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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社群與地方社會的交融
—從清代蘇州版畫看地方商業文化**

馬　雅　貞*

摘　要

本文從清代蘇州版畫所描繪的四個地標—閶門、虎丘、萬年橋與普濟

橋旁的普濟堂—來推斷地方作坊所設定的主要買主，為在當地經商的中層

商人，觀眾群也包括同樣浸淫於蘇州商業文化的城市居民。相較於明代以來

文人所主導的蘇州秀麗城郊景致，十八世紀版畫作坊則運用西方圖繪技巧，

及拼貼真實與想像的山水園林，來呈現與當地社會議題相呼應的地標。本文

突破過去學界視蘇州版畫為「西方影響」的論述框架，轉而關注當地社會何

以會接受西方技法。藉由構圖與母題等視覺分析，本文得以進一步探討版畫

所呈現出的商人社群與地方社會之交融，包括商人對其生活所在地的地方認

同、對世俗財富與休閒於蘇州名勝的想望、對地方政府權威的倚賴，以及對

當地慈善組織的複雜心態。

關鍵詞：商人文化、蘇州版畫、清代、閶門、普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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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如果明清蓬勃的商業發展已是學界公認的事實，我們對於其中從事經濟

活動的主體，尤其是廣大的中層商人，其實只有模糊的認識。相較於少數躋

身士人之列的大商人留下較多材料可供研究外，1中層商人的文化面貌通常只

能透過文士的戲曲小說才有所折射。然而，除了文人的書寫，另一類將中層

商人設定為讀者／觀者的材料相當值得注意。例如，近來Lufrano運用當時流

行的商業參考書來觀察商人的「自我修養」（self-cultivation）價值觀，得以一

窺明清中層商人的集體心態； 2徐澄琪從揚州八怪畫家之一的鄭燮潤格所訂的

書畫價格，推斷其潤格所針對的買主並非富裕的大鹽商，而可能是收入中等

的「中產階級」、「市民階級」，其中可能包括一般的「坐賈行商」，讓我們對

揚州中層商人的品味有所了解。3這類材料雖然不多，但直接訴諸的對象包括

中層商人，對理解其文化提供重要線索。其實，除了文字資料與鄭燮擅長的

竹畫題材外，訴諸中層商人的材料也包括主題更為複雜、能提供更多訊息的

視覺資料。本文所要討論的清代蘇州版畫就是這樣的例子。4

過去學者關注的多是可見於蘇州版畫的透視法與明暗陰影法等「西方影

響」，論者尤其關切的是西方繪法的由來。一說將此「西方影響」歸因於自

十七世紀起就流傳於江南、由耶穌會士所帶來的銅版畫； 5另一說則主張此

「西方影響」乃透過曾服務於清代宮廷畫院的江南畫匠，解職後將其在宮廷所

  1 例如描繪馬曰琯兄弟在揚州雅集的「九日文行庵文讌圖」，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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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澄琪，〈鄭板橋的潤格─書畫與文人生計〉，《藝術學》2(1988.3): 168-169。
  4 學界經常以年畫通稱單幅版畫，不過由於蘇州版畫販售的時間未必限於過年時節，本文以

版畫稱之。關於年畫的名稱，參王樹村，《中國年畫發展史》（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

社，2005），頁18-22。關於這批蘇州版畫的年代，參王正華，〈乾隆朝蘇州城市圖像：政
治權力、文化消費與地景塑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50(2005.12): 142-153。

  5 （日）瀧本弘之，〈蘇州版画概論〉，載於喜多祐士編，《蘇州版画─中国年画の源流》 
（東京：駸々堂，1992），頁135-144。



89馬雅貞／商人社群與地方社會的交融—從清代蘇州版畫看地方商業文化

習得的西方繪法帶到蘇州的版畫作坊。6無可否認的，蘇州版畫的西法來源是

很重要的問題，除了銅版畫和清代宮廷之外，康熙年間還有「姑蘇善摹西洋

畫，舟次隨友人選購數種」的記載，7這類早於乾隆時期的蘇州「西洋畫」面

貌為何？是否和現在日本收藏的所謂「洋風畫」有關？ 8和日本的關係又是如

何？ 9這些議題都是未來值得深入探究的方向。可惜限於史料，上述兩種「西

方影響」說都缺乏直接證據。10更重要的是，二說都假設十八世紀的地方版畫

作坊，被動地接受「外來的」西方影響─不論是直接來自耶穌會士所帶來

的銅版畫，或者間接透過清代宮廷畫院。前者並未解釋何以地方作坊，突然

在十八世紀採用了自十七世紀起就已流布民間的西洋銅版畫繪法；後者也未

能說明何以十八世紀的地方作坊會為被解雇的宮廷畫匠所主導，或是地方的

版畫市場又為什麼會接受來自宮廷的風格。

兩種「西方影響」說的限制，在對照地方版畫所描繪出的新蘇州形象後

尤為明顯。自十六世紀起，文人用吳派風格所刻畫的蘇州形象，注重的是秀

麗的城郊景致：或描寫文人雅集、幽居、出遊的市郊風景，或圖繪蘇州文人

所自豪的周邊古蹟名勝。11然而，十八世紀的蘇州版畫不再沿襲此數個世紀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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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W. O’Malley 

et al., eds., The Jesuits II: Cultures, Sciences, and the Arts, 1540-1773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62-286；（日）古原宏伸，〈桟道跡雪図の二三の問題─蘇

州版画の構図法〉，《大和文華》58(1973.8): 9-23。
  7 清．傅仲辰輯，《心孺詩選》（《四庫未收書輯刊》第8輯第2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卷2，頁12b。

  8 例如「中国の洋風画展」的展品或神戶市立博物館的藏品，參（日）青木茂、小林宏光，
《中国の洋風画展─明末から清時代までの絵画．版画．揷絵本》（東京：町田市立國際

版畫美術館，1995），頁51；神戶市立博物館編，《異国絵の冒険：近世日本美術に見る情
報と幻想》（神戶：神戶市立博物館，2001），頁44。

  9 王正華對日本輸入中國版畫有所闡發，見王正華，〈乾隆朝蘇州城市圖像：政治權力、文

化消費與地景塑造〉，頁142-153。
10 參Ya-chen Ma, “Picturing Suzhou: Visual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Cityscape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07), footnote 8, pp. 23-24.

11 Mette Siggstedt, “ Topographical Motifs in Middle Ming Su-chou: An Iconographical Implosion,” 

載於《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藝

術史研究所，2001），頁25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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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傳統，描繪的卻多是蘇州城重要的商業與交通地標，塑造出新的繁華都

會形象。12論者或認為這是清代經濟繁榮的展現； 13或引用版畫題跋如「聖朝

新建慶無疆」等，認為其中蘊含了歌誦太平盛世的政治意味。14二者皆暗指版

畫描繪的圖像或反映了當時的經濟繁榮，或是直接與版畫題跋的內容相合。

兩種解釋都有其根據，但可惜無法解釋何以描畫商業興昌的版畫形象未出現

於已然繁榮的明代蘇州，卻一直要到十八世紀才崛起；也尚未能回答為什麼

帶有這樣政治意含的版畫會有商業價值。更重要的是，這兩個說法對釐清西

方繪法與新繁華蘇州形象間的關係，作用有限。

本文試圖將焦點從「西方影響」轉開，把問題導向為什麼蘇州的版畫作

坊要採用透視法來展現新的地方繁榮形象？並進一步追問這些版畫所訴求的

觀眾為何？ 15尤其是文人所建構的秀麗城郊形象已自十六世紀起主導了人們

對蘇州之想像，那麼在十八世紀是什麼樣社會脈絡的變化，使得當地作坊與

版畫買主採納西方技法所創造出的全新蘇州都會形象？透過檢視這些版畫圖

像的內容與視覺分析，我們會發現蘇州版畫所設定的買主正是促成蘇州繁榮

的中層商人，並可更深入探討活動於蘇州的中層商人與當地政治、經濟、社

會的交融關係及其獨特的商業文化。

十八世紀蘇州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是其繁榮的經濟。自明代中期經濟開始

快速成長的蘇州到十八世紀更形發展，其主導江南乃至全國市場的關鍵地位

有增無減。16其熱絡的商業活動更是時人眼中蘇州的一大特色，「杭州以湖

12 王正華，〈乾隆朝蘇州城市圖像：政治權力、文化消費與地景塑造〉，頁142-153。
13 王樹村，《中國民間年畫史圖錄》（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頁13；（日）成

瀨不二雄，〈蘇州版画について〉，載於（日）瀧本弘之編，《中国古代版画展》（東京：町
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1988），頁50-56。

14 王樹村，《中國民間年畫史圖錄》，頁11-13。
15 十九世紀中葉關於蘇州風俗的著作，有數則關於新年期間圓妙觀三清殿「鄉人爭買芒神春

牛圖」的紀錄，但「芒神春牛圖」的題材和本文所討論的蘇州版畫不同，十九世紀的史料

也未必能直接套用在十八世紀前期。因此，恐怕無法僅依據此文獻，就判斷鄉人為所有

十八世紀蘇州版畫的使用階層，而必須從風格和母題等其他線索推論可能的觀者。清．顧

祿，《桐橋倚櫂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12；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
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頁14。

16 Michael Marmé, Suzhou: Where the Goods of All the Provinces Conver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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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勝，蘇州以市肆勝，揚州以園亭勝」的傳稱絕非虛名。17當時的地方志編纂

者甚至宣稱蘇州「四方萬里、海外異域、珍奇怪偉、希世難得之寶，罔不畢

集，誠宇宙間一大都會也」。18商人的會館組織也伴隨著市場的熱絡貿易，在

十八世紀的蘇州蓬勃發展。19雖然會館在十六世紀的蘇州就已出現，可是一直

要到十八世紀才大量湧增。20很可能因為當時工商業發達的蘇州吸引了許多來

自全中國各地的商人，熱絡的工商活動經常衍發許多和市場交易等有關的經

商衝突，商人與商人之間產生了或合作或衝突的緊密互動關係，也刺激了會

館等商人組織在蘇州的蓬勃發展。21如此看來，十八世紀的蘇州出現了獨特

的商業文化，商人為改造其經商環境而集體協商，也促成商人組織的興勃發

展。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蘇州經商的商人來自不同地域，也經營不同的行

業，但其在此地熱絡貿易的經商環境下所發展出來的商業文化，超越個別的

籍貫或行業。他們同樣創建會館來連絡鄉誼與商議通商之事，也同樣為改善

經商環境而聯合與地方政府協商。而本文透過分析描繪蘇州城景點的版畫，

更將證明商人社群作為一個整體所產生的商業文化不僅在經濟領域如此，其

與地方社會的交融更是不容忽視。

雖然這些關於蘇州城景點的版畫與當時坊間流行的《清明上河圖》「蘇州

片」仿品一樣皆以城市為題，但前者與地方社會的密切關係遠遠超過後者。

即便當時所製作的《清明上河圖》囊括了許多會讓人聯想到蘇州的母題，22但

畢竟還是仿古之作。不論明清的《清明上河圖》仿本如何反映了時人對城市

17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151。
18 清．姜順皎、葉長揚，乾隆《吳縣志》（蘇州：蘇州圖書館藏，1745），卷23，頁1。
19 關於明清蘇州會館的研究，參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8），頁241-309；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臺北：臺灣大
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頁1-196；Paolo Santangelo, “Urban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Suzhou,” in Linda Cooke Johnson, 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p. 101-108.

20 根據范金民從地方志與碑記總結明清江南一帶會館紀錄所製作的表格，十八世紀蘇州會館

的數目遠超過明代，尤其自康熙中期之後，會館的數目大增。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

發展》，頁286-295。
21 邱澎生，〈由蘇州經商衝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關係〉，《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43 

(1995.12): 54-78。
22 （日）加藤繁，〈仇英筆清明上河図に就いて〉（上、下），《美術史學》19(1933.5): 202-

212；20(1933.6): 23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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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23終究是以宋代的汴京為題，無法充分與地方社會議題相呼應。相

反的，具體刻畫當時蘇州城地景的地方版畫則可以透過運用透視法、操弄構

圖、選擇母題等方式，來形塑出各個地標的意義。

本文將論證地方版畫作坊所描繪的地標及其所賦予的意義，正與當地因

經濟快速發展而萌興的商業文化相呼應。不論是已存在千年的地標如閶門、

虎丘，或是十八世紀新建的地標如萬年橋與普濟橋，地方版畫作坊所呈現的

蘇州，並非明代以來文人雅士所居所遊的風景名勝，而是商人社群與當地社

會交融的寫照：閶門從過去的交通中心，轉變為商人展現其經濟實力與地方

認同之處；虎丘由明代文人雅遊的古蹟，成為商人投射其對財富與休閒生活

想望之所在；乾隆五年（1740）落成的萬年橋象徵的是商人與地方政府間的
密切合作；普濟橋與其旁的普濟堂則表露了商人參與地方慈善事業的複雜心

態。版畫作坊透過運用透視法以及其他圖繪方式來呈現這些地標，成功地展

現各個地標對在當地經商的中層商人之意義，也反映了商人社群與蘇州社會

交融的不同面向。如此，明清商人文化不再是過去不分地域的名詞，而是不

能置外於特定地緣，並積極與當地社會互動的實體。

二、繁榮的閶門與地方認同：蘇州地標與商業文化

閶門位於蘇州城西北，位處聯繫至大運河的閶門運河以及胥河的交會

點。雖然閶門至少在明代就已是蘇州重要的交通要津與商業中心，閶門卻鮮

少成為文人畫的主題。即使閶門偶爾出現在少數明代職業畫家筆下或紀實畫

中，也多半偏重其交通樞紐的功能，將之置於畫面一隅，以強調其位處諸水

道匯集點的地理優勢。24相對來說，其作為經濟中心的角色只在少數明代繪畫

中，連帶地用櫛比的房屋代表商業繁榮所帶來的高密度人口。至多在如「送

23 王正華，〈過眼繁華─晚明城市圖、城市觀與文化消費的研究〉，載於李孝悌編，《中

國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頁42-55。
24 例如袁尚統「曉關舟擠」強調的是清晨閶門水門的熱鬧交通；錢榖與張復《水程圖冊》 

的「閶門」與《送寇公去任圖冊》的「金閶曉渡」均以俯視的角度表現畫面一角之閶門為

諸水道的匯集處。前者圖版見王耀庭主編，《故宮書畫圖錄》第22冊（臺北：國立故宮博
物院，2005），頁355。後者圖版見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6冊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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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公去任圖」這樣的紀念畫作中，於「金閶曉渡」前景一角加畫出閶門外的

商店與貿易活動，以歌誦蘇州在地方官寇公治下的榮盛興昌。25

相對於明代繪畫中傳統的暗示手法，十八世紀的蘇州版畫「三百六十

行」（圖1）則刻意採用透視法來彰顯閶門為商業中心，使其成為繁華蘇州城
的代表。26透視法不但能提供偌大的畫面來刻畫前景南濠與吊橋的商業活動，

諸如店標、商品、店主、顧客等都能一覽無遺；透視法還可囊括廣闊的空

間，將遠景城內閶門大街的商家林立也都包括其中。「三百六十行」將閶門

置於商業區的中心，徹底展現閶門周邊的繁榮景象。相對而言，中國傳統的

俯視法雖能描繪廣大的空間，但卻不能同時顧及前景的版面。透視法則可大

幅展現前景的商業活動細節，同時兼顧遠景。更重要的是，透視法在此突顯

出一條穿透畫面的商業動線，引導觀者從前景南濠、經過吊橋的商業活動、

穿過閶門、再深入城內的閶門大街。這條動線彷若是蘇州的經濟動脈，從閶

門前的商業區出發，然後延伸到蘇州城內。蘇州城內除了閶門大街外，整個

城市彷彿被籠罩在霧氣中而顯得幾乎像是鄉間景象。朦朧中寶林寺、教場等

標題零星地散置在霧氣當中，彷彿這些宗教與行政機構必須仰賴這條經濟動

脈才得以生存，而無法與這條抽象的經濟動脈相抗衡。透過將閶門置於此商

業動線的中心，透視法不僅加強了閶門與蘇州城的緊密關係，更賦予閶門作

為繁華蘇州城的象徵。

版畫「三百六十行」的題跋也與透視法造成的效果相呼應。從詠歌閶

門繁盛「萬商雲集在吳閶，航海梯山來四方；棟宇翬飛連甲第，居人稠密類

蜂房；繡閣朱甍雜綺羅，花棚柳市擁笙歌；高驄畫舫頻來往，櫛比如鱗貿易

多」，到讚嘆蘇州「不異當年宋汴京，吳中名勝冠寰瀛」，閶門成為繁華蘇州

25 唐寅《金閶送別圖卷》雖與《送寇公去任圖冊》一樣，也是為卸任的官員所作，亦同樣是

以金閶為題，但唐寅完全沒有畫出閶門的商業景象，作法十分不同。關於唐寅《金閶送別

圖卷》的討論，見Ann Clapp, The Painting of T’ang Yi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55；石守謙，〈雨餘春樹與明代中期蘇州之送別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64.2(1993.6): 437。關於《送寇公去任圖冊》的介紹，見龔建毅，〈送寇公去任
圖〉，《文物》1993.12(1993.12): 72-81轉86。 

26 「三百六十行」版畫是由兩幅現今標為「姑蘇閶門圖」與「三百六十行」的版畫合併而成。

二者可單獨販售，但從構圖與題目和款題的位置來看，原來應該是一組版畫，本文均以原

標題「三百六十行」合稱之。見（日）青木茂、小林宏光，《中国の洋風画展─明末か

ら清時代までの絵画．版画．揷絵本》，頁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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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題跋裡以《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宋代首都開

封來類比蘇州，呈現出相當的自豪。其實，不僅「三百六十行」的題跋令人

聯想到《清明上河圖》，其母題也同樣借用當時流行的《清明上河圖》圖式來

比擬蘇州與汴京。27「三百六十行」亦描繪了常見於當時流行的《清明上河圖》 

之走索雜耍一景； 28閶門前的吊／釣橋也擬似《清明上河圖》的虹橋，兩橋

以類似的角度跨過河面。「三百六十行」的文字與畫面對《清明上河圖》的

引用，除了反映後者在明清中國社會的廣泛流行外，29也表明前者宣示閶門繁

榮的用意，使得東南都會的蘇州得以與北宋首都汴京相提並論。

然而，如果地方文人所認同的是吳派畫家所描繪的蘇州秀麗城郊形象，

那麼誰是閶門版畫所設定的觀眾群？什麼樣的觀者對地方商業繁盛這般的

自豪？並接受文人畫家並不認可的透視法所建構出的蘇州繁華新形象？雖然

文獻資料未能提供具體的答案，藉由分析畫面的圖像與文字以及當時的社會

經濟脈絡，卻可以提供相當的線索。首先，十八世紀蘇州閶門的繁榮有目共

睹，時人如孫嘉淦言「閶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燦若

雲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30乾隆《吳縣志》提到「吳為東南一都會，

當四達之衝，閩商、洋賈、燕齊楚秦晉百貨之所聚，則雜處闤闠者，半行旅

也」。31其中雲集閶門的客商尤其是成就閶門繁華的重要因素。32「三百六十

行」版畫的題跋也從「萬商雲集在吳閶，航海梯山來四方」開始描寫閶門的

昌盛。不論是題跋或畫面對經濟的歌誦，似乎都指向其所設定的對象可能是

成就閶門繁華的商人與城市居民。不過，蘇州熾熱的經濟也有其黑暗面。商

業競爭激烈導致利潤減少、貿易風險增加、貧富差距增大等，經濟的繁榮同

27 關於《清明上河圖》仿本的最新討論，見王正華，〈過眼繁華─晚明城市圖、城市觀與

文化消費的研究〉，頁1-57；馬雅貞，〈中介於地方與中央之間：《盛世滋生圖》的雙重性
格〉，《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4(2008.3): 287-290。

28 （日）古原宏伸，〈清明上河圖〉（下），《國華》956(1973.3): 28。
29 王正華，〈過眼繁華─晚明城市圖、城市觀與文化消費的研究〉，頁42-55。
30 清．孫嘉淦，《南遊記》，《山右叢書初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6。
31 清．姜順皎、葉長揚，乾隆《吳縣志》，卷8，頁1。
32 William Rowe 將漢口的外商分為兩種，一類是坐商（resident merchant），另一類是行商

（traveling merchant）。William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
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84), pp. 221-223. 本文指的客商、外省商人乃Rowe之

第一類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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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帶來對財富的焦慮。乾隆吳縣地方志的著者就感嘆「吳邑之富者，或易世

而貧，或及身而盡，昨稱百萬今遂立錐無地者⋯⋯」33相較於地方志對經濟

榮盛的警語，「三百六十行」版畫不論畫面或題跋，對繁榮商業的歌誦似乎

都顯得過於樂觀。這樣的版畫容或投射出這些在危機與風險中打滾的商業中

人，對經濟全然繁盛的想望，而非對實況的公允評判。

再者，版畫的題名「三百六十行」與畫面的關係相當值得玩味。「三 

百六十行」一詞一般用來概括所有的職業門類，以此泛稱為題似乎旨在描繪

各式各樣的職業。倘若如此，此題名乍看之下似乎與畫面、題跋強調閶門繁

昌的內容文不對題。然而細思之，唯有在繁華的大都會中各色行業才得以生

存，以「三百六十行」為題名的版畫卻僅將場景設在閶門，暗示著繁盛的閶

門一地即可觀察到所有行業。也就是說，這個題名實與畫面所繪的閶門榮昌

之主題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被描繪的「三百六十行」當中，從事商業活

動的比例最高。也許「三百六十行」中的「行」也有行業（occupations）與

商業（trades）之雙重意義。「三百六十行」的題名或許與其題跋一樣，反映

了此版畫乃訴諸商人為購買對象。其實，蘇州乃至江南的許多行業多半為少

數區域商人所壟斷。舉例來說，當舖行多是徽商把持，紙業多由江西商人經

營等。34「三百六十行」的題名可能會讓人聯想到這些把持不同行業的客商。

此版畫或許就是訴求於眾多居住在閶門內外、來自各地的客商吧。

有趣的是，「三百六十行」雖以各行各業為題名，畫面與題跋歌誦的

卻是蘇州的商業中心閶門。為什麼會出現這樣題名與畫面關係曖昧不明的現

象？這個現象與客商作為版畫作坊所設定的買主間又有什麼關係？這種名實

不符的狀況其實同樣出現在另外一張與閶門有關的版畫「金閶古蹟」（圖2），
透過分析「金閶古蹟」可以進一步確認客商是版畫所訴求的買主，也能進而

回答題名與畫面的曖昧關係又與這樣的買主有何關聯。

這張版畫雖然題名為「金閶古蹟」，但其所指的古蹟為何卻不甚清楚。

「金閶」可指蘇州、閶門一帶或閶門本身，35由於「金閶古蹟」所繪為閶門

33 清．姜順皎、葉長揚，乾隆《吳縣志》，卷24，頁13b。

34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頁184-240。
35 「金」並非民國初年新建於閶門和胥門間的金門。關於金門的興建，見黃蘊深編，《吳縣城

區附刊不分卷》（《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403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36。
關於「金閶」的多元意涵，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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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所以題名字面上的意思可以是蘇州位於閶門附近的古蹟。但是畫面上

除了閶門之外，並不見其他古蹟的蹤跡，地方志在其地也沒有相關古蹟的記

載，36所以「金閶古蹟」指稱的古蹟或許是閶門本身。然而閶門卻被放置在畫

面的邊陲角落，似乎只是一個參考用的地理指標，僅提供觀者定位前景與中

景的所在位置。相反的，「金閶古蹟」前景的戲臺在透視法的作用下佔有偌

大的畫面空間。前景的戲臺相對於閶門而言，反倒是畫面的主角。為什麼題

名為「金閶古蹟」的版畫卻反而將焦點放在戲臺上？究竟這座搭建的戲臺意

義何在？與此題名又是什麼關係？

乍看之下，這座戲臺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一個蘇州有名的地方風俗─春

臺戲，蘇州畫家徐揚的繪畫長卷《盛世滋生圖》就有描繪這個風俗。37然而，

春臺戲通常是春天農家搭建於田地間用以祈求豐收，所以「金閶古蹟」這個

搭建在閶門商業區附近的戲臺應該不是春臺戲。其實蘇州一年四季都有不同

的民俗會搭建戲臺，而既然「金閶古蹟」戲臺的地點十分明確，如果可以確

定時間，就可以知道此戲臺的來由。「金閶古蹟」中景的龍船提供了畫面季

節的重要線索。《清嘉錄》提到蘇州在端午節前後，閶門、胥門與楓橋三處

會舉行龍船競渡。38「金閶古蹟」的龍船正是位於閶門，所以畫面描繪的季

節應該不是春天，而是夏季五月左右。如此，再參照《清嘉錄》的記載「五

月十三日為關帝生日⋯⋯吳城五方雜處，人烟稠密，貿易之盛，甲於天下，

他省商賈各建關帝祠於城西，為主客公議規條之所，棟宇壯麗，號為會館，

十三日之前，已割牲演劇，華燈萬盞，拜禱為謹⋯⋯」39這個戲臺可能就是與

關帝誕辰有關的慶祝活動之一，雖然版畫上沒有看到會館的建築，但是閶門

36 地方志在閶門附近所列舉的古蹟僅有金昌亭，但到十九世紀時已久不存，畫面上也無描繪

亭閣。見清．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纂，《蘇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5號，
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35〈古蹟〉，頁1014。雖然「金閶古蹟」的構圖看來也不
甚完整，或許與「三百六十行」一樣也需雙幅才成為完整構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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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容納泰伯廟一個古蹟，它的位置與尺寸也不突

出。所以，「金閶古蹟」的古蹟指的恐怕還是閶門本身。

37 張英霖，〈圖版說明〉，載於蘇州市建城檔案館與遼寧省博物館編，《姑蘇繁華圖》（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9），頁89。
38 清．顧祿，《清嘉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54。
39 清．顧祿，《清嘉錄》，頁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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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確有許多會館，40因此這座戲臺極可能與客商的關帝信仰有關。41

同樣的，「金閶古蹟」中景所描繪的建築與活動似乎也都與客商的信

仰有關。中景後方的水面有一艘船拖曳著一隻像是大烏龜的模型向大王廟前

進。這隻大烏龜是傳說中的黿神，即北方的河神。42民俗信仰認為如果黿神不

悅就會製造水難，大王則是可以治理河神的神祇。黿神與大王，通常為仰賴

水運的人所祭祀，其中包括依靠水運輸送貨物的客商。事實上，大王廟有時

就是外省商賈聚資所建的會館。43雖然我們並不清楚「金閶古蹟」所繪的大王

廟是否也是如此，但是黿神與大王廟應該也跟前景的戲臺一樣，與在蘇州經

商的外省商賈很有關係。

有趣的是，雖然前中景畫的是與客商相關的信仰活動，這張版畫的題名

卻是「金閶古蹟」，似乎暗示客商在蘇州的酬神活動也是地方歷史的一環。對

佔有閶門地區大半人口的客商而言，這樣的版畫展現的是他們對所居住、經

40 根據范金民統計的表格，十八世紀蘇州閶門一帶的會館就有十餘間。范金民，《明清江南

商業的發展》，頁286-295。另外，乾隆「姑蘇城圖」上也在閶門一帶標註了八間會館，其
中桐汪會館與寧波會館不見文獻或碑刻記載。關於「姑蘇城圖」的介紹，見張英霖，〈對

乾隆姑蘇城圖的一些探索〉，載於曹婉如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

社，1997），頁131-137。
41 關帝信仰經常為財神信仰的一種。參Prasenjit Duara, “Superscribing Symbols: The Myth of 

Guandi, Chinese God of War,”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4(1988.11): 778-795; 呂威，

《財神信仰》（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頁25-35; Barend ter Haar, “The Rise of the Guan 

Yu Cult: The Taoist Connection,” in Jan A. M. de Meyer and Peter M. Engelfriet, eds., Linked 
Faith: Essays on Chinese Religion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Honour of Kristofer Schi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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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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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高建軍，〈運河民俗的文化蘊義及其當代的影響〉，《濟寧師專學報》22.2(2001.4): 7-12。
43 類似的例子包括河南周口與蘇州盛澤，兩地都有商人聚資建立大王廟，也作為會館使用。

周口的例子見許檀，〈清代河南的商業重鎮周口─明清時期河南商業城鎮的個案考察〉， 

《中國史研究》2003.1: 133-134。盛澤的例子是由山東濟寧的商人所建，見王國平、唐力行
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頁529-530。亦見江
蘇省博物館編，《明清蘇州工商碑刻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頁326-327。



漢學研究第 28卷第 2期98

商之處的認同。44事實上，客商的確也在其他方面積極表現他們對地方社會

的認同。他們的會館碑記一則強調會館建築對同鄉人的助益，另則指出這樣

的壯麗建物也是蘇州的名勝之一。例如，〈三山會館天后宮記〉宣稱該會館

「有陂池亭館之美，巖洞花木之奇，為吳中名勝」。45尤有甚者，會館碑記並不

只是客商內部的紀錄，他們還要求成為蘇州官方歷史的一部分。乾隆《吳縣

志》的藝文志就囊括了不少其同鄉人所撰寫的會館碑記。46相較於過去藝文

志多半收錄蘇州地方作者或與地方事物相關的文章，外省商賈的會館碑記顯

然並不尋常。地方志的編者因而特地在會館碑記之後加註「以上會館祠記皆

遠商刱構力求入志」，47一方面顯示客商積極創造地方認同的努力與成果，另

一方面卻也透露出地方人士並非樂意接受客商的認同，所以特別加註說明會

館祠記入志並非出於地方志著者的主觀意願，而是受遠商施壓的結果。48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蓋建會館的商人來自不同地域，卻聯合起來要求進入地

方的歷史書寫，也被地方志著者統一冠以「遠商」之名，可見對地方社會而

言，客商既自認為是、亦被視為一個社群。

地方人士與客商間的這種張力，也許就是為什麼「金閶古蹟」與「三百 

六十行」兩組版畫之所以題名與畫面內容間關係不明的原因。對版畫作坊而

言，客商應該是主要訴求的購買對象，但是也不排除本地商人或是其他蘇州

城民購買的可能性。畢竟對本地商人或蘇州城民而言，版畫所描繪的閶門繁

榮商業，以及客商酬神的戲臺也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熱鬧的酬神活動也同

樣暗示經濟繁榮，所以客商得以、且必須對其所信仰的神祇作出反饋。如果

44 對明清蘇州的新移民而言，他們在建構地方認同的時候，都涉及賦予當地地標新的意義。

Craig Clunas 提到十六世紀的蘇州菁英，除了元代以來的當地人外，還包括隨著明代軍隊來

的新移民。十八世紀則有這些來自外省的客商。有趣的是，在這兩個時代提倡當地認同的

人士並非本地人，反倒是以外來者為主。Craig Clunas, Elegant Debts: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pp. 97-105.

45 William Rowe論及十九世紀漢口的會館時，亦指出當地會館的壯麗也是城市的景觀之一。

William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p. 252.

46 清．姜順皎、葉長揚，乾隆《吳縣志》，卷106，頁15-22。
47 清．姜順皎、葉長揚，乾隆《吳縣志》，卷106，頁22。
48 限於材料，無法進一步了解蘇州本地人與客商間的張力問題。Antonia Finnane對於清代揚

州徽商的認同問題則提供相當有趣的分析。Antonia Finnane,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 pp. 236-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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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與畫面皆只訴諸客商，那麼本地商人或蘇州城民或許會感到威脅或被冒

犯。曖昧的題名／畫面關係則兼容並包，不論本地商人、蘇州城民或是客商

都可以從中各取所需。客商可以從「三百六十行」的題名與題跋中，指認自

己對閶門與蘇州繁榮的貢獻；蘇州商人與城民則可認同畫面描繪地標閶門

的商業繁盛。客商會對「金閶古蹟」畫面的酬謝財神關公之戲臺感到自豪，

蘇州商人與城民則可認同「金閶古蹟」的題名。無論如何，蘇州城的所有居

民，不論是本地人或是客商，皆共享商業繁榮所帶來的城市生活，也都能認

同地方版畫對繁華蘇州的歌誦。透視法在這兩張版畫的作用也很符合市場考

量。「三百六十行」的題名與題跋訴諸客商，畫面上則藉由透視法加強閶門

地標的重要性以求本地人的認同。「金閶古蹟」的題名訴諸蘇州本地人，畫

面則藉由透視法突顯前景酬神戲臺，以招攬客商的認同。

總而言之，這兩組關於閶門的版畫都是蘇州商業文化的一部分，「三 

百六十行」描繪商業文化對經濟榮景的自豪與期待，「金閶古蹟」描寫商業

文化信仰的酬神活動。這樣的商業文化不是客商所獨有，蘇州商人與城市居

民也都是此商業文化的一部分。正是此蓬勃的商業文化，才得以與自明代以

來蘇州文人主導的秀麗城郊形象互別苗頭，支持出新的蘇州都會形象；也

正是此商業文化才能接受文人所貶抑的西洋透視法，並運用透視法來突顯

「三百六十行」對經濟榮華的自信，以及「金閶古蹟」客商歡慶商業昌盛的酬

神戲臺。

三、拼貼的虎丘與「仙宮」：中層商人對財富的想望

相對於蘇州版畫作坊運用透視法轉換閶門成為地方商業文化認同的標

記，虎丘名勝則是地方作坊投射中層商人想望之所在。「姑蘇虎丘勝景」 

（圖3）乍看之下像是傳統描寫虎丘的實景畫，呈現前山的著名景點，包括千
人石、雲巖塔等常見於明代以來虎丘圖像之諸景；同樣的，其描繪的夜景也

是明代就已流行遊賞虎丘的時刻，袁尚統的「虎丘夜月」即是一例。49然而，

「姑蘇虎丘勝景」前景描繪的卻不是明代虎丘圖像中，山腳的地理景觀。此

版畫既未畫出從山門引向山腰的登山路徑，也沒有描寫可以自蘇州城擺渡而

49 此頁為《蘇臺勝覽冊》之一，圖版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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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山塘河。相反的，明代虎丘的寫實刻畫在此卻被不尋常的想像拼貼所取

代，原來應該是山腳地景之處卻變成一座庭園：多位女子穿梭於亭榭與曲橋

之間，小男孩在池塘裡嬉戲，男主人站在右下角的廳閣前，僕從則持琴隨

侍，好一幅宜人的花園場景。雖然前景與中景以水池相連，但是兩景卻明顯

的是由想像的園林景觀與虎丘實景拼貼而成，二者的上方各有一首題詩歌詠

各自的畫面風景而有所區隔。

前景的花園投射出的是令人心生嚮往的如夢如幻景象。如同其上的題詩

所言：「薰風池館綠陰中，隔斷塵囂逸興濃。芳草垂楊歌舞滿，多情紅袖是

仙宮。」舒適的園林建築、愉悅的歌舞娛樂與美女相伴，幾乎就是幻夢般的

宮殿。事實上，「姑蘇虎丘勝景」的前景所描繪的場景，與其他以想像宮殿

為題的版畫，如「西湖行宮圖」、「阿房宮圖」等，50並無二致。這樣的宮殿

景致其實與一般人心目中所渴望的富商豪宅也所差不遠。如此景象中寬適的

建築、成群的嬌美妻妾以及多子多孫等母題，也是地方版畫經常描繪的世俗

題材。例如，「歲朝圖」、「新年樓閣圖」、「百子圖」等都與「姑蘇虎丘勝

景」的前景一樣，運用了夢幻宮殿內的類似主題。51不過，比起一般大眾，商

人擁有宮殿般豪宅的可能性來得大多了。地方版畫也經常描寫商人發財的故

事。舉例來說，「陶朱致富圖」與「沈萬三聚寶盆」都描繪幸運的大商人與

他們富華宅第的景象，52投射了中層商人與一般大眾的想望。

地方版畫作坊可能就特別針對這些需要辛苦營生、懷抱著致富希望、也

有一點閒錢可以消費這類投射世俗想望版畫的中層商人。53這類商人應該就是

50 現藏於秋田市立赤れんが鄉土館，該館定名為「唐人出嶋」的版畫應是滕王閣的主題，也

是此類想像的宮殿題材之一種。佚名，《所蔵作品目錄　勝平得之コレクション I 》（秋

田：秋田市立赤れんが鄉土館，1994），頁113。「西湖行宮圖」與「阿房宮圖」圖版見
（日）青木茂、小林宏光，《中国の洋風画展─明末から清時代までの絵画．版画．揷

絵本》，頁391、394-395。
51 「歲朝圖」、「新年樓閣圖」圖版見（日）青木茂、小林宏光，《中国の洋風画展─明

末から清時代までの絵画．版画．揷絵本》，頁57、392。「百子圖」圖版見（日）古原宏
伸，〈桟道跡雪図の二三の問題〉，《大和文華》58(1973.8): 圖版14。

52 （日）田所政江，〈天理図書館蔵中国版画─実見と実測の記錄を中心にして〉，《ビ

ブリア》103(1995.5): 26-74。「沈萬三聚寶盆」圖版見（日）古原宏伸，〈桟道跡雪図の

二三の問題〉，《大和文華》58(1973.8): 圖版23。「陶朱致富圖」圖版見（日）青木茂、小
林宏光，《中国の洋風画展─明末から清時代までの絵画．版画．揷絵本》，頁398。

53 與許多現存品質粗劣、販售給鄉村農民的年畫相較，本文討論的十八世紀蘇州版畫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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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一般明清商業參考用書的同一批人，Lufrano稱之為中層商人（mid-level 

merchants），其位階「低於富裕、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商人，但高於極度脆弱

的貨郎與走販」。54與追求文人文化的揚州鹽商不同的是，活動於蘇州的中層

商人不夠富裕到可以負擔正統的古典教育來模仿文人的上層文化。然而正因

如此，蘇州的中層商人也不受限於文人主導的品味，而可以對非傳統的技法

如「三百六十行」所見的透視法，或是像「姑蘇虎丘勝景」的世俗拼貼較為

開放。

類似的拼貼也可見於其他與中層商人的想望相呼應的蘇州版畫。例如，

「棧道蹟雪」與「蜀峰雪景」（圖4）兩幅一組的版畫並置了上下兩個獨立的場
景。55前景如「姑蘇虎丘勝景」下半愉悅的家居生活，與中後景旅者行走於積

雪棧道的不適成為一大對比，彷彿希望上半幅的勞頓奔走能夠換取下半幅富

裕宜人的生活以資回報。56同樣的，另一張目前稱為「江蘇風景圖」的版畫，

也拼貼了上半圖雪中的棧道行旅與下半圖春暖和適的運河景致。57下半部描繪

的正是目前版畫所定名的江南景色，甚至可以說就是充滿垂柳、運河水道、

貿易運輸繁忙的蘇州一角。整幅拼貼彷彿暗示成就前景繁榮景象者，正是中

景處商人可能經歷的辛苦旅途。58藉由發行這類拼貼商人想望與行旅勞頓的版

明顯較高，因其製版較佳，不少有加上筆彩，價錢應比一般的農民年畫昂貴。關於年畫的

介紹，見王樹村，《中國民間年畫史圖錄》，頁2-31。另外，這類蘇州版畫多半是畫軸的型
式，其尺寸、乃至印刷的題詩等都仿照繪畫的形式，或許即是中層商人所負擔不起的繪畫

之替代品。

54 Richard Lufrano, 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3-4.

55 關於這組版畫的風格，參（日）古原宏伸，〈桟道跡雪図の二三の問題─蘇州版画の構
図法〉，頁9-23。

56 類似的家居主題也出現於「三百六十行」、乾隆五年與九年萬年橋版畫的前景。這些描繪婦

女、小孩居家生活的場景與週遭繁忙的貿易街景成為對比，後者刻畫商人經營店舖的商業

活動，前者則描寫商人內部的家庭生活。雖然這些家居場景的宅院不若「姑蘇虎丘勝景」、

「新年樓閣圖」或「棧道蹟雪」來得廣適，但於寸土寸金的商業區中能擁有一方小院落，應

該已是經濟很不錯的商戶。

57 「江蘇風景圖」的圖版見（日）青木茂、小林宏光，《中国の洋風画展─明末から清時

代までの絵画．版画．揷絵本》，頁387。
58 關於行旅、棧道等母題在明清繪畫的意義值得進一步研究，Jonathan Hay認為揚州畫家所

繪的行旅圖可能指涉當時商業運輸的活動。Jonathan Hay, Shitao: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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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蘇州作坊得以吸引浸淫在商業文化的商人與一般大眾。

「姑蘇虎丘勝景」因此很可能是針對蘇州商業文化所製作的版畫。透過

在前景插入幻夢般的宮殿，這張拼貼的版畫將虎丘名勝轉化成一個想像的仙

宮。虎丘不再是明代吳派繪畫所描寫的、文人從事雅集等文化活動之所在，

卻是充滿了有閒觀光也希望能夠居住園林豪宅的蘇州城遊人。這樣的虎丘恐

怕不為文人所嚮往，倒是商人以及一般無法擁有花園亭景的城市居民，所會

企盼的公共環境與家居生活。他們不受文人文化所限制，而能接受並擁抱這

樣非傳統的、自由地拼貼其世俗財富想望之版畫。59

四、便民的萬年橋與地方政府的權威：
蘇州經商環境與官商關係

蘇州商業文化不僅賦予閶門與虎丘等千年古蹟新的空間形塑，也建構新

建地標─萬年橋─的形象。比起「三百六十行」明顯地運用透視法來

強調閶門作為繁華蘇州城的象徵，萬年橋版畫所用的透視法乍看之下顯得頗

為保守。然而，本節將論述版畫作坊調整透視法使焦點放在萬年橋上，並進

一步發展出新的母題以建構出獨特的萬年橋圖像，展現蘇州商業文化中特別

的官商關係。

萬年橋的興建歷史及其對蘇州商業交通的重要性，即蘊含了官商關係的

存在。萬年橋橫跨胥河，連接胥門與南濠，乃乾隆五年（1740）四月開始動
工興建，十一月完工。60最初是由蘇州府知府那蘇圖等人向當時江蘇省巡撫等

Early Qing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4.

59 十八世紀蘇州版畫上下構圖的拼貼，也許會讓人聯想到十六世紀文徵明發展出來的吳派

避居山水模式，兩者同樣將畫面切割成上下兩個部分。不過，避居山水的模式是將兩個

想像的山水圖式拼合在一起，「虎丘姑蘇勝景」則是將實景與想像之景拼湊起來。前者

是失意文人對己身遭遇的投射，後者則與中層商人對財富的想望相呼應。前者的討論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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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版見石守

謙，〈失意文人的避居山水─論十六世紀山水畫中的文派風格〉，載於氏編，《風格與

世變：中國繪畫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6），頁301-335。
60 清．徐士林，〈萬年橋記〉，清．姜順皎、葉長揚，乾隆《吳縣志》，卷98，頁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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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但因經費問題無法解決而作罷。後來郡守汪德馨再次提議，江蘇省巡

撫徐士林因此「首倡勸捐」，最後在汪德馨任內完成。雖然捐獻名單的碑記已

經不存，61估計捐款建橋的人應多是附近的商家。其實在康熙時就曾一度有人

「倡議建橋，廣募金錢，牟利者爭附和之」，62可見建橋有利於商機，很可能因

為能夠降低擺渡的交通成本與風險。不過，康熙時的計畫因為風水行家的反

對而作罷，63一直要到汪德馨任內地方官員排除眾議並勸捐集資後，萬年橋的

興建才得以順利完成。

萬年橋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連接的是胥河兩岸的商業地帶，蘇州城

西沿著城牆經過胥門到閶門都是貿易熱絡之處，對岸從北濠到南濠一帶也是

商業興榮所在。難怪萬年橋甫落成，就成為版畫作坊一再製版發行的熱門題

材。目前留存的紀年作品，至少在短短的五年內就有三件，包括乾隆五年

十一月、乾隆六年春、乾隆九年三月，未紀年者則有一件，顯示這個主題的

版畫應該頗有賣點。有趣的是，在數年之內，以萬年橋為題的版畫就明顯地

呈現出圖像語彙的發展，越益突出蘇州商業文化所關心的課題。接下來要討

論的就是萬年橋版畫圖像發展的過程，及其所彰顯的意義。

（一）萬年橋圖像的發展

1. 依據新橋所調整的透視法

存世紀年最早的萬年橋版畫是作於新橋甫建成的乾隆五年十一月，現藏

神戶市立博物館的「姑蘇萬年橋圖」（圖5）。它從「三百六十行」借用了不少
元素，可能因為萬年橋所在之處離胥門很近，城門與橋的相對位置就像閶門

與其外的吊／釣橋一樣，所以版畫作坊直接挪用閶門的圖式。「姑蘇萬年橋

圖」與「三百六十行」的視點相反，前者從城內望向城外，後者反之，但兩

者同樣將繁華的街道置於前景，描繪熱鬧的商業景象，包括來往於店家的行

人、商家門口展示的貨物、胥河與沿岸的船隻、乃至於兩岸擁擠的建築等，

而「三百六十行」中景所見的走索雜耍也出現在「姑蘇萬年橋圖」的前景街

61 同上註，頁14。
62 清．盧騰龍等纂修，康熙《蘇州府志》（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卷81，頁48。
63 關於康熙時蘇州社會對於萬年橋興建過程的風水爭議，見Yinong Xu, 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pp. 200-236.



漢學研究第 28卷第 2期104

道。同樣的，早期的萬年橋版畫也採用「三百六十行」所見的明暗陰影法與

透視法等西洋技法。另一張乾隆六年的「姑蘇萬年橋」甚至在題款指出「仿

大西洋筆法」，橋墩與水面上明顯地運用西方銅版畫的陰影法，萬年橋本身也

使用了透視法。

然而，乾隆五年的「姑蘇萬年橋圖」與「三百六十行」仍然十分不同。

比起後者全圖明顯地運用透視法，前者並未整個構圖都如此。相反的，「姑

蘇萬年橋圖」採取的是傳統的俯視法，畫面中的各個元素並沒有因為距離遠

近而有太大的尺寸區別，胥河兩岸建築物的大小也沒有相差太遠。也因為如

此，萬年橋也沒有因為它座落於中景而過分縮減，仍維持相當的比例。

或許正因為版畫旨在紀念萬年橋的落成，所以必須讓萬年橋維持相當尺

寸，也因此需要放棄原來「三百六十行」強烈的透視法。非但如此，版畫作

坊還刻意再現了萬年橋的許多細節。乾隆五年的「姑蘇萬年橋圖」不僅畫出

橋上的護欄、其上的裝飾，以及橋兩端的牌樓，也明顯地繪出橋面鋪石的差

別，似乎要強調此橋營造的用心。觀者甚至可以從版畫讀出牌樓與橋墩上讚

嘆此橋的題字：

（牌樓）

萬年橋

蘇州府建立

庚申年吉日

水面忽添新鎖匙

波心如照舊津梁

三吳第一橋

（橋墩）

佳氣細縕迎漢渚

恩波浩蕩達江湖

版畫作坊仔細地在不甚大的畫面中抄錄這些題字，彷彿要觀者認同建橋者所

自負的成就。總之，透過調整「三百六十行」的圖繪風格，乾隆五年的「姑

蘇萬年橋圖」讓橋在畫面中維持相當的尺寸以描繪相關的細節，而得以建構

出新的萬年橋形象。64

2. 關於地方政府的圖像語彙及其發展

除了風格上的轉變，萬年橋的版畫更進一步在圖像語彙上發展出與

64 萬年橋成為蘇州的新地標，一幅未紀年的版畫題為「蘇州景　新造萬年橋」即稱萬年橋為

一蘇州景點，圖版見（日）青木茂、小林宏光，《中国の洋風画展─明末から清時代ま

での絵画．版画．揷絵本》，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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閶門很不一樣的作法，其中最明顯的是萬年橋上地方政府的出巡行列。

「三百六十行」前景雖然也可見到兩個像是官員的人物由持傘蓋的侍從引導，

但他們混雜於其他行人之間，只是作為眾多行業之一的表徵。相反的，在最

早的「姑蘇萬年橋圖」中，幾個政府官員位居萬年橋面的中心處，前後都有

拿著傘蓋、儀仗的扈從行列。雖然也可見到一般百姓，但是他們站在靠近萬

年橋的護欄處，還將頭別向水面以免干擾出巡，明顯地與官員的行列有所區

隔。因此，政府官員的出巡行列在乾隆五年的「姑蘇萬年橋圖」中並非如

「三百六十行」般只是一個行業的代表，卻是特別從一般老百姓中被區分出來

的要角。

地方官員的出巡行列在之後的萬年橋版畫中，進一步發展成特殊的主

角。乾隆五年的「姑蘇萬年橋圖」之出巡行列並不十分正式，幾位官員的手

勢像是彼此作揖寒暄，似乎兩個隊伍碰巧在橋中心相逢。這樣的隨機表現很

快地就為正式的出巡所取代。乾隆六年的「姑蘇萬年橋」（圖6）可以見到
一個官員坐在扈從抬負的轎子中，前面還有侍從引導，出巡的行列持著「欽

命」、「正堂」的牌子及其他儀仗器物像是旗、劍等。與先前版畫的隨機性

相較，乾隆六年「姑蘇萬年橋」版畫發展出十分正式的出巡行列。橋上非但

排除一般老百姓的出現，蘇州府郡守的權威還藉由清楚的儀仗行列，尤其是

「欽命」、「正堂」的牌子呈現出來。版畫中的萬年橋不再出現閒雜人等，成

為只保留給地方政府正式出巡行列的空間。65

尤有甚者，乾隆六年「姑蘇萬年橋」版畫中的出巡行列不僅佔據了整個

萬年橋，還延伸到城牆之內。儀仗隊伍一直排列到岸邊，還進入到胥門內的

大街上，取代了原來乾隆五年「姑蘇萬年橋圖」胥門街道上的走索雜技。這

樣的蘇州府出巡行列持續出現在後來的萬年橋版畫中，紀年最晚的乾隆九年

版畫（圖7）也可見到。其中的出巡行列甚至還一分為二，一組行列從萬年橋
向城內前進，另一組隊伍則從胥門內的街道向城外行進，彷彿整個蘇州城都

為地方政府的權威所籠罩。

事實上，萬年橋版畫上的確充滿了蘇州府的印記。除了前面提到萬年橋

65 萬年橋在地方社會的重要性及其與地方政府出巡行列的關聯，也可在「橋名彩選格」的遊

戲紙上見到。該版畫中心（亦即遊戲的終點）畫的就是一位官員騎在萬年橋上。圖版見王

樹村，《中國民間年畫史圖錄》，頁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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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端牌樓上「蘇州府建立」的題字，儀仗行列的「欽命」、「正堂」牌子外，

還有豎立在萬年橋前、刻著「正堂汪」的石碑（圖5），以及貼有「府正堂
示」的布告等，66其中的「正堂」就是完成建橋大業的蘇州府知府汪德馨。藉

由插入這些蘇州府的圖像語彙，萬年橋及其附近的區域充滿了地方政府的印

記，彷彿見證了地方政府在此商業交通中心的無所不在。

（二）為地方政府權威背書

實際上，萬年橋的位置及其興建歷史本身就頗具政治性。萬年橋所在之

處的胥門內就是蘇州的行政中心，包括省級、府級、乃至縣級的政府部門都

群聚在此。按察使司、布政使司、蘇州府、吳縣縣學等都距萬年橋不遠，所

以萬年橋距離江蘇省、蘇州府、吳縣的行政中心都很近。而且如前所述，萬

年橋的興建是由蘇州府郡守那蘇圖建議，最後靠乾隆五年的蘇州府知府汪德

馨的堅持與江蘇省官員的支持才得以完成。事成之後，汪德馨與徐士林各作

〈萬年橋記〉以茲紀念，特別宣揚他們拒斥風水之說、排除眾議、倡勸捐募的

功勞。67萬年橋的落成作為地方官員的一大政績，也可從當時地方志的出版一

窺究竟。例如，《太湖備考》、《吳縣志》與《蘇州府志》等乾隆年間編纂之

吳縣區域地圖中，都沒有標明蘇州城其他橋樑，卻只特別標注萬年橋這座新

橋，可見萬年橋的重要性特別被圈選出來。68這些地方志或為參與建橋的地方

政府官員所監製、或為其他官員所監理，自然也都樂意宣示萬年橋的政績。

因此，萬年橋版畫並非只帶有模糊的政治意味，其所呈現的不僅是蘇州

的繁榮，還在於展示地方政府（尤其是蘇州府）權威的無所不在。甚至可以

說其對經濟繁華的描寫，容或不如其中展現的政治性來得重要。這些萬年橋

版畫上的題跋，也同樣說明政治相對於經濟的重要性。與「三百六十行」的

題跋一再強調閶門一帶的繁華相較，乾隆五年的「姑蘇萬年橋圖」只用一句

66 「府正堂示」的佈告位於「蘇州景　新造萬年橋」之對岸處，圖版見註63。
67 徐士林〈萬年橋記〉見註59。清．汪德馨，〈萬年橋記〉，清．姜順皎、葉長揚，乾隆《吳

縣志》，卷98，頁14-18。
68 圖版見清．金友理，〈吳縣沿湖水口圖〉，《太湖備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頁28-29；清．汪德馨，〈吳縣全境水利圖〉，清．姜順皎、葉長揚，乾隆《吳縣志》，卷
首，頁3-4；〈吳縣疆域圖〉，清．雅爾哈善等修，習雋等纂，乾隆《蘇州府志》（東京：國
立公文書館藏，1748），卷首，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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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套的「商賈肩摩少泛航」，來說明萬年橋的落成對商人的助益。雖然「姑蘇

萬年橋圖」也提到《清明上河圖》，但其對經濟繁榮的強調不若在「三百六十

行」來得顯著。相反的，「姑蘇萬年橋圖」反倒是用《清明上河圖》來歌誦

政府的功績。版畫的題跋言，「宋代長虹稱洛陽，聖朝新建慶無疆」，將萬年

橋與宋代汴京著名的虹橋相比擬。如此，如果宋代因為有虹橋而能夠與漢代

的洛陽城相提並論，那麼蘇州的萬年橋也能夠讓清代與漢代相稱。值得注意

的是，這其中的政治性不是泛稱清帝國，卻是特別指稱地方政府，尤其是蘇

州府的政績。乾隆五年的「姑蘇萬年橋圖」就指出「賢侯政績超千古」，一幅

未紀年「蘇州景　新造萬年橋」的題跋也特別指出「郡侯多政績」，強調蘇州

府郡守對地方的貢獻。69總之，萬年橋版畫的題跋以及畫面上無所不在的地方

政府印記，可以說都是在歌誦地方政府興建萬年橋的政績，並為地方政府的

權威背書。

（三）官方贊助的萬年橋繪畫 vs. 萬年橋版畫

然而，我們可以依此推斷這些版畫是地方政府所贊助的政治宣傳畫嗎？

或者，這些版畫的發行或許未必與地方政府有關，卻是針對某個同樣會歌

誦和仰賴地方政府權威的社會階級呢？以下透過比較這些萬年橋版畫與一張

「萬年橋圖卷」的繪畫來回答這個問題。

這幅「萬年橋圖卷」（圖8）的繪畫可以被視作是與地方知府相關的紀念
畫。首先，這張畫卷以兩篇徐士林與汪德馨的〈萬年橋記〉為首，70然後描

繪萬年橋，卷末則是許多當地與附近地區文士推崇汪德馨的題跋。「萬年橋

圖卷」囊括了文字與圖像的紀錄，以及當代人的跋文，與一般紀念性畫作的

形制一致。第二，由於所有題跋都是針對蘇州府知府汪德馨所作，所以這張

圖卷抑或是他所授權製作，或是其他人委託來呈獻給他。不論實際情形為何

者，這張畫應該都可以被看作是與蘇州府知府有關的畫作。

除了文字資料外，「萬年橋圖卷」的形式與風格，也都展現了其作為

與蘇州府郡守有關的紀念性畫作特質。這張圖卷明顯地在圖像上將萬年橋與

《清明上河圖》的虹橋相比擬。「萬年橋圖卷」的新橋旁繪有一棟正在興建中

69 圖版出處見註64。
70 這兩篇在「萬年橋圖卷」前的〈萬年橋記〉書法風格相同，應該不是汪德馨或徐士林所

書，而是另請人謄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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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築，明顯借用《清明上河圖》虹橋旁綵樓歡門的母題。透過仿照著名的

《清明上河圖》，「萬年橋圖卷」也提升其文化價值。此外，「萬年橋圖卷」 

也是用當時蘇州片《清明上河圖》仿本常用的仿古青綠山水風格來描繪遠山

背景。選擇這樣的青綠風格，應該也與「萬年橋圖卷」作為紀念性畫作很有

關係，以增加其與古典作品的聯繫。「萬年橋圖卷」與蘇州府知府政績的關

聯，也可以從圖像的描繪觀之。與版畫相較，「萬年橋圖卷」因為靠近畫面

的萬年橋牌樓與橋墩間的距離比版畫遠，萬年橋因此顯得較長。同樣的，

「萬年橋圖卷」中萬年橋與舟船的比例對比也較版畫大，所以這座新落成的橋

看起來比版畫來得長多了。描繪一座看來較長的萬年橋似乎顯示蘇州府知府

興建此橋所需要投注的心力較多，他的功績也更值得歌誦。

從這個角度來看，相較於與蘇州府知府有關的「萬年橋圖卷」，萬年橋版

畫的新橋倒顯得頗有問題。雖然這些版畫的題名與題跋都是要紀念萬年橋的

完成，萬年橋看起來卻很短，似乎不十分壯麗。版畫中胥河的寬度其實也比

一般畫作來得小，倘若與明代畫家張宏所繪的「胥江晚渡」（圖9）相較，萬
年橋版畫的胥河實在顯得出乎意外的窄。另外，這些版畫的重點似乎也不只

在於描繪新橋本身，胥河兩岸的商家店舖其實佔據了大半畫面，搶走了不少

焦點。最令人不解的是，與知府汪德馨有關的紀念性畫作「萬年橋圖卷」中

並沒有蘇州府的出巡行列，也沒有特別強調地方政府的印記，為什麼萬年橋

版畫中反而地方衙門的權威無所不在？

萬年橋版畫之所以展現地方政府無所不在的印記，很可能因為這些蘇州

地標版畫所設定的主要觀者─亦即在蘇州的商人─需要仰賴政府的權

威以利其經商。雖然萬年橋版畫中地方政府的告示內容並不可辨，但有些很

可能是與商業衝突有關的碑記。明清地方政府經常會在公開的場所，諸如市

場、會館、寺廟與橋樑所在處張貼這類告示。71特別是在十八世紀的蘇州，由

於工商業的發達，發生的經商衝突很多，72也留存下來不少關於商人經商訴訟

的石碑。有時是由商人將成案刻石，使得攸關商人權益的判文具有較好的公

71 Richard Lufrano, “Maintaining the Equilibrium: Balancing the Interests of Commerce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Robert J. Antony and Jane Kate Leonard, eds., Dragons, Tigers, and Dogs: Qing 
Crisis Management and the Boundaries of State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thaca, New 

York: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83.

72 邱澎生，〈由蘇州經商衝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關係〉，頁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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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性；有時地方政府也會為受害商人立碑示禁。73這類的碑記多記錄商人經商

過程中常出現的問題，包括「工資爭議、經商安全和商業契約等」，以及地方

政府（縣級或府、縣級官員共同聯名）對商事訟案的結案判牘，乃至於政府

對不法者的警告。74透過碑刻立石的方式，公開地方政府的判文與禁令，對商

人而言具有保障其合法權益的效果。可見商人仰賴地方政府的權威，以改善

其經商環境的需要。另外，商人成立會館的時候通常也會向地方政府呈請立

案保護，如此的保障或也在地圖的形式中展現出來，乾隆十年刊行的「姑蘇

城圖」中除了標示地方政府衙門與寺廟之外，75商人成立的會館也特別被標

記，似乎也顯示其組織為政府所看管保護。萬年橋版畫所描繪的蘇州府知府

出巡行列，應該也與展現保障商人權益的地方政府權威有關。

在尋求地方政府保護的同時，商人也相當支持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尤

其是與商人利益切身的公共計畫。萬年橋的興建就是一例，汪德馨〈萬年橋

記〉提到的善士與義捐之人應該就有不少是商人。商人參與社區工程的例

子，還包括乾隆八年拓寬南濠水道以防範火災的計畫。因為閶門到胥門間對

岸的南濠一帶是商家及其會館雲集之處，〈南濠增置水衖記〉中就記錄了九

名「率財以先」的「士商」熱烈地支持地方政府的工程。76如此，商人的經商

與居住環境都仰賴地方政府協助，自然會支持地方政府的公共行政計畫，也

會認同萬年橋版畫對地方政府權威的描繪。

倘若在當時的蘇州官商情境下，商人會認同萬年橋版畫中對地方政府權

威的描寫，而可能和其他蘇州地標版畫一樣是其所設定的主要觀者，那麼前

述這些版畫與「萬年橋圖卷」的差異也就可以理解。對商人而言，只要新橋

還是版畫的焦點之一，尺寸略為縮水的萬年橋並不妨礙其歡慶新橋落成，或

歌誦地方政府的政績。商人自然也不會介意萬年橋兩端林立的店家搶了觀者

對新橋的注意力，這些標舉著店舖名號的版畫或許甚至可能就是與商家合作

刊登的廣告。萬年橋版畫對商業繁榮的描寫，也許亦跟商人對新橋落成的想

法不無關係：林立的店家象徵的正是萬年橋開通對兩岸商機、乃至蘇州整體

73 邱澎生，〈由蘇州經商衝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關係〉，頁77-78。
74 邱澎生，〈由蘇州經商衝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關係〉，頁73。
75 張英霖，〈對乾隆姑蘇城圖的一些探索〉，頁131-137。
76 清．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纂，《蘇州府志》，卷5〈坊巷〉，頁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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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繁盛的助益。版畫中看起來不長的萬年橋與略窄的胥河，也可能呼應商

人看待新橋落成的心理效果：往返於胥河兩岸的交通因為萬年橋的開通而變

得如此便利，也難怪感覺上胥河不那麼寬、新橋不那樣長了。

總之，透過比較萬年橋版畫與「萬年橋圖卷」，而得以再次確認商人的確

是這些版畫所設定的觀者。對商人而言，萬年橋既對他們的商業有所助益，

也是他們所捐助完成的社區地標，更是一個由他們所仰賴、支持的地方政府

所興建的公共工程。萬年橋的象徵意義如此多元，正可以說明為什麼萬年橋

版畫的圖像雖然在一開始模仿描繪閶門的「三百六十行」，但終究衍進出新的

圖像語彙與風格，以展現新橋之於地方商業文化的多層意義。

不過，萬年橋並非商人所獨有，地方作坊也無意排除萬年橋版畫其他行

業的可能買主。居住在蘇州此一區域的城市居民也同樣受益於新橋的開通，

也一樣會慶祝蘇州府興建萬年橋所帶來的便利，以及歌誦地方政府倡議興建

南濠水道等社區工程的政績。就像「三百六十行」一樣，版畫作坊既針對中

層商人觀眾，也歡迎其他買家。「姑蘇虎丘勝景」等描繪園林豪宅等富裕生

活的版畫，更是開放給所有懷抱世俗發財夢想的商人與一般大眾。

畢竟，座落於蘇州城西北商業區附近的桃花塢版畫作坊，也是當地中層

商人的一群。想來他們對市場機制應該十分敏感，知道如何選定題材與風格

以吸引其可能的買主，尤其是那些與他們同屬中層階級的商人社群。萬年橋

的開通實為蘇州商業社群和地方政府間密切相關的大事，也難怪新橋會成為

地方版畫產業熱門的題材。市場的趨力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萬年橋甫落成之

時，新橋就成為版畫作坊吸引商人買主的新主題，也更能夠說明為何作坊會

發行「蘇州景　新造萬年橋」的版畫，將此橋列為商人觀眾必會認同的「蘇

州景」之一。下文將要論及的版畫「山塘普濟橋　中秋夜月」，也同樣展現地

方版畫作坊反應蘇州社會新議題的能力。

五、遊賞普濟堂旁的普濟橋：商人與地方慈善事業

「山塘普濟橋　中秋夜月」（圖10）的題名看似為明代以來流行的名勝遊
覽題材之一環，但本節將論證當地作坊發行此版畫的市場賣點，不只是描繪

中秋節遊賞蘇州西北城郊山塘的情景，還在於呼應地方商業文化的另外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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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如同「姑蘇虎丘勝景」將著名的風景名勝轉換為與世俗「仙宮」的拼

貼，山塘在「山塘普濟橋　中秋夜月」的重要性也不僅於它的風光明媚。山

塘普濟橋的意義，以及版畫作坊所反應的商業文化課題，都與十八世紀蘇州

社會的新議題息息相關。

乍看之下，「山塘普濟橋　中秋夜月」與一般的名勝遊覽畫沒有什麼不

同。它描繪中秋夜晚遊人到山塘賞月遊憩的歲時風俗。前景有幾個遊人正站

在橋上觀看水面月亮的反射，畫舫裡則有許多人在飲酒作樂。中景處有一座

大型的院落，除了三進屋宇外還有池塘、亭橋，其後山還有多幢建築在山頂

處，像是可供遊客參訪的寺廟，院落旁水面的對岸則有遊人在水榭享樂。

然而，「山塘普濟橋　中秋夜月」所設定的中秋遊覽之處，也就是題名

所標記的普濟橋，卻不是以風景聞名。這座橋其實是以位居其旁的普濟堂為

名。普濟堂建於康熙四十九年（1710），為「郡人陳明智、顧龍等募建，以
收養病民，供給衣食藥餌，略如京師善堂之制」，是清代蘇州聞名的慈善組

織。77而「山塘普濟橋　中秋夜月」中景的大型院落並未有任何遊人的蹤跡，

應該不是一般讓人參訪的寺廟，而是普濟橋命名由來的普濟堂。依據遠景處

胥門（蘇州城西）與山塘（蘇州城西北郊）的相對地理方位，版畫中的大型

院落應該是位於山塘的南岸，也就是普濟橋的南方。根據《桐橋倚櫂錄》的

記載，「普濟堂，在山塘下岸⋯⋯內建三皇殿、關帝殿。」78普濟堂在版畫裡

和山塘河的相對地理位置也與記載相符。不僅如此，版畫內大型院落後山的

建築群中，就有標示「關帝殿」者。所以，「山塘普濟橋　中秋夜月」中佔

據畫面三分之二構圖的院落，並非是讓一般遊客遊覽的寺廟建築，卻是慈善

機構普濟堂。

為什麼「山塘普濟橋　中秋夜月」要在普濟堂旁的普濟橋描繪中秋賞月

的風俗？為何慈善機構普濟堂在畫面中佔據了如此大的篇幅？為了回答這些

問題，必須先了解明清慈善事業的歷史與社會脈絡。晚明社會興起了民間發

始的慈善組織。一方面，經濟的快速成長造就了許多富人；另一方面，明末

77 引自清．顧祿，《桐橋倚櫂錄》，頁84。關於蘇州普濟堂，見清．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
纂，《蘇州府志》，卷33〈律梁一〉，頁982；王國平、唐力行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
刻集》，頁361-362。

78 清．顧祿，《桐橋倚櫂錄》，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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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迅速發展與金融秩序的混亂也導致人們對財富的焦慮。79根據梁其姿

的研究，當時許多人認為捐款給慈善組織能夠累積福報，而福德能夠守護財

產，所以這個新興的信念正可以降低當時人們對財富的焦慮。80不論如何，商

人一般都被鼓勵做個「討喜的、大方的、以及公平的人─也就是社區中的

好成員，並不是因為某個抽象的、關於善的概念，而是因為這樣的作法對他

們自己有利。」81所以當時的慈善組織多為商人所捐助，而由士紳所主持管

理。不過，自十八世紀開始，慈善機構逐漸也由國家看管，接受政府調撥的

經費。82以山塘普濟堂的例子來說，乾隆初年當窮人數目增多，公家經費不

足時，地方政府官員會向商人勸捐以籌募款項。83尤其在蘇州競爭的經商環

境下，生意失敗淪落為窮人大概是屢見不鮮的事，乾隆初年蘇州普濟堂的運

作就已經十分需要地方政府與商人的支助。那麼，「山塘普濟橋　中秋夜月」 

除了中秋遊賞的主題外，與佔據畫面大片版幅的普濟堂，和其所直接表徵的

慈善事業又是什麼關係？

「山塘普濟橋　中秋夜月」只以空無一人的普濟堂建築，朦朧地暗示慈善

事業的主題。通常中國繪畫對於慈善救助的題材，都至少會描寫捐助人或受

濟人。例如，張居正主持的《帝鑑圖說》中「遣使振恤」一景，以及焦竑主

導的《養正圖解》之「振貸貧民」，都在畫面的右上角描繪捐助人視察左下半

救濟窮人的情形。84相反的，雖然在乾隆七年時普濟堂收容的貧民就已經超過

三百人，85「山塘普濟橋　中秋夜月」卻完全沒有描繪任何捐助人或貧民，更

79 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頁50-51。
80 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頁51。
81 Richard Lufrano, 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90-92.

82 （日）夫馬進，《中國善堂善會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97），頁513-540；梁其姿，
《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頁103-130。

83 關於地方政府向商人勸捐的紀錄，見乾隆七年關於普濟堂的碑記〈畢案田房遵奉督撫院憲

批示永歸普濟煢碑〉，載於王國平、唐力行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頁361-

363。
84 關於《帝鑑圖說》的最新討論，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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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ter Kuhn & Helga Stahl, eds., Perceptions of Antiquit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Heidelberg: Edition Forum, 2008), pp. 321-359.

85 王國平、唐力行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頁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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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說普濟堂內救濟的景況了。所以慈善救助實在不是「山塘普濟橋　中秋

夜月」所要描寫的重點。反之，它只是呈現由地方政府撥款與商人捐款所建

造、維持的普濟堂建築群之壯麗。

進一步來看，普濟堂在「山塘普濟橋　中秋夜月」中的角色其實很曖昧

不明，可能與商人作為版畫作坊所設定的買主很有關係。雖然時人應該能夠

輕易地從題名以及普濟橋、山塘河與胥門的相對地理關係中，認出畫面中偌

大的建築院落是普濟堂，但是版畫中的普濟堂卻完全沒有文字標示。在此質

疑版畫作坊刻意遺漏普濟堂的標籤，應該不是無的放矢的主張，因為不論是

前景主要的普濟橋、後山的關帝殿、乃至於遠景的胥門都有標注，為何獨獨

忽略佔有畫面三分之二的普濟堂？如果是一件由政府官員贊助來紀念普濟堂

的畫作，普濟堂作為其政績之一，想來不太可能會遺落它的標籤。相反的，

對版畫所設定的商人觀眾而言，普濟堂的標注與否無關乎其經商事業，普濟

堂這個慈善機構只是他們捐助金錢來累積福報的對象。

如此，普濟堂在「山塘普濟橋　中秋夜月」中曖昧不明的角色，可以從

蘇州地標版畫所針對的商人買主得到解釋。首先，對商人而言，普濟堂不需

要在版畫中特別被標注，只要它能夠被辨認為商人所捐助的院落即可。透過

版畫上其他附有標籤的建築，像是胥門或關帝殿，就可以認出畫面中的大院

落正是商人捐獻救助的普濟堂。86第二，普濟堂內的建築物是商人捐款的具體

成品，但這個院落在版畫中呈現出來的卻是一派與前景中秋賞月相映的、供

人遊覽之寺院名勝狀。這樣看來，這個像是遊賞景點的普濟堂彷彿是商人捐

款福報的見證。畢竟他們最渴望的捐助成果恐怕不是貧民得到救濟，卻是累

積自我的福報以永保財富，並享受財富所能帶來的、如同「山塘普濟橋　中

秋夜月」所描繪的遊賞閒情。第三，版畫作坊略過普濟堂標注的同時，也迴

避了描繪此慈善機構內救濟貧民的情景。如此一方面不會與商人所嚮往的中

秋遊賞主題相衝突，另一方面也不會讓商人想起在競爭激烈的經商環境下，

他們自己隨時也都有淪落為待濟貧民的可能。因此，「山塘普濟橋　中秋夜

月」中的慈善主題是以一種頗為隱晦的方式，呼應商人在當時蘇州商業文化

下的複雜心境。

86 版畫標注的關帝殿與胥門其實跟商人也很有關係。關帝信仰與商人的財神有關，而版畫在

胥門前所畫的橋樑，正是與商人經商環境課題息息相關的萬年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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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秋遊賞與慈善福報的議題外，「山塘普濟橋　中秋夜月」的風格

也與當地對西洋物品與西洋畫的興趣相呼應。87畫面上不僅可以見到銅版畫的

明暗陰影，題款處還特別註明「倣泰西筆法」。這類的西洋技法與標注，在當

時的版畫中屢見不鮮。88有時候版畫作坊特別運用西洋技法來強調某些主題，

例如「三百六十行」的透視法就有賦予閶門作為繁華蘇州城象徵的作用。但

有時西洋技法就只是吸引買家注意的賣點。這也顯示了商業文化對新奇事物

的興趣並不囿於文人觀點的限制。

就像「三百六十行」、「姑蘇虎丘勝景」或是萬年橋版畫一樣，「山塘普

濟橋　中秋夜月」的買家也不是只限定在商人，同時還包括蘇州城的居民與

一般大眾。雖然版畫作坊折射了商人對各個蘇州地標的考量或想望，但是地

方居民也同樣歌頌這些景點所蘊含的意義。畢竟，對蘇州城民而言，普濟堂

也是一個值得驕傲的社區慈善事業，他們也同樣受利於這樣一個機構的保障。

六、結　論

透過重新賦予地方名勝與社區營構之建築新的意義，這些關於閶門、虎

丘、萬年橋、普濟橋的蘇州版畫呼應地方商業文化的新興課題。新的議題如

當地對經濟繁榮的自豪、市井小民在商業文化中對財富的想望、改善經商環

境所仰賴的地方行政，乃至於因應經濟熾熱弊病的社區慈善事業等。版畫作

坊雖然主要針對的是商人，呼應他們對經濟榮景的態度和信仰、他們與地方

政府的合作關係，以及他們對財富與享樂的慾望，但這些也都是一般蘇州城

居民所會關心的課題。

相對於這些描繪地方景點的版畫所反映的當地議題，以其他城市為題

材的蘇州版畫則只像一般旅遊導覽指南的插圖。描寫杭州的版畫如「西湖十

景」集中於呈現西湖的景點，關於南京的版畫如「金陵勝景」則提供觀者一

覽金陵城內外的諸處名勝。89這類以其他城市為題的版畫，看起來並無意反

87 關於明清江南對西洋物品的興趣， 見王正華，〈乾隆朝蘇州城市圖像：政治權力、文化消費

與地景塑造〉，頁115-184。
88 古原宏伸列舉了四張製作於1748年與1749年的版畫，都標注採納西洋筆法。（日）古原宏

伸，〈桟道跡雪図の二三の問題─蘇州版画の構図法〉，頁9。
89 「西湖十景」圖版見（日）黑田源次、岡田伊太郎，《支那古版画図錄》（東京：美術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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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這些城市的特殊課題，只是提供一般遊客會有興趣的風景名勝。這樣的遊

客可能就包括居住在蘇州的商人，或是一般可以負擔短程遊覽費用的蘇州城

民，也就是地方版畫主要訴求的購買群。90

透過界定蘇州版畫的商人買主以及其與地方社會的交融，本文得以統整

過去文化史與經濟史間、藝術史與歷史學科間各自對明清商業社會的片面理

解。雖然經濟史肯定明清蘇州商業的發展，但文化史界對明代蘇州的認識卻

遠高於清代，列舉的蘇州文化也多是明代的例子。91同樣的，雖然歷史學家所

勾勒的繁華城市如明代蘇州、南京與清代揚州，都可以在藝術史界找到相應

的蓬勃繪畫市場與活動於其間的畫家，但是經濟持續成長的清代蘇州，其城

市文化與藝術市場的樣貌卻模糊不清，一般教科書所列舉的清代蘇州畫家實

在是寥寥可數。92然而，如果不將藝術市場侷限於繪畫，蘇州版畫及其所呼應

的商業文化，其實正代表清代繁華蘇州的城市文化，也是當時熱絡藝術市場

的一環。透過還原蘇州版畫在當時商業文化下的消費脈絡，本文得以填補過

去學界在標榜清代蘇州的經濟發展之餘，對當時文化以及城市藝術市場幾近

空白的理解。

只是，蘇州版畫市場訴求的不再是傳統消費繪畫的階級，而應該就是

Lufrano所界定的居住在城市的中產階級。他們不同於在鄉村勞頓於生存邊緣

的廣大農民階層，所認同的自然也不是農民的鄉俗文化。同時，他們也無法

欣賞文人或者富商所支持的正統派繪畫等需要高度文化修養的風格。這些蘇

州中層商人的經濟狀態或許接近購買揚州八怪繪畫的揚州中產階級，但是揚

會，1932），圖18之2。「金陵勝景」圖版見古原宏伸，〈桟道跡雪図の二三の問題〉，《大

和文華》58(1973.8): 彩色圖版2。
90 當然筆者並不排除這些版畫的潛在買者除了文中討論的商人和蘇州城民外，也可能包括外

地遊客甚至外國人。誠如匿名審查人所言，這些收藏在日本的蘇州版畫，或許不無外銷的

可能。只是從本文討論來看，這些版畫和蘇州的地方議題關係密切，其主要設定的觀者恐

怕還是商人和蘇州城民。

91 例如Michael Marmé, “Heaven on Earth: The Rise of Suzhou, 1127-1550,” in Linda Cooke 

Johnson, 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p. 17-46。
92 雖然范金民從「盛世滋生圖」觀察清代蘇州的城市文化，但其中多半是明清共有，而少

有清代獨特者。范金民，〈姑蘇繁華圖：清代蘇州城市文化繁榮的寫照〉，《江海學刊》 

2003.5(2003.9): 15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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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八怪慣常使用花鳥人物題材而鮮少以揚州的地景為題，93蘇州作坊發行的

卻是呼應當地社會、經濟、政治議題的版畫。從這點來看，這些居住在蘇州

的商人與城市居民十分特殊，他們具有集體的社區意識，對他們所居城市與

所參與的經濟繁盛表現積極的認同，他們也歡迎新風格對他們所在城市與所

關心議題的呈現。這些關乎地方課題的蘇州版畫見證了一種不為文人品味所

主導的商業文化，甚至可以說是文人與商人間不尋常的視覺政治。這樣的視

覺政治出現在蘇州經濟快速成長、社會變遷迅速的十八世紀前葉，這幾十年

也同時是地方社會與中央的關係相對自主的時代。很快地中央的力量就會直

接因為乾隆皇帝的到來而影響蘇州社會，地方出版商、版畫作坊和官員在南

巡的脈絡下重新形塑蘇州的勝景圖像，而新圖像也被中央整合收編為如「盛

世滋生圖」的宮廷製作，宣示乾隆皇帝和地方社會透過南巡而開展的緊密連

結。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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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卷，絹本設色，南京博物館收藏，圖版出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7冊，圖版編號：蘇24-1495。

圖8　「萬年橋圖卷」

蘇州版畫，紙本木版筆彩（103.9 x 55.7 
cm），神戶市立博物館收藏，圖版出自
《中国の洋風画展—明末から清時代ま
での絵画．版画．插絵本》，頁380。

圖10　「山塘普濟橋　中秋夜月」

《吳中十二景》冊頁，絹本設色（30.5 x 24 cm），
1638年，北京故宮博物院，圖版出自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1555-1636 (Kansas City, Missouri: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1992), vol. 1,圖
102。

圖9　張宏，「胥江晚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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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ercantile Community 
and Local Society: Commercial Culture Portrayed  

in Qing Suzhou Prints

Ma Ya-chen*

Abstract

By analyzing four Suzhou 蘇州 sites—Chang Gate閶門 , Tiger Hill虎丘 ,  

Ten-Thousand-Year Bridge 萬年橋 , and the Institution of Universal Salvation 

普濟堂 next to the Puji Bridge 普濟橋—depicted in eighteenth-century local  

print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targeted audience of these prints was 

primarily middle-level merchants residing and running businesses in 

Suzhou, as well as urban dwellers immersed in the local commercial culture. 

Compared to the Ming literati-dominated painting repertoire of scenic suburbs, 

Suzhou prints featured innovