠人别出心裁的巧思，需要观者拉近距离

仔细察觉，方能充分领略，如《枋寮之战图》

横架在朱漆船帆间的铜丝帆索（图 13），诸挂

屏中比例突出的远山、石丛及竹木表面，匠人

以不同刀法凿刻出圆圈及长短不一的平行线，

模拟自然界的石头、草叶。施加在山石细部的

巧雕刻痕，亦见于剔红宝盒的山水小景。乾隆

时雕漆流行堆厚深雕，多层次构图结合细部巧

雕，很大程度保留了晚明刀不藏锋的特征，但

这种见于小景树石的刀法于前代罕见，同属苏

州雕工在跨媒材风尚下的新特色。不同于取自

生物有机质的竹木牙材—自身带有天然纤维

及纹路，在均匀平涂的漆面再现木石细部，展

示巧雕纹理，需以大量人工才能模拟天然之物。

《平定台湾得胜图》挂屏虽属臣僚贡品，但仍

与官款作品的工艺特征一脉相承，应是出自同

批作坊的匠人之手。

图19

黄振效，象⽛海⽔云龙纹⽕镰盒，乾隆七年（1742），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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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部诸将士庆功赐宴的作品的构图，沿用至《平

定金川得胜图》和《平定廓尔喀得胜图》最后

一幅仪礼场景中。《平定台湾得胜图》最后一

幅《凯旋赐宴图》铜版画，场景虽转移至避暑

山庄，带有折中中西之意图，但其沿用紫光阁

赐宴图卷中皇帝端坐在二楼内阁，侧面朝向群

臣的表现手法，环绕人物四周的群楼空间尤见

清宫西洋线画法之影响。

在紫光阁展示武勋图像是纪念十全武功

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平伊犁、回部及金川三

件大事在乾隆武功中扮演的典范角色，在乾隆

五十三年（1788）《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

中已有明言。71《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确

立帝国纪勋图像之典范，后来移植至《平定金

川得胜图》。就图像规模而言，平定准回、金

川得胜图的数量均系十六幅，《平定台湾得胜

图》规模虽缩减为十二幅，仍被纳入乾隆皇帝

十全武功之列。乾隆五十七年（1792）末，《御

制十全记》墨拓与《平定台湾得胜图》版画被

一并赏赐给阿哥及各省巡抚、总督，足见皇帝

宣示后者接续“三大事”的态度。72 雕漆挂屏

呈进御览，乾隆皇帝很可能留意到其公开陈设

功能与紫光阁战功图的纪勋意义一脉相承，遂

交该地收贮。

关于得胜图在紫光阁的展示及陈设情况，

马雅贞指出，大图、彩图和转刻的铜版画，“因

材质、尺寸、数量不同，分别有紫光阁展示、

收贮乾清宫，以及赏赐与陈设的不同功能”73。

无御制诗的大轴在紫光阁的展示方式，除于墙

上贴挂外，武成殿另陈设“红雕漆对一副”“紫

檀木边大吉葫芦挂屏一对”“红木边得胜图挂

屏”，74 后两者可能是指得胜图绢本或纸本镶

嵌在木框内，设计与紫檀木边的雕漆挂屏异曲

同工。壁上配有挂钉，以供悬挂，故不能完全

排除雕漆挂屏在紫光阁武成殿曾被置换的可能

性。

应予一提的是，清查紫光阁的人员在记录

战利品和少数贡品条目的下栏，会以双行小字

自
紫
光
阁
流
散
海
外
的

藏
品
之
生
命
史

5

雕漆挂屏在 1795 年以贡品形式入宫，接

续其他纪勋图像（功臣像、得胜图），收贮于

紫光阁。根据《清代中南海档案》，同治元年

（1862）清点紫光阁陈设存贮的物品清单，在

大批乾隆得胜图及功臣像中，奇丰额进贡之“御

制诗台湾战图红雕漆挂屏十二扇”著录于《紫

光阁武成殿存贮什物》（图 20）。69 紫光阁坐

落在紫禁城外的中南海西侧，它在明代是皇帝

举行武举殿试和阅射之场所。乾隆朝改紫光阁

为宴请外藩与凯旋将士的场所，增添了该场所

在武功和军事领域的礼仪意义。

清宫画迹不乏描绘皇帝在紫光阁宴请外

藩、庆祝战功之作，包括姚文瀚在《紫光阁赐

宴图》中记录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正月初

二日，皇帝在增建竣工的紫光阁赐宴之事。紫

光阁增建的武成殿，正是雕漆挂屏收贮之地。

该图沿袭清宫礼仪图在长卷中展示仪仗队伍

和建筑六分侧面的传统手法，后来战功图（册

页、版画）小图被单点透视和短缩法取代。如

《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第十六幅《凯宴成

功诸将士》的构图，改自郎世宁等在乾隆十九

年（1754）为避暑山庄万树园赐宴一事绘制之

《万树园赐宴图》，画家在一蒙古大幄后方增

补两层高的紫光阁，下方空地则是文武群臣于

两侧列队，引接右下角坐在十六人抬的肩舆步

辇中的乾隆皇帝。70 描绘在紫光阁为平定伊犁、

图20

《紫光阁武成殿存贮什物》，清同治元年（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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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结合视觉分析及档案文献，完整重组

了《平定台湾得胜图》铜版画从宫廷传播至地

方（苏州）的跨媒材移植的意义。移植过程分

成两阶段：第一阶段，在乾隆帝积极主导下，

造办处接续平定准回、金川得胜图系列的范式，

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末印制《平定台湾得

胜图》铜版画，并分赏各省督抚、将军衙府收

贮；第二阶段，以地方大吏为主轴，时任江苏

巡抚的奇丰额获赐版画后，将其交予苏州织造

外雇匠人作为样稿使用，动用当地手工业资源

置办雕漆挂屏。乾隆帝临御满一甲子之际，挂

屏以贡品形式进呈御览，尔后长期收贮在紫光

阁武成殿，与其余纪勋图像合流。图像移植经

由宫廷与地方互动，在紫禁城内外形成完整的

流通回路，折射出地方臣僚对帝国武功的政治

宣导之响应。必须予以一提的是，铜版画的赏

赐对象仅限阿哥、王公、功臣、将军、封疆大

吏等，预设观者是京师延伸至帝国边地的皇权

代理人，故得胜图难以被其他阶层人士接触，

恐无法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内传播，效应亦有

限。

得胜图版画若可视作由中央传播至地方的

帝国宣传图像，则该套雕漆挂屏是地方大吏利用

本土资源（织造机构、匠人、物料）的延伸成果。

奇丰额身为赞助人，揣度上意的能动性及积极策

略不容忽视，无论是获赐版画、置办贡品，还是

将其作为贡品呈入宫，内务府外派包衣所赋予的

政治资本不可或缺。82 置办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铜

版画，以及依托苏州织造而集结的漆工匠人，各

自代表造办处与苏州的技术力量。具独特题材和

视觉效果的雕漆挂屏，正是双方无意识“合作”

的产物。

《平定台湾得胜图》雕漆挂屏之所以长期

纳入宫廷御制的预设背景，正是由于苏州织造

俨然是宫廷在江南的延伸，不论技术、匠人、

官员还是样式，都成为双方共同享用的资源。

注明获取该物的将臣姓名及战役事由，或是进

献者的职衔及姓名。75 十二扇雕漆挂屏下栏无

任何附注，暗示着挂屏以贡品身份入宫之事在

晚清已遭遗忘。笔者推定若属实，则将雕漆挂

屏与紫光阁其余得胜图纳入统一整体，共同视

为乾隆皇帝旨意的系列成果，不仅是当今学界

的普遍预设，更可上溯至 19世纪之晚清。

尤值得注意的是，雕漆挂屏及其余收贮在

紫光阁的得胜图（包括铜版画）及功臣像主要

藏于德国。作为同盟国主导，德国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接连惨遭失利后，国内政治动荡，德皇

威 廉 二 世（Friedrich Wilhelm Viktor Albert，

1859—1941，1888—1918年在位）身为一战的

发起者，面临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危机，在

1918年被迫退位，随后逃亡至战争中立国荷兰，

依靠他与荷兰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 Helena 

Pauline Marie，1880—1962，1890—1948年在位）

的远亲关系，寻求后者庇护。76 多伦庄园是威廉

二世 1920—1941年的居所，他在八十二岁去世

后就地安葬。该馆收藏的六件《平定台湾得胜图》

挂屏属威廉二世旧藏，原收贮在德国，1920年

连同其余珍藏，用火车运输至多伦，成为庄园

宅邸的装潢和收藏品。77

王静灵在新近研究、梳理柏林国家博物馆

的藏品登记档案时，确认了大部分紫光阁功臣

像集中收藏在德国。78 聂崇正在较早时指出，

这些清宫作品流散海外，与 1900—1901 年间

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侵华的史实密切相

关。79 西苑中南海乃联军总司令、德国将军

瓦 德 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1832—

1904）驻扎办公的大本营。王静灵援引他 1900

年 10 月 23 日向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中对他国

联军的公开抢劫掠夺行径的批判之语。80 然而，

对照档案和实物，不难发现德国军队实际上也

参与了对其驻地的劫掠，其中包括紫光阁内陈

设贮藏的功臣像、得胜图以及其他纪念性文

物。81 现藏多伦庄园博物馆的六幅雕漆挂屏，

应该就是以瓦德西为首的德军驻扎并掠夺紫

光阁后运返德国，以战利品形式敬献德皇威廉

二世，最终纳入其私藏。同属此列的得胜图及

功臣像等文物，原为纪念乾隆武勋的象征，清

季经紫光阁流散海外，沦为列强在华掠夺紫禁

城后满载而归的战利品，其曲折的生命史反映

出的意涵转化，令人不胜唏嘘。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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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苏州织造成做的御用作品系出同源、风格

统一，又与内府自制的其他得胜图收贮在同一

空间，致使其贡品身份随着入宫和战乱，逐渐

被淡忘。此套挂屏除被纳入乾隆得胜图谱系外，

更需放入清宫廷与地方、君与臣互动的情境，

令其帝国纪勋和地方贡品的双重性格得以彰

显。官方监造和地方土贡是清宫文物的两大主

主要来源，带御制诗或沿用官样的贡品无疑模

糊了两者的界线。囿于传世品与档案难以勘合，

《平定台湾得胜图》铜版画的跨媒材移植无疑

是一个珍贵案例，可为清宫文物的多元脉络提

供新观察角度。

1. 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与印度艺术馆（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于 2006 年合并为亚洲艺术博物馆，有关该馆之沿革，以

及柏林东亚艺术收藏之形成，参见：王静灵《柏林的中国绘画收藏——过去、现在与未来》；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研究会编《关

西中国书画收藏的过去与未来—国际研讨会报告书》，关西中国书画收藏（西宫市），2012，第 101—110 页。 2. Herbert 

Butz ed., Bilder für die“Halle des Purpurglanzes”: chinesische Offiziersporträts und Schlachtenkupfer der Ära Qianlong 

(1736—1795)  (Berlin: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2003). 3.Mayra Anabella Fernández Monroy de Schäfer, Zwölf 

bildliche Darstellungen zum Taiwan-Feldzug (1787—1788) des Kaisers Qianlong (1736—1795) (Berlin: Palm Art Press, 2009); 

Jason Steuber,“Qing Dynasty Emperors Kangxi and Qianlong: Rule through Replication in Architecture and the Arts,” 

in Original Intentions: Essays on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Arts of China, eds. Nick Pearce and 

Jason Steuber (FL: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Gainesville, 2012), pp. 167—171；马雅贞：《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

化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 230 页。 4. Mayra Anabella Fernández Monroy de Schäfer, Zwölf bildliche 

Darstellungen zum Taiwan-Feldzug (1787—1788) des Kaisers Qianlong (1736—1795)  (Berlin: Palm Art Press, 2009). 5. 乾隆

“十全武功”的经典研究，参见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 6. 图版参见：张晓光撰辑《清

代铜版战功图全编》，学苑出版社，2003；青木茂、小林宏光：《中国西风画展——从明末到清代的绘画、版画、插图书》，

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东京），1995，第 298—303 页。 7.《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廷寄福康安等将台湾南北两路险要

之处绘图进呈》，载张翔等编《清代台湾档案史料全编（八）》，学苑出版社，1999，第 1706 页。 8. 洪安全总编《清宫谕旨

档台湾史料（二）》，台北故宫博物院，2005，第 1177—1178、1279—1281 页；李泰翰：《清乾隆年间台湾战图制作经纬》，《故

宫学术季刊》第 25 卷第 2 期。 9. 李泰翰：《清乾隆年间台湾战图制作经纬》，《故宫学术季刊》第 25 卷第 2 期。 10.“内

开八月十七日，报上带来，协办大学士福康安进呈台湾战图，奉旨：图内人物绘画尚未合式，将原图十六幅寄京交如意馆，着

伊兰泰将从前画过得胜图尺寸查清再画一分，其原图十六幅内，已选定十幅，着缪炳泰照依尺寸起赐宴图一幅，着姚文瀚起渡

海凯旋图稿一幅。其原图十幅，亦照尺寸另起稿，共十二幅。其山川形势与打仗情形，照福康安所进之图一样，人物画法照西域、

金川战图尺寸大小一样起稿。俟起得稿时，会同军机处章京方维甸、范鳌斟酌商议，准时发报呈览，钦此。”乾隆五十三年十

月二十一日，“记事录”，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 50 册，人民

出版社，2005，第 659 页。全文援引皆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案为底本。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 50 册，人民出版社，2005，第 659—660 页。 12. 乾隆五十四年

十一月初一日，“如意馆”，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 51 册，人

民出版社，2005，第 512、517—518 页。 13. 同注 11，第 659—660 页。 14. 同注 11，第 660 页。 15. 同注 11，第 659—

666 页。 16.《诸罗围解图》雕漆挂屏是德国民族学博物馆（Museum für Völkerkunde）1905 年从名为路德维希·葛伦科（Ludwig 

Glenk）的一家柏林古董商行购置。奥托·库默尔（Otto Kümmel，1874—1952）1934 至 1945 年任柏林国家博物馆馆长期间，

将民族学博物馆典藏的 131 件具较高艺术价值的文物调拨至东亚艺术博物馆，该挂屏是其中之一。Herbert Butz ed., Bilder für 

die“Halle des Purpurglanzes”: chinesische Offiziersporträts und Schlachtenkupfer der Ära Qianlong (1736—1795)  (Berlin: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2003), p. 62. 17. Herbert Butz ed., Bilder für die“Halle des Purpurglanzes”: chinesische 

Offiziersporträts und Schlachtenkupfer der Ära Qianlong (1736—1795)  (Berlin: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2003), pp. 

63—67. 18. 该挂屏最早亦藏于德国，1945 年归藏美国奥尔巴尼。见 Oskar Münsterberg, Chinesische Kunstgeschichte , vol. 2, 

Paul Neff Verlag (Esslingern a. N: 1912), p. 435. 19. 该挂屏 2005 年 7 月 12 日经伦敦佳士得拍卖（Lot 148），现为美国奉三

堂私藏。 20.《生擒庄大田图》《渡海凯旋图》挂屏于 1923 年 2 月在英国伦敦共同拍卖，拍卖号为 Lot 108、Lot 109。《伦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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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 vol. 99, no. 2570）于 1936 年 7 月 25 日为两幅挂屏印制珂罗版彩图并做简要介

绍。挂屏当时由伦敦古董商斯宾克（Messrs. Spink and Son, Ltd.）持有，刊登图片带有做广告以吸引买家的动机。 21. 同注

9。 22. 同注 9。 23. 康熙朝《钦定平定台湾凯旋图》曾出现在 2005 年 11 月 9 日北京翰海拍卖公司秋拍（Lot 198）及北纬

拍卖公司 2009 年首届艺术品拍卖会（Lot 1003）。该绢画采用重彩青绿，钤有多枚乾隆御印及“皇四子和硕雍亲王之章”和“五

福四得十全之宝”二印，成画时间应介于 1683 年至雍正皇帝正式登基（1722 年）之间，详见高田时雄：《乾隆得胜图——平定

台湾得胜图别册解说》，第 16 页，注 19。转引自李欣苇：《清宫铜版画得胜图创生：从〈回部得胜图〉到〈台湾战图〉》，台

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12，第 61 页。 24. 同注 9。 25.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一日，“贡档”，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 55 册，人民出版社，2005，第 744 页。 26. 赵尔巽等撰《清

史稿》第 3 册，中华书局，1977，卷 15，第 553 页；第 45 册，卷 499，第 13805 页。 27. 有关两宋至明初雕漆工艺的风格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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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1831—1888），母亲维多利亚·阿德莱德·玛丽·露易丝公主（Victoria Adelaide Mary Louisa，

1840—1901）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与艾伯特亲王（Francis Albert Augustus Charles Emmanuel）的长女。威廉明娜女王的父亲

是荷兰国王威廉三世（William III，1817—1890），母亲埃玛公主（Emma of Waldeck and Pyrmont，1858—1934）是维多利亚

女王的四儿媳海伦娜公主（Helena of Waldeck and Pyrmont，1861—1922）的姐妹。二人依托维多利亚女王，沾带远亲关系。 77.

威廉二世于 1919 年在乌特勒支省购置多伦庄园，1920 年正式搬进庄园前，动用了 59 节火车车厢，将德国柏林及波茨坦皇宫内

三万多件收藏品运载至荷兰多伦宅邸，其中包含不少中国文物。 78. 王静灵：《柏林收藏的紫光阁功臣像及其相关作品新论》，

《故宫学术季刊》第 34 卷第 1 期。 79. 聂崇正：《从稿本到正图的“紫光阁功臣像”》，《紫禁城》第 249 期。 80. 瓦德

西：《瓦德西拳乱笔记》，王光祈译，中华书局，2009，第 55—56、76 页。 81. 王静灵：《柏林收藏的紫光阁功臣像及其相

关作品新论》，《故宫学术季刊》第 34 卷第 1 期。 82. 每年以例贡形式进献给皇帝贡品，只有现任或致仕封疆大吏、高级京官、

王公贵族等方有资格，详见董建中：《清乾隆朝王公大臣官员进贡问题初探》，《清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 引 

言 
Critical 
Introduction

清内府藏书、刻书之精之富，是康乾盛世文

化繁荣的标志之一。清代印书用纸品目繁多，清

内府刻书用纸，史料也均有记载。本文介绍了新

发现的一部清康熙内府用“西洋纸”印制的《御

制避暑山庄诗》，并对马国贤镌印的铜版《避暑

山庄三十六景》进行了具体梳理。此部“西洋纸”

印书的发现，为清内府铜版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

实物，也为清内府西洋纸印书研究提供了更多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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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开化纸”是否为同一种纸尚待研究。（以

实物与档案对照，今人所说的“开化纸”实际就

是清内府印书用的连四纸。）

此外，清代宫廷用纸大致可分为御笔书画用

纸、写经用纸、抄写书籍用纸、刷印书籍用纸、

装裱用纸、工程用纸、画样用纸、包装用纸、日

常生活用纸等。前文提及康雍乾三朝内府档案所

列的各种纸，其中有些并不是印书用纸，如高丽

纸，以类似朝鲜印书用纸得名，色白但稍暗淡，

质厚坚韧，有明显的直纹，多用作书皮及书笺，

很少用于印书，于顺治康熙朝多用于卷宗的抄写，

后期也很少使用；蒋逻油纸，顾名思义，油性较

明显，薄透，多用于覆于他纸之上影写，或用于

双钩御笔等，如乾隆元年（1736）八月“刻字

作”档案记载“为备用钩御笔等件用，买蒋逻油

纸一百张”，就是一例，未见用于印书。相较而

言，现存故宫博物院所藏写本书籍所用纸张与档

案文献记载的纸张名称众多，写本众多，如：宣

德光笺本、羊脑笺本、朝鲜镜光笺本、洋笺本、

宋笺本、金笺本、香色笺本、金粟笺本、云母笺本、

佛青笺本、素绢本、素笺本、磁寿笺本、罗纹笺本、

粉笺本、檀笺本、油笺本、黄笺本等。

清
宫
用
纸

1

清内府刻书，大抵与王朝兴衰相关联。纵

观有清一代二百余年内府刻书史，可以将其划

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清入关前，是其肇始期；

二是顺治至康熙十九年（1680）武英殿修书处

成立，是其发展期；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是其鼎盛期；四是嘉庆至清亡，是其衰败期。

清内府印书用纸，品目繁多，质量上乘，

不仅成就了内府书籍的精美耐用，而且是清代造

纸技术的完美体现。据内府档案记载，清康雍乾

三代用纸主要有：清水连四纸、川连纸、太史连

纸、棉连四纸、榜纸、宣纸、竹纸、薄棉连四

纸、西洋纸、将乐纸、乐文纸、棉纸、罗纹纸、

抬连纸、白棉榜纸、连四纸、高丽皮纸（二等

高丽纸多用裱糊做书签用）、毛头纸、蒋逻油

纸、黄高丽纸、京高纸、白鹿纸、广文纸、白棉

纸、白纸、金线榜纸、坚白太史连纸、南毛头

纸、五折黄榜纸、红脆榜纸、黄脆榜纸、白脆榜

纸、开化榜纸、三号高丽纸、竹料连四纸、棉料

呈文纸、竹料呈文纸、山西呈文纸、山西毛头纸

等。所谓连四纸，即现在人们常说的开化纸，清

宫档案对开化纸基本没有记载，据考证，仅有

乾隆二十九年（1764）档案记载“查得钦天监

乾隆二十九年较二十八年多领开化纸四百七十八

张，呈文纸四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张，台连纸

一万八千一百四十四张，黄榜纸一百六十一张，

毛头纸十二张……”，这里的“开化纸”与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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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避暑山庄诗》展开部分探讨。

明万历时（1573—1620），意大利传教士

利玛窦携《圣母怀抱圣婴》等四幅铜版画来华，

程大约《程氏墨苑》曾用木板据以摹刻，使中

国人对欧洲铜版画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程

氏墨苑》之后，随着欧洲传教士传教活动的逐

渐扩大，用中国木刻复制西洋铜版画已不罕见。

明崇祯时（1628—1644），晋江景教堂刊《天

主降生出像经解》，收图 50 余幅，是中国传统

木版复刻西方铜版画重要实证。但是，这些作

品都是用中国传统的木刻技法仿刻西洋题材的

图画，无论它表现的是何种内容，在技法上依

然是中国传统的木刻画，只能被称为“中法西

洋画”。真正将西洋铜版画技法传入中国，并

用其来绘刻中国题材的图画，使之可以称为“西

法中国画”的，则自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92—1745）始。

马国贤，意大利那不勒斯人，传教士，康

熙四十九年（1710）抵达澳门，当时正是罗马教

廷和中国就“礼仪之争”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所谓“礼仪之争”，指罗马教皇向中国的传教士、

基督徒乃至皇帝宣布不准履行祭祖、礼天、尊孔

等中国传统礼仪的教谕。据《康熙与罗马使节关

系文书》记载，康熙帝对这种明显干涉“天朝上

国”内政的愚蠢做法的愤怒和反击是可想而知

的，他下诏将前来传达教谕的特使多罗（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1668—1710）囚

禁在澳门，并颁下严旨：所有来华的传教士必

马
国
贤
成
为

宫
廷
画
师

2

对于清康熙内府刻书用纸，史料有所记载，

但档案记载的西洋纸印书实物未见流传，也鲜

有学者研究，笔者近来于海内外访书，发现内

府一部用西洋纸刻书之实物，可填补研究资料

之空白。2017 年 5 月份，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委派，笔者参加内蒙古图书馆古籍鉴定工作，

在巴彦淖尔市图书馆整理过程中发现了开中国

铜版画先河的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内府铜

版刷印的《御制避暑山庄诗》两部，一部为开

化纸印本，一部为西洋纸印本。两部书初看都

是纸墨俱佳，细看又各有不同，其中一部纸张

偏厚，乃用西洋纸刷印。（图 1、图 2、图 3）

马国贤镌印的铜版《避暑山庄三十六景》

传世极罕，原据统计知共有八部：美国纽约公

共图书馆藏一部，内附马国贤于 1714年 8月 26

日致巴那米（Bnmi）的信件一封，这个本子可

能就是马国贤赠送给巴那米之本；大英博物馆

一部；意大利维多利亚图书馆一部（马国贤赠）； 

欧洲木版画基金会一部；巴黎图书馆一部；牛

津大学图书馆一部（1950年入藏，菲利普赠）；

台北故宫博物院一部；中国香港私人藏书家一

部。近年来笔者于海内外访书过程中又发现四

部：2016 年到英国旧书店见一部，此书印后无

裁切，右边版框外角印刷有三十六景图名称，

如“第二十七景芳渚临流”，下角有“张奎刻”

字样，笔者在多部版本中见此图，但未见此记，

前人也未提及；英国私人一部；内蒙古二部。

下面即对新发现的清康熙内府用西洋纸刷印的

图1

《御制避暑⼭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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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领票，声明遵守利玛窦的传教规矩，即遵守

中国的礼仪习俗，否则“断不准在中国住，必

逐回去”。

康熙帝和罗马教廷的纠纷虽然愈演愈烈，

但并不妨碍他对西洋美术的好奇和喜爱。多罗

曾言：“回忆康熙帝曾托其代请教皇物色长于

艺术与科学的教士，供职宫廷，欲借此挽回康

熙的感情，因函告康熙，告以自己已升任红衣

主教，并有教士六人新近到华，里面有三个是

深谙数学、音乐、绘画的。”1 这六人均隶属于

反对耶稣会适应性传教策略的罗马传信部，其

中画家即指马国贤。康熙帝并不知道马国贤的

背景和立场，他关心的是这个人的画技，因此，

他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五月二十八日给两

广总督赵弘灿的谕旨中云：“西洋技巧三人中

之善画者可令他画数十幅画，亦不必等齐，有

三四幅随即差赍星飞进呈。再问他会画人像否，

亦不必令他画人像来，当问他会与不会，差人

进画时一并启奏。”2两广总督赵弘灿等奏报查

问西洋人多罗并进画像等奏折，此后马国贤又

画了八幅画进呈。经过这样缜密的考察，康熙

帝对马国贤的画表示满意，同意他来京。

以画家的身份为清宫服务，马国贤很不情

愿。他来华是为了向中国人传布上帝的福音，

而不是来画画的。但他也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

没有画家的身份，他根本进入不了中国，因此，

他不得不“遵照康熙谕令，奉行利玛窦成规，

并领取永居红票”，并于康熙五十年（1711）

和其他五位传教士一起入京，担任了清朝的宫

廷画师。《马国贤神甫回忆录》中说，入宫后，

他“被领到油画工的房间，这些油画工都是第

一个将油画艺术传入中国的切拉蒂尼的学生，

在对我表示了有礼貌的欢迎之后，这些先生们

递给我毛笔，请我当众作画”。这里提到的切

拉蒂尼，是法国的世俗画家，于康熙三十九年

（1700）来到北京，承担耶稣会北堂的装饰任务，

并在宫廷作画，是见于记载的最早来到中国宫

廷担任画师的西洋艺术家。在北京期间，他向

人们展示了自法国带来的优秀的铜版画，在他

的工作间中，有作画所需的工具，还有漂亮的

油画、木版画、铜版画。3这些记载没有明确说

明切拉蒂尼在清宫中是否进行过铜版画制作的

尝试，但他的工作为马国贤打下了一个良好的

基础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记载还说明，在马国

贤来到清朝宫廷时，那里已经有了专事西洋画

创作的机构，也有这方面的专门人才。

图2 

《御制避暑⼭庄诗》西洋纸印本

图3 

《御制避暑⼭庄诗》开化纸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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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马国贤之所以能够成为在清宫大规

模制作西洋铜版画的第一人，首先取决于康熙

帝对西洋艺术的态度。康熙帝是一位对西方科

学技术和音乐、绘画等艺术都非常关注、喜爱

的开明君主，而且，他早就对西洋铜版画有了

直观和感性的认识。在切拉蒂尼来到北京的前

一年，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在清宫供职

的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

1730）奉命出使法国，返回中国时，“法国国

王以装订华丽之版画集一册付晋，嘱其转赠给

中国皇帝”。4这位中华帝国的皇帝在接到这部

画集时的惊诧可想而知：远隔重洋的“法夷”

能够制作出这样出色的艺术品，我堂堂中华岂

可无之？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切拉蒂尼在宫中

从事绘画时，也向皇帝介绍过西洋铜版画。在

和这些传教士画家的接触中，康熙帝不仅能够

接受西洋绘画，而且培养了相当高的鉴赏力，

高士奇《蓬山密记》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

他对高谈及：“西洋人写像，得顾虎头神妙。

因云有二贵嫔像，写得逼真。”“得顾虎头神妙”

比喻得有些不伦不类，但论及西洋画神妙逼真，

却是一语中的。

马国贤期望能有一展才华的机会，康熙帝

切盼有人为他用西洋法作画，两者的密切结合

是早晚的事。用马国贤的话说：“皇帝长久以

来希望他的臣民中能有人会镌刻中华帝国的地

理版图。”终于，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的

一天，康熙帝向在宫廷供职的马国贤、德理格、

蒂里希等人询问他们中是否有人懂得雕刻铜版

的技术。这些人中只有马国贤小心翼翼地回答

说，他虽然没有用硝酸在铜板上雕刻的艺术实

践，但他知道这个道理，并懂得一些光学知识。

据马国贤回忆，康熙帝命令中国画师绘制了一

幅中国地形图，以便让他据以雕刻。铜版地图

制好后，与原作一起呈给皇上看，皇上看了非

常高兴，因为他惊奇地发现摹品与原作很接近，

丝毫没有使原作失色，而且原作在制作铜版的

过程中丝毫无损。以前中国传统镌刻先将原作

贴版镌刻，雕一部书，毁一部书。这很可能是

在清宫中第一次进行铜版画制作的尝试，可惜

的是，这幅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5

康熙四十九年（1710），马国贤随康熙帝

一起到了避暑山庄，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受

命必须完成刻制铜版的工作。”也就是说，康

熙帝在木刻版的避暑山庄诗图尚在绘制中的时

候，就已经下旨让马国贤雕刻避暑山庄的铜版

画。在这件事上，康熙帝很有远见，他派了一

些人给马国贤做助手，同时也向他学习铜版画

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中国的铜版画能手。这为

乾隆时铜版画在中国宫廷中的大规模制作奠定

了人才基础。

据清宫档案记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

七月八日，和素、李国屏给康熙帝呈了一个折子，

关于《御制避暑山庄诗》的刊刻部数，其中云：“刻

完之书甚好，甚恭谨。尔等于西洋纸刷一二部后

放下，俟用铜刊刻之画完竣之时，再汇集装订。

若西洋纸多，能多印几部更好。据闻，此种纸发

皱之处多，如垫起来，墨到不了，笔画恐又易断。

将此妥善为之。钦此钦遵。奴才等到处寻西洋纸，

然未寻到，查得，养心殿存西洋纸二万五千九百

余张，其中有可印书之薄纸一万八千一百四十张，

故将养心殿收藏之西洋纸取来，发皱之处弄平，

交与专门善于印刷之领催、工匠，印刷一部后，

恭谨奏览。此书应印几部之处，奉旨后陆续印刷，

收藏。为此谨奏，请旨。”“朱批：只印四部，

妥善收藏，画完竣之时再定。”马国贤回忆录中

说，皇帝看到最新付印的几幅画卷时，称这些图

画是“宝贝”，并要求将这些图画与康熙帝所题

的《热河三十六景诗》一起装订，作为赏赐给满

洲和蒙古王公的礼品。

在绘镌这套铜版避暑山庄诗图（图 4）的过

程中，马国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体现出他

卓越的聪明才智。为了再现山庄胜景，他和参

与制作这套铜版画的画家一起，对三十六景进

行了详细观察，并且登上山庄的最高点进行写

生。当发现制造硫酸的原料质量太差，制造油

制
作
西
洋
铜
版
画
的

第
一
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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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的原料十分匮乏时，他经过多次试验，以及

不断寻找可资替代的材料，终于制成了品质还

不错的用料，并且制作了一台圆柱形的刷印铜

版画的机器。6这些实验的成功所具有的非凡意

义，丝毫不逊于避暑山庄诗图的雕刻，它们为

西洋铜版画在中国的开花结果、推广普及，打

下了技术和物质方面的基础。

虽然马国贤和他的同行对三十六景进行了

大量的写生，但他所雕刻的铜版画，从构图、

内容、装潢形式看，仍然是以木版的三十六景

图为蓝本，既然皇帝已经肯定了那套版画“甚

好，甚恭谨”，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另行绘制新图，

另生枝节，这是他很懂得天威难测的聪明处。

不过，这不是简单的模仿和因袭，而是对蓝本

的再创造和再升华。

当我们把木版和铜版三十六景放在一起时，

不同的审美取向在视觉上造成的差异是令人惊

讶的。铜版画运用西洋画法，利用明暗光影的

表现，把远景、中景、近景的纵深关系很好地

表现了出来，成功地强调了画面的三维空间；

木版画中的单线勾勒的山岭轮廓，在铜版画中

都用厚重的体积感重新处理过，以突出山岭的

层次感和明暗变化；木版画单线勾勒的水面波

纹在铜版画中被改成了细密的排线；中国古代

单色木刻画绘写太阳是最简单的，几乎千篇一

律的一个圆圈，几道笔直的射线，铜版画中的

太阳则有了层次分明的明暗变化等等，让看惯

了中国古代木刻版画的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当然，对“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做这

些比较，并不是说马国贤制作的铜版画就高过

了沈嵛绘，朱圭、梅裕凤镌刻的木版画，这是

两种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品，都是版画艺术的杰

作。而马国贤主持雕刻的铜版避暑山庄图，是

第一次用西法来表现中国题材，对国人更深切

地认识西洋铜版画，对铜版画的洋为中用，都

有着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

马国贤在清宫生活了十三年，于雍正元年

（1723），以其父、叔父、伯父相继病故为由，

恳请回国，在得到雍正帝的恩准后，带着康熙、

雍正两朝皇帝和亲王大臣赏赐、馈赠的大批珍贵

礼品，在他培养的五名中国学生的陪同下，回

到了那不勒斯。他们在返回欧洲途经英国伦敦时

引起了轰动效应，在英国受到国王乔治一世的接

见，同时，马国贤还受到了英国伯林顿勋爵非常

友好的接待，伯林顿勋爵获得了马国贤的一批雕

版画，即避暑山庄诗图。也有学者认为马国贤当

图4 

《御制避暑⼭庄诗》 清康熙五⼗二年（1713）内府铜版印本

图5 

The Emperor of China’s Palace at Pekin，and His Principal Gardens 
（《御制避暑⼭庄诗》），1753,英国铜版印制⽔彩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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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赠送了两套画给伯林顿勋爵，其中一套藏于大

英博物馆。值得一提的是，1753年英国人托马

斯·鲍恩（Thomas Bowles）、约翰·鲍恩（John 

Bowles）以及罗伯特·萨耶（Robert Sayer）同

样翻刻了一套《御制避暑山庄诗》（图 5），名

为 The Emperor of China’s Palace at Pekin，and 

His Principal Gardens ，共 20张，其中 18张翻刻

自马国贤的书，仅仅在画面中增加了少量人物、

船只等。这部作品第一次真实地向欧洲展示了中

国园林的魅力，推动了 18世纪欧洲“中国风”

式园林建筑的盛行。《御制避暑山庄诗》使欧洲

人第一次面对一套完整反映中国皇家苑囿的铜版

画，研究、欣赏中国园林，不少学者认为“《避

暑山庄三十六景图》对英国的园林艺术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推动了英国园林设计的革命，并带来

了图像式观念的产生”7。如著名的英国皇家植

物园邱园中的高塔（1760年）就是英国园林设

计借鉴中国元素的典型案例，这种中式风格的花

园很快从英国传遍欧洲各地，被称为“盎格鲁—

中国式的花园”（jardin anglo-chinois）。同时，

欧洲也大量出现介绍中国园林艺术的版画作品，

比较典型的有 18世纪法国人乔治·路易·勒鲁

热（George Louis Le Rouge）所著《英中式园

林》（Détail des Nouveaux Jardins à la Mode. 

Jardins Anglo-Chinois. Ier - XXième Cahier ），

共收铜版画 490余幅，其中有 97幅版画作品绘

刻了中国的皇家园林与宫殿，还有相当一部分作

品表现了英国中式园林的风貌。1750年英国建筑

师威廉·哈夫彭尼（William Halfpenny）以及约

翰·哈夫彭尼（John Halfpenny）撰写了一本名

为《中国庙宇、牌坊、花园坐凳、栏杆等的新设计》

（New Designs for Chinese Temples，Triumphal 

Arches，Garden Seats，Pallings，etc ）的图集，

专门介绍如何仿造中国园林装饰性小建筑物等。

此次巴彦淖尔市图书馆发现的两部清康熙

铜版刷印《御制避暑山庄诗》，为中国首次重

大发现。初看以为都是开化纸刷印，但是细看

却发现风貌差别甚大，在纸张方面，一部几乎

无帘纹，纸张较厚，另一部纸张较薄，帘纹清

晰有黄斑，为典型开化纸印刷，较另一部印制

清晰很多。笔者顿觉前者可能就是内府档案记

载的西洋纸印刷实物，用灯光一照，果然第一

部纸张略厚，有明显纸标水印。若不是将两部

书对比观看，实难有此发现。（图 6、图 7）

19 世纪之前，欧洲人使用的造纸原料为布

和麻，生产出的纸表面纹理比较粗糙，有明显

的颗粒感，无法表现精密细致的画面。1750 年

以前欧洲铜版画用纸多为“直纹纸”，1750 年

以后欧洲人又做出一种“布纹纸”，在直纹纸

的基础上可以做得更厚，质地稍微细腻一些，

印一般铜版画没有问题，但是印精细的版画还

达不到要求。后来欧洲人发现了一种中国制造

的纸，叫“雁皮纸”。这种按照古法手工制作

的雁皮纸轻薄细腻，有一定的透明性，透过光

观察，有薄如蝉翼的感觉。这种纸的好处在于

它属于熟宣类，上墨以后不开晕，表面平滑细腻，

非常适合表现西方铜版印刷效果。把雁皮纸裁

成和铜版相等的尺寸，打湿后，覆在铜版上，

两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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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熙
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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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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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纸的另一面刷一层胶，再覆上一张西洋

制图纸，印刷铜版的墨辊滚过去之后，这张西

洋制图纸和雁皮纸就非常贴合地裱在一起了。

这样印画和托裱同时完成。将两种纸黏合在一

起，其实在印画过程中多了一道工序，相对复

杂了一些。这种技法普遍用在 17 世纪到 19 世

纪中期以前的铜版画制作上。而内府开化纸有

雁皮纸光洁细腻的特性，故印刷质量比西洋纸

更胜一筹。

这种带有水印图案的纸（图 8）是水纹纸

的一种，迎光看时能显出除帘纹以外的发亮的

线纹或图案、文字。平放不透光时望去，则纹

理图案隐而不显。这种纸的制作方法有二：其

一为在纸帘上用线编成纹理或图案，凸起于帘

面，抄纸时此处浆薄，故纹理发亮而呈现于纸

上；其二为将雕有纹理或图案的木制或其他材

料的模子，用强力压在纸面上。现在各国通用

的证券纸、货币纸和信纸等水纹纸，就是根

据这个原理制成的。西方人认为水纹纸是欧

洲人在 13 世纪发明的，1907 年法国人布里凯

（C.M.Briquet）在其《水纹纸历史辞典》（Les 

filigrannes: Dictionaire historique des marques du 

papier ）一书中说，最早的实物是 1282 年意大

利法布里亚诺纸厂生产的，纸上有简单的十字

架。这是水纹纸起源于欧洲的物证。据潘吉星

先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考证，我国早在唐

代就已经发明了水纹纸，但因为年代过久，唐

代水纹纸虽可知其形制及制法，实物迄今仍不

多见。在五代末至北宋初（10 世纪），水纹纸

仍流传于世。1973 年，故宫博物院在检验中国

书画用纸时，发现李建中（945—1013）的《同

年帖》，纸上有水波浪纹图案，这才是迄今所

见世界上最早的可靠的水纹纸。北宋画家米芾

的《韩马帖》所用纸，呈现云中楼阁图案，是

更为复杂的水纹纸。关于水纹纸的用途，中国

的水纹纸主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出发，目的在

于增添纸张的潜在美；而西方水纹纸（水印纸）

主要目的应该是作为一种商标、族徽，或者说

一种防伪标志。

乾隆朝曾主持制作《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

图》铜版画的法国内廷特等镌工柯升指出：“铜

版画功夫细致，刷印最难。所用西洋纸需浸润

得法，每次上墨前先将铜版置于烤架上用炭火

加热，再均匀上墨，当一张成品完成后，要将

铜版上的涂墨清除干净，再进行下一次加热、

上墨的印刷过程，而能以揉擦手法给铜版上油

图6 

《御制避暑⼭庄诗》西洋纸刷印局部

图7 

《御制避暑⼭庄诗》开化纸刷印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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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达到‘轻重均匀，阴阳配合’之效果者，在

数百位熟练工匠中也仅得四五人而已，倘不谙

作法，不仅印刷模糊，还会伤及铜版。另外，

印刷还受天气影响，冬寒不宜动工。如把铜版

画带回中国，不了解作法，不但印刷模糊，而

且易损坏铜版。因为中国纸张易于起毛，用来

印刷铜版画，难得光洁，而且一经润湿，每每

粘贴版上，纸张易碎。即用洋纸，也要浸润得法，

太湿的时候，就会漫溢模糊；太干的时候，一

定摹印不真，必须恰到好处。铜版刷印所用油

墨不同于中国印刷使用的水墨，油墨色彩难调，

尚（倘）不得法，铜版细纹油水侵（浸）润不匀，

图像必致模糊。”柯升所用的颜料不是普通的

黑墨，而是一种法国葡萄酒渣，如法熬制炼成

的，如使用一般墨色不但没有层次，摹印不清，

而且容易损坏铜版。8 

从现存的铜版画作品来看，法国刷印的铜

版画所用西洋纸纹理较细，纸面光泽，几乎无

帘纹，稍厚，用墨也不同。清内府印刷铜版画

用纸，部分为西洋纸，多数为上等薄棉纸。据

档案记载：“经总管内务府大臣舒文将四十三

年粤海关解送到印图纸二千四百八十张，内有

海水潮湿霉烂纸一千七百三十张，交太监鄂鲁

里呈览，奉旨：即著杭州织造基厚照依图纸尺

寸尽数另行抄做，纸速送京压印，钦此。”从

上述档案记载可知，清内务府刷印铜版画所用

纸张一部分为进口洋纸，一部分为杭州织造抄

做图纸，而后期内府刊刻的铜版画用纸多为杭

州织造所制。

关于清内府所用“西洋纸”是从国外购买

还是中国抄造，以及它的使用，都还有待研究。

由于实物资料和文献较少，在研究方面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此部《御制避暑山庄诗》的发现，

不仅是清内府铜版画研究的重要实物，也为清

内府西洋纸印书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图8 

带⽔印图案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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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Introduction

铜版画自 15 世纪于欧洲发明以来，除了应用于印刷之外，

艺术家亦以此为媒材进行创作。1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 1583 年至中国传教并将铜版画传入中国。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铜版画图像在 16 世纪下半叶已传入中国，

但这项技术在中国一直到 18 世纪才开始首次尝试。意大利马国贤

受罗马教廷委派到中国，与耶稣会士不同，他是教廷传信部直辖

的在华传教士（Propagandist Missionary）。于康熙四十八年

（1709）十二月初三日抵达澳门，随后北上京师，以画师身份在

宫中供职，于雍正元年（1723）返回欧洲。2 其在访华 13 年间，

除了以画师身份在宫中供职，还在宫中首次实验印制铜版画，约

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成功地制作了《避暑山庄三十六景》铜

版画系列，此为中国铜版画之始。本文以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

物馆（Rijksmuseum, Amsterdam）藏《避暑山庄三十六景》铜

版画系列为中心，讨论铜版画技术引进清宫及其相关问题，首先

对其制作过程进行重建，其次就其风格问题进行讨论，最后讨论

马国贤《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和铜版画技术在清宫视觉文化上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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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开始兴

建位于承德的热河行宫，以作为夏日避暑和处

理政务之所。行宫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初

具规模，康熙五十年（1711），正宫兴建完成，

康熙赐名并书写匾额“避暑山庄”。避暑山庄

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才完工，历经康熙、

雍正、乾隆三朝共八十七年的修筑。3 康熙在

兴建避暑山庄期间，于视察之余选出山庄附近

三十六处景色（图 1），并为各景一一赋诗作

记。又命内阁侍读学士沈嵛绘制三十六景配图，

交付刻工朱圭、梅裕凤刻版，由武英殿于康熙

五十一年（1712）以木刻朱墨套印的形制出版，

是为《御制避暑山庄诗》（图 2）及其满文版本

（图 3）。4马国贤所制作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

铜版画，则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左右完成。

康熙二十六年（1687），法国国王路易

十四交由耶稣会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带给康熙皇帝的礼物中就包括一

批欧洲的铜版画，故至迟在此时康熙皇帝就已

见过来自欧洲的铜版画，并且对这类来自西方

的艺术品相当喜爱。如同其对欧洲画、珐琅和

玻璃的爱好，康熙帝进而在宫中设置作坊，由

图1 

避暑⼭庄三⼗六景总图

图2 

沈嵛绘，朱圭、梅裕凤刻《御制避暑⼭庄诗》，康熙五⼗一年（1712），武英殿木刻朱墨套印本（汉文版）

图3 

沈嵛绘，朱圭、梅裕凤刻《御制避暑⼭庄诗》，康熙五⼗一年（1712），武英殿木刻朱墨套印本（满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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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和其他东西，因此不合我们所用。由于硝酸不

充分，腐蚀出来的线条就非常浅，加上墨汁糟糕，

使得拓印本看起来非常不好。这种雕版的任何程

度的小小改进，都花费了我大量的劳力。10

其次是印制铜版画的油墨：

为了做好墨汁，必须要有酒石酸氢钾。但是

御医馆的药房里只能找到很少几磅，因此不得不

用一些其他材料。经过很多试验，我制造出一种

代用品类。11

再者，是印制铜版画所需的滚筒，马国贤

几乎连它的基本结构都不清楚：

在制造印刷机的时候，我再次遭遇了无数的

困难，此前我只见过这东西一次，而且是在不怎

么在意的情况下。我现在要人来做一个，下面装

的是滚筒，上面部分则是可以移动的。接下来的

情况是，机器工作了，印出来的效果却是一塌糊

涂，惹得太监、官员和宫廷里的其他人们的大笑

并加以嘲弄，这下我的麻烦和混乱都全了。然而，

回想起我来到中国的最终目的，我就把这些全都

用耐心和幽默感对付过去了。陛下看了我的雕刻

印版作品，尽管它们都十分灰淡，可他却是充满

善意地谅解了。他甚至宣布说它们都非常好。他

总是要求我继续做，从来没有发现我制造出来的

错误。12

除了材料和机械设备的这些不足外，他还

遭受了其他人的妒忌，根据他自己的回忆：

除了我已经提到的烦恼外，我还必须承受其

他的干扰。有一群嫉妒者，其中主要是些不高兴

我得到皇上恩泽的官员们，总是想方设法地让我

丢脸。他们有很多恶毒的举动，其中之一就是看

到我的工作开始并不很顺，就自己雇佣了一个中

国的手工刻工，来雕刻印版。他是忠实地根据画

家的设计，把线条大致地转刻到版子上了。可是

他没有理解光和影的和谐，因此图画从他的版子

上揭下来的时候，外观效果非常糟糕。主要负责

照看欧洲人的周大人（Mandarin Chow）非常失

望和愤怒，他把印本撕成碎片，还下令鞭打这可

怜的人。13

历经不断试验，马国贤在刻划铜版的工作

西洋传教士指导中国工匠进行制作，5 康熙皇

帝也想在他的宫廷中制作铜版画。

康熙四十九年（1710），皇帝询问当时任

职于宫廷的马国贤、德理格和蒂里希等人是否

懂得铜雕版画的技术。根据马国贤的回忆 6：

很久以来，皇上一直希望手下的什么人能够

把上面提到的地图刻印出来。为此，他询问过德

理格、蒂里希和我，即我们除了音乐、数学和绘

画之外，还会什么。他们都作了否定回答。我说

我懂得一点光学，还懂得一点在铜版上用硝酸腐

蚀的刻版艺术的原理。皇上听说这些，非常高兴。

虽然没有做过，我还是准备试一下。皇上立即命

令我开始刻印，在最短的时间内，我用点阵的方

法，在一块涂上灯烟碳黑的板上绘制地形图，为

硝酸腐蚀制版作了准备。我刚刚做完这些，皇上

就急着要看。因为在版面上预备好的东西看起来

非常漂亮，皇上非常高兴，命令中国画工画出地

形图，以便我能在日后刻印。地图刚刚完成，就

和原图一起，让皇上观看了。他表现出相当的兴

奋……这是他第一次看见铜版雕刻画，中国人自

己大致的作法，是把画固定在木板上，然后用雕

刻刀把二者一起刻出来。7

这里所指的地图，应是指康熙四十七年

（1708）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欧洲传

教士们至中国各地进行测绘，于康熙五十七年

（1718）完成的《皇舆全览图》，该图亦由马

国贤主持镌刻铜版，共使用了四十四块铜版。8

虽然马国贤宣称懂得在铜板上用硝酸腐蚀

的刻版艺术的原理，实际上他只是在罗马的时

候，听从友人的建议，在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坊

里学了一点，从来没有实际操作的经验：

关于硝酸腐蚀的雕刻艺术，其实我知道很少，

只是在罗马跟一个艺术家学过一堂课，当时还是

屈从了一个朋友的意愿，令人幸运的似乎是有着

深谋远虑，他极其热情地推荐我去学。9

因此，对于马国贤而言，制作铜版画可以

说是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的阶段，他遭遇到

许多困难，首先是用来腐蚀铜板的硝酸：

现在我要寻找必要的成分来制造硝酸，即白

色的强烈的酒醋、氯化氨和碱性醋酸铜。氯化氨

可以大量获得，但碱性醋化铜对我们而言质量就

非常差。还有醋，它不是用葡萄酒做的，而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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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好，因为我能够写它们；但是那些中文字很

差，因为我不能写它们，也就不能刻好它们。我

的工作被皇帝善意地接受了，有了天主的恩宠，

我就躲避了进一步宣传错误观念的危险。17

此处所提到的中国风景画的印本，可能就

是《避暑山庄三十六景》，或许康熙皇帝原来

打算连御制诗文也以铜版画刊刻，但由于马国

贤的蓄意作为而改变了原定计划，最后将马国

贤所印制的铜版画与武英殿木刻本的诗文一起

装订。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武英殿朱墨套印本

《御制避暑山庄诗》（图 4），其中的图即为

马国贤镌刻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许媛婷

指出：“在和素的奏折最末，康熙皇帝朱批：

‘只印四部，妥善收藏，画完竣之时再定。’”18

只印四部的原因是否与马国贤无法镌刻中文有

关，尚未可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应为这四

部之一，且是目前所见唯一配以马国贤铜版画

的《御制避暑山庄诗》，极可能为孤本！

上最终还是获得了进展：

陛下知道我的雕版工艺获得了一些进展，决

定要印刷一批采自他亲令建造的热河行宫的《热

河三十六景图》。因此我就和一个受命画画的中

国画匠一起过去，从而有机会观看了全部地方的

景致，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授予给任何其他欧洲人

的特别的恩惠。14

马国贤的铜版画技术获得改善之后，可以

想象康熙皇帝十分高兴，他决定以铜版画来印

制实景图并且命马国贤前往热河实地勘察。回

忆录中提到的中国画家是否就是绘制《御制避

暑山庄诗》图的画家沈嵛，不得而知。除了命

马国贤与画家前往勘景之外，康熙皇帝还命马

国贤收学徒，以便能够传授给中国工匠制作铜

版画的技艺：

同一时期，我继续改进雕版工艺。陛下看见

我最近一版制出的一些版本后，说它们都是“宝贝”

（Pan-pei）。他当场命令我刻印《热河四十景图》，

准备把它们和一些诗文合为一册，作为赠送给满

族亲王和贝勒们的礼物。他还问我是不是可以带

两个中国徒弟，条件是不能把我的工艺传授给任

何人。我回答说，除了让陛下高兴外，我别无所愿。

皇上马上向北京派了两个年轻人，后来又来了另

外几个人，我还算成功地教会了他们。15

不过，上述马国贤的回忆提到了“热河

四十景”，与“热河三十六景”矛盾，不知马

国贤的回忆是否有误。16 又或者，康熙皇帝最

初的计划是选定“四十景”，而最后只有“三十六

景”？然而马国贤铜版画本系在朱圭、梅裕凤

木刻本之后，木刻本图的制作又在御制诗文之

后，故当不可能是“四十景”。又根据马国贤

的回忆：

我们逗留在畅春园的时候，我向陛下呈上了

一些中国风景画的印本，它们是由一位宫廷画家

画的，并由我和一位刻工完成。皇上看到这些画

非常高兴，命令我用同样的方法刻印一些中文字。

考虑到中文作品中很少不包含我们基督徒既不能

刻，又不能印的迷信东西，我就选了两个中文字

和两个西文字母。对于后者，我是尽可能小心地

写好；其他的中文字，我就尽量地写得糟糕。把

它们呈送给陛下时，我注意到那些欧洲文字都做

图4 

《御制避暑⼭庄诗》，康熙五⼗二年（1713），武英殿朱墨套印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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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现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马国贤《避暑山庄三十六景》铜版画（图 5 至

图 35），现存三十一幅图，缺第一图《烟波致爽》、

第十六图《风泉清听》、第二十四图《金莲映日》、

第三十三图《双湖夹镜》、第三十四图《长虹

饮练》。这些图过去在博物馆的账册目录里被

登记为意大利版画，以致从未被研究者注意。19

通过马国贤带出中国，且流传到西方的《避暑

山庄三十六景》，就笔者所知，有大英博物馆本、

牛津大学图书馆本、维多利亚图书馆本、巴

黎国家图书馆本、纽约公共图书馆本、敦巴顿

橡树园研究图书馆及收藏库（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本、德累斯顿

版画收藏室（Kupferstich-Kabinet,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本，以及两部由

私人收藏的版本，加上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

本，计十本。20 其中以敦巴顿橡树园研究图书

馆及收藏库本最为重要，该本上有马国贤亲笔书

写并翻译的各景题名以及注记。阿姆斯特丹国家

博物馆本在画面外框处亦贴有以铜版印刷的中文

题名，不过并不是每一幅都有（第三、七、八、

十、十一、十二、十五、十七、十八、二十、

二十二、二十七、二十八以及三十二景没有），

可能是后来脱落，所贴的若干题记，如第四、

十四景亦有上下颠倒之情况（详见附录）。

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本的三十一幅图画

面中心皆有直线折痕，上方有横线装订痕，显

示此本至少被装订过两次，后经拆除，现呈散

页状态。比对木刻本和铜版画本，两者在构图、

内容、画面大小甚至雕刻技法上皆无太大差异，

故可以确认铜版画本系仿制木刻本而来。21 然

而，铜版画本中，各图却各自存在着风格的差异。

有关铜版画本的风格差异，诸多学者皆有看

法，且看法不尽相同。莫小也指出，第二、三、

四、十一、十六、十七、二十二、二十六、二十八、

三十一、三十三以及三十四景为马国贤所作。22王

景鸿则将风格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完全

出自马国贤之手，即第四、十一、十六、二十二、

二十六、三十一、三十四景，计七幅；第二种类型

为马国贤与中国画师或中国徒弟合作完成，即第

二、十五、十七、十八、三十三景，计五幅；第三

种类型则由中国画师或学徒完成，即第一、三、五、

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九、

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二、

三十五、三十六景，计二十四幅。23  宣立敦（Richard 

E. Strassberg）则认为第二、三、四、七、八、

十一、十六、十七、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

二十六、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三及三十四景出

自马国贤之手。24 魏瑞明（Stephen Whiteman）

则将风格分成四种类型，类型Ａ、Ｂ、Ｃ各出自

一人之手，而类型Ｄ则属于混杂风格，可能为多

人合作。类型Ａ，如第六景，为马国贤的佚名弟

子所作；类型Ｂ，即第一、十二、十五、十八、

二十、二十七、二十九、三十景，为张奎所刻，

此判断的依据乃若干景画面外刻有“张奎刻”款；

类型C，如第十一、十六景，为马国贤所刻。25（参

见表一）

《避暑山庄三十六景》 莫小也 王景鸿 宣立敦 魏瑞明

1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张奎作

2 马国贤作 马国贤与中国画师或中国徒弟合作 马国贤作

3 马国贤作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马国贤作

4 马国贤作 马国贤作 马国贤作

5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6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马国贤佚名弟子作

7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马国贤作

表一 学者论述《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各景之作者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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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提及的是，魏瑞明除了在类型Ｂ中将认

为是张奎所刻者一一列举外，其他三种类型的

作者仅列举一两例，故无法确知作者究竟认为

哪几幅出自马国贤之手。此外，若与阿姆斯特

丹本比较，仅第三十六景的画面外贴有以铜版

镌刻之“张奎刻”款，但第三十六景却不在作

者所认定的类型 B 中，显示各个版本于画面外

贴有“张奎刻”款的作品数并不相同。又作者

判定类型Ａ为马国贤佚名学徒所作（可能为多

人合作）、类型Ｂ之张奎亦为马国贤学徒，系

根据回忆录中所提到的康熙问马国贤“是不是

可以带两个中国徒弟”，然而回忆录中也提到

“后来又来了另外几个人”，显示马国贤的学

徒不止二人。至今只见“张奎刻”一人款，且

目前所能见的档案亦无法对马国贤与其学徒在

作坊里的分工有清楚交代，作者何以能够如此

截然划分马国贤学徒之间不同的风格？再者，

诸多版本之间贴有“张奎款”的情况亦有差异，

除了阿姆斯特丹本仅一幅外，笔者于 2018 年

目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时，并未发现任何贴有

“张奎刻”款的作品。至于其他各版本的状况

亦不明，仍有待更进一步调查和研究。

笔者同意莫小也的看法，认为第二（图 5）、

三（ 图 6）、 四（ 图 7）、 十 一（ 图 14）、

十六、十七（图 19）、二十二（图 24）、

二十六（图 27）、二十八（图 29）、三十一（图

32）、三十三以及三十四景可能为马国贤所作

或者参与较多。这几开除了皆以影线来描绘天

空和水面之外，还特别着重倒影的描绘，此为

木刻本所无，是铜版画本特意添加的；树木的

描绘亦不如其他开完全按照木刻本的格套，亦

步亦趋地描绘。然而笔者并不同意莫小也认为

此为马国贤实地写生之作的观点。26 事实上，

虽然这几开的树木并未按照木刻本刻画，但在

视觉再现上却也呈现风格化的趋向，特别是一

些断倒的树木，事实上是 17 世纪以来欧洲铜

版风景画中常常出现的母题。此外，在这几景

中，如第十一景《西岭晨霞》（图 14）还添加

了对阳光、云彩以及飞鸟的描绘，第三十一景

《石矶观鱼》（图 32）则添加了水中的游鱼，

若比对敦巴顿橡树园研究图书馆及收藏库本上

马国贤翻译的各景题名和注记，可知其为马国

贤对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内容理解之后而

作的视觉诠释。此外，若比对木刻本，木刻本

中所描绘的荷叶皆以阳刻圆点来表现，马国贤

所作的这几开铜版画则如实地描绘荷叶。这一

点牵涉到铜版画的技术问题，以铜版表现阳刻

的圆点在实际操作上相当不容易，因此马国贤

选择以线条如实地描绘荷叶，而由他的中国学

徒所镌刻的其他开，学徒因不明就里，于是“埋

头苦刻”，照着木刻本“依样画葫芦”。

《避暑山庄三十六景》 莫小也 王景鸿 宣立敦 魏瑞明

8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马国贤作

9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10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11 马国贤作 马国贤作 马国贤作 马国贤作

12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张奎作

13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14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15 马国贤与中国画师或中国徒弟合作 张奎作

16 马国贤作 马国贤作 马国贤作 马国贤作

17 马国贤作 马国贤与中国画师或中国徒弟合作 马国贤作

18 马国贤与中国画师或中国徒弟合作 张奎作

19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20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张奎作

21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22 马国贤作 马国贤作 马国贤作

23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24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马国贤作

25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马国贤作

26 马国贤作 马国贤作 马国贤作

27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张奎作

28 马国贤作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马国贤作

29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张奎作

30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张奎作

31 马国贤作 马国贤作 马国贤作

32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33 马国贤作 马国贤与中国画师或中国徒弟合作 马国贤作

34 马国贤作 马国贤作 马国贤作

35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36 中国画师或学徒作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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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避暑山庄三十六景》铜版画系列之后，

马国贤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镌刻了《皇舆

全览图》。27 雍正元年（1723），随着马国贤

的离华，铜版画在清宫一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

开始制作《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才复苏，

不过该系列铜版画乃送到法国镌刻，可以说马

国贤当时进行铜版实验的成果犹如昙花一现，

完全没有保留下来。清宫造办处首次自制镌刻

的铜版乃是于乾隆五十年（1785）所完成的

《平定金川得胜图》铜版画系列以及成于乾隆

五十四年（1789）的《平定台湾得胜图》，距

离马国贤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完成《避暑

山庄三十六景》已有七十多年之久。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清宫铜版画的制作一

直延续到道光年间，道光十年（1830）的《平

定回疆得胜图》内府铜版刊本系清宫所制作的

最后一部铜版画系列，但铜版画的技术一直没

有流传到宫外，而且制作技术亦没有提升。随

着 19 世纪石印技术传入中国，铜版画始终没

有在中国产生较大效应。

图5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二:《芝径云堤》，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6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三:《无暑清凉》，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7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四:《延薰⼭馆》，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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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景 康熙题名 敦巴顿橡树园研究图书馆及收藏库本马国贤题名与注记
阿姆斯特丹

国家博物馆藏本

1 烟波致爽
烟波致爽
在无须守斋的日子，皇帝会来到这几座房屋，身后跟着两三船的妃嫔。处理
公务后，他会和妃嫔在随从的陪同下共进晚餐

缺

2 芝径云堤
芝径云堤
当皇帝走陆路去处理公务时，他或者骑马或者乘轿，在随从和众多妃嫔的陪
同下，他会穿过这两座桥

热河第二景芝径云堤
（图5）

3 无暑清凉
无暑清凉
这是一座房屋的一部分，供皇帝带到热河的众多妃嫔中的一些人居住。皇帝
常常来此散步

（图6）

4 延薰山馆
延薰山馆
供妃嫔居住的房屋的又一部分，皇帝也会来此散步

热河第四景延薰山馆
（图7）

5 水芳岩秀
水芳岩秀
供皇帝休息的房屋的一部分

热河第五景水芳岩秀
（图8）

6 万壑松风
万壑松风
又一组供皇帝在无须守斋的日子处理公务的房屋。这些房屋中有三个房间
住着在清廷供职的欧洲人

热河第六景万壑松风
（图9）

7 松鹤清樾
松鹤清樾
供皇太后居住的房屋。皇太后驾崩后，出于对曾经居住在这里的逝者的尊
敬，它们一直空着

（图10）

8 云山胜地
云山胜地
供皇帝在无须守斋的日子处理公务的房屋的又一部分

（图11）

9 四面云山
四面云山
四面都是云雾缭绕的山峦

热河第九景四面云山
（图12）

10 北枕双峰
北枕双峰
这是两块石头。它有一座供人消遣的房屋，坐落在一座高山上。附近有两块
石头。它们十分高大，仿佛两根立柱

（图13）

11 西岭晨霞
西岭晨霞
一座供人消遣的房屋。山庄中的一些房屋没有实际功能，只是一种美的、装
饰的存在，也供人不时去呼吸新鲜空气

（图14）

12 锤峰落照

锤峰落照
一座供人消遣的房屋，坐落在一座小山上，从这里可以看到一块岩石。这块
岩石上大下小，约有30人高，矗立在很陡峭的高山上，位于避暑山庄之外，被
称作“磬锤”。登上山顶，人可以俯瞰整个山庄

（图15）

附
录

2
8

图景 康熙题名 敦巴顿橡树园研究图书馆及收藏库本马国贤题名与注记
阿姆斯特丹

国家博物馆藏本

13 南山积雪
南山积雪
两座供人消遣的房屋

热河第十三景南山积雪
（图16）

14 梨花伴月
梨花伴月
又几座供其他妃嫔居住的房屋

热河第十四景梨花伴月
（图17）

15 曲水荷香
曲水荷香
一座供人消遣的房屋

（图18）

16 风泉清听
风泉清听
皇帝会在临近晚9点的时候带自己最喜欢的随从之一来这里吃西瓜和其他
水果，他一般会待到午夜以后

缺

17 濠濮间想
濠濮间想
一座供人消遣的房屋，坐落在一条河中央的小岛对面

（图19）

18 天宇咸畅
天宇咸畅 
皇帝会和妃嫔一起来做礼拜的一座庙。这座庙由道士主持，他们都是阉人。它
坐落在一条河中央的小岛上，这是最令人心情舒畅的一点

（图20）

19 暖流暄波
暖流暄波
三座供人消遣的房屋

（图21）

20 泉源石壁
泉源石壁
山崖的一部分，上面刻着由皇帝题写的四个汉字，那是他对这个地方的赞美
和描述

（图22）

21 青枫绿屿

青枫绿屿
一座供人消遣的房屋，坐落在一座高山上，旁边有两块石头。因为另一幅版
画已经描绘过它们了，这里，我们添加了另外几座供人消遣的房屋，它们坐
落在半山腰，我们还添加了一块在另一幅版画里提到过的石头

热河第二十一景
青枫绿屿（图23）

22 莺啭乔木
莺啭乔木
两座供人消遣的房屋

（图24）

23 香远益清
香远益清
又一座供其他妃嫔居住的房屋

热河第二十三景
香远益清（图25）

24 金莲映日
金莲映日
一座供人消遣的房屋，二楼有一座可以报时的钟。它的前面是一座花园

缺

25 远近泉声

远近泉声
一组供人消遣的房屋，其中一间坐落在一座很有艺术性的、用石头堆砌起来
的小山上。皇帝和一大批随从一起登上它，可以从这里望到附近一座山上的
小瀑布

热河第二十五景
远近泉声
（图26）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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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景 康熙题名 敦巴顿橡树园研究图书馆及收藏库本马国贤题名与注记
阿姆斯特丹

国家博物馆藏本

26 云帆月舫
云帆月舫
在中国，大部分房屋只有一层，这种有两层的供人消遣的房屋十分罕见。天
气炎热的时候，皇帝常常和妃嫔来这座房屋散步，呼吸新鲜空气

热河第二十六景
云帆月舫
（图27）

27 芳渚临流
芳渚临流
一座供人消遣的房屋

（图28）

28 云容水态
云容水态
供人消遣的房屋

（图29）

29 澄泉绕石
澄泉绕石
又一处供妃嫔居住的房屋

热河第二十九景
澄泉绕石（图30）

30 澄波叠翠
澄波叠翠
一座供人消遣的房屋

热河第三十景澄波叠翠
（图31）

31 石矶观鱼
石矶观鱼
一座供人消遣的房屋

热河第三十一景
石矶观鱼（图32）

32 镜水云岑
镜水云岑
前述庙宇的另一个景象

（图33）

33 双湖夹镜
双湖夹镜
一座用于存放供皇帝和妃嫔乘坐的船只的房屋

缺

34 长虹饮练
长虹饮练
一座供人消遣的房屋

缺

35 甫田丛樾
甫田丛樾
一座带花园的供人消遣的房屋

热河第三十五景
甫田丛樾（图34）

36 水流云在
水流云在
一座供人消遣的房屋，从这里可以看到前述船库

热河第三十六景
水流云在（图35）

图8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五:《⽔芳岩秀》，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10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七:《松鹤清樾》，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9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六:《万壑松风》，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11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八:《云⼭胜地》，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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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九:《四面云⼭》，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15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二:《锤峰落照》，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14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一:《西岭晨霞》，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13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北枕双峰》，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17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四:《梨花伴月》 ，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19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七:《濠濮间想》 ，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18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五:《曲⽔荷香》 ，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16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三:《南⼭积雪》，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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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 之⼗八:《天宇咸畅》 ，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21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 之⼗九:《暖流暄波》 ，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22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 之二⼗:《泉源石壁》 ，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24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 之二⼗二:《莺啭乔木》 ，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23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 之二⼗一:《青枫绿屿》 ，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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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二⼗五:《远近泉声》 ，铜版画，1713，

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28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二⼗七:《芳渚临流》 ，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27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二⼗六:《云帆月舫》 ，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25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二⼗三:《香远益清》 ，铜版画，1713，

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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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二⼗九:《澄泉绕石》 ，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33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三⼗二:《镜⽔云岑》 ，

铜版画，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34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三⼗五:《甫⽥丛樾》 ，

铜版画，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35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三⼗六:《⽔流云在》 ，

铜版画，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31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三⼗:《澄波叠翠》 ，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32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三⼗一:《石矶观鱼》 ，

铜版画，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图29 

马国贤《避暑⼭庄三⼗六景》之二⼗八:《云容⽔态》 ，铜版画，

1713，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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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铜版画的历史，参见：Ad Stijnman, Engraving and Etching 1400-2000: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nual Intaglio 

Printmaking Processes (London: Archetype Publications Ltd. , 2012). 2. 马国贤传略，见方豪 ：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

出版社，2007，第 462—465 页。 3. 有关避暑山庄的研究较多，如张羽新：《避暑山庄的造园艺术》，文物出版社，1991；戴逸主

编《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赵玲主编《纪念避暑山庄建园三百周年论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

研究回顾见王颖、刘晴：《二十年避暑山庄研究综述》，《承德民族师专学报》第 27 卷第 3 期。较新的研究见 Cary Y. Liu,“Archive 

of Power: The Qing Dynasty Imperial Garden-Palace at Rehe,”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28 (2010), pp. 43—82; Stephen 

Whiteman,“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11); Richard E. Strassberg,“Redesigning Sovereignty: The Kangxi Emperor. The Mountain Estate for Escaping the Heat, 

and the Imperial Poems”, in Richard E. Strassberg & Stephen Whiteman, Thirty-Six Views: The Kangxi Emperor’s Mountain Estate 

in Poetry and Prints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16), pp. 1—39. 4. 有关《御制避暑山庄

诗》的制作，参见马雅贞：《皇苑图绘的新典范：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的制作及其意义》，《故宫学术季刊》2014 年第 32 卷

第 2 期。 5. 有关清代画珐琅和玻璃的制作，参见施静菲：《日月光华：清宫画珐琅》，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Emily Byrne Curtis 

et al., Pure Brightness  Shines Everywhere: The Glass of China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4)；张湘雯：《若水澄华：院藏玻璃文物特

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6。 6. 马国贤在华记有日记，然回忆录为节译本，并未记明时间，其中的描述在时间上有颠倒混淆的情

况，Richard E. Strassberg 比对日记和回忆录，重建了马国贤在华艺术活动的时间顺序，参见 Richard E. Strassberg,“An Intercultural 

Artist: Matteo Ripa, His Engravings, and Their Transmission to the West,”in Thirty-Six Views: The Kangxi Emperor’s Mountain Estate 

in Poetry and Prints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16), pp. 41—71. 7.马国贤：《清廷十三年—

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 57—58 页。 8. 同注 7，第 77 页。 9. 同注 7，第 62 页。 10. 同

注 9。 11. 同注 7，第 62—63 页。 12. 同注 7，第 63 页。 13. 同注 7，第 63 页。 14. 同注 7，第 63 页。 15. 同注 7，第 71

页。 16. 马国贤在回忆录中各提到“热河四十景”和“热河三十六景”，见注 7，第 71、77 页。 17. 同注 7，第 70 页。 18. 许

媛婷：《静默少喧哗·临景思治道：谈康熙皇帝与避暑山庄诗图》，《故宫文物月刊》2011 年第 343 期。 19. 此本为笔者同事 Jan 

de Klerk 于 2016 年所发现，有一短文介绍，参见 Jan de Klerk,“Gezichten op het keizerlijk zomerverblijf door Matteo Ripa,”in De 

Boekenwereld 32:4 (2016), pp. 34—37。翁连溪指出传世共八本，参见翁连溪：《清代宫廷铜版撷英》，《紫禁城》2010 年第 3 期。

许媛婷指出传世共九本，参见许媛婷：《静默少喧哗·临景思治道：谈康熙皇帝与避暑山庄诗图》，《故宫文物月刊》2011年第343期。 20.

近日苏富比拍卖会上出现一本马国贤《避暑山庄三十六景》，是否为两本私人收藏中之一本，又或是另一本，尚未可知。参见：Arts d’Asie , 

Auction Paris 12 December 2017, lot 76. 21. 翁连溪：《清代内府铜版画刊刻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 年第 4 期。 22. 莫小也：

《17—18 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第 203 页。 23. 王景鸿：《清宫镌刻的第一部铜版画册—浅

论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图〉》，《故宫文物月刊》2006 年第 285 期。 24.Richard E. Strassberg,“An Intercultural Artist: Matteo 

Ripa, His Engravings, and Their Transmission to the West,”in Thirty-Six Views: The Kangxi Emperor’s Mountain Estate in Poetry 

and Prints ,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Washington D.C: 2016), p.51. 25.Stephen Whiteman,“Translating the 

Landscape: Genre, Style, and Pictorial Technology in the Thirty-Six Views of the Mountain Estate for Escaping the Heat,”in Thirty-

Six Views: The Kangxi Emperor’s Mountain Estate in Poetry and Prints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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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期”，各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商人、

医生、植物学家、探险家开始频繁往来于欧洲

和南亚之间，促进了东西方艺术和经济的交流，

苏州也成为当时中国海岸的欧亚贸易中心之一。

在明末来华的众多传教士中，意大利传教士利

玛窦算是最具远见卓识，传教最有成效的一位。

1583年，他从澳门口岸入华，随后在广州肇兴，

江浙一带的南京、嘉定、松江、杭州、常熟、

上海等地传教，发展信徒近六万人，建立教堂

十多座。2 利玛窦及其他同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如

龙华民、罗明坚、毕方济等人在传教中大量使用

他们从欧洲带来的天主教插图，并聘请中国徽州

刻工对这些铜版画进行翻刻、临摹，同时对刻工

们进行西画技法培训。如常熟的传教士鲁日满神

父在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1674—1676）的账

本中记录了付给刊刻天主教书籍的刻版工、印刷

工、装订工以及购买纸张的费用。3 1598年龙华

民（Nicholas Longobardi，1559—1654）神父致

函罗马教廷：“如果能送来一些画有教义、戒律、

原罪、秘迹之类图画的书籍，将会发挥很大的作

用。因为西方绘画采用了阴影画法，这在中国绘

画中是没有过的。这些画会被中国人看成最精妙、

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从而受到欢迎。”4 

通过这样“图像式传教”，仿西洋铜版画风的木

刻插图在民间画工中流传开来。如 1606年付梓

的绘画技法著作《程氏墨苑》，其中安徽学者和

藏书家程大约收编、临摹的 4幅彩色木刻插图，

就来自利玛窦所带铜版画。5

顺治元年（1644），传教士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向看重西洋

历法及科学的顺治皇帝敬献《时宪令》并获得皇

帝的重用。在汤若望的影响下，顺治帝优容天主

教，并御赐苏州天主堂匾额和御碑，文曰“褒扬

诸传教士之学术德行，刻之于石”。6 在这样的

背景下，天主教在中国获得了稳定的传播，正如

汤若望自述：“彼曾获得皇帝许可，会士可以自

由入境；帝并降敕许其自由传教。由是新入教者

日增，一六五○至一六六四年，共十四年间，华

人受洗者逾十万人。”7 康熙初，由于大臣鳌

拜掌权，排斥天主教，1664年杨光先上书礼部，

在《请诛邪教状》中批评天主教为邪教，并建

议“消伏戎事”。8 鳌拜等人利用此事将汤若

望关押入狱，并禁止天主教传习，直到 1668

年，康熙亲政，逐渐放宽禁令，并在 1689 年

南巡苏州、杭州时召见当地传教士，对他们表

示关心。1692 年，康熙解除传教禁令，对天主

泰西，泛指西方国家，清昭梿《啸亭杂录·善

天文算法》云，“自明中叶泰西人入中国……”“仿

泰西笔意”或“仿泰西笔法”，即模仿西洋绘

画技法。具体来说，就是采用透视、阴影画法

表现物体远小近大的关系和景物消失于同一焦

点的写实画法，也称“仿大西洋笔”。康熙末

至雍正年间，“仿泰西笔”木刻版画在姑苏一

带盛行，其中借鉴西洋铜版画风格的胜景图、

仕女图、戏曲故事画等运用透视、阴影、排线

表现人物衣纹、家具、场景和建筑物的远近明

暗关系。“泰西笔法”在苏州一带的萌芽可追

溯到明朝末年，于清康熙年间发展，到雍正末

至乾隆初期达到鼎盛，在乾隆中后期消失。它

的主要发展期为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中叶。西

洋笔法在姑苏版画中的起落与欧洲耶稣会传教

士有着密切联系，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带来的大

量印有插图的书和铜版画被中国画工们临摹、

改绘、印制、流传，影响深远，是西洋画风在

姑苏版画中的萌芽。

明朝末年的苏州城内商肆兴盛，商贸发达，

市井街巷车水马龙，外埠及海外客商络绎不绝。

正如明郑若曾在《枫桥险要说》中描述的：“凡

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于此，居民稠密，

街弄逼隘，客货一到，行人几不能掉臂。”1 此

时，随着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各国成

立东印度公司，开启了欧洲和亚洲海上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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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裹草围，面带喜悦，神情自若。落款为“杨

其写”。画中运用铜版画技法创作出黑白灰的

明暗关系，背景、人物身体部位、衣褶的转折

处都以排线表现，是“仿泰西笔法”与中国传

统题材结合的代表作。11 《西洋远画》和《圣

仙图》均为康熙中期的作品，遗憾的是，目前

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作者身份，按照画面风格和

人物题材，应是出自苏州一带受西画影响的画

师之手。

事实上姑苏版画的创作群体中确实不乏天

主教徒，早期创作者之一丁允泰就是“得西洋

烘染之法”的天主教徒。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

藏馆版画陈列室藏有一套（4 幅）丁允泰作品

《田园乐图》（图 3），其中采取了阴影透视

和仿西洋铜版画法。根据德累斯顿藏品目录，

四幅版画的收藏年代均为 1738 年之前，属于

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强力王，1670—1733）

18 世纪初的收藏。作者采取黑白灰表现阴影，

建筑物、植物和其他花园景物的色调，均采用

明暗对比以突出立体感。焦点透视表现准确、

严谨。特别是人物脸部，以阴影表现，这在传

统中国肖像画法中是不存在的，也是肖像画的

忌讳之处。因此可见，正如 《国朝画征续录》

对丁允泰的记录：“工写真，一遵西洋烘染

法。”12 丁允泰是被画界认可的擅长西画的画

家。画中中景处绘民居大门，对联书唐代王维

《田园乐》诗句：“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

犹眠。”13 表现了人与自然亲近的乐趣和悠然

闲适的心情。《田园乐图》中有两幅图分别署

“信天翁允泰之笔”和落款“丁来轩藏板”，

一幅上另有“Tim Paulo”字样，译为丁保罗，

此应为丁允泰皈依天主教的圣名。同属这一系

列的另外两幅《荷塘宫苑图》也采用浓淡墨法

描绘了皇家宫苑景象。其中一图（图 4）亭台

下绘一对男女着唐代服饰，男子身穿长袍，腰

系玉带，女子着襦裙、披帛，彰显宫廷贵族身份，

从其他此类宫苑图题材来看，两人很可能是唐

明皇与杨贵妃。远处两名侍女正俯首端酒菜走

来。宫苑中绘奇石屋宇，仙鹤或飞舞或昂首挺立，

一对猫于亭台下嬉戏，象征了李隆基与杨玉环

之间延绵不断的情意。宫殿厅堂一廊柱后，一

名宫女正探头窥望，这在丁允泰创作的版画中

时而可见。另一幅绘宫苑长廊、荷塘鸳鸯，长

廊上绘几名宫女赏荷饮茶，一片幽静清雅的景

象。画面精致优美，焦点透视和明暗法运用极

为准确。值得注意的是两幅画上方都印有拉丁

教传播持包容态度，从放宽教令到“容教令”，

这三十年来，天主教的传播得到巩固，苏州、

杭州、南京、上海等地成为江南天主教活动最

活跃的地区。从书籍插图中可见这一时期木刻

版画对西画的学习和技法的掌握更加纯熟。如

1680 年刊发的《镜史》一书，是孙云球撰写的

一部有关光学仪器和眼镜制作的科学著作。书

中序言称“孙云球‘远习诸泰西利玛窦、汤道

未、钱复古诸先生也’”，并有吴奇生云：“西

来忽遇异人传。”9 表明孙云球与来华传教士

有往来，受西学影响较深。《镜史》中有一幅

插图 《西洋远画》（图 1），画面运用透视法

表现湖光山色和远处的西式建筑物，并模仿铜

版画的阴影线条表现物体的明暗关系，是现存

康熙时期最具有“泰西笔法”的代表作。据张

烨分析，孙云球出生于苏州虎丘，表明这本《镜

史》及其插图很有可能是他在苏州一带雇用刻

工完成的。10

除书籍插图外，康熙时期的单张版画也表

现出成熟的西洋笔法，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圣

仙图》（图 2），博物馆记录为 17 世纪清代初

期的作品。画面绘中国道家神仙，袒胸赤脚，

手捧寿桃，肩扛一篮灵芝草药，着宽袖大衫，

图1 

西洋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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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圣仙图

图3 

⽥园乐图（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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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Xi Pi ”拉丁文落款的另外两幅作品（图 5、

图 6）现为伦敦木版教育信托主席冯德保的个

人收藏，同样采用西洋铜版画风格的浓淡墨版。

画中一幅《异域商人图》绘一座城门，城外坐

落着一组西洋建筑，中间一座尖顶塔式建筑或

为当时德高望重的西洋传教士之墓，其形制似

欧洲风格。桥下一条商船沿河驶入埠口，几名

“异域人”模样的船工正将货物抬上岸，岸边

几位男子的装扮显示了其外国商人的身份。拱

桥之上站着的行人应该也是来自域外“朝贡国”

之人。这类题材的版画令人不由联想到“八国

进宝”“万国来朝”的主题，而对中国周边异

域国度的了解在明末就已经在民间普及。德累

斯顿藏有一幅康熙时期《四方夷人图》，绘 48

名异域朝贡之人，形态各异，与丁允泰版画中

“夷人”形象同类 。18 另一幅同类风格的版画《夷

人牵马图》表现了极强的焦点透视，画中描绘

了从厅堂到院落的近大远小的景深。前厅绘两

名异国形象的人正在交谈，画面右侧的牵马人

正试图驯服一匹高头骏马，左侧一梁柱后一名

卷发、肤色黝黑的“夷人”正将一只动物拴于

柱上，该人物形象酷似昆曲《昆仑盗红绡》中

对“昆仑奴”形象的描绘。19 门厅右侧一梁柱后，

一名书童探出头来观望，与《荷塘宫苑图》一样，

画家在画面中绘制了一人窥望的形象。画面同样

以黑白灰三色浓淡墨表现建筑物、人物、动植物

的立体感，上方的拉丁文暗示作者就是丁允泰。

日本王舍城美术宝物馆还藏有一幅具有远景透视

和铜版画风格的《西湖风景图》，署款为“钱江

丁允泰写”“丁来轩藏板”，20 同样是丁允泰将“西

洋笔法”运用到极致的代表作之一。

如果说从画面技法可以判断一幅姑苏版画

是否沿袭“大西洋笔法”，那么德累斯顿的另

一件收藏品则是现在所见唯一以天主教人物为

内容的“仿泰西笔”画。这幅《圣母子花篮图》（图

7）绘一仕女一手提花篮，一手牵童子。画面

人物脸部轮廓凸出，尤其是童子衣衫、发型，

母子面部、手臂现欧洲人特征，让人很容易联

想到圣母与耶稣的形象。但仕女眉眼、唇形勾

勒与姑苏仕女肖像画法相似。21 仕女腰饰裙带

及环佩，袖口和衣摆纹饰“菊花缠枝纹”及花

篮质感的描绘都带有明显的姑苏版画风格。对

比同类作品在日本的收藏，其中《鱼乐图》（《鱼

篮观音图》）22 中渔妇手中鱼篮与这幅《圣母

子花篮图》中的花篮表现形式如出一辙，仕女裙

摆和袖口装饰纹与《二儿送子观音图》23 衣摆印

文“Che Ham Cien Tam Liu ngan Tim Xi Pi”，

音译为“浙杭钱塘履安丁氏笔”14，从中可知丁

氏名履安，字允泰，号信天翁，祖籍钱塘。另

据方豪神父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一书中

提到天主教信徒张星曜于康熙五十年（1711）

在《天教明辨》一书自序中提及，此书乃“济

阳丁允泰履安氏创意”（丁氏远祖主要来自济

阳）：“颜曰《天教明辨》，从予友丁子履安

之意也。履安家世天教，纯粹温良，吾党共推。”15  

根据《国朝画征录》的成书时间，即 1722—

1735 年，丁允泰或许在康熙时期已是姑苏版

画创作者中的天主教徒画家之一。又根据文献

记录，张星曜 1633 年生于杭州，卒于 1715 年

后。16 因此，从《天教明辨》撰写的年代推算，

1711 年，张星曜已是 79 岁高龄，序言中张星

曜称丁允泰（履安）父亲为友，且对丁允泰极

为推崇，或可知 1711 年前后的丁允泰也是一

位年过花甲的老者，而德累斯顿藏的《田园乐

图》中丁允泰自称为“信天翁”，“翁”即老人，

想必丁允泰创作这套版画时年事已高，或许在

1720 年前后。因此根据以上分析，这套四幅作

品很有可能是创作于 18 世纪初期，为康熙末

期的作品。17

同为丁允泰“Che Ham Cien Tam Liu ngan 

图4 

荷塘宫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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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异域商人图

图6 

夷人牵马图

花“牡丹缠枝纹”几乎完全一致。《圣母子花篮

图》以墨线版加彩绘，宣纸印制，油画布衬底，

于 18 世纪早期传入欧洲，1738 年被记录在奥

古斯特二世藏品目录之中，说明作品的创作年

代在乾隆三年（1738）之前。这是目前收藏的

唯一绘有西洋人物形象的“仿泰西笔”姑苏仕

女版画。这幅版画应是与苏州地区天主教传播

较为密切的作品，应由苏州本地接触过天主教

圣像画的民间画师创作。它是以国内销售为目

的、与苏州地区天主教群体活动有关的作品，

并受到了天主教书籍插图或苏州地区教堂壁画

的影响。为何国内和日本没有此类题材的民间

绘画或版画保存下来？这与当时两国朝廷对天

主教传播的镇压和排斥有关，几次“苏州教案”

的爆发使这些在国内市场传播的带有天主教元

素的姑苏版画消失殆尽。24 另一幅题材相似的

手绘卷轴被学者称为“神秘的圣母玛利亚和耶

稣像”（图 8），可证明其目标确为国内市场。

这幅卷轴现存于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

（Chicago Field Museum），是 20世纪初（1909 

—1910）由美国汉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 

（Berthold Laufer，1874—1934）在中国西安

考察时购得，也是用于国内天主教传播的相关

作品。根据画中唐寅落款，劳费尔判断此幅作

品创作于晚明时期，但也有人判断落款为伪款，

并非唐寅本人作品，而是 17 世纪初传教士来

华后民间画工的作品。25 尽管年代尚未确定，

但这幅画作与来华传教士的联系已毋庸置疑。

画中绘赤脚玛利亚身穿长袍，戴头纱，怀抱一

图7 

圣母子花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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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泰西笔”风格的版画多表现传统的吉

庆祥瑞、富贵多子主题，且仕女类、戏曲人物

版画占多数，只有少量的胜景题材。从康熙末

期到乾隆中期，对欧洲人来说，具有西画风格

的姑苏版画表现出饶有趣味的“异文化”特征，

它鲜明的表现特征，强烈地吸引着欧洲人对“中

国风”艺术品的追求。因此，到了欧洲市场，

姑苏版画引起了贵族，特别是王室的欣赏。16

世纪欧洲兴起的室内装潢风格中，就有一些将

姑苏版画用作房间壁纸的例子。这些版画以传

统的方式印绘在宣纸上，通常附上一层油画布

作为衬底，一方面用于墙体贴附，另一方面增

加宣纸的厚度，这是当时欧洲专门用于壁纸装

裱的方式。目前一般认为版画在中国口岸成卷

打包装箱，经商船运往欧洲后完成粘衬，直接

当作壁纸销售。26 

欧洲现存许多王室城堡和庄园都保留了

17—19 世纪的中国壁纸。藏有姑苏版画的城堡

名童子，头部后方有一圆红晕，表现了人物所

具有的神化力量，这与中国传统宗教神明绘画

表现类似，如“观音图”。圣母的形象明显模

仿了天主教人物外观，而童子的发式、脸部轮

廓、衣着和手捧书的画法都来自传统中国画，

不由使人联想到“天仙送子”“观音送子”之

类题材的版画。或许这类天主教题材的中国形

象“改作”在 17 世纪早期就已存在。中国人

在接受基督教时，很容易赋予西方的宗教人物

画像以自己耳熟能详的信仰，把神态安详的圣

母联想成“送子娘娘”。

图8 

神秘的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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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末年，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士“祭

祖”“敬孔子”。朝廷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

争”使康熙皇帝对天主教的态度由宽变严，并

于 1720年颁口谕禁教。29 尽管如此，康熙末期

到雍正初年，民间的传教士活动仍然频繁，被

发展为教徒的民众数量也有增无减。然而雍正

皇帝对天主教没有半点好感，将江南和中原传

教士一概驱逐至澳门口岸，令其不得进入内地

传教，并下令拆毁教堂。而之后更加严厉的驱

逐天主教的行动发生在乾隆时期江南的两次教

案中。1747年的“苏州教案”和 1754年的“江

南教案”事件，给天主教在江浙一带的活动以

致命的打击，导致乾隆中叶以后天主教活动在

华逐渐消匿，“仿泰西笔法”在姑苏版画中的

消失也恰巧对应了这个消亡时间。那么两者是

否有真正的联系呢？姑苏版画历史上另外一名

“丁氏”画家的生前资料似乎可以印证这一关

联。

在大英博物馆中国版画收藏中，“丁亮

先”“丁应宗”的名字出现在一组二十九幅套

印花鸟版画中。这组版画是大英博物馆的奠

基人汉斯·斯隆爵士（Hans Sloane，1660—

1753）生前从英国生物学家詹姆斯·彼德威

（James Petiver）手中购买，原本是由另一位

英国人詹姆斯·库宁汉（James Cunningham）

在 1698 年到 1705 年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厦

门医生时，往来于印度、中国和南亚其他地区

之间时获得。17 世纪末正是欧洲国家动植物学、

遍布欧洲，主要分布在德国、奥地利、英国、

比利时、意大利、法国等地。这些“姑苏版壁纸”

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早期“仿泰西笔”姑苏版画

的珍贵资料，也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 18 世纪

姑苏版画在日本以外的销售市场。27

在这里，笔者想强调的是，虽然在 18 世

纪初到中期，欧洲市场对姑苏版画的需求源源

不断，但是姑苏版画并不是专门为外销或出口

而作，题材内容也没有为了满足欧洲品味而刻

意创作，部分作品中的西洋人物和欧洲建筑元

素完全是为满足国内市场的欣赏需求。如日本

学者黑田源次捐赠，现保存于沈阳故宫博物院

的《西洋剧场图》和私人收藏《泰西五马图》

都运用了典型的“泰西笔”，画中所绘人物大

多为西洋人，这些人物和建筑物可能都摹写自

西洋铜版画。在国内，这些版画一般用作日常

和新年张贴的“画片”，也就是“年画”的前

身。28 因此，具有“西洋笔法”的姑苏版画在

域外市场代表的是一种主动的强势文化，现在

没有任何确切的资料说明苏州的画工们接受海

外订单，专为欧洲市场创作。版画作为外销艺

术品，它大多出自 1757 年“一口通商”后的

广州的十三行。“一口通商”之后，广州创作

的手绘壁纸逐渐取代了姑苏版画在欧洲室内装

饰需求中的位置。随着“中国风”在 19 世纪

的慢慢衰退，欧洲有关姑苏版画用作壁纸的记

录终结在乾隆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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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物种分类学兴起之时。库宁汉以物种学学

者的眼光搜集了这套被他认为是描绘“自然物

种”的花鸟版画。这组版画表现了传统工笔花

鸟画元素，部分细节运用了饾版、拱花技艺，

色彩鲜亮，画面精美绝伦，之后同类题材的姑

苏版画再也没有超越“丁氏版画”在风格、技

艺上的造诣。这组版画的题款有“姑苏丁亮先

制”“丁应宗”“丁氏”等。这组作品没有表

现出西画风格，但创作者“丁亮先”的名字却

记录在天主教徒的名册中。据近年来出版的天

主教文献资料记载，乾隆十二年（1747），丁

亮先因在家中藏匿天主教传教士而被定为“苏

州教案”的逸犯，乾隆十九年（1754）“江

南教案”中，丁亮先被捕入狱，其在供词中称

自己为苏州常州县人，“货卖西洋画”为生，

第一次逃脱治罪是因为当日“带了洋画出门去

卖”。30 从供词中我们得知丁亮先在被捕这年

已是 69 岁，随即被判“杖一百、徒三年”，

这样的刑罚在一位年近七旬的人身上应该是致

命的，随后再也没有有关丁亮先的任何记录。

据此可以判断丁亮先的生卒年代或为 1685—

1754 年，因此他生前创作和贩卖版画的时期大

概是 1700—1750年。尽管大英博物馆藏的“丁

氏版画”并没有体现西画因素，但收藏在日本

海杜美术馆的一幅《西湖十景图》（图 9）采

用浓淡墨加彩绘，建筑等物体阴影部位及湖面

的波纹、远山的纹路都表现出明显的西洋铜版

画风。画面中部湖心岛上绘一组皇家建筑，一

座牌楼上书写“行宫”二字。根据李卫的记录，

这组皇家宫苑坐落于杭州孤山上，于 1707 年

康熙皇帝最后一次南巡时为接驾而建。雍正皇

帝在 1727 年将行宫改名为“圣音寺”，31 表明

这部作品很有可能创作于 1707—1727 年，即

康熙晚期。画上落款为“吴门嘉树轩 钱塘丁应

宗”，近年来有学者推测，丁应宗与丁亮先实

为同一人。张烨认为大英博物馆藏的二十九幅

版画中有“丁氏”题款，这样的称谓容易混淆

作者，画家自当不至于疏漏至此。他认为唯一

的解释是，丁亮先、丁应宗实为一人。32 台湾

王正华则认为题款上两位“丁氏”的题款与画

跋虽然风格相近，但书法字体并非出自同一人

之手，显见画家刻意制造不同人制作的印象，

两者不太可能是同一人。33 笔者总结出另一可

能性，丁亮先、丁应宗或为亲属，在同一家庭

作坊中创作版画，这样可以解释为何两人在大

英博物馆所藏二十九幅花鸟版画中有极其类似

图9 

西湖⼗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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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风格，并且用“丁氏”来落款。这表明

二人可能是出自同一家族的亲属，因此也就不

至于非要强调两人的独立身份。综上所述，根

据《西湖十景图》的题款，若如张烨分析，丁

亮先和丁应宗为同一人，那么他们同为创作“泰

西笔法”版画的苏州画师。但如果反过来，两

人为不同的人，我们又已知丁亮先是天主教徒，

以“货卖洋画”为生，那么丁应宗很有可能与

他有着亲属关系，同样创作具有“西洋笔法”

的版画。以上任何一种可能性，都能说明天主

教传教士对姑苏版画师创作“泰西笔”风格作

品的直接影响。

除“丁氏”之外，另一位被记录在案的姑

苏版画天主教徒创作者管信德也在“苏州教案”

被捕者行列，罪名为藏匿天主教传教士并以船

载运，被判杖一百。34 2018 年 1 月举办的“中

国·苏州首届国际木版年画展暨‘传承·创新·交

流—中国木版年画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展出冯德保个人收藏的一组八幅《四季美人童

子图》，画中背景墙对联书写着“麟儿集庆新

年瑞，凤子欢呼乐岁终”。旁边小字落款为“姑

苏信德号”“吴门管瑞玉”。（图 10-1、图

10-2）管瑞玉的名字同样出现在日本王舍城美

术宝物馆藏清乾隆《阿房宫图》对幅，画面西

洋铜版风格突出，焦点几何折射表现准确，与

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藏丁允泰“仿泰西笔

法”版画风格极为相似。图右下栏刻“姑苏史

家巷管瑞玉藏板”，题款为“玉峰管联写于研

云居”。另有冯德保收藏的管瑞玉创作版画，

题跋为“玉峰管联写于云水阁”，也是近年来“管

瑞玉藏板”的重要作品。35 笔者推测“管联”“管

瑞玉”有可能为画店经营者管信德的字，为同

一个作者，来自姑苏史家巷，也受到“泰西笔

法”影响，是姑苏版画创作者中的天主教徒，

有画室名“研云居”与“云水阁”。这组美人

童子图中的三对现藏奥地利与匈牙利交界处的

建于 13 世纪的皇宫艾森史塔特（Eisenstadt）

城堡，18 世纪中期作为皇宫内小中国沙龙厅壁

纸装饰，因此这一系列姑苏版画可能创作于雍

正至乾隆初期，并通过海上贸易销往欧洲。同

版《四季美人童子图》系列作为屏风画收藏在

法国戈梅尔维尔（Gommerville）的费利尔斯

城堡（The chateau de Filières），收藏时间为

18 世纪中期，属于费利尔斯家族藏品，从中可

见四对完整的《四季美人童子图》。36    图10-2 

四季美人童子图（其二）

图10-1 

四季美人童子图（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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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取西洋绘画技法之后，姑苏版画的创

作者一方面尝试摹写所见到的铜版画或西方书

籍插图，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题材的绘画进行

“重做”，但改变的大多只是表现技法，保留

了民间版画传统的吉祥题材和小说、戏曲画面。

王静灵发表了一幅雍正至乾隆初期（18 世

纪上半叶）的《牧林特立图》（图 11），该

图现藏于柏林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画中描绘湖光山色之中，一头尺寸

夸张的公水牛立于岸边崖上，近景树林中绘几

位西洋人物，远处的湖景山脉与西湖景致略同。

图中题款为“法泰西笔意于学耕草堂吴门韩怀

德写”，上方有一段跋：

牧林特立图

唐代开元想幹流，骅骝应召轩轩；汗血、照

夜落笔惊喧，尾鬣抖擞生寒，怕嘶声欲发，骁腾状，

跃出天垣。到而今，千金难购一幅真韩。不才宗

西正法，摹骨角、毛羽、人物、山原。物夺生情，

人传妙态，若然特立 磐。逗词林、画薮齐鼓掌。

家学渊源，笑无端偶然游戏，品作奇观。

右调春从天上来，与余叠纪一绝：误蹋流沙

浪说仙，挂画角上也徒然。何如闲牧青山畔，特

立春风三月天。

﹃
仿
泰
西
笔
﹄
的

风
格
嬗
变

4

吴趋韩怀德画并题。

作者韩怀德以唐代画家韩幹笔下的骏马骅

骝、汗血、照夜等为例，表明其绘画技艺的完

美神妙，叹如今难求一幅韩幹真迹。又说到自

己学习了西洋绘画，进而摹写西画，学习其人

物传神、景物逼真的特点，描绘的动物意态生动，

比如（这幅画中）一头立于磐石之上的牛。自

己的画作博得了文人墨客的欣赏，对作者来说

这只是一种偶然游戏罢了，却被视作人间奇观。

作者又解释到，自己想要修炼成仙，但不论如

何努力都是徒劳。何不就在绿水青山间牧牛，

欣赏这“春风三月天”呢！

从韩怀德的画跋可看出，清初江南古画市

场赝品泛滥，一幅真迹难求。作者很有可能是

乾隆初期苏州地区较为有名的“西洋”版画创

作者，受到文人画家的赞赏。然而，尽管他对

西画的掌握已出神入化，但他本人对“仿泰西

笔”的态度还是“笑无端偶然游戏”。由此可

见 18 世纪的“仿泰西笔”姑苏版画尽管在日

本和欧洲市场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唐物”和

“中国风”奢侈品，但在当时的中国，它仍然

不是绘画的主流，在历代画论中几乎没有被提

图11 

牧林特⽴图

及，它的受众仍乃市井、乡间的芸芸众生。经

考证，这幅《牧林特立图》参考了荷兰绘图大

师亚伯拉罕·布鲁马特（Abraham,Bloemaert，

1566—1651）创作的有关动物的系列铜版画

插图之一《公牛图》（图 12），这幅图现藏

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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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terdam），画面内容也与巴洛克时期荷兰

著名画家赫尔曼·范·斯瓦内维尔特（Herman 

van Swanevelt，1603—1655） 的油画《浪子还家》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类似，37 画中西

洋人装扮的父亲正伸开双臂欢迎浪迹天涯的儿

子回家。《公牛图》中公牛的形象正如韩怀德

笔下牛的镜像，由此可推断，以上荷兰铜版画

插图及油画中的形象，在中国和欧洲贸易往来

中，通过某种渠道来到了中国，被姑苏版画家

融入传统绘画意境中。另有题款为“吴门韩怀

德画”的“仿泰西笔”版画，藏于柏林亚洲艺

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题为《西湖佳景图》（图 13）。这一系列版画

采用浓淡墨加彩绘，刻绘精美。《西湖佳景图》 

采用透视法及阴影排线法表现近、中、远景，

描绘了西湖岸边，荷塘亭畔，仕女与童子消夏

嬉戏的场景，一片悠然祥和的景致。

“泰西笔法”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清朝历

代皇帝对西洋铜版画由推崇到忽视的态度。康

熙时期，不仅天主教在内地发展，皇帝本人对

西画也持欣赏的态度。康熙皇帝任命 1709 年

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为宫廷画师，马国

贤根据沈嵛原创底稿，在朱圭、梅裕凤制作的

木版画基础上，于 1713 年实验并完成了御制

铜版画《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康熙对此非常

赞赏，将铜版画赐予自己的皇子和大臣。现藏

故宫博物院，佚名宫廷画师创作的《桐荫仕女

图》和冷枚的《避暑山庄图》都采用了明显的

焦点透视法，表现了高光与投影的明暗关系等

元素。这种风格到了雍正时期得以延续，如《雍

正十二月行乐图》同样采用了鸟瞰式的景深构

图。到了乾隆中后期，乾隆皇帝任命宫廷西洋

画师郎世宁绘制了“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

系列，并远送到法国巴黎，但在绘画风格上，

乾隆推崇传统中国文化的意境，希望在如意馆

供职的郎世宁能创作出一些吸取中国传统绘画

风格的作品来。这种传统绘画技法的回归，从

宫廷到民间，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徐扬的

《姑苏繁华图卷》就可以看出传统绘画的回归。

在民间，乾隆中后期的姑苏版画中涌现出这种

受宫廷影响的风气，人物描绘和景物中出现了

中国传统绘画的特点，如以线条勾勒衣纹转折

之处，泰西笔法里对阴影部位的排线被大面积

笔触取代。

在这种技艺的演变过程中，一些脍炙人口

的版画题材如“天仙送子”和耳熟能详的小说、

戏曲人物，仍然保持了下来。如德国德绍沃立

茨堡（Schloss Wörlitz）用作壁纸的《麒麟送子》

（图 14-1）以西洋排线法表现人物衣着的褶皱，

是雍正至乾隆初期的“仿泰西笔”作品。天仙

戴凤钗，着云肩、襦裙，飘带飞舞，怀抱童子，

坐于麒麟之上，踏云而至；童子戴冠，手持桂

树枝；麒麟的鳞甲、胡须，云纹卷曲处都用铜

版画的排线法表现。再看乾隆后期“仿泰西笔”

消失后的作品，如藏于日本海杜美术馆的《麒

麟送子》（图 14-2）同样是画天仙抱持桂童

子坐麒麟上，自天庭下界，画面中采用乾隆中

后期姑苏版画中常用的蓝色表现仕女和童子的

图12 

公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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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装，这种蓝色是用一种欧洲发明的化学颜料

绘就，被称为柏林蓝（Berlin blue）。画面构

图传承了“泰西笔”画的特点，只是在色彩风

格上更趋于传统绘画。另外，慕尼黑宁芬堡的

巴顿堡（Badenburg） 浴池亭一间卧室墙壁上

镶有三十多幅姑苏版画，1751 到 1763 年间作

为丝织壁挂的替代品而张贴。其中一幅《白蛇

传·水斗》（图 15）绘青蛇、白蛇手持长剑与

法海大战的戏曲场景。阴影排线的表现方式仍

然存在于人物衣纹处，是泰西笔法的表现特征。

对比乾隆后期同样题材的版画，如华黎静收藏

有一幅《水斗》（图 16），前排的白素贞与小

青一人腰带宝剑，一人手持利刃，二人头戴“渔

家帽”，身披云肩，着襦裙，脚为“三寸金莲”，

神情灵动，各有姿态。画面品相略残，但不难

看出此幅作品是经过精细套版后，再以彩色填

绘的，其采用蓝色、绿色的浓淡墨来代替西洋

铜版画式的斜线以表现衣纹阴影部分，这一技

法经常用于乾隆后期的版画。

图13 

西湖佳景图

图14-2

麒麟送子

图14-1

麒麟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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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白蛇传·⽔⽃

图16 

⽔⽃

结
语

5

“仿泰西笔法”的姑苏版画是康熙至乾隆

中后期姑苏版画史上最具特点的作品，因为它

和天主教传教士联系紧密，它从萌芽到鼎盛再

到衰落的过程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消亡命

运紧密相关，与清朝历代皇帝对待西学的态度

环环相扣。这一时期的姑苏版画创作者中也不

乏天主教徒，他们更有机会接触到西洋铜版画，

承袭西洋绘画技法，并与传统版画题材结合，

创作出无数绝世精品。但由于版画的创作者并

非文人，一直以来，版画在中国画论中不受重视，

目前大多数遗存都保留在欧洲和日本的研究机

构、博物馆、城堡和个人手中。近些年又有新

的作品被发现，为我们研究这段特殊历史时期

的姑苏版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从而更体现了

“仿泰西笔”在中国版画创作历史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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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引 

言 

Critical 
Introduction

苏州木版画始于明，盛于清雍正、乾隆时期，

与杨柳青年画并称“南桃北杨”，在中国民俗美

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制作技艺以彩色套版

为主，一版一色，主要工序：设计、刻工、印刷。

其技法继承了宋代雕版印刷工艺。除此，半刻半

绘的木版画也流行。其风格雅致，采用传统的立

轴和册页的构图形式。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宋院绘

画、元代界画和文人画对它的影响。与其他地方

流行的年画相比较，它更具精细、秀雅的艺术特

色，可以说是“艳而不俗，闲中有静，耐人寻味”。

随着贸易的发展，明末清初时，姑苏木版画

大量传入日本，影响了所谓的浮世绘，亦流传到

欧洲各国。当时欧洲流行中国风，中国奢侈货品

被上流人士收藏，他们的宫殿几乎都会有所谓“瓷

器室”和“中国室”，收藏品陈列在内。值得一

提的是 , 当时欧洲贵族最渴求的就是瓷器和漆

器，而版画居其次，运输数量不大，很少有历史

记载。（而迟一些，即乾隆“一口通商”之后，

从广州进口的手绘壁纸越来越多，本文不提及。） 

当时，姑苏木版画是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所转

运到欧洲的。他们把同样的图案印制多份，绑在

一起，卖时先拆开，再分开销售，或者把不同图

案的版画做成册子销售。虽然从中国人角度来看，

木版画是很普遍的，但是在欧洲很难得，又时尚，

价钱相当高。于是，拥有者只藏着不同的几幅，

复制品特少。种种例子，但不多，至今还存留在

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各地贵族住宅中。

需要补充的是，以前奥地利的领土比如今更

广，在 16 至 19 世纪也包括今捷克领土等。下面

介绍保留在捷克的姑苏版画的三类例子，皆为前

人所未研究讨论过的。其一，题材为花篮图；其二，

美人图；其三，博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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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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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捷克维尔特鲁斯（Veltrusy）宅第位于

二楼的一个房间（面积约 3.2 米×2.9 米），墙

壁四面都有中国风装饰。这种装饰风格融合了

洛可可式背景和姑苏桃花坞木版画，经过十多

年的修复后，2020 年被重新布置。（图 1）按

历史记载，房间是 1754 年夏天布置的。墙上

贴着 51 幅苏州版画，原来的画面的边缘部分

被剪掉了，画了假的洛可可式框，且全部涂以

透明漆。版画图案包括四种题材，即神女、花

盆、花鸟、花篮，且都被精心安排。本文论述

的重心在花篮图，虽然这些图画面较小（约 30

厘米×30 厘米），但数量很多，一共 26 幅，

被一幅一幅地贴在墙壁的角落里。工匠使用了

套色版画技术，可能最初还使用了拱花，但因

为画被贴在布上又上了漆，就平面化了。虽然

如此，但是这些画仍旧是线条简练、颜色明快、

精美感人的。

这种画风很快传到韩国、日本，且被其据为

己有，变成当地美术的一部分。有一些中国版画

外销到了欧洲各地，如今，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收藏了 29幅。1日本王舍城美术宝物

馆也收藏了几幅。2这些都画幅完整，落款有诗

句以及丁亮先的名字，但维尔特鲁斯宅内展示的

花篮图只有一幅未剪掉落款，可以看到丁应宗这

个名字。目前，我们尚未有关于丁亮先的资料，

而丁应宗系清初苏州或杭州不太成功的文人画

家，他作为版画工匠而行世，在中国相关美术家

人名辞典里没有记录。3不过，《民间画工史料》

提到丁应宗是桃花坞木版年画画工。4欧洲收藏

家冯德堡（C. von der Burg）先生认为丁亮先与

丁应宗是同一人。5他参观了维尔特鲁斯宅中的

小中国室，作了精心考察并发现，大英博物馆花

篮图的木版画跟维尔特鲁斯宅中花篮图的木版画

有差异，后者看起来像是盗版。再说，众所周知

丁家花篮图有四幅不同的作品，而该宅花篮图中

只有三幅重复的作品（图 2、图 3）。

花
篮
图

1

图1 

捷克维尔特鲁斯宅第的桃花坞版画壁纸

艺 术 收 藏 与 鉴 赏 ART COLLECTION AND APPRECIATION112 113

第18期,7.26.indd   112-113 2021/8/17   16:12:05



保存在斯拉基那尼（Slatiňany）城堡的姑

苏版画美人图（图 4），共有 32 幅。单幅尺寸

为 108 厘米 × 61.5 厘米。画面用半刻半绘的

技法，从风格来看，它们很可能是桃花坞坊肆

制作的，原来陈列在史列比（Žleby）城堡的一

个房间内。房间于 1746 年左右被布置成中国

风，墙壁上排列着用椭圆形镀金木框装裱的姑

苏美人图。19世纪，中国风在欧洲式微，于是，

1898 年，美人版画被取下并搬到了斯拉基那尼

城堡的仓库里。幸而早在 1831 年史列比画了

中国厅的插图，让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美人图是

这么布置在中国厅内的：排成上下两行，整齐

有序。（图 5）

版画中，人物体态优美，服装、发饰精致，

并有古雅的家具等物品作为陪衬。整体来看，很

明显，这批版画可以分成不同的主题。其中几乎

半数是属于同一主题的《仕女娃娃图》，风格一

致，是欧洲所保存下来的姑苏木版画中不多见的。

画面内容多为仕女和小男孩在交流，并画了家具

和古物，背景描画了方门、月门等建筑构建，透

过月门能看得到花园中的植物。（图 6）

其他版画的主题与之不同。有四幅为《二

女图》（图 7），描画了婢女服侍女主人，还

有一幅主题为自然场景中的单个美人图。大多

数画面没有背景，只描画了人物、家具（桌、

榻和椅子），桌上摆放种种物件。

这些版画中人物的服装经常取法泰西笔意

来表现三维深度，透视法具有西洋画的特点。

它们应该都是一些外销画，姑苏坊肆应西洋买

家的需求而制作的，画风符合欧洲视觉习惯，

图2 

维尔特鲁斯宅第花篮图

图3 

维尔特鲁斯宅第花篮图

美
人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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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斯拉基那尼城堡的姑苏版画美人图

图5 

史列比画的中国厅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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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了西洋铜版画的影线（图 8），尺寸也比

较大。以上介绍的美人图创作年代可以定为 17

世纪末至 1720 年左右，相当于康熙年间，即

苏州产外销画的发端期。第二阶段，即 17 世

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是全盛期，在表现形式

上转向了透视法的使用；第三阶段，即 18 世

纪后期，是洋画风的衰退期。6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也有类似的版画，

其中一些与斯拉基那尼同款版画造型差不

多，仅颜色有些许不同。比如，德国安东·乌

力克博物馆（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Braunschweig）收藏了至少两幅，还有卡塞尔

美术馆 （Museumslandschaft Hessen Kassel）

收藏了四幅。这些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货物在

欧洲的销路。

图6 

仕女娃娃图

图7 

二女图

图8 

美人图细节

艺 术 收 藏 与 鉴 赏 ART COLLECTION AND APPRECIATION118 119

第18期,7.26.indd   118-119 2021/8/17   16:12:06



博古图版画陈列在维尔特鲁斯宅第位于二

楼的一个房间内，一共 12幅壁纸，每幅壁纸由

好些幅小版画组成。墙壁上各幅壁纸尺寸不同，

其中大的有 7 幅，小的 5 幅。大的高度有 3.50

米和 2.50米两种，小的被贴在门或窗之上。壁

纸图案半刻半绘，整体被设计为书柜的形式，

层间还设计有抽屉。大的壁纸面上为三乘三的

设计，上面再叠加两格。（图 9）每格有静物（博

古）画，上面画有扇子、花瓶、书籍、画卷、

丝巾、茶具、佛手、乐器等。如果详细看所有

的图像，就容易发现有一些题材是重复的。（图

10）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博古画普遍的构图，

一般是在空背景上画有博古架，如圣彼得堡孟

希寇夫（Menshikov）宫殿内中国厅的博古图（图

11）。而维尔特鲁斯宅收藏的博古图是以书柜

为背景，它非常像古代朝鲜博古画的设计方式 7，

并且应用西方美术透视画法，使书柜和文物看

起来是立体的。

因为这些博古图正在修复，摄影资料不完

整，所以笔者不好做详尽的说明，只在此进行

比较粗略的论述。图案描绘的物件中有三弦，

即说唱艺人弹的乐器，书籍中有《西厢记》一本。

博
古
图

3

图9 

维尔特鲁斯宅第陈列的博古图版画

图10 

2.82号房间的博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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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年。8 二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北欧博物

馆（Nordiska Museet），虽然该馆比较重视展示

北欧民俗文化方面的物件，但也收藏有此种版画，

据说是 1901年获得的，来源不清楚。（图 12）

在捷克还保留了其他的姑苏木版画，这篇

文章只说明 18 世纪前期的三个主题：维尔特

鲁斯的花篮图为传统作品，而斯拉基那尼的美

人图及维尔特鲁斯的博古图应该是外销画，后

者较之前者，不但在题材内容上不同，在表现

形式上也从传统的木刻版画转向洋风版画，从

文雅转向了比较通俗的表现，此趋势很明显，

变化在二三十年间完成。这说明苏州美术工匠

当时对外来的新式美术技法持有相当开放的态

度。

被错写成《西相记》。这类物件都与民间通俗

文化相关，不似文人士大夫之间博古、好古之

风。技法跟上面的姑苏花篮图、美人图比起来

较俗，是否为苏州产的木版画还不确定。另外，

壁纸的一格中还描画了一本书，封面上有“乾

隆十六年时宪书”的标题，乾隆十六年也就是

1751 年，能确定年代是十分宝贵的。按历史记

载，这房间或是 1754 年夏季，或是 1766 年布

置成中国风的书房，第二个时期（1766 年）可

能更贴切。

这类静物画，欧洲至少还有两个地方保存

着。一是英国弥尔顿宅（Milton Hall），其中国

风格的卧室壁饰中有四十格左右的画，其中四

幅描绘了有年款的历书，分别为 1745、1748、

图11 

圣彼得堡孟希寇夫宫殿内中国厅的博古图

图12 

瑞典北欧博物馆博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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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06-1128-0-28；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

A_1906-1128-0-27；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06-1128-0-26；https://www.britishmuseum.org/

collection/object/A_1906-1128-0-3。 2. 高云龙：《浮世绘艺术与明清版画的渊源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第 130 页。 3.

同注 2，第 132 页。 4. 俞剑华主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第 8 页。 5. 口头表述，2020 年。 6.

徐文琴：《欧洲皇宫、城堡、庄园所见 18 世纪苏州版画及其意义探讨》，《历史文物月刊》2016 年第 26 卷第 4 期。再参考，

徐文琴：《十八世纪苏州版画仕女图断代及大型花鸟图探讨》，《文化杂志》2018 年第 102 期。 7.Hyun, Eleanor Soo-ah: 

Korean Chaekgeori Paintings. The Met’s Heilbrunn Timeline of Art History 2016, https://www.metmuseum.org/toah/hd/

munb/hd_munb.htm。 8. 徐文琴：《18 世纪欧洲壁饰、壁纸中的中国图像》，《文化杂志》2016 年第 10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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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Introduction

本文试图将焦点从“西方影响”转开，把问题导向为什么苏州的版画

作坊要采用透视法来展现新的地方繁荣形象，并进一步追问这些版画所诉

求的观众为何。尤其是文人所建构的秀丽城郊形象已自 16 世纪起主导了

人们对苏州之想象，那么在 18 世纪，是什么样的社会脉络变化，使得当

地作坊采纳西方技法，并创造出全新的苏州都会形象？通过检视这些版画

图像的内容与视觉形式，我们会发现作坊给苏州版画所设定的买主是促成

苏州繁荣的中层商人，从而可更深入探讨活动于苏州的中层商人与当地政

治、经济、社会的交融及其独特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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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所带来的铜版画；5 另一说则主张此“西

方影响”乃由曾服务于清代宫廷画院的江南画

匠在解职后将其在宫廷习得的西方绘法带到苏

州的版画作坊。6 不可否认，苏州版画的西法

来源是很重要的问题，除了铜版画和清代宫廷

画院之外，康熙年间还有“姑苏善摹西洋画，

舟次随友人选购数种”的记载，7 这类早于乾

隆时期的苏州“西洋画”面貌为何？是否和现

在日本收藏的所谓“洋风画”有关？ 8 和日本

的关系又如何？ 9 这些议题都是未来值得深入

探究的方向。可惜限于史料，上述两种“西方

影响”说都缺乏直接证据。10 更重要的是，二

说都假设 18 世纪的地方版画作坊被动地接受

“外来的”西方影响—不论是直接来自耶稣

会士所带来的铜版画，还是间接地通过清代宫

廷画院。前者并未解释何以地方作坊突然在 18

世纪采用了自 17 世纪起就已流布民间的西洋

铜版画绘法；后者也未能说明何以 18 世纪的

地方作坊会为被解雇的宫廷画匠所主导，或是

地方版画市场为什么会接受来自宫廷的风格。

两种“西方影响”说的限制，在对照地方

版画所描绘的新苏州形象后尤为明显。自 16

世纪起，文人采用吴派风格所刻画的苏州形象，

注重的是秀丽的城郊景致：或描写文人雅集、

幽居、出游时的市郊风景，或图绘苏州文人为

之自豪的周边古迹名胜。11 然而，18 世纪的苏

州版画不再沿袭数个世纪以来的传统，描绘的

多是苏州城重要的商业与交通地标，塑造出新

的繁华都会形象。12 论者或认为这是清代经济

繁荣的展现；13 或引用版画题跋如“圣朝新建

庆无疆”等，认为其中蕴含了歌颂太平盛世的

政治意味。14 二者皆暗指版画描绘的图像或反

映了当时的经济繁荣，或是直接与版画题跋的内

容相合。两种解释都有其根据，但可惜无法解释

何以描画商业兴昌的版画形象未出现于已然繁荣

的明代苏州，却一直要到 18世纪才兴起；也尚

未能回答为什么带有这政治意味的版画会有商业

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说法对厘清西方绘法

与新的繁华的苏州形象间的关系，作用有限。

本文试图将焦点从“西方影响”转开，把

问题导向为什么苏州的版画作坊要采用透视法

来展现新的地方繁荣形象，并进一步追问这些

版画所诉求的观众为何。15 尤其是文人所建构

的秀丽城郊形象已自 16 世纪起主导了人们对

苏州之想象，那么在 18 世纪，是什么样的社

会脉络变化，使得当地作坊采纳西方技法并创

如果说明清蓬勃的商业发展已是学界公

认的事实，那么我们对其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主

体，尤其是广大的中层商人，其实只有模糊的

认识。相较于少数跻身士人之列的大商人留下

较多材料可供研究，1 中层商人的文化面貌通

常通过文士的戏曲小说才有所反映。然而，除

了文人的书写，另一类将中层商人设定为读者

或观者的材料相当值得注意。例如，勒夫拉诺

（Lufrano）运用当时流行的商业参考书来观察

商人的“自我修养”（self-cultivation）价值观，

得以一窥明清中层商人的集体心态；2 徐澄淇

从“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所订的书画润格，

推断其润格所针对的买主并非富裕的大盐商，

而可能是收入中等的“中产阶级”“市民阶级”，

其中可能包括一般的“坐贾行商”，让我们对

扬州中层商人的品味有所了解。3 这类材料虽

然不多，但直接观察的对象包括中层商人，这

对理解其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其实，除了文

字资料与郑燮擅长的竹画题材外，有关中层商

人的材料也包括主题更为复杂、能提供更多讯

息的视觉资料。本文所要讨论的清代苏州版画

就是这样的例子。4

过去学者关注的多是可见于苏州版画的透

视法与明暗阴影法等“西方影响”，论者尤其

关注的是西方绘法的由来。一说将此“西方影

响”归因于自 17 世纪起就流传于江南，由传

缘
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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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业文化不仅在经济领域极其重要，而且与

地方社会的交融更是不容忽视。

虽然这些关于苏州城景点的版画与当时坊

间流行的《清明上河图》“苏州片”仿品一样，

皆以城市为主题，但前者与地方社会的密切关

系远远超过后者。即便当时所制作的《清明上

河图》涵盖了许多会让人联想到苏州的母题，22 

但毕竟还是仿古之作。明清的《清明上河图》

仿本不论如何反映了时人对城市的印象，23 终

究是以宋代的汴京为题，无法充分与地方社会

议题相呼应。相反，具体刻画当时苏州城地景

的地方版画则可以通过运用透视法、操控构图、

选择母题等方式，来塑造出各个地标的意义。

本文将论证地方版画作坊所描绘的地标及

其被赋予的意义正与当地因经济快速发展而萌

兴的商业文化相呼应。不论是已存在千年的地

标如阊门、虎丘，或是 18 世纪新建的地标如

万年桥与普济桥，地方版画作坊所呈现的苏州

之景，并非明代以来文人雅士所居所游的风景

名胜，而是商人社群与当地社会交融的写照：

阊门从过去的交通中心转变为商人展现其经济

实力与获得地方认同之处，虎丘由明代文人雅

游的古迹成为商人投射其对财富与休闲生活想

望之所在，乾隆五年（1740）落成的万年桥象

征的是商人与地方政府间的密切合作，普济桥

与其旁的普济堂则表露了商人参与地方慈善事

业的复杂心态。版画作坊通过运用透视法以及

其他图绘方式来呈现这些地标，成功地展现了

各个地标对在当地经商的中层商人之意义，也

反映了商人社群与苏州社会交融的不同面向。

如此，明清商人文化不再是过去不分地域的名

词，而是不能外在于特定地缘，并积极与当地

社会互动的实体。

造出全新的苏州都会形象？通过检视这些版画

图像的内容与视觉形式，我们会发现作坊给苏

州版画所设定的买主正是促成苏州繁荣的中层

商人，从而可更深入探讨活动于苏州的中层商

人与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的交融及其独特的

文化。

18 世纪的苏州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经济的

繁荣。苏州自明代中期经济开始快速成长，到

18 世纪发展更快，其主导江南乃至全国市场的

关键地位丝毫未被削弱，反而更加稳固。16其热

络的商业活动更是时人眼中苏州的一大特色，

“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

胜”绝非虚名。17 当时的地方志编纂者甚至宣

称苏州“四方万里、海外异域珍奇怪伟、希世

难得之宝，罔不毕集，诚宇宙间一大都会也”18。

商人的会馆组织也伴随着市场的热络贸易，在

18 世纪的苏州蓬勃发展。19 会馆虽然在 16 世

纪的苏州就已出现，可是一直要到 18 世纪才

大量增加。20 很可能因为当时工商业发达的苏

州吸引了许多来自中国各地的商人，热络的工

商活动经常衍生出许多和市场交易等有关的经

商冲突，商人与商人之间产生了或合作或冲突

的紧密互动，也刺激了会馆等商人组织在苏州

的蓬勃发展。21 如此看来，18 世纪的苏州出现

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商人为改造其经商环境而

集体协商，促成了商人组织的蓬勃发展。值得

注意的是，虽然在苏州经商的商人来自不同地

域，也从事不同的行业，但其在热络贸易的经

商环境下所发展出来的商业文化，超越了个人

的籍贯或行业。与当地商人一样，他们同样创

建会馆来联络乡谊与商议通商之事，也同样会

为改善经商环境而联合与地方政府协商。而本

文通过分析描绘苏州城景点的版画，更能证明

来自不同地域的商人社群作为一个整体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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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景象。相对而言，中国传统的俯视法虽能

描绘广大的空间，却不能同时顾及版面前景。

透视法则可大幅展现前景的商业活动细节，同

时兼顾远景。更重要的是，透视法在此突显出

一条穿透画面的商业动线，引导观者从前景南

濠经过吊桥，穿过阊门，再深入城内的阊门大街。

这条动线仿若苏州的经济动脉，从阊门前的商

业区出发，然后延伸到苏州城内。苏州城内除

了阊门大街外，整个城市仿佛笼罩在雾气中而

显得像是乡间。朦胧的宝林寺、教场等标题零

星地散置在雾气当中，仿佛这些宗教与行政机

构必须仰赖这条经济动脉才得以生存，不能与

这条抽象的经济动脉相抗衡。通过将阊门置于

此商业动线的中心，透视法不仅加强了阊门与

苏州城的紧密关系，更赋予了阊门作为繁华苏

州城的象征意义。

版画《三百六十行》的题跋也与透视法造

成的效果相呼应。从歌咏阊门繁盛的“万商云

集在吴阊，航海梯山来四方。栋宇翚飞连甲第，

居人稠密类蜂房。绣阁朱甍杂绮罗，花棚柳市

拥笙歌。高骢画舫频来往，栉比如鳞贸易多”，

到赞叹苏州的“不异当年宋汴京，吴中名胜冠

寰瀛”，阊门成为繁华苏州的象征。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题跋里以《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

宋代都城汴京来类比苏州，呈现出相当的自豪

感。其实，不仅《三百六十行》的题跋令人联

想到《清明上河图》，其母题也同样借用了当

时流行的《清明上河图》。27《三百六十行》

亦描绘了常见于当时流行的《清明上河图》中

走索杂耍一景；28 阊门前的吊桥也拟似《清明

上河图》的虹桥，两桥以类似的角度跨过河面。

《三百六十行》的文字与画面对《清明上河图》

的“引用”，除了反映后者在明清时的广泛流

行外，29 也表明前者宣示阊门繁荣的用意，使

得东南都会的苏州得以与北宋都城汴京相提并

论。

然而，如果地方文人所认同的是吴派画家

所描绘的苏州秀丽城郊形象，那么谁是阊门版

画所设定的观众群？什么样的观者对地方商业

繁盛这般自豪，并接受文人画家并不认可的透

视法所建构出的苏州繁华新形象？虽然文献资

料未能提供具体的答案，但通过分析图像与文

字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脉络，可以找到相当的

线索。首先，18 世纪苏州阊门的繁荣是有目共

阊门位于苏州城的西北，邻近大运河，是

阊门运河以及胥河的交会点。阊门虽然最晚在明

代就已是苏州的交通要津与重要商业中心，却鲜

少成为文人画的主题。即使阊门偶尔出现在少数

明代职业画家笔下或纪实画中，作者也多半偏重

描绘其交通枢纽功能，将之置于画面一隅，以强

调其位于诸水道汇集点的地理优势。24相对来说，

其作为经济中心只出现在少数明代绘画中，连

带用鳞次栉比的房屋代表商业繁荣所带来的高

密度人口。作者至多在如《送寇公去任图册》

这样的纪念画作中，于《金阊晓渡》前景一角

加画出阊门外的商店与贸易活动，歌颂苏州在

地方官寇公治下的荣盛兴昌。25

相对于明代绘画中传统的暗示手法，18世

纪的苏州版画《三百六十行》（图 1）则刻意

采用透视法来彰显阊门为商业中心，使其成为

繁华苏州城的代表。26 透视法不但能提供较大

的画面来刻画前景南濠与吊桥的商业活动，诸

如店标、商品、店主、顾客等都能一览无遗，

还可涵括广阔的空间，将远景中城内阊门大街

林立的商家也都包括其中。《三百六十行》将

阊门置于商业区的中心，彻底展现阊门周边的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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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的，时人孙嘉淦言：“阊门内外，居货山积，

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

都门不逮。”30 乾隆《吴县志》提到“吴为东南

一都会，当四达之冲，闽商、洋贾、燕齐楚秦晋

百货之所聚，则杂处阛阓者，半行旅也”31。其

中云集阊门的客商更是成就阊门繁华的重要因

素。32《三百六十行》版画的题跋也从“万商

云集在吴阊，航海梯山来四方”开始描写阊门

的昌盛。不论是题跋还是画面对经济的歌颂，

似乎都指向其所设定的对象：成就阊门繁华的

商人与城市居民。不过，苏州热闹的经济也有

其黑暗面，商业竞争激烈导致利润减少、贸易

风险增加、贫富差距增大等，经济繁荣同时也

带来了对财富的焦虑。乾隆《吴县志》的著者

就感叹：“吴邑之富者，或易世而贫，或及身

而尽，昨称百万今遂立锥无地者……”33 相较

于地方志对经济荣盛的警语，《三百六十行》

版画不论画面或题跋，对繁荣商业的歌颂似乎

都显得过于乐观。这样的版画投射出的或许只

是在危机与风险中打滚的商业中人对经济全然

繁盛的想望，而非对实况的公允评判。

再者，版画《三百六十行》的题名与画面

的关系相当值得玩味。“三百六十行”一词一

般用来概括所有的职业门类，以此泛称为题，

似乎旨在描绘各式各样的职业。倘若如此，此

题名乍看之下似乎与画面、题跋强调阊门繁盛

的内容不相吻合。然而细思之，唯有在繁华的

大都会中，各色行业才得以生存，以《三百六十

行》为名的版画仅将场景设在阊门，暗示着从

繁盛的阊门一地即可观察到所有行业。也就是

说，这个题名实与画面所绘的阊门荣昌之主题

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被描绘的“三百六十行”

当中，商业活动的比例最高。也许《三百六十行》

中的“行”也有“行业 （occupations） ”与“商

业（trades） ”之双重意义。《三百六十行》

的题名或许与其题跋一样，反映了此版画乃是

以商人为购买者。其实，苏州乃至江南的许多

行业多半为少数外地商人所垄断。举例来说，

当铺行多是徽商把持，纸业多由江西商人经营

等。34《三百六十行》的题名可能会让人联想

到这些把持不同行业的客商。此版画或许就是

以众多居住在阊门内外，来自各地的客商为创

作对象吧。

有趣的是，《三百六十行》虽以各行各业

的总称为题名，画面与题跋歌颂的却是苏州的

商业中心阊门。为什么会出现题名与画面关系

图1-1 

三百六⼗行，海杜美术馆藏

图1-2

三百六⼗行，海杜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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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不明的现象？这个现象与版画作坊所设定

的买主客商间又有什么关系？这种名实不符的

现象其实同样出现在另外一张与阊门有关的版

画《金阊古迹》35（图 2）中，通过分析《金阊

古迹》，可以进一步确认客商是版画作坊所设

定的买主，也进而能回答题名与画面内容的暧

昧关系与这样的买主有何关联。

这张版画虽然名为《金阊古迹》，但是其

所指的古迹为何却不甚清楚。“金阊”可指苏

州、阊门一带，或阊门本身，36由于《金阊古迹》

所绘为阊门一带，所以题名从字面上可以理解

为苏州的位于阊门附近的古迹。但是画面上除

了阊门之外，并不见其他古迹的踪迹，地方志

也没有其地相关古迹的记载，37所以“金阊古迹”

指称的古迹应该是阊门本身。然而阊门被放置

在画面的边角处，似乎只是一个参考用的地理

指标，仅供观者定位前景与中景的位置。相反，

《金阊古迹》前景中的戏台在透视法的作用下

占有较大的画面空间。前景中的戏台相对于阊

门而言，反成了画面的主角。为什么名为《金

阊古迹》的版画反而将焦点放在戏台上？这座

戏台究竟意义何在？与题名又是什么关系？

乍看之下，这座戏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苏州一个有名的地方风俗—春台戏，苏州画

家徐扬的绘画长卷《盛世滋生图》就描绘了这

个风俗。38 然而，春台戏台通常是春天时农家

搭建于田地间用以祈求丰收的，所以《金阊古

迹》中这个搭建在阊门商业区附近的戏台应该

不是春台戏台。其实苏州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

民俗，也会为此搭建戏台，既然《金阊古迹》

中戏台的地点十分明确，如果我们可以确定时

间，那就可以知道此戏台的来由。《金阊古迹》

中景的龙船提供了关于画面季节的重要线索。

《清嘉录》提到苏州在端午节前后，阊门、胥

门与枫桥三处会举行龙船竞渡。39《金阊古迹》

中的龙船正是位于阊门，所以画面描绘的季节

应该不是春天，而是夏季五月左右。如此，再

参照《清嘉录》的记载，“（五月）十三日为

关帝生日……吴城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

之盛，甲于天下，他省商贾，各建关帝祠于城

西，为主客公议规条之所，栋宇壮丽，号为会

馆。十三日前，已割牲演剧，华灯万盏，拜祷

唯谨……”40，搭这个戏台可能就是与庆祝关帝

诞辰有关的活动之一。虽然从版画上没有看到

会馆的建筑，但是阊门附近的确有许多会馆，41 

因此这座戏台极可能与客商的关帝信仰有关。42

图2 

⾦阊古迹，海杜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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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繁荣，所以客商得以且必须对其所信仰

的神祇加以修饰。如果题名与画面皆只有关客

商，那么本地商人或苏州城民或许会感到威胁

或被冒犯。而暧昧的题名与画面关系则兼容并

包，不论本地商人或苏州城民还是客商都可以

从中各取所需。客商可以从《三百六十行》的

题名与题跋中理解到自己对阊门乃至苏州繁荣

的贡献；苏州商人或城民则可认同画面描绘的

地标阊门的商业繁盛。客商会对《金阊古迹》

画面的酬谢关公之戏台感到自豪，苏州商人或

城民则可认同《金阊古迹》的题名。无论如何，

苏州城的所有居民，不论是本地人或是客商，

皆共享商业繁荣所带来的城市生活，也都能认

同地方版画对繁华苏州的歌颂。透视法在这两

组版画中的作用也很符合市场考量。《三百六十

行》的题名与题跋回应客商的需求，画面则借

由透视法加强阊门作为地标的重要性以求本地

人的认同。《金阊古迹》的题名回应苏州本地

人的需求和认同，画面则借由透视法突显前景

酬神戏台，以获得客商的认同。

总而言之，这两组关于阊门的版画都是苏

州商业文化的一部分，《三百六十行》描绘商

业文化对经济繁荣景象的自豪与期待，《金阊

古迹》描绘了商业文化信仰的酬神活动。这样

的商业文化不是客商所独有，苏州本地商人或

城市居民也都是此商业文化的一部分。正因如

此蓬勃的商业文化，画家才得以与明代以来苏

州文人主导的秀丽城郊形象互别苗头，创造出

新的苏州都会形象；也正因如此繁荣的商业文

化，画家才能接受文人所贬抑的西洋透视法，

并运用透视法来突显《三百六十行》中对经济

繁荣的自信，以及《金阊古迹》中客商欢庆商

业昌盛的酬神戏台。

同样，《金阊古迹》中景所描绘的建筑与

活动似乎也都与客商的信仰有关。中景后方的

水面有一艘船拖曳着一只三足蟾的模型向大王

庙前进。43 三足蟾是旺财的瑞兽。44 大王则是

民间信仰中被认为可以治理河运的神祇，通常

为仰赖水运的人所祭祀，其中包括依靠水运输

送货物的客商。事实上，大王庙有时就是外省

商贾聚资所建的会馆。45虽然我们并不清楚《金

阊古迹》所绘的大王庙是否也是如此，但是三

足蟾与大王庙应该也跟前景中的戏台一样，与

在苏州经商的外省商贾很有关系。

有趣的是，虽然前、中景画的是与客商相

关的信仰活动，这张版画的题名却是《金阊古

迹》，似乎暗示客商在苏州的酬神活动也是地

方历史的一环。对占阊门地区人口大半的客商

而言，这样的版画展现的是他们对所居住、经

商之处的认同。46 事实上，客商的确也在其他

方面积极表现他们对地方社会的认同。他们的

会馆碑记一是强调会馆建筑对同乡人的助益，

二是指出这样壮丽的建筑物也是苏州的名胜之

一。例如《三山会馆天后宫记》宣称该会馆“有

陂池亭馆之美，岩洞花木之奇，为吴中名胜”47。 

尤有甚者，会馆碑记并不只是客商内部的记录，

他们还要求其成为苏州官方历史的一部分。乾

隆《吴县志》的艺文志就包括了不少同乡人所

撰写的会馆碑记。48 相较于过去艺文志多半收

录苏州作者或与地方事物相关的文章，外省商

贾的会馆碑记显然并不寻常，地方志的编者因

而特地在会馆碑记之后加注“以上会馆祠记皆

远商创构，力求入志”49，一方面显示客商积极

争取地方认同的努力与成果，另一方面也透露

出地方人士并非乐意接受这样的成果，所以特

别加注说明会馆祠记入志并非出于地方志著者

的主观意愿，而是受远商施压的结果。50 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建会馆的商人来自不同地

域，却联合起来要求进入地方志，也被地方志

著者统一冠以“远商”之名。可见对地方社会

而言，客商既自认为是，亦被视为一个社群。

地方人士与客商间的这种张力，也许就是

《金阊古迹》与《三百六十行》这两组版画题

名与画面内容关系不明确的原因。对版画作坊

而言，客商应该是主要购买者，但是也不排除

本地商人或是其他苏州城民购买的可能性。毕

竟对本地商人或苏州城民而言，版画所描绘的

阊门的繁荣商业，以及客商酬神的戏台也是他

们生活的一部分。热闹的酬神活动同样暗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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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姑苏虎丘胜景》前景描绘的却不是明

代虎丘图像中山脚的地理景观。此版画既未画

出从山门通向山腰的登山路径，也没有描写游

客可以自苏州城摆渡所游的山塘河。相反，明

代虎丘的写实刻画在此被不寻常的想象拼贴所

取代，原来应该是山脚地景之处变成一座庭园：

多位女子穿梭于亭榭与曲桥之间，小男孩在池

塘里嬉戏，男主人站在右下角的厅阁前，仆从

则持琴随侍。好一幅宜人的花园景象！虽然前

景与中景以水池相连，但是两景却明显是由想

象的园林景观与虎丘实景拼贴而成，二者的上

方各有一首题诗歌咏，各自的画面风景也有所

区隔。

前景的花园投射出的是令人心生向往的如

梦如幻景象。如同其上的题诗所言：“薰风池

馆绿阴中，隔断尘嚣逸兴浓。芳草垂杨歌舞满，

多情红袖是仙宫。”舒适的园林、愉悦的歌舞，

美女相伴，几乎就是幻梦般的宫殿。事实上，

《姑苏虎丘胜景》的前景所描绘的场景与其他

以想象宫殿为题的版画，如《西湖行宫图》《阿

房宫图》（图 4）等 53 并无二致。这样的宫殿

景致其实与一般人心目中所渴望的富商豪宅也

所差不远。如此景象中宽适的建筑、成群的娇

美妻妾以及多子多孙等母题，也是地方版画经

常描绘的。例如，《岁朝图》（图 5）、《新

年楼阁图》（图 6）、《百子图》等都与《姑

苏虎丘胜景》的前景一样，运用了类似主题。54 

不过，比起一般大众，商人拥有宫殿般豪宅的

可能性大多了。地方版画也经常描绘商人发财

的故事。举例来说，《陶朱致富图》（图 7）与《沈

万三聚宝盆》都描绘了幸运的大商人与他们豪

华宅第的景象，55 投射了中层商人与一般大众

的想望。

地方版画作坊可能就特别针对这些需要辛

苦营生、怀抱着致富希望，同时也有一点闲钱可

以消费这类投射世俗想望版画的中层商人。56 这

类商人应该就是购买明清一般商业参考用书的

同一批人，勒夫拉诺（Lufrano）称之为中层

商人 （mid-level merchants），其位阶“低于

富裕、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商人，但高于极度脆

弱的货郎与走贩”。57 与追求文人文化的扬州

盐商不同的是，活动于苏州的中层商人难以接

受到正统的古典教育从而来模仿文人的上层文

化。然而正因如此，苏州的中层商人也不受限

于文人主导的品味，而是可以对非传统的技法

如《三百六十行》中所见的透视，或是像《姑

拼
贴
的
虎
丘
与﹃
仙
宫
﹄：

中
层
商
人
对
财
富
的
想
望

3

相对于苏州版画作坊运用透视法将阊门转

换成为地方商业文化认同的标记，虎丘名胜则

是地方作坊投射中层商人想望之标记。《姑苏

虎丘胜景》（图 3）乍看之下像是传统描写虎

丘的实景画，51呈现了前山的著名景点，包括千

人石、云岩塔等常见的明代以来虎丘图像诸景；

同样，其描绘的夜景也是明代就已流行的游赏虎

丘的场景，袁尚统的《虎丘夜月》即是一例。52 

图3 

姑苏虎丘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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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劳顿的版画，苏州作坊得以吸引浸淫在商业

文化中的商人与一般大众。

《姑苏虎丘胜景》因此很可能是针对苏州

商业文化所制作的版画。通过在前景插入幻梦

般的宫殿，这张拼贴的版画将虎丘名胜转化成

一个想象中的仙宫。虎丘不再是明代吴派绘画

所描写的文人从事雅集等文化活动之所在，而

是充满了有闲观光，希望能够居住在园林豪宅

中的苏州城游人。62这样的虎丘恐怕不为文人所

向往，倒是商人以及一般无法拥有花园亭景的

城市居民所企盼的公共环境与家居生活。他们

不受文人文化限制，能接受并拥抱这样非传统、

自由地拼贴其世俗财富想望之版画。63

苏虎丘胜景》中的世俗拼贴持较为开放的态度。

类似的拼贴也可见于与中层商人的想望相

呼应的其他苏州版画。例如，《栈道积雪》（图 8）

与《蜀峰雪景》（图 9）这一组版画并置了上下

两个独立的场景。58 前景如《姑苏虎丘胜景》，

下半为愉悦的家居生活，与中、后景旅者行走

于积雪栈道的不适成为一大对比，仿佛希望上

半幅的劳顿奔走能够换取下半幅的富裕宜人的

生活。59 同样，另一张目前被称为《江苏风景图》

（图 10）的版画，也拼贴了上半图雪中的栈道

行旅与下半图中春暖和适的运河景致。60 其下

半部描绘的正是目前版画所定名的江南景色，

甚至可以说就是充满垂柳，运河水道密布，贸

易运输繁忙的苏州一角。整幅拼贴仿佛暗示成

就前景繁荣景象者正是中景处可能经历辛苦旅

途的商人。61 通过发行这类拼贴商人想望和行

图4-1 

阿房宫图，海杜美术馆藏

图4-2 

阿房宫图，海杜美术馆藏
图5 

岁朝图，海杜美术馆藏

图6 

新年楼阁图，海杜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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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陶朱致富图，海杜美术馆藏

图8 

栈道积雪，海杜美术馆藏

图9 

蜀峰雪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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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商业文化不仅赋予阊门与虎丘等千年

古迹新的空间形塑，也建构新建地标—万年

桥—的形象。比起《三百六十行》明显地运

用透视法来强调阊门作为繁华苏州城的象征，

万年桥版画所用的透视法乍看之下显得颇为保

守。然而，本节将论述版画作坊调整透视法使

焦点放在万年桥上，并进一步发展出新的母题

以建构出独特的万年桥图像，展现苏州商业文

化中特别的官商关系。

万年桥的兴建历史及其对苏州商业交通的

重要性，即蕴含了官商关系的存在。万年桥横

跨胥河，连接胥门与南濠，是乾隆五年四月开

始动工兴建，十一月完工的。64 最初是由苏州

府知府那苏图等人提议，但因经费问题无法解

决而作罢。后来郡守汪德馨再次提议，江苏省

巡抚徐士林因此“首倡劝捐”，最后在汪德馨

任内完成。虽然捐献名单的碑记已经不存，65 

但估计捐款建桥的人应多是附近的商家。其实

在康熙时就曾一度有人“倡议建桥，广募金钱，

牟利者争附和之”66。可见建桥有利于增加商机，

这很可能是因为能够降低摆渡的交通成本与风

险。不过，康熙时的计划因为风水行家的反对

而作罢，67 一直要到汪德馨任内地方官员排除

众议并劝捐集资后，万年桥的兴建才得以顺利

完成。

万年桥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连接的是胥

图10

江苏风景图

便
民
的
万
年
桥

与
地
方
政
府
的

权
威
：

苏
州
经
商
环
境

与
官
商
关
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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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两岸的商业地带，苏州城西沿着城墙经过胥门

到阊门都是贸易热络之处，对岸从北濠到南濠一

带也是商业繁荣所在。难怪万年桥甫落成，就成

为版画作坊一再制版发行的热门题材。目前留存

的纪年作品，至少在短短的五年内就有三版，

包括乾隆五年十一月 68、乾隆六年春 69、乾隆

九年三月 70，未纪年者则有一件 71，说明这个

主题的版画应该颇有卖点。有趣的是，在数年

之内，以万年桥为题材的版画就明显地呈现出

图像语汇的发展，越发突出苏州商业文化所关

心的问题。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万年桥版画图

像发展的过程及其所彰显的意义。

万年桥图像的发展

依据新桥所调整的透视法

存世纪年最早的万年桥版画是作于新桥甫

建成的乾隆五年十一月，现藏神户市立博物馆

的《姑苏万年桥图》（图 11）。它从《三百六十

行》借用了不少元素，可能因为万年桥所在之

处离胥门很近，城门与桥的相对位置就像阊门

与其外的吊桥一样，所以版画作坊直接挪用阊

门的图式。《姑苏万年桥图》与《三百六十行》

的视点相反，前者从城内望向城外，后者反

之，但两者同样将繁华的街道置于前景，描绘

热闹的商业景象，包括来往于店家的行人、商

家门口展示的货物、胥河与沿岸的船只乃至于

两岸拥挤的建筑等，而《三百六十行》中景所

见的走索杂耍也出现在《姑苏万年桥图》的前

景街道中。同样地，早期的万年桥版画也采用

《三百六十行》所见的明暗阴影法与透视法等

西洋技法。另一张乾隆六年的《姑苏万年桥》（图

12）甚至在题款中指出“仿大西洋笔法”，桥

墩与水面上明显地运用西方铜版画的阴影法，

万年桥本身也使用了透视法。

然而，乾隆五年的《姑苏万年桥图》与

《三百六十行》仍然十分不同。比起后者全图

明显地运用透视法，前者并未整个构图都如此。

相反，《姑苏万年桥图》采取的是传统的俯视法，

画面中的各个元素并没有因为距离远近而有太

大的尺寸区别，胥河两岸建筑物的大小也没有

相差太远。同理，万年桥也没有因为它坐落于

中景而过分缩减，仍维持相当的比例。

或许正因为版画旨在纪念万年桥的落成，

所以必须让万年桥维持相当尺寸，必须放弃原

来《三百六十行》强烈的透视法。非但如此，

图11

姑苏万年桥图，海杜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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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作坊还刻意再现了万年桥的许多细节。乾

隆五年的《姑苏万年桥图》不仅画出桥上的护

栏、其上的装饰以及桥两端的牌坊，也明显地

绘出桥面铺石的差别，似乎要强调此桥营造的

用心。观者甚至可以从版画读出牌坊与桥墩上

赞叹此桥的题字：

（牌坊）

万年桥

苏州府建立

庚申年吉日

水面忽添新锁匙

波心如照旧津梁

三吴第一桥

（桥墩）

佳气细缊迎汉渚

恩波浩荡达江湖

版画作坊仔细地在不甚大的画面中抄录这

些题字，仿佛要观者认同建桥者所自豪的成就。

总之，通过调整《三百六十行》的图绘风格，

乾隆五年的《姑苏万年桥图》让桥在画面中维

持相当的尺寸以描绘相关的细节，而得以建构

出新的万年桥形象。

关于地方政府的图像语汇及其发展

除了风格上的转变，万年桥的版画更进

一步在图像语汇上发展出与阊门很不一样的做

法，其中最明显的是万年桥上地方政府的出巡

行列。《三百六十行》的前景中虽然也可见到

两个像是官员的人物由持伞盖的侍从引导，但

他们混杂于其他行人之间，只是作为众多行业

之一的表征。相反，在最早的《姑苏万年桥图》

中，几个政府官员位居万年桥桥面的中心处，

前后都有拿着伞盖、仪仗的扈从行列。虽然也

可见到一般百姓，但是他们站在靠近万年桥的

护栏处，还将头别向水面以免干扰出巡，明显

地与官员的行列有所区隔。因此，政府官员的

出巡行列在乾隆五年的《姑苏万年桥图》中并

非如《三百六十行》般只是一个行业的代表，

而是特别从一般老百姓中被区分出来的要角。

地方官员的出巡行列在之后的万年桥版画

中进一步发展成特殊的主角。乾隆五年的《姑

苏万年桥图》之出巡行列并不十分正式，几位

官员的手势像是彼此作揖寒暄，似乎两个队伍

碰巧在桥中心相逢。这样的随机表现很快就为

图12 

姑苏万年桥，海杜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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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记。除了前面提到万年桥两端牌坊上“苏

州府建立”的题字，仪仗行列的“钦命”“正堂”

牌子外，还有竖立在万年桥前、刻着“正堂汪”

或“正堂”的石碑（图 11、图 12），以及贴有“府

正堂示”75 的布告等，其中的“正堂”就是完

成建桥大业的苏州府知府汪德馨。通过插入这

些苏州府的图像语汇，万年桥及其附近的区域

充满了地方政府的印记，仿佛见证了地方政府

在此商业交通中心的无所不在。

 

为地方政府权威背书

实际上，万年桥的位置及其兴建历史本身

就颇具政治性。万年桥所在之处的胥门内就是

苏州的行政中心，包括省级、府级乃至县级的

政府部门都群聚在此。按察使司、布政使司、

苏州府、吴县县学等都距离万年桥不远，所以

万年桥距离江苏省、苏州府、吴县的行政中心

都很近。而且如前所述，万年桥的兴建是由苏

州府郡守那苏图提议，最后靠苏州知府汪德馨

的坚持与江苏省官员的支持才得以于乾隆五年

完成。事成之后，汪德馨与徐士林各作《万年

桥记》以兹纪念，特别宣扬他们拒斥风水之说、

排除众议、倡劝捐募的功劳。76 万年桥的落成

作为地方官员的一大政绩，也可从当时地方志

的出版一窥究竟。例如，《太湖备考》《吴县志》

与《苏州府志》等乾隆年间编纂的地方志之吴

县区域地图中，都没有标明苏州城其他桥梁，

却只特别标注万年桥这座新桥，可见万年桥的

重要性。77 这些地方志或为参与建桥的地方政

府官员所监制，或为其他官员所监理，自然也

都乐意宣示建造万年桥的政绩。

因此，万年桥版画并非只带有模糊的政治

意味，其不仅呈现了苏州的繁荣，还展示了地

方政府（尤其是苏州府）权威的无所不在。甚

至可以说其对经济繁华的描写，或许还不如其

中展现的政治性来得重要。这些万年桥版画上

的题跋，也同样说明政治相对于经济的重要性。

与《三百六十行》的题跋一再强调阊门一带的

繁华相较，乾隆五年的《姑苏万年桥图》只用

一句陈套的“商贾肩摩少泛航”，来说明万年

桥的落成对商人的助益。虽然版画题跋“宋代

长虹称洛阳，圣朝新建庆无疆”，将万年桥与

宋代蔡襄主导兴建的洛阳桥相比拟，来赞颂圣

朝统治，78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的政治性

恐怕不是泛称清帝国，却是特别指称地方政府，

尤其是苏州府的政绩。乾隆五年的《姑苏万年

正式的出巡所取代。在乾隆六年的《姑苏万年

桥》中可以见到一个人坐在扈从抬着的轿子中，

前面还有侍从引导，出巡的行列持着“钦命”“正

堂”的牌子及其他仪仗器物（像是旗、剑）等，

而很可能是描绘官员出巡。72 与先前版画的随

机性相较，乾隆六年《姑苏万年桥》版画发展

出十分正式的出巡行列。桥上非但排除一般老

百姓的出现，苏州府郡守的权威还通过清楚的

仪仗行列，尤其是“钦命”“正堂”的牌子呈

现出来。版画中的万年桥不再出现闲杂人等，

成为只保留给地方政府正式巡行的空间。73

尤有甚者，乾隆六年《姑苏万年桥》版画

中的出巡行列不仅占据了整个万年桥，还延伸

到城墙之内。仪仗队伍一直排列到岸边，还进

入到胥门内的大街上，取代了原来乾隆五年《姑

苏万年桥图》胥门街道上的走索杂耍。很可能

这样的苏州府出巡行列持续出现在后来的万年

桥版画中，纪年最晚的乾隆九年版画（图 13）

也可见到。74其中的出巡行列甚至还一分为二，

一组行列从万年桥向城内前进，另一组队伍则

从胥门内的街道向城外行进，仿佛整个苏州城

都为地方政府的权威所笼罩。

事实上，万年桥版画上的确充满了苏州府

图13 

万年桥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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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府兴建此桥所需要投注的心力较多，其功绩

也更值得歌颂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相较于与苏州府知府有

关的《万年桥图卷》，万年桥版画的新桥倒显

得颇有问题。虽然这些版画的题名与题跋都是

要纪念万年桥的完成，万年桥看起来却很短，

似乎不十分壮丽。版画中胥河的宽度其实也比

一般画作来得小，倘若与明代画家张宏所绘的

《胥江晚渡》（图 14）相较，万年桥版画的胥

河实在显得出乎意料地窄。另外，这些版画的

重点似乎也不只在于描绘新桥本身，胥河两岸

的商家店铺其实占据了大半画面，抢走了不少

焦点。最令人不解的是，与知府汪德馨有关的

纪念性画作《万年桥图卷》中并没有苏州府的

出巡行列，也没有特别强调地方政府的印记，

为什么在万年桥版画中，地方衙门的权威反而

无所不在？

万年桥版画之所以展现地方政府无所不在

的印记，很可能因为这些苏州地标版画所设定

的主要观者—在苏州的商人—需要仰赖政

府的权威以利其经商。虽然万年桥版画中地方

政府的告示内容并不可辨，但有些很可能是与

商业冲突有关的碑记。明清地方政府经常会在

公开的场所，诸如市场、会馆、寺庙与桥梁所

在处张贴这类告示。81 特别是在 18世纪的苏州，

由于工商业的发达，发生的经商冲突很多，82 

也留存下来不少关于商人经商诉讼的石碑。有

时是由商人将成案刻石，使得与商人权益息息

桥图》就指出“贤侯政绩超千古”，未纪年的《苏

州景 新造万年桥》的题跋也特别指出“郡侯多

政绩”，强调苏州府郡守对地方的贡献。79 总之，

万年桥版画的题跋以及画面上无所不在的地方

政府印记，可以说都是在歌颂地方政府兴建万

年桥的政绩，并为地方政府的权威背书。

官方赞助的万年桥绘画与万年桥版画

然而，我们可以依此推断这些版画是地方

政府所赞助的政治宣传画吗？或者，这些版画

的发行或许未必与地方政府有关，却是针对某

个同样会歌颂和仰赖地方政府权威的社会阶级

呢？以下通过比较这些万年桥版画与一张《万

年桥图卷》来回答这些问题。

这幅《万年桥图卷》（图 13）的绘画可以

被视作是与地方知府相关的纪念画。首先，这

张画卷以两篇徐士林与汪德馨的《万年桥记》

为首，80 然后描绘万年桥，卷末则是许多当地

与附近地区文士推崇汪德馨的题跋。《万年桥

图卷》包括了文字与图像的记录，以及当代人

的跋文，与一般纪念性画作的形制一致。其次，

由于所有题跋都是针对苏州府知府汪德馨所

作，所以这张图卷抑或是他所授权制作，或是

其他人委托来呈献给他的。不论实际情形为何，

这张画应该都可以被看作是与苏州府知府有关

的画作。

除了卷首和卷末的文字内容外，《万年

桥图卷》的风格、母题和新桥形象，也都展现

了其作为与苏州府郡守有关的纪念性画作之特

质。首先，这张图卷通过模仿著名的《清明上

河图》，增加其与经典名作的联系，以提升此

幅纪念地方知府的画作之文化价值：此卷以类

似虹桥斜向横跨河岸的角度来描画万年桥，桥

的左前方亦出现当时《清明上河图》仿本虹桥

左前方常可见的掩映在房舍后之成排木材；母

题之外，万年桥的远山背景，也是用当时“苏

州片”常用的仿古青绿山水风格来描绘。这些

与古典绘画的关联，使《万年桥图卷》成为赠

呈郡守的合适画卷。再者，此卷所勾勒的万年

桥形象，亦不无拉抬苏州知府政绩的效果。与

版画相较，此卷靠近画面的万年桥牌坊与桥墩

间的距离比版画远，万年桥因此显得较长。同

样地，此卷万年桥与舟船的比例对比也较版画

大，所以这座新落成的桥看起来比版画长多了。

《万年桥图卷》描画出一座看来比版画较长的

新桥形象，而不禁令人联想到或有暗示苏州府

图14 

胥江晚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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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商业繁盛的助益。版画中看起来不长的万年

桥与略窄的胥河，也可能呼应商人看待新桥落

成的心理效果：往返于胥河两岸的交通因为万

年桥的开通而变得如此便利，也难怪感觉上胥

河不那么宽、新桥不那样长了。

总之，通过比较万年桥版画与《万年桥图

卷》，而得以再次确认商人的确是这些版画所

设定的观者。对商人而言，万年桥既对他们的

商业有所助益，也是他们所捐助完成的社区地

标，更是一个由他们所仰赖、支持的地方政府

所兴建的公共工程。万年桥的象征意义如此多

元，正可以说明为什么万年桥版画的图像虽然

在一开始模仿描绘阊门的《三百六十行》，但

终究演进出新的图像语汇与风格，以展现新桥

之于地方商业文化的多层意义。

不过，万年桥并非商人所独有，地方作坊

也无意排除万年桥版画其他行业的可能买主。

居住在苏州此一区域的城市居民也同样受益于

新桥的开通，也一样会庆祝苏州府兴建万年桥

所带来的便利，以及歌颂地方政府倡议兴建南

濠水道等社区工程的政绩。就像《三百六十行》

一样，版画作坊既针对中层商人观众，也欢迎

其他买家。《姑苏虎丘胜景》等描绘园林豪宅

等富裕生活的版画，更是开放给所有怀抱世俗

发财梦想的商人与一般大众。

毕竟，坐落于苏州城西北商业区附近的桃

花坞版画作坊，也聚集着当地中层商人中的一

群。想来他们对市场机制应该十分敏感，知道

如何选定题材与风格以吸引其可能的买主，尤

其是那些与他们同属中层阶级的商人社群。万

年桥的开通实为苏州商业社群和地方政府间密

切相关的大事，也难怪新桥会成为地方版画产

业热门的题材。市场的趋势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在万年桥甫落成之时，新桥就成为版画作坊吸

引商人买主的新主题，也更能够说明为何作坊

会发行《苏州景 新造万年桥》的版画，将此桥

列为商人观众必会认同的“苏州景”之一。87下

文将要论及的版画《山塘普济桥 中秋夜月》，

也同样展现了地方版画作坊反映苏州社会新议

题的能力。

相关的判文具有较好的公开性；有时地方政府

也会为受害商人立碑示禁。83 这类的碑记多记录

商人经商过程中常出现的问题，包括“工资争

议、经商安全和商业契约等”，以及地方政府（县

级或府、县级官员共同联名）对商事讼案的结

案判牍，乃至于政府对不法者的警告。84 通过

碑刻立石的方式，公开地方政府的判文与禁令，

对商人而言具有保障其合法权益的效果。可见

商人仰赖地方政府的权威，以改善其经商环境

的需要。另外，商人成立会馆的时候通常也会

向地方政府呈请立案保护，如此的保障也在地

图的形式中展现出来，乾隆十年刊行的《姑苏

城图》中除了地方政府衙门与寺庙之外，85 商

人成立的会馆也特别被标记，似乎也显示其组

织为政府所看管保护。万年桥版画所描绘的苏

州府知府出巡行列，应该也与展现保障商人权

益的地方政府权威有关。甚至在乾隆六年的万

年桥版画中，还可以看到标示“三山馆”的会馆，

如此特殊建筑的注记，或也可想见这些版画所

设定的主要观者很可能是客商。

在寻求地方政府保护的同时，商人也相当

支持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尤其是与商人切身利

益相关的公共计划。万年桥的兴建就是一例，

汪德馨《万年桥记》提到的善士与义捐之人应

该就有不少是商人。商人参与社区工程的例子，

还包括乾隆八年拓宽南濠水道以防范火灾的计

划。因为阊门到胥门间对岸的南濠一带是商家

及其会馆云集之处，《南濠增置水衖记》中就

记录了九名“率财以先”的“士商”热烈地支

持地方政府的工程。86 如此，商人的经商与居

住环境都仰赖地方政府协助，自然会支持地方

政府的公共行政计划，也会认同万年桥版画对

地方政府权威的描绘。

倘若在当时的苏州官商情境下，商人会认

同万年桥版画中对地方政府权威的描写，而可

能和其他苏州地标版画一样是其所设定的主要

观者，那么前述这些版画与《万年桥图卷》的

差异也就可以理解。对商人而言，只要新桥还

是版画的焦点之一，尺寸略为缩水的万年桥并

不妨碍其欢庆新桥落成，或歌颂地方政府的政

绩，商人自然也不会介意万年桥两端林立的店

家抢了观者对新桥的注意力。这些标示着店铺

名号的版画甚至可能就是与商家合作刊登的广

告。万年桥版画对商业繁荣的描写，也许亦跟

商人对新桥落成的想法不无关系：林立的店家

象征的正是万年桥开通对两岸商机乃至苏州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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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塘普济桥 中秋夜月》（图 15）的题名

看似为明代以来流行的名胜游览题材之一，但本

节将论证当地作坊发行此版画的市场卖点，不只

是描绘中秋节游赏苏州西北城郊山塘的情景，还

在于呼应地方商业文化的另外一个面向。如同《姑

苏虎丘胜景》将著名的风景名胜转换为与世俗“仙

宫”的拼贴，山塘在《山塘普济桥 中秋夜月》中

的重要性也不仅在于它的风光明媚。山塘普济桥

的意义，以及版画作坊所反映的商业文化课题，

都与 18世纪苏州社会的新议题息息相关。

乍看之下，《山塘普济桥 中秋夜月》与一

般的名胜游览画没有什么不同。它描绘中秋夜晚

游人到山塘赏月游憩的岁时风俗。前景有几个游

人正站在桥上观看水面月亮的反射，画舫里则有

许多人在饮酒作乐。中景处有一座大型的院落，

除了三进屋宇外还有池塘、亭桥，其后山还有多

幢建筑在山顶处，像是可供游客参访的寺庙，院

落旁水面的对岸则有游人在水榭享乐。

然而，《山塘普济桥 中秋夜月》所设定

的中秋游览之处，也就是题名所标记的普济

桥，却不是以风景闻名。这座桥其实是以位居

其旁的普济堂为名。普济堂建于康熙四十九年

（1710），为“郡人陈明智、顾龙等募建，以

收养病民，供给衣食药饵，略如京师善堂之制”，

是清代苏州闻名的慈善组织。88 而《山塘普济

桥 中秋夜月》中景的大型院落并未有任何游人

的踪迹，应该不是一般的让人参访的寺庙，而

是普济桥命名由来的普济堂。依据远景处胥门

（苏州城西）与山塘（苏州城西北郊）的相对

地理方位，版画中的大型院落应该是位于山塘

的南岸，也就是普济桥的南方。根据《桐桥倚

棹录》的记载，“普济堂，在山塘下岸……内

建三皇殿、关帝殿”89。普济堂在版画里和山

塘河的相对地理位置也与记载相符。不仅如此，

版画内大型院落后山的建筑群中，就有标示“关

帝殿”者。所以，《山塘普济桥 中秋夜月》中

占据画面三分之二构图的院落并非是让一般游

客游览的寺庙建筑，而是慈善机构普济堂。

为什么《山塘普济桥 中秋夜月》要在普济

堂旁的普济桥描绘中秋赏月的风俗？为何慈善

机构普济堂在画面中占据了如此大的篇幅？为

了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先了解明清慈善事业的

历史与社会脉络。晚明社会兴起了民间发起的

慈善组织。一方面，经济的快速成长造就了许

多富人；另一方面，明末经济的迅速发展与金

融秩序的混乱也导致人们对财富的焦虑。90 根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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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塘普济桥 中秋夜月，海杜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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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版画所设定的商人观众而言，普济堂的标注

与否无关乎其经商事业，普济堂这个慈善机构

只是他们捐助金钱来累积福报的对象。

如此，普济堂在《山塘普济桥 中秋夜月》

中暧昧不明的角色，可以从苏州地标版画所针对

的商人买主那里得到解释。首先，对商人而言，

普济堂不需要在版画中被特别标注，只要它能

够被辨认为商人所捐助的院落即可。通过版画上

其他附有标签的建筑，像是胥门或关帝殿，就可

以认出画面中的大院落正是商人捐献救助的普济

堂。97 其次，普济堂内的建筑物是商人捐款的具

体成品，但这个院落在版画中呈现出来的却是一

派与前景中秋赏月相映的、供人游览之寺院名胜

状。这样看来，这个像是游赏景点的普济堂仿佛

是商人捐款福报的见证。毕竟他们最渴望的捐助

成果恐怕不是贫民得到救济，而是累积自我的福

报以永保财富，并享受财富所能带来的如同《山

塘普济桥 中秋夜月》所描绘的游赏闲情。再次，

版画作坊略过普济堂标注的同时，也回避了描绘

此慈善机构内救济贫民的情景。如此一方面不会

与商人所向往的中秋游赏主题相冲突，另一方面

也不会让商人想起在竞争激烈的经商环境下，他

们自己随时也都有沦落为待济贫民的可能。因此，

《山塘普济桥 中秋夜月》中的慈善主题是以一种

颇为隐晦的方式，呼应商人在当时苏州商业文化

下的复杂心境。

除了中秋游赏与慈善福报的议题外，《山

塘普济桥 中秋夜月》的风格也与当地对西洋物

品与西洋画的兴趣相呼应。98 画面上不仅可以

见到铜版画的明暗阴影，题款处还特别注明“仿

泰西笔法”。这类西洋技法与标注在当时的版

画中屡见不鲜。99 有时候版画作坊特别运用西

洋技法来强调某些主题，例如《三百六十行》

的透视法就有赋予阊门作为繁华苏州城象征的

作用；但有时西洋技法就只是吸引买家注意的

卖点。这也显示了商业文化对新奇事物的兴趣

并不囿于文人观点。

就像《三百六十行》《姑苏虎丘胜景》或

是万年桥版画一样，《山塘普济桥 中秋夜月》

的买家也不只限定为商人，也同时包括苏州城

的居民或一般大众。虽然版画作坊折射了商人

对各个苏州地标的考量或想望，但是地方居民

也同样歌颂这些景点所蕴含的意义。毕竟，对

苏州城民而言，普济堂也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社

区慈善事业机构，他们也同样受利于这样一个

机构的保障。

据梁其姿的研究，当时许多人认为捐款给慈善

组织能够累积福报，而福德能够守护财产，所

以这个新兴的信念正可以降低当时人们对财富

的焦虑。91 不论如何，商人一般都被鼓励做个“讨

喜的、大方的以及公平的人——也就是社区中

的好成员，并不是因为某个抽象的、关于善的

概念，而是因为这样的做法对他们自己有利”92。

所以当时的慈善组织多为商人捐助，而由士绅

主持管理。不过，自 18 世纪开始，慈善机构

逐渐由国家看管，接受从政府调拨的经费。93 

以山塘普济堂的例子来说，乾隆初年当穷人数

目增多，公家经费不足时，地方政府官员会向

商人劝捐以筹募款项。94 尤其在苏州竞争的经

商环境下，商人因生意失败沦落为穷人大概是

屡见不鲜的事，乾隆初年苏州普济堂的运作就

已经十分需要地方政府与商人的支助。那么，

《山塘普济桥 中秋夜月》除了中秋游赏的主题

外，与占据画面大片版幅的普济堂及其所直接

表征的慈善事业又是什么关系？

《山塘普济桥 中秋夜月》只以空无一人的

普济堂建筑，朦胧地暗示慈善事业的主题。通

常中国绘画对于慈善救助的题材，都至少会描

写捐助人与受济人。例如，张居正主持的《帝

鉴图说》中“遣使赈恤”一景，以及焦竤主导

的《养正图解》之“振贷贫民”，都在画面的

右上角描绘捐助人视察左下半救济穷人的情

形。95 相反，虽然在乾隆七年时普济堂收容的

贫民就已经超过三百人，96《山塘普济桥 中秋

夜月》却完全没有描绘任何捐助人或贫民，更

不用说普济堂内救济的景况了。所以慈善救助

实在不是《山塘普济桥 中秋夜月》所要描写的

重点。反之，它只是呈现由地方政府拨款与商

人捐款所建造、维持的普济堂建筑群之壮丽。

进一步来看，普济堂在《山塘普济桥 中秋

夜月》中的角色其实很暧昧不明，可能与商人

作为版画作坊所设定的买主很有关系。虽然时

人应该能够轻易地从题名以及普济桥、山塘河

与胥门的相对地理关系中认出画面中偌大的建

筑院落是普济堂，但是版画中的普济堂却完全

没有文字标示。在此质疑版画作坊刻意遗漏普

济堂的标签，应该不是无的放矢的主张，因为

不论是前景主要的普济桥、后山的关帝殿，还

是远景的胥门都有标注，为何独独忽略占有画

面三分之二的普济堂？如果是一件由政府官员

赞助来纪念普济堂的画作，普济堂作为其政绩

之一，想来不太可能会遗落它的标签。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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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余，对当时文化以及城市艺术市场几近空

白的理解。

只是，苏州版画市场诉求的不再是传统消

费绘画的阶级，而应该就是勒夫拉诺所界定的

居住在城市的中产阶级。他们不同于在乡村劳

顿于生存边缘的广大农民阶层，所认同的也不

是农民的乡俗文化。同时，他们也无法欣赏文

人或者富商所支持的正统派绘画等需要高度文

化修养的风格。这些苏州中层商人的经济状态

或许接近购买扬州八怪绘画的扬州中产阶级，

但是扬州八怪惯常使用花鸟人物题材而鲜少以

扬州的地景为题，104 苏州作坊发行的却是呼应

当地社会、经济、政治议题的版画。从这点来看，

这些居住在苏州的商人与城市居民十分特殊，

他们具有集体的社区意识，对他们所居城市与

所参与的经济繁盛表现出积极的认同，他们也

欢迎新风格对他们所在城市与所关心议题有所

呈现。这些关乎地方议题的苏州版画见证了一

种不为文人品味所主导的商业文化，甚至可以

说是商人不同于文人的视觉政治。这样的视觉

政治出现在苏州经济快速成长、社会变迁迅速

的 18 世纪前期，这几十年也同时是这个地方

社会与中央的关系相对自主的时代。很快地，

中央的力量就会直接因为乾隆皇帝的到来而影

响苏州社会，地方出版商、版画作坊和官员在

乾隆南巡的脉络下重新形塑苏州的胜景图像，

而新图像也被中央整合收编为如《盛世滋生图》

的宫廷制作，宣示乾隆皇帝和地方社会通过南

巡而开展的紧密联结。105

本文原刊于《汉学研究》(2010 年 6 月 )，

收入黄桂莹编《复制、再现与传播：近代版画

文化》，阳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2013，

第 263—316 页。在此略为修订。

通过重新赋予地方名胜与社区营构之建

筑新的意义，这些关于阊门、虎丘、万年桥、

普济桥的苏州版画呼应地方商业文化的新兴议

题。新的议题如当地对经济繁荣的自豪、市井

小民在商业文化中对财富的想望、改善经商环

境所仰赖的地方行政，乃至于社区慈善事业等。

版画作坊虽然主要针对的是商人，来呼应他们

对经济繁荣景象的态度和信仰、他们与地方政

府的合作关系，以及他们对财富与享乐的欲望，

但这些也都是一般苏州城居民所会关心的。

相对于这些描绘地方景点的版画所反映的

当地社会关注点，以其他城市为题材的苏州版

画则多像一般旅游导览指南的插图。描写杭州

的版画如《西湖十景》集中于呈现西湖的景点，

关于南京的版画如《金陵胜景》则提供观者一

览金陵城内外的诸处名胜。100 这类以其他城市

为题的版画，看起来并无意反映这些城市的特

殊文化，只是提供一般游客会有兴趣的风景名

胜。这样的游客可能就包括居住在苏州的商人

或是一般可以负担短程游览费用的苏州城民，

也就是地方版画主要诉求的购买群。101

通过界定苏州版画的商人买主以及其与地

方社会的交融，本文得以统整过去文化史与经济

史间、艺术史与历史学科间各自对明清商业社会

的片面理解。虽然经济史肯定明清苏州商业的发

展，但文化史界对明代苏州的认识却远高于清代，

列举的苏州文化也多是明代的例子。102 同样地，

虽然历史学家所勾勒的繁华城市如明代苏州、

南京与清代扬州，都可以在艺术史界找到相应

的蓬勃绘画市场与活动于其间的画家，但是经

济持续成长的清代苏州，其城市文化与艺术市

场的样貌却模糊不清，一般教科书所列举的清

代苏州画家实在是寥寥可数。103 然而，如果不

将艺术市场局限于绘画，苏州版画及其所呼应

的商业文化，其实正代表清代繁华苏州的城市

文化，也是当时热络艺术市场的一环。通过还

原苏州版画在当时商业文化下的消费脉络，本

文得以填补过去学界在标榜清代苏州的经济发

结
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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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 如 描 绘 马 曰 琯 兄 弟 在 扬 州 雅 集 的《 九 日 行 庵 文 宴 图》， 参 见 Ginger Hsü, A Bushel of Pearls: Painting for Sale in 

Eighteenth-Century Yangchow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7—63; Antonia Finnane,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pp. 236—296. 2.Richard J. Lufrano, 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 5. 3. 徐澄淇：《郑板桥的润格—书画与文人生计》，《艺术学》1988 年第 2 期。

4. 学界经常以“年画”统称单幅版画，不过由于苏州版画贩售的时间未必限于过年时节，故本文以版画称之。关于年画的名称，

参见王树村：《中国年画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第 18—22 页。关于这批苏州版画的年代和产业等课题，参见

王正华：《乾隆朝苏州城市图像：政治权力、文化消费与地景塑造》，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 年

12 月第 50 期；王正华：《清代初中期作为产业的苏州版画与其商业面向》，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16 年第 92 期。不过其中王正华认为原刊拙文“论断过多”，或有待商榷之处。王文认为原刊拙文“所辨识的版画内容并非全

无疑义”，其指正集中在一幅乾隆九年（1744）的万年桥版画，本文注 69 有进一步的讨论。在此必须说明的是，原刊拙文以四

组描绘苏州地标阊门、虎丘、万年桥和普济桥的版画，来论证其内容与表现和中层商人、城市居民的关系。即便对于一幅万年

桥版画内容的辨识有待讨论，但若对其他三组版画和其他万年桥版画的分析并无大碍，拙文的论旨应该可以成立。再者，原刊

拙文论证地方作坊设定的买主为在当地经商的中层商人，以及同样浸淫在苏州商业文化中的城市居民，而王文刻意强调原刊拙

文认为“版画的消费立基于这些商人”，其实限于史料，原刊拙文无意也无法讨论消费者群体中市民和商人的具体比例，而只

能从图像分析来论证地方作坊设定的可能买主。实际上王文除对上述一幅万年桥版画的辨识外，并未指出其他具体错误，指陈

原刊拙文“论断过多”，实让人无法进一步讨论。另外需要补充的是，王文中提到的若干苏州版画作为产业的商业面向，如对

时事的快速反应，原刊拙文和笔者过去的研究也有述及，参见马雅贞：《中介于地方与中央之间：〈盛世滋生图〉的双重性格》，

《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008 年 3 月第 24 期。 5. 泷本弘之：《苏州版画概论》，载喜多祐士等编《苏州版画—中国

年画的源流》，骎骎堂，1992，第 135—144 页。 6. 小林宏光：《中国版画史论》，勉诚出版，2017，第六章。Kobayashi 

Hiromitsu,“Suzhou Prints and Western Perspective—The Painting Techniques of Jesuit Artists at the Qing Court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ourt Style of Painting into Mid-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Woodblock Prints,”in The Jesuits II: Cultures, Sciences, and the Arts, 1540—1773 , eds. John W. O’Malley et al.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62—286.；古原宏伸：《栈道积雪图二三个问题—苏州版画的构图法》，《大和文华》

1973 年 8 月第 58 期。 7. 傅仲辰辑《心孺诗选》，载《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8 辑第 28 册卷 2，北京出版社，2000，第 12 页。

王正华对此提供了更多的材料，见王正华：《清代初中期作为产业的苏州版画与其商业面向》，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集刊》2016 年第 92 期。并参见小林宏光：《中国版画史论》，勉诚出版，2017，第六章。 8. 例如“中国西洋绘

画展”的展品或神木市立博物馆的藏品。青木茂、小林宏光：《中国西风画展—从明末到清代的绘画、版画、插图书》，町

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东京），1995，第 51 页；神木市立博物馆：《异国绘画的冒险：近代日本艺术的信息与幻想》，神木

市立博物馆，2001，第 44 页。 9. 王正华对日本输入中国版画有所阐发，见王正华：《乾隆朝苏州城市图像：政治权力、文化

消费与地景塑造》，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 年 12 月第 50 期。 10. 参见 Ya-chen Ma,“Picturing 

Suzhou: Visual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City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January 2007),footnote 8, pp. 23—24.  11.Mette Siggstedt,“Topographical Motifs in Middle Ming Su-chou: An 

Iconographical Implosion,”载《区域与网络：近千年来中国美术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

2001，第 254—267 页。 12. 王正华：《乾隆朝苏州城市图像：政治权力、文化消费与地景塑造》，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

注
释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 年 12 月第 50 期。 13. 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第 13 页；

成濑不二雄：《关于苏州版画》，载泷本弘之编《中国古代版画展》，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1988，第 50—56 页。 14.

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第 11—13 页。 15.19 世纪中叶关于苏州风俗的著作中有数则

关于新年时圆妙观三清殿“乡人争买芒神春牛图”的记录，但“芒神春牛图”的题材和本文所讨论的苏州版画不同，19 世纪的

史料也未必能直接套用在 18 世纪前期。因此，恐怕无法仅依据此文献就判断乡人为 18 世纪苏州版画的所有使用阶层，而必须从

风格和母题等其他线索推论可能的观者。顾禄：《桐桥倚棹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 12 页；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 14 页。 16.Michael Marmé, Suzhou: Where the Goods of All the Provinces Conver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45. 17. 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2001，第 151 页。 18. 姜顺蛟、叶长扬修

乾隆《吴县志》卷 23，苏州图书馆藏，1745，第 1 页。 19. 关于明清苏州会馆的研究，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 241—309 页；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台湾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

1989；Paolo Santangelo,“Urban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Suzhou,”in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ed. Linda 

Cooke Johns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p. 101—108.  20. 根据范金民从地方志与碑记中总结的

明清江南一带会馆记录所制作的表格，18 世纪苏州会馆的数目远超过明代，尤其在康熙中期之后，会馆的数目大增。范金民：《明

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 286—295 页。 21. 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

《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 43 期。 22. 加藤繁：《清明上河图》（上、下），《艺术史》1933 年 5 月第 19 期、1933 年 6 月

第 20 期。 23. 王正华：《过眼繁华——晚明城市图、城市观与文化消费的研究》，载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十四至

二十世纪》，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第 42—55 页。  24. 例如袁尚统《晓关舟挤》强调的是清晨阊门的热闹交通；

钱榖与张复《水程图册》的《阊门》，《送寇公去任图册》的《金阊晓渡》，均以俯视的角度表现画面一角之阊门，体现其为

诸水道的汇集处。前者图版见王耀庭主编《故宫书画图录》第 22 册，台北故宫博物院，2005，第 355 页。后者图版见中国古代

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 6 册，文物出版社，1988，第 55 页；苏州博物馆编《苏州博物馆藏明清书画》，文物出

版社，2006，图 34。 25. 唐寅《金阊送别图卷》虽与《送寇公去任图册》一样，也是为卸任官员之作，亦同样是以金阊为题，

但唐寅完全没有画出阊门的商业景象，做法十分不同。关于唐寅《金阊送别图卷》的讨论，见 Ann Clapp, The Painting of T’ang 

Yi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55；石守谦：《雨余春树与明代中期送别图》，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所集刊》1993 年 6 月，第 437 页。关于《送寇公去任图册》的介绍，见龚建毅：《送寇公去任图》，《文物》1993 年

第 12 期。 26.《三百六十行》版画是由现今标为《姑苏阊门图》与《三百六十行》的两幅版画合并而成。二者可单独贩售，

但从构图与题目和款题的位置来看，原来应该是一组版画，本文均以原标题《三百六十行》合称之。见青木茂、小林宏光：《中

国西风画展—从明末到清代的绘画、版画、插画书》，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东京），1995，第 377 页。海杜美术馆收

藏有两幅，其中一幅见余佩瑾主编《亚洲探险记—十七世纪东西交流传奇》，台北故宫博物院，2019 年。 27. 关于《清明

上河图》仿本的最新讨论，见王正华：《过眼繁华—晚明城市图、城市观与文化消费的研究》，载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

十四至二十世纪》，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第 1—57 页；马雅贞：《中介于地方与中央之间：〈盛世滋生图〉的

双重性格》，《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008 年 3 月第 24 期。 28. 古原宏伸：《清明上河图》（下），《国华》1973 年

3 月第 956 期。 29. 王正华：《过眼繁华——晚明城市图、城市观与文化消费的研究》，载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十四

至二十世纪》，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第 42—55 页。 30. 孙嘉淦：《南游记》，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

民出版社，1986，第 6 页。 31. 同注 18，第 1 页。 32. 罗威廉（William Rowe）将汉口的外商分为两种，一类是坐贾（resident 

merchant）， 另 一 类 是 行 商（traveling merchant）。William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艺 术 收 藏 与 鉴 赏 ART COLLECTION AND APPRECIATION162 163

第18期,7.26.indd   162-163 2021/8/17   16:12:18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84), pp. 221—223. 本文的客商、外省商人乃指罗威廉所谓之坐贾。 33. 姜顺蛟、

叶长扬修《吴县志》卷 24，东洋文库藏，1745，第 13 页。 34.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第 184—240 页。 35.《金阊古迹》版画现藏于海杜美术馆，图版见大田纪念美术馆、王舍城美术宝物馆编《锦绘与中国版画展—

锦绘就是这样诞生的》，大田纪念美术馆，2000，第 30 页。 36.“金”并非民国初年新建于阊门和胥门间的金门。关于金门

的兴建，见黄蕴深编《吴县城区附刊不分卷》（《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403 号），成文出版社，1983，第 36 页。关于“金

阊”的多元意涵，感谢匿名审查人的指正。 37. 地方志所列举的阊门附近古迹仅有金阊亭，但到 19 世纪时久已不存，画面上

也未描绘亭阁。见李铭皖等修，冯桂芬等编纂《苏州府志》，载《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5 号卷 35“古迹”，成文出版社，

1970，第 1014 页。虽然《金阊古迹》的构图看来也不甚完整，或许与《三百六十行》一样，也需双幅才成为完整构图，所以不

排除尚有左半幅的可能。即便如此，左半幅至多可能在中景处容纳泰伯庙这一个古迹，它的位置与尺寸也不突出，所以，《金

阊古迹》中的古迹指的恐怕还是阊门本身。 38. 张英霖：《图版说明》，载苏州市建城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编《姑苏繁华图》，

文物出版社，1999，第 89 页。 39. 顾禄：《清嘉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 54 页。 40. 同注 39，第 116—117 页。 41.

根据范金民统计的表格，18 世纪苏州阊门一带的会馆就有十余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第 286—295 页。另外，乾隆《姑苏城图》也在阊门一带标注了八间会馆，其中桐汪会馆与宁波会馆不见于文献或碑刻记

载。关于《姑苏城图》的介绍，见张英霖：《对乾隆姑苏城图的一些探索》，载曹婉如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文物出

版社，1997，第 131—137 页。 42. 关帝信仰常被视为财神信仰的一种。见 Prasenjit Duara,“Superscribing Symbols: The 

Myth of Guandi, Chinese God of War,”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 4 (1988.11), pp. 778—795；吕威：《财神信仰》，学

苑出版社，1994，第 25—35 页；Barend ter Haar,“The Rise of the Guan Yu Cult: The Taoist Connection,”in Linked Faith: 

Essays on Chinese Religion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Honour of Kristofer Schipper , eds. Jan A. M. de Meyer and Peter M. 

Engelfriet (Leiden: E. J. Brill, 2000), pp. 184—204；Qitao Guo, Exorcism and Money: The Symbolic World of the Five-Fury 

Spiri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Berkeley, 2003), p. 169；Richard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223—245。 43. 张烨：《洋风姑苏版研究》，文物出版社，2012，第 24 页。44. 高

建军：《运河民俗的文化蕴义及其对当代的影响》，《济宁师专学报》2001 年第 2 期。 45. 类似的例子包括河南周口与苏州

盛泽，两地都有商人聚资建立大王庙，也作为会馆使用。周口的例子见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明清时期河南商

业城镇的个案考察》，《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盛泽的会馆是由山东济宁的商人所建，见王国平、唐力行编《明清以来

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第 529—530 页。亦见江苏省博物馆编《明清苏州工商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

社，1981，第 326—327 页。 46. 对明清时苏州的新移民而言，他们在建构地方认同的时候，都涉及赋予当地地标以新的意义。

柯律格提到 16 世纪的苏州精英，除了元代以来的当地人外，还包括随着明代军队来的新移民。18 世纪则有来自外省的客商。有

趣的是，在这两个时期，提倡当地认同的人士并非本地人，反倒是以外来者为主。Craig Clunas, Elegant Debts: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pp. 97—105. 47. 罗威廉论及 19 世纪汉口的会馆时，亦指

出当地会馆的壮丽也是城市的景观之一。William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p. 

252）. 48. 姜顺蛟、叶长扬修《吴县志》卷 106，苏州图书馆藏，1745，第 15—22 页。 49. 同注 48，第 22 页。 50. 限于

材料，无法进一步了解苏州本地人与客商间的张力问题。安东篱对于清代扬州徽商的认同问题提供了相当有趣的分析，见

Antonia Finnane,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pp. 236—296. 51.《姑苏虎丘胜景》图版见青木茂、小林宏光：《中国西风画展—从明末到

清代的绘画、版画、插画书》，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东京），1995，第 381 页。 52. 此页为《苏台胜览册》之一，图版

见《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 4 册，文物出版社，1988，第 38 页。 53. 现藏于秋田市立红砖乡土馆，该馆所藏定名为《唐人出岛》

的版画应是画的滕王阁主题，是同类想象画中的宫殿题材之一。佚名：《所藏作品目录 胜平得之收藏 I》，秋田市立红砖乡土馆，

1994，第 113 页。《西湖行宫图》《阿房宫图》现藏海杜美术馆，图版见青木茂、小林宏光：《中国西风画展——从明末到清代

的绘画、版画、插画书》，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东京），1995，第 391、394—395 页。 54.《岁朝图》《新年楼阁图》

和《百子图》现藏海杜美术馆，后二图版见青木茂、小林宏光：《中国西风画展—从明末到清代的绘画、版画、插画书》，

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东京），1995，第 392 页；古原宏伸：《栈道积雪图的二三个问题—苏州版画的构图法》，《大

和文华》1973 年 8 月第 58 期。 55. 田所政江：《天理图书馆藏中国版画—以实见和实测的记录为中心》，《维布里亚》（《ビ

ブリア》）1995 年 5 月第 103 期。《沈万三聚宝盆》图版见古原宏伸：《栈道积雪图的二三个问题—苏州版画的构图法》，《大

和文华》1973 年 8 月第 58 期。《陶朱致富图》现藏海杜美术馆，图版见青木茂、小林宏光：《中国西风画展——从明末到清代的

绘画、版画、插画书》，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东京），1995，第 398 页。 56. 与、现存许多质量粗劣、贩售给乡村农民

的年画相较，本文讨论的 18 世纪苏州版画的质量明显较高，因其制版较佳，不少加上笔彩，价钱应比一般的农民年画贵。关于一

般年画的介绍，见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第 2—31 页。另外，这类苏州版画多半是画

轴的形式，其尺寸乃至印刷的题诗等都仿照绘画的形式，或许是中层商人所负担不起的绘画之替代品。 57.Richard J. Lufrano, 

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p. 3—4. 58. 关于这组版画的风格，参见古原宏伸：《栈道积雪图的二三个问题——苏州版画的构图法》，《大和文华》1973

年 8 月第 58 期。 59. 类似的家居主题也出现于《三百六十行》、乾隆五年（1740）与九年（1744）万年桥版画的前景。这些

描绘妇女、小孩居家生活的场景与周遭繁忙的贸易街景形成对比，后者刻画商人经营店铺的商业活动，前者则描写商人的家庭

生活。虽然这些家居场景中的宅院不若《姑苏虎丘胜景》《新年楼阁图》或《栈道积雪》来得广泛，但于寸土寸金的商业区中

能拥有一方小院落的人，应该已是经济情况很不错的商户。 60. 图版见青木茂、小林宏光：《中国西风画展——从明末到清代

的绘画、版画、插画书》，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东京），1995，第 387 页。 61. 关于行旅、栈道等母题在明清绘画中

的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乔迅认为扬州画家所绘的行旅图可能指涉当时的商业运输活动。Jonathan Hay, Shitao: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4.  62. 类似的虎丘一带实景与宫殿的拼

贴，也可以在冯德保（Christer von der Burg）收藏的《姑苏胜景》中看到。此版画上方的题诗中的“从古名山是虎丘，山塘胜

境足遨游”，正是远景左方描绘的虎丘山与云岩塔，以及右方的山塘桥；而前、中景的园林建筑与女子、男童，则和海杜美术

馆藏的《喜相逢》前景“七月七日长生殿”的宫殿及人物表现一致。《姑苏胜景》与《姑苏虎丘胜景》一样，上下两部分共同

拼贴出游憩虎丘和如宫殿般的富宅庭院。感谢冯德保告知《姑苏胜景》与《喜相逢》两图相似之处。 63.18 世纪苏州版画上下

构图的拼贴，也许会让人联想到 16 世纪文徵明发展出来的吴派避居山水模式，两者同样将画面切割成上下两个部分。不过，避

居山水的模式是将两个想象中的山水图式拼合在一起，而《姑苏虎丘胜景》则是将实景与想象之景拼起来。前者是失意文人对己

身遭遇的投射，后者则与中层商人对财富的想望相呼应。关于前者的讨论见 Shih Shou-chien,“The Landscape Painting of 

Frustrated Literati: The Wen Cheng-ming Styl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in Willard J. Peterson et al., The Power of Culture: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18—246. 中文版见石守谦：《失意

文士的避居山水——论十六世纪山水画中的文派风格》，载《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史论集》，允晨文化，1996，第 301—335 页。 64.

徐士林：《万年桥记》，载姜顺蛟、叶长扬修乾隆《吴县志》卷 98，东洋文库藏，第 13—14 页。 65. 同注 64，第 14 页。 66.

卢腾龙等：康熙《苏州府志》卷 81，国立公文书馆（日本），内阁文库藏，1745，第 48 页。 67. 关于康熙时苏州社会对于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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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桥兴建过程的风水争议，见 Yinong Xu, 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pp. 200—236.  68.《姑苏万年桥图》印有“庚申”题款，现藏神户市立美术馆，

图版见青木茂、小林宏光：《中国西风画展——从明末到清代的绘画、版画、插图书》，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东京），

1995，第 54 页。 69.《姑苏万年桥》印有“辛酉”题款，现藏海杜美术馆，图版见黑田源次等：《支那古版画图录》，日本

美术研究所，1932，图版 16。 70. 此万年桥版画印有“甲子”题款，现藏海杜美术馆；徐文琴和冯德保皆指出德国沃立滋城

堡（Das Wörlitzer Landhaus）的中国厅另有一幅题名为“姑苏万年桥胜景”的无着色版画，画幅中下半和海杜美术馆本类似，

但画幅上部则无题赞，而是呈现“万年桥后方街道、街屋及背景山水，画面比较完整”。笔者未及亲览，不确定两件的版本是

否如苏州版画常见的由上、中、下三版拼贴而成，只是德国本最上方的第三版不同。徐文琴：《欧洲皇宫、城堡、庄园所见 18

世纪苏州版画及其意义探讨》，《历史文物月刊》2016 年 4 月第 273 期；徐文琴：《18 世纪欧洲壁饰、壁纸中的中国图像》，《文

化杂志》2016 年第 102 期；徐文琴：《流传欧洲的姑苏版画考察》，《年画研究》2016 年秋。Christer von der Burg,“Prints 

in Schloss Wörlitz 1—Wannian Bridge,” https://chiwoopri.wordpress.com/2020/01/26/prints-in-schloss-worlitz-1-wannian-

bridge/。 71.《苏州景 新造万年桥》现藏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图版见青木茂、小林宏光：《中国西风画展——从明末

到清代的绘画、版画、插图书》，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东京），1995，第 56 页。 72. 王正华进一步认为是描绘桥梁开

通的庆祝时刻。王正华：《清代初中期作为产业的苏州版画与其商业面向》，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16 年第 92 期。 73. 万年桥在地方社会的重要性及其与地方政府出巡行列的关联，也可在“桥名彩选格”的游戏纸上见到。

该版画中心（亦即游戏的终点）画的就是一位官员骑在万年桥上。图版见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社，1991，第 350 页。 74. 王正华参照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吴彬《岁华纪胜图》的十二月《大傩》、顾禄《清嘉录》和袁

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关于“跳灶王”和“跳钟馗”的记载，认为乾隆九年万年桥版画中的人物衣着和之前万年桥版画中官员

的服饰有所差距，以及桥上一列人物中有三位身着补丁敝袍，而认为乾隆九年的万年桥版画描绘的不是官员出巡，而是苏州岁

末由乞丐穿破烂衣服扮钟馗或灶王的跳钟馗、跳灶王习俗。王正华：《清代初中期作为产业的苏州版画与其商业面向》，台湾

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6 年第 92 期。吴彬《岁华纪胜图》的图版，见陈阶晋、许文美编《故宫藏画大系

10》，台北故宫博物院，2013。然而上述的说法，不无可商榷之处。首先，若详读《清嘉录》“跳灶王”的记载“月朔，乞儿

三五人为一队，扮灶公灶婆，各执竹枝，噪于门庭以乞钱，至二十四日止，谓之跳灶王……蔡铁翁诗：索钱翁媪总成双”，会

发现跳灶王的习俗是以灶公灶婆两人一组为中心的活动，但是乾隆九年的万年桥版画并未描绘双人一组的扮装，所以应该不是

跳灶王的习俗。顾禄：《清嘉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 205—206 页。其次，相对于吴彬《岁华纪胜图》，不论从轿上

人物和抬轿人物的关系，以及轿前的前导人物来看，乾隆九年万年桥版画描绘的很可能不是《清嘉录》“跳钟馗”条目所言“ 

丐者衣坏甲胄，装钟馗，沿门跳舞以逐鬼……《梦粱录》云：入腊，街市即有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

等形，敲锣击鼓，沿门乞钱”的跳钟馗习俗。版画中的轿上人物身躯明显大于抬轿人物，而有意凸显乘轿人的重要性。相反，

吴彬《岁华纪胜图》着红衣的扮装钟馗不但比抬轿的人物小很多，且比起队伍前服装怪异、动作夸张的扮装鬼怪而言也相当静态。

很可能是吴彬为了和一般的乘轿场景区隔，而特别借由凸显鬼怪和缩小钟馗的尺寸来强调此为乞儿扮钟馗的表现。可想象跳钟

馗的习俗也会特别挑选身材瘦小的乞儿来扮钟馗，以减少其他抬轿乞丐的负担。相对来看，乾隆九年万年桥版画中的乘轿人物，

不但尺寸没有缩小，反倒刻意放大其身形，可能就是为了要呈现其官员的地位。再则，乾隆九年版画万年桥上的前导人物，恐

怕也不是王正华所谓身着补丁敝袍的乞儿。若和乾隆五年万年桥版画的人物相较，所谓的补丁看起来都像是木版画模仿铜版画

制造阴影的效果，而不同于桥上其他人物的乞儿服装。若和吴彬《岁华纪胜图》刻意强调出乞儿装扮成鬼怪来前导相比，乾隆

九年的万年桥版画也没有特别强调出这些特色。顾禄：《清嘉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 206—207 页。最后，虽然乾隆

九年万年桥版画的轿上人物服饰乍看之下不同于乾隆五年、六年万年桥版画中的官员服装，但若考虑刻意表现城内城外一文一武

的不同形象，甚或暖帽和凉帽服饰的季节对比，乾隆九年版画的轿上人物不无可能仍是官员。再加上以上几点厘清乾隆九年万年

桥版画并非描画跳灶王或跳钟馗习俗，或可进一步推测是官员行列的可能性更大。 75.“府正堂示”的布告位于《苏州景 新造

万年桥》之对岸处。 76. 汪德馨：《万年桥记》，姜顺蛟、叶长扬修乾隆《吴县志》卷 98，东洋文库藏，第 14—18 页。 77. 

图版见金友理：《吴县沿湖水口图》，载《太湖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 28—29 页；汪德馨：《吴县全境水利图》，

载姜顺蛟、叶长扬修乾隆《吴县志》卷首，第 3—4 页；《吴县疆域图》，雅尔哈善等修，习隽等纂乾隆《苏州府志》卷首，国

立公文图书馆（日本），1748，第 5—6 页。 78. 王正华：《清代初中期作为产业的苏州版画与其商业面向》，台湾地区《“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6 年第 92 期。 79. 图版出处见注 66。 80. 这两篇在《万年桥图卷》前的《万年桥记》

书法风格相同，应该不是汪德馨或徐士林所书，而是另请人誊写。 81.Richard Lufrano,“Maintaining the Equilibrium: 

Balancing the Interests of Commerce and Local Government,”in Dragons, Tigers, and Dogs: Qing Crisis Management and 

the Boundaries of State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eds. Robert J. Antony and Jane Kate Leonard (Ithaca, New York: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83. 82. 同注 21。 83. 同注 21。 84. 同注 21。 85. 张英霖：《对乾隆

姑苏城图的一些探索》，载曹婉如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文物出版社，1997，第 131—137 页。 86. 李铭皖等修，冯

桂芬等纂《苏州府志》卷五“坊巷”，第 167—168 页。 87. 前注提及德国沃立滋城堡中国厅的《姑苏万年桥胜景》版画，也

称此桥为地方胜景。 88. 顾禄：《桐桥倚棹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 84 页。关于苏州普济堂，见李铭皖等修，冯桂

芬等纂《苏州府志》卷 33“律梁一”，第 982 页；王国平、唐力行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8，第 361—362 页。 89. 顾禄：《桐桥倚棹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 84 页。 90.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

的慈善组织》，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第 50—51 页。 91.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第 51 页。 92.

Richard J. Lufrano, 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p. 90—92. 93. 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同朋舍，1997，第 513—540 页；梁其姿：《施善与

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第 103—130 页。 94. 关于地方政府向商人劝捐的记录，见乾隆七年关于普济堂的碑记《毕案田房

遵奉督抚院宪批示永归苏堂济茕碑》，载王国平、唐力行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第 361—

363 页。 95. 关于《帝鉴图说》的最新讨论，见 Lin Li-chiang,“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o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A look at the Dijian tushuo  (Illustrated Arguments in the Mirror of the Emperors),”in 

Perceptions of Antiquit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 eds. Dieter Kuhn & Helga Stahl (Heidelberg: Edition Forum, 2008), pp. 

321—359. 96. 王国平、唐力行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第 362 页。 97. 版画标注的关

帝殿与胥门其实跟商人也很有关系。关帝信仰与商人的财神有关，而版画在胥门前所画的桥梁，正是与商人经商环境议题息息

相关的万年桥。 98. 关于明清江南对西洋物品的兴趣，见王正华：《乾隆朝苏州城市图像：政治权力、文化消费与地景塑造》，

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 年 12 月第 50 期。 99. 古原宏伸列举了四张制作于 1748 年与 1749 年的

版画，都标注采纳西洋笔法。古原宏伸：《栈道积雪图二三个问题——苏州版画的构图法》，《大和文华》1973 年 8 月第 58 期。 100.

《西湖十景》图版见黑田源次等：《支那古版画图录》，日本美术研究所，1932，图版 18。《金陵胜景》图版见古原宏伸：《栈

道积雪图二三个问题—苏州版画的构图法》，《大和文华》1973 年 8 月第 58 期。 101. 当然笔者并不排除这些版画的潜在

买者除了文中讨论的商人和苏州城民外，也可能包括外地游客甚至外国人。诚如匿名审查人所言，这些收藏在日本的苏州版画，

或许不无外销的可能。只是从本文讨论来看，这些版画和苏州的地方议题关系密切，其主要设定的观者恐怕还是商人和苏州城

民。 102. 例 如 Michael Marmé,“Heaven on Earth: The Rise of Suzhou, 1127—1550,”in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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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ial China , ed. Linda Cooke Johns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p. 17—46。 103. 虽然范金

民从《盛世滋生图》观察清代苏州的城市文化，但其中多半是明清共有，而少为清代独具者。范金民：《姑苏繁华图：清代苏

州城市文化繁荣的写照》，《江海学刊》2003 年第 5 期。 104. 安东篱（Antonia Finnane） 也指出鲜少有关于扬州建筑环

境 的 图 绘， 见 Antonia Finnane,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pp. 13—14. 少数例外参见马雅贞：《晋商在扬州—从袁耀的几件作品谈

起》，《新史学》2014 年第 2 期。 105. 马雅贞：《中介于地方与中央之间：〈盛世滋生图〉的双重性格》，《台湾大学美术

史研究集刊》2008 年第 2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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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收藏中有一件雍正、乾隆年间的大幅

版画（图 1）。它令人费解，在来源和作者方面

有很多疑点和问题。这幅版画是一份重要的视觉

记录，显示了欧洲艺术、文化与宗教在 18 世纪

中国大众艺术中的影响。

图1

《西洋楼景》，冯德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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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内、外科医生，船长，商人和教士）

提供细致的指导。詹姆斯·卡宁厄姆（James 

Cuninghame，约 1665—1709）就是他的帮手

之一，于 1697—1699 年在中国旅行时，卡宁

厄姆为佩蒂弗寄回了大量非常重要的藏品，它

们主要来自厦门和舟山。佩蒂弗的植物标本和

收藏中的大部分最后流入汉斯·斯隆（Hans  

Sloane，1660—1753）之手，现藏伦敦自然历

史博物馆。还有一位名叫沃尔特·基尔（Walter 

Keir，活跃于 1699年）的搜集者，不过我们对

他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是“纳索号”上的一位

外科医生。版画中采摘灵芝的人，可能是这样

的旅行者之一，正在采集灵芝样本。

意大利风格的建筑旁边是一座绿色的塔

楼，它也呈西式风格。在这座塔楼的一楼各个

入口上方的牌匾上，我们再次看到了洋文。塔

楼之前有两个正在交谈的洋人，其中身穿绿色

袍子的戴着天主教神父的黑色帽子。背景里有

群山和其他建筑，中、西式风格的都有。天上

飞着一只鹤和其他鸟类。鹤是艺术中流行的吉

祥主题，和灵芝一样，都象征长寿。

《西洋楼景》用三种黑色印刷，又用三种

绿色、两种浅土红色、红色、黄色、蓝色和浅

紫色手工上色。1

该版画表现了一处湖泊或池塘阶地上的一

组西洋楼。画面右边有一座桥的一部分，它通

向另一岸，提示我们这幅版画可能是一对版画

的左半部分。在一对幅版画《阿房宫图》（图 2）

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相似的构图，但周围环

境是更中式的。这对版画现藏广岛海杜美术馆，

上有管瑞玉的签名。根据它们，我们可以推测

出《西洋楼景》所缺失的右半部分可能是什么

样子。2

在对建筑的描绘中，《西洋楼景》的作者

显然采用了来自西方的技法，包括线性透视和

交叉影线。画面左边是一幢巨大的意大利风格

的三层建筑。在该建筑一层主入口两边的窗户

上方各有一块牌匾，写着难以辨认的洋文。在

入口处的拱廊和二层的露台处站着正在深入交

谈的洋人，他们都穿着西式服装。其中一人拿

着一株植物。一个仆人端着托盘，上面放着酒

壶，桥上的另一个人也是如此。在阶梯最底层

长着一些红色的灵芝植株。一个戴帽子的欧洲

人模样的人一边跪下来采摘灵芝，一边和一个

包着头巾、穿着长袍的人讲话，后者可能是一

名耶稣会传教士。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人们迫切渴望搜

集不见于欧洲的植物。詹姆斯·佩蒂弗（约

1663—1718），药剂师、收藏家、自然史学家

和博学者，竭力“把旅行者转化为替自己搜集

的人，建立起 18 世纪初涉及地理范围史无前

例地广阔的植物标本馆”3。佩蒂弗为潜在的

搜集者提供相关材料（以纸为主，用于把植物

压平）以及指导，以期搜集来的植物能够被完

好地带回伦敦。他也为前往欧洲之外的土地的

《
西
洋
楼
景
》

与
《
阿
房
宫
图
》

1

图2

《阿房宫图》，海杜美术馆藏

艺 术 收 藏 与 鉴 赏 ART COLLECTION AND APPRECIATION170 171

第18期,7.26.indd   170-171 2021/8/17   16:12:22



的日本作者，书中收录了这幅版画的图版。4

直到最近，它是已知的唯一一幅现藏中国博物

馆的姑苏版画。我们的版画和辽宁省博物馆收

藏的版画可能是一幅表现建筑的西方版画的复

制品。很难说究竟是两幅版画都复制自前述西

方版画，还是其中一幅版画复制自另一幅。但

不管怎么说，它们都是惊人的例子，表明一个

主题可能因备受市场欢迎而出现几个版本。我

们不清楚两幅版画是来自同一作坊还是由有竞

争关系的不同版画师制作的，但有一点是很明

白的：在这个时期，对西式主题的描绘在中国

版画中极为流行。

这幅版画的颜色以及人物的姿势多少有点

类似圣经人物的服装（图 4），都使人想起柏

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幅表现牛的版画《牧林

特立图》（见第 103页图 11）。

这幅有着就姑苏版画而言最不同寻常的主

题的版画尺幅很大，有 113.8厘米×61.2厘米。

但好像嫌它还不够明显似的，作者韩怀德在落

款中写下“法泰西笔意”，强调这一主题的来

源。我们十分幸运可以找到这头牛的确切出处：

它曾于 1610—1611年发表在亚伯拉罕·布鲁马

特（1566—1651）的《动物系列》上（见第 104

页图 12）。5这幅表现牛的版画是复制自西方

版画的中国版画的最好例子，那时，作为它的

范本的那幅西方版画就已经有 100多年历史了。

同样难得的是，我们的版画已经和我收藏的另

一幅版画《琼宫乐奏图》（图 5）一起保存了

近 300 年。后者同样有韩怀德的落款——“吴

趋韩怀德写”。

考虑到韩怀德表现牛的版画和我表现西洋

楼的版画的相似性，以及我的版画和《琼宫乐

奏图》的来源，判断这幅表现建筑的版画出自

韩怀德之手是否过于大胆了？

在辽宁省博物馆的藏品中，我们可以找到

这幅版画的另一个版本，它们是用不同木版印

刷的，主题和式样却是一致的。辽宁省博物馆

的这幅版画题为《西洋剧场图》（图 3），但

是画中并没有剧场的影子。“剧场”也有“舞台”

的意思。或许这幅版画的中国作者把画中的柱

廊理解成了中国传统中可以用于表演的高台？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这幅版画是由黑田源

次捐赠的。黑田是一部于 1932 年出版的图录

《
西
洋
剧
场
图
》

与
韩
怀
德
款
的
两
幅
版
画

2

图3

《西洋剧场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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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牧林特⽴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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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版画，连同我收藏的其他三幅版画（包

括《琼宫乐奏图》），来自一个与瑞典东印度

公司有联系的古老而富有的瑞典家族。从它们

的颜色判断，这些版画从未暴露在光线和灰尘

中。它们被卷在一根木制的滚轴上，这也是为

什么它们没有磨损或破损。我们不知道这些版

画于何时、为什么被运到了瑞典。也许它们是

作为用于装饰一座瑞典宅邸的墙纸的样品被寄

出的？

康熙末年到乾隆初年，欧洲风格和主题在

江南地区，特别是苏州的富人之间，十分流行。

许多版画店迎合这种对新的版画风格的需求，

模仿西方的铜版雕刻。这种模仿在他们对透视、

交叉影线和明暗对照的运用上十分明显。从小

幅版画（约 40 厘米×60 厘米）到印在单张纸

上的巨幅版画（约 105厘米×50厘米）的转变

也很重要。这不仅给造纸师带来挑战，也很考

验印刷师的技艺，后者需要给足够大的木版上

墨再用它们印刷，这些木版大多由更小的木块

用榫卯和铁钉固定而成。

在中国，这些版画都消失不见了。在它们

的原产地，这些版画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出现磨

损或破损，此外还可能受火灾、水灾和战争侵袭。

苏州在太平天国运动中遭到严重破坏（包括版

画、木版和有关记录）。日本和西方对这些大

幅西式风格版画也有很大需求，18世纪上半叶，

在日本和西方都出现了追求中国风的审美趣味。

人们不仅要在架子和壁炉上陈列东方陶瓷，还

要在墙壁上悬挂来自遥远的中国的色彩鲜艳的、

有异国情调的纸张。最初，这些墙纸是用木版

印刷的，后来，约 1760年以后，它们往往是手

工绘制的。

好在日本收藏家在姑苏版画流入之初就开

始收藏它们，以它们为至宝，于是在今天的日本

还有相当丰富的姑苏版画可以研究。类似地，拥

有大量土地的欧洲士绅拿姑苏版画做墙纸的冲动

和习惯，也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让我们有

幸可以研究欧洲众多城堡和豪宅墙壁上和档案里

的有 300年历史的中国木版画。前面讨论的我们

的版画从未被当作墙纸悬挂，而是躺在橱柜里，

不曾被灰尘和光线破坏。它们最近才被公开，几

乎和刚印好时一样鲜丽，清楚地提醒我们中西文

化交流史上一段热烈但短暂的时期。

（李湘宁译）

图5

《琼宫乐奏图》，冯德保藏 引
起
的

思
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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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体 120.6 厘米×6 6.5 厘米，画心 119.7 厘米×6 1.4 厘米，不含留边 112 厘米×58.2 厘米。印在极薄、极脆弱的单张纸上。 2.

青木隆幸也谈到过这件作品。http://www.umam.jp/blog/?p=6639. 3.Charles E. Jarvis: "The most common grass, rush, moss, 

fern, thistles, thorns or vilest weeds you can find": James Petiver's plants. The Royal Societ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 Vol. 754, No. 2. London, 2020. https://doi.org/10.1098/rsnr.2019.0012. 4. 黑 田 源 次 等：《 支 那 古 版 画 图 录》， 日 本

美术研究所，1932，图版 27。 5. 这幅版画曾在王静灵《中国版画的荷兰范本：韩怀德的〈牧林特立图〉研究》一文中被细

致地讨论过。Wang Ching-Ling: “A Dutch Model for a Chinese Woodcut. On Han Huaide’s Herding a Bull in a Forest”, 

Netherlandish Art in its Global Context  (Leiden: Brill, 2016]. https://www.academia.edu/42900787/A_Dutch_model_for_a_

Chinese_woodcut_On_Han_Huaides_Herding_a_bull_in_a_forest.

注
释

引 

言 

Critical 
Introduction

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启蒙教育的传统，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很看重对后代的启蒙

教育，所谓“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帝鉴图说》便是明万历朝大学士张

居正和吕调阳专为十岁的小皇帝编写的一部帝王教材，希望他可以以史为鉴，将来成为一位明

君。此书因其内容上的雅俗共赏、形式上的图文并茂，自问世以来备受统治者和一般士人百姓

的青睐，四百多年间多次翻印传抄，不仅有汉、满、日各种文本传世，而且远播云南等边远之地，

可谓“流播宇内，泽被士庶”。本文试就此书现存的 4 种明代版本和 3 种清代版本及 1 种日

本刻本加以解析，厘清其版本流传脉络，希冀对这部帝王教材的传播研究有所裨益。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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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君鉴》等书，万历所读的《帝鉴图说》即是

明统治者以史为鉴的传统的产物。

署名编书的二人：张居正（图 2），字叔大，

别号太岳，江陵人。嘉靖进士，穆宗时与高拱

并为相，万历以后为首辅。严饬吏政，整顿边

备，为相十年间海内称治。万历帝尊称其为“元

辅张少师先生”，待以师礼。吕调阳，字和卿，

临桂人。嘉靖进士，授编修，历任礼部尚书等职，

曾侍穆宗经筵。据史书记载，他每讲前辄先斋

戒沐浴，期望以精诚悟主；讲授时喜援引经传

之说，列古义以规时政，甚得穆宗嘉许。万历

朝进文渊阁大学士，卒谥文简。

编纂此书的目的，在张居正、吕调阳于隆

庆六年（1572）十二月十八日联名具奏的《进

图疏》中有详细阐释：

窃以人求多闻，事必师古。顾史家者流，亡

虑千百，虽儒生皓首，尚不能穷，岂人主一日万

几所能遍览，乃属讲官臣马自强等略仿伊尹之言，

考究历代之事，除唐虞以上，皇风玄邈、纪载未

详者不敢采录，谨自尧舜以来有天下之君，撮其

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善

为阳，为吉，故用九九，从阳数也；恶为阴，为

凶，故用六六，从阴数也。每一事前各绘为一图，

后录传记本文，而为之直解，附于其后，分为二

册……故假象于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于

俚俗。虽条目仅止百余，而上下数千载理乱之原，

庶几略备矣。伏望皇上俯鉴愚忠，特垂省览，视

其善者取以为师，从之如不及；视其恶者用以为

戒，畏之如探汤。每兴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

验今，因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终篑之功，

覆辙在前，永作后车之戒，则自然念念皆纯，事

缘
起

1

图1

万历皇帝像

图2

张居正像

《帝鉴图说》，全称《历代帝鉴图说》，

取唐太宗“以古为鉴，可知兴替”1之意，故名“帝

鉴”。组织编写这部帝王教材的张居正和吕调

阳二位朝廷重臣，希望万历小皇帝能够以史为

鉴，将来做一个明君。（图 1）

明代统治者一向重视以史为鉴的教育。早

在明太祖时期，朱元璋就命人编写过《昭鉴录》

《永鉴录》《公子书》等，将汉唐以来藩王、

驸马、功臣子弟中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事例，

写成通俗的小册子，教育当时的皇亲国戚及功

臣子弟。此外还命诸臣绘《农业艰难图》《古

孝行图》进太子诸王，可见朱元璋是较早的一

位注意用形象教材对皇位接班人进行教育的皇

帝。明宣宗、代宗时还编过《历代臣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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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合理，德可媲于尧舜，治将埒于唐虞，而千万

世之下，又必有愿治之主、效忠之臣，取皇上今

日致治之迹而绘之丹青，守为典范者矣。2

只可惜，万历并没有像张居正、吕调阳设

想的那样成为一代令主。万历前十年仰赖张居

正的竭诚匡辅，倒也政理修明，勋绩显著。居

正殁后，朱翊钧贪婪、昏聩的本性日渐暴露，

社会矛盾愈发尖锐，大明朝在他的 48 年统治

下趋向没落败亡。张居正这位效忠之臣也落得

身后籍家、嗣子被逼自缢的凄惨境地。

书之内容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圣

哲芳规”为总题，收录历代明君思贤若渴、从

谏如流、励精图治、问民疾苦等故事，共 81例；

第二部分以“狂愚覆辙”为总题，叙述昏君暴

主劳民伤财、荒淫怠政、杀贤拒谏而终于自取

败亡的故事，共 36例。全书总计 117个故事，

每个故事一幅生动的插图，由于善有榜样，恶

有典型，对帝王可以起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的作用，因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有明一代，

万历以后，历朝不断讲读“帝鉴”，直到明末

的崇祯朝。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载，崇

祯帝刚即位“先开日讲”3，文华殿讲读诸书之

中，就包括《帝鉴图说》。此后，清代统治者

也沿袭了这种习惯。此书又由于其内容深刻，

可读性强，图文并茂，在一般官吏、士人中也

颇受欢迎，故明清以来曾数印不衰。

《帝鉴图说》现存版本已不尽完整，但其

中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内容，提供了很多颇有价

值的史料。

明代各种版本

万历元年（1573）内府刻本

隆庆六年（1572）十二月张居正和吕调阳

进呈《帝鉴图说》时，必定是先行讲读，后刊

刻讲章，可以肯定，最早奏进的应是抄稿本。

万历小皇帝见此书后颇为嘉许，“敕下礼官宣

付史馆公复梓其副，以扬休美。属以校梓者，

则文学乔子承华谓声礼官也”4。这便是明万历

元年（1573）刻本，是此书有完整刻本之始。

主持刊刻者是万历初年被称作“内相”的司礼

监秉笔太监冯保，这部所谓的“经厂本”，在

刘若愚《酌中志》卷五和卷十八“内板经书纪

略”中均有记载，谈及所用纸墨、雕版时内有

“《帝鉴图说》六本，三百五十六叶”5一行。

此后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刻本、抄本，以及近现

代的影印本，大都依据的这部万历元年刻本。

经厂本半叶九行十九字，白口，单鱼尾，

四周双边，版心中只刻叶数，每叶版框外左上

角有耳题。不分卷，文中刻有句读，序跋中凡

遇“上”“主”“社稷”“诏”等敬字词则提

行。手书楷字上版，版式疏朗。插图用笔简练，

刊印工良。（图 3、图 4）

不
同
版
本
的

《
帝
鉴
图
说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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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为万历癸酉（元年，1573）仲春礼部

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陆树声《帝鉴图说叙》，云：

“公（指张居正）令讲臣采摭前代君人治迹，

溯唐虞以迄汉唐宋，理乱兴衰得失，可为劝戒

者，条其事百余，各因事绘图，系之说以备乙览，

存考镜焉，题曰‘帝鉴’。”6 其后为隆庆六

年（1572）十二月张居正、吕调阳的《进图疏》。

书后有万历元年夏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

士王希烈的《帝鉴图说后序》，云张居正等“言

国家大体，必以辅养君德为急。其绘图陈说，

皆意所指授，手所疏列，精思极虑而后成之”。

“即商周大臣不能过。是《图说》也，即训诰

之义，何以殊焉。”7这些称赞绝非溢美之词，

张居正与执笔编撰诸臣，确是“精思极虑”，

为万历小皇帝的启蒙教育，费尽心血。

万历三年（1575）郭庭梧刻本

半叶七行十六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

每叶版框外左上角有耳题及刻工，计有许尚中、

李印文、把印时、林茂春、申用、陈印登、印

秀、李昭先、王印元、李志高、张时用、李侍

心等。书亦有句读，但图较草率。此书传世罕见，

仅国家图书馆有藏（书号 16904），现存二册，

为“圣哲芳规”的前 39则，至“上书粘壁”终。

书前钤“冯雏之印”“强斋”“南通冯氏景岫

楼藏书”“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诸印，应是

曾经冯雏、郑振铎递藏，如今已是海内孤本。（图

5、图 6）

书前有万历乙亥（三年，1575）夏巡按云

南监察御史郭庭梧《帝鉴图说重刻序》，云：“万

历甲戌（二年，1574）夏，余奉命按滇间，出

今元辅张公所上《帝鉴图说》者，示藩臬诸司，

则咸请广诸梓，令荒服共见之。……（余列谏

则谓是集言事所宜法，出入必俱，既又以虽付

史馆，而夷分卉服未必入窥石室之藏，乃徇诸

司之请而广之于斯。昔越棠氏重译朝周以天无

烈风淫雨，海不扬波，意中国之有圣人，今是

集之布亦不必他有所卜，已知中国有圣明天子

矣。余之梓之者，夫固有所取也。”）8 郭氏

本意是使南方蛮夷之地也能窥见此宣讲历代兴

亡治乱之书，于是早在万历三年（1575），《帝

鉴图说》便远播云南等边远之地了。此本亦保

存有陆树声叙和《进图疏》。

万历三十二年（1604）金濂刻本

半叶九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单边，版

心无字，仅记叶数。金濂序后有“歙邑黄秀野镌”

一行。（图 7）分为六卷。此本在郑振铎编纂的《中

图3

经厂本卷首

图4

经厂本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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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继之者，礼貌事权不能与江陵伍。癸、甲而后，

朝讲稀御，宫府暌隔。《图说》之善者，行不

十一，而不善者，往往邮而效之。比年与乱同道，

横政日出。荩臣哲士，直言极谏，唇燥舌敝，若

罔闻知，而于《图》何？ 10

李维桢的直切指陈，可以说也从一个侧面证

实了讲读《帝鉴图说》在当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张居正病殁后，人亡政息，“一切以空言

从事，以迄于亡”11。万历皇帝酒色财气俱全，

还吸食鸦片，章奏经常留中不发。“深居静摄，

朝讲希临”12，“每遇讲期多传免”，“讲筵

遂永罢”13，“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

面议俱废”14，日讲官朱赓见宫中大兴土木，

治苑囿，“因讲宋史，极言花石纲之害”15，

指出这样做正是在效法《帝鉴图说》中的“恶

可为戒者”，皇帝腐败，与“朝讲希临”必定

互为表里。

李维桢序还指出：“余犹记为《图》时，

相臣（指张居正）以意授词臣陶文僖辈成之，

表上不列诸臣名，众相顾动色。金君取秘书广

其传且当好事者口实故相未已，而独不徇众议，

察其忠款与曲江录并行高谊，加人数等矣。”16

此事已有一致评论。即尽管《帝鉴图说》的历

代版本都题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建

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和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武

国古代木刻画选集》中有收录，并识云：“徽

州刻本《帝鉴图说》较之北京原刻本尤后来居

上，其铁笔细致如发，秀丽可爱。”此处“北

京原刻本”应是指万历元年（1573）内府刻本。

卷首有陕西右布政使、前翰林院修撰李维

桢序。略谓：

河出图，洛出书，天生神物，圣人则之。而

图居先，书则因而以丽事，致饰焉者也。曹子建云，

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

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

见忠愤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逐子，莫不叹息；

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其成教化、助人伦功尚矣。

孔子观明堂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各

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

负斧扆，南面以朝侯之图，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

“此周之所以盛也。”曰诫，则图之外，宜有书，

而后世图说所从来矣！ 9

特别一提的是，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

张居正被籍家，八月榜张居正罪于天下，李维

桢不愧为负重名垂四十年的学者，他此篇序文

所议论的正触及朝廷忌讳，直指当时政治：

是以辛、壬而前，主无失德，国无秕政，斧

藻琢磨，此图未为无助。相臣以骖乘芒刺种祸，

图5

郭庭梧本卷首

图6

郭庭梧本插图
图7

明万历三⼗二年⾦濂刻本序后有“歙邑黄秀野镌”一行，徽州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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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殿大学士吕调阳同纂，其实为马自强、陶大

临等人所编。马自强，字体乾，嘉靖进士，隆

庆中直经筵，后迁国子祭酒，万历朝官至吏部

尚书，卒谥文庄。他是《帝鉴图说》的主要编

撰者，《马文庄公文集选》重刻序也指出“纳

约最切者，多出公手”。陶大临，字虞臣，嘉

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曾授编修，参与《帝

鉴图说》编撰。万历初任讲官，后迁吏部侍郎，

卒谥文僖，史称“内持贞介”17。

李维桢序后为万历甲辰新安金濂序，略谓：

“辛丑岁时，公暇纵观朝家载籍，郁郁麟麟，目

不暇接。偶阅《帝鉴图说》一编，与其总角时所

习历代史策颇可借鉴，故复寿之梓者，以广其传。”

明万历中期，徽派版画崛起，形成了晚明

版画徽派独大的局面。而歙县虬川黄氏刻工，

是徽派版画名工中最杰出的代表，也是中国版

刻艺术史上最著名的刻工世家，有“时人有刻，

必求歙工”之谓。观此本画极工致，线条流畅，

笔意雅洁，的确为徽刻版画精品。刻工黄秀野

不仅刻过此本，还刻过《寂光镜》一书，同样

刀法挺拔隽秀，造型生动，工细婉约，极其精雅。

（图 8、图 9、图 10、图 11）只是刻工见闻有限，

书中不同朝代帝王将相、文人武士、宫娥内侍

等各色人等的造型，都以明朝中叶以后的服饰

冠带描绘而成，在这一点上略显遗憾。

天启二年（1622）内府刻本

半叶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

共分六卷，“圣哲芳规”为前四卷，“狂愚覆辙”

为后二卷。张居正身死未几，即被抄家，虽天

启元年（1621）已复其官如初，天启二年（1622）

刻本仍将张居正、吕调阳《进图疏》以及陆树

声前叙、王希烈后叙俱予删除，代之出现的是

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与太监魏进忠、宋晋、

梁栋、张文元等八人署名的“叙”。这篇叙云：“昔

儒臣进献，以列经筵，随讲呈说……”18 这种

提法显然是将他们自己摆在了“儒臣”以外的

立场。明代中期以后政局，就是内阁儒臣与司

礼太监争权夺势，彼此相互消长的局面，这种

斗争一直持续至明亡。从这篇叙的署名以及卷

首内容的编排上，都显示出阉宦的嚣张气焰。

这其中的“魏进忠”就是此后天启一朝专横跋

扈的“九千岁”魏忠贤。此本据称是“奉旨重刊”，

也体现了天启朝对宣讲此书的重视。（图 12）

清代各种版本

清初已有满文《帝鉴图说》译本行世，并

图8

⾦濂刻本之插图

图9

⾦濂刻本之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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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至今，故宫便收藏有顺治年间的满文抄本。

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对此书也非

常重视，将其收录到《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

史评类附存目录下，并简明扼要地予以评价，

认为“书中所载，皆史册所有。神宗方在冲龄，

语取易晓，不免于俚俗”19。

通行刻本有乾隆年间江陵邓氏翻刻明万历

元年（1573）刻本。半叶九行十九字，白口，

四周双边，单鱼尾。书前扉页题“江陵张太岳

著  帝鉴图说  江陵邓氏藏板”。书中避清帝

“玄”“弘”等讳。内容完整，卷前有陆树声

叙和张、吕二人所上《进图疏》，还沿袭了原

明万历刻本的通加句读的做法，且插图更为精

美。

此外还有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本，

为张居正裔孙张亦缙纯忠堂刻本。此本厘为六

卷，半叶九行二十二字，白口，单鱼尾，四周

双边，版心下刻“纯忠堂藏”。书前扉页题“江

陵张文忠公撰  帝鉴图说  纯忠堂藏板”。（图

13）卷首有嘉庆二十四年夏麻城程德楷《重刻

帝鉴图说序》，序云：“虽立说时多浅显，实

以继体冲龄，辞在易晓。而即一事，而引之于道；

即一念，而要之于终。”20 张居正后裔为突出

先祖功绩，将《进图疏》中原本与张居正并列

的吕调阳删去，只存张名。此本以张家收藏的

传抄本为底本，但抄本有说无图，并缺七则故

事，序云“此书有内阁刊本，我国朝《四库全

书存目》论之极详，异日获其旧观，仿而补之，

图10

⾦濂刻本之插图

图11

⾦濂刻本之插图

图12

明天启刻本之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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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其守藏可矣”。后列有《重刻帝鉴图说校

定姓氏》。卷端下题：“明太师江陵张居正泰

岳甫撰  裔孙亦缙、必亮、必明、必英、必显、

应忠、应凤、应选、应嵩重梓。”

书后嘉庆己卯（二十四年，1819）郑若璜跋，

略云：

顾其书向在内阁，外未镌板，罕有眸及者。

余于公裔孙应忠家获睹世传抄本，慕其语浅意深，

法戒昭然，大有裨于世教。会黄城刘春谷明府主

讲荆南书院，与商梓行未果。今春信安太史程松

亭复膺讲席，访文忠公遗书，应忠出所藏以示，

并述余前志，松亭毅然任之，属余董其事。遂邀

同人共相校定，授剞劂氏，其残缺者仍存其目，

留以待补，凡五阅月告竣。21

残缺的七则为“圣哲芳规”中的“延英忘

倦”“诏儒讲经”“褒讲守令”“明辨诈书”“蒲

轮征贤”“屈尊劳将”六则和“狂愚覆辙”中

的“妲己害政”一则。

国家图书馆藏有晚清翁同龢批注本。翁同

龢（1830—1904），咸丰六年（1856）状元，

授修撰，上书房总师傅，为同治、光绪二帝授业。

同治年间被命在弘德殿行走。他是革新派核心

人物，康有为称他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

他曾于帘前为两宫皇太后讲读《帝鉴图说》，

也为同治、光绪二帝讲授此书，对此书用功颇

深。在这部嘉庆刻本上不仅有翁同龢亲笔补抄

所缺的七则内容，还有翁氏为书中提到的历史

人物做出的大量考释，如“天章召见”一则中

为唐人张方平引据史料达十数条之多。书中眉

批、夹批，满纸朱红，极具考据价值。例如：

唐太宗“览图禁杖”一则，讲今后勿再鞭笞囚背，

翁夹批“唐太宗太和八年诏，笞罪勿鞭背，然

则太宗虽禁之犹未能止也”22；唐宣宗“屏书政要”

一则，讲宣宗精于听断，而以察为明，翁眉批“司

马光曰，宣宗重惜官常，恭勤节俭，鱼爱民物，

故大中之政，讫于危亡，人且咏之”23；宋哲宗

“烛送词臣”一则，翁眉批“君臣间是何等景象，

史称宋家以忠厚立国，又言其将竟得敬贤尊士

之报，岂不信乎”24；等等。（图 14）

郑若璜跋中“夫开善端于蒙泉之始，绝恶

念于履霜之萌，是书不专为经筵设也，士庶人

能反复潜玩，其于保身保家之道亦庶几知所儆

惕矣”25，可说一语中的，指出了《帝鉴图说》

在民间亦极受重视的根本原因。

图14

清嘉庆二⼗四年刻本， 

翁同龢批，国家图书馆藏

图13

清嘉庆二⼗四年刻本， 

翁同龢批，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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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刻本外，还有见于私藏目录的诸多清抄

本，多据刻本传抄，内容无出外之处，版本和

文献价值均不高。光绪六年（1880）上海点石

斋还据明万历刻本缩写而成石印本。

域外刻本

除明清诸本以外，还有日本安政五年

（1858）木村蔚刻本，也是据明万历刻本翻刻

者，这说明至少在晚清，《帝鉴图说》一书已

于域外流传。此本半叶九行十九字，黑口，上

鱼尾，左右双边。纸墨、刻印俱工，尤其墨如

点漆，开卷赏心悦目。书中有日文音注和句读。

图虽因自万历刻本，但比中原各本精致，衣服

纹饰生动流畅，人物眉目间颇为传神，宛若正

在开口对话，体现了日人画工很高的绘画技艺。

书后有日人木村蔚跋语：“兹本前刻图载在一

页，不免装折处有隔断，甚难于翻阅，今以两

页合而成图颇获全面，但传记、直解宜在图后，

然必如此则或生半页以上空阔，故传解分置前

后，以图插入中间，虽非本书之旧，亦便展披云。

安政戊午蒲月木村蔚志。安政五年刻。”26（图

15、图 16、图 17、图 18）

编纂《帝鉴图说》的张居正、吕调阳之后，

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的做法并进一步发展为大型

图说的还有焦竑。明万历中期焦竑担任皇太子

讲官，他“仰遵祖训，采古言行可资劝戒者，

著为图说”27，亲自编著了《养正图解》一书

作为太子的教材。全书凡六十图，每图后有故

事说明，大都是从古书中节取；接下去是焦竑

的讲解，间用口语，并有所发挥。焦竑认为：“盖

讲读止于析理，图说兼以征事。理之用虚，虚

故隐约，言之而不必有所指；事之指实，实故

览之者易竟，而愈以明理之用。”28 这大约可

以算作古来一切看图识字类读物的理论说明。

和《帝鉴图说》一样，《养正图解》宣传的当

然是封建道德规范与家法、教条，是为皇太子

准备的教材，因此也就不同于一般民间通俗读

物，所以刻版十分讲究，序中特别指出了“绘

图为丁云鹏，书解为吴继序，捐赀镌之为吴怀

谦，而镌手为黄奇”29。在序文中郑重介绍画家、

书手、刻工，这种做法在版画类古书中并不多

见。丁云鹏是安徽人，黄奇是新安诸黄的先辈，

这都使《养正图解》和《帝鉴图说》一样在中

国版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的刊刻却远不

如《帝鉴图说》那样流播宇内，泽被士庶了。
图16

日本安政五年木村蔚刻本之插图

图15

日本安政五年木村蔚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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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日本安政五年木村蔚刻本之插图

图18

日本安政五年木村蔚刻本之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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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册卷 218，第 5749 页。 14.《明史》第 20 册卷 230，第 6024 页。 15.《明史》第 19 册卷 219，第 5779 页。 16. 同

注 9。 17.《明史》第 18 册卷 203，第 5366 页。 18. 王体乾等叙，《帝鉴图说》卷首，明天启二年内府刻本。 19.《史部

史评类存目》，《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中华书局，1965。 20. 程德楷序，载《帝鉴图说》卷首，清嘉庆二十四年刻本。 21.

郑若璜跋，载《帝鉴图说》卷末，清嘉庆二十四年刻本。 22.《帝鉴图说》，清翁同龢手批嘉庆刻本，国家图书馆藏，书号善

3988。 23. 同注 22。 24. 同注 23。 25. 同注 21。 26. 木村蔚跋，载《帝鉴图说》卷末，日本安政五年刻本。 27. 焦竑序，

载《养正图解》卷首，清光绪二十一年武英殿刻本。 28. 祝世禄序，载《养正图解》卷首，清光绪二十一年武英殿刻本。 29.

同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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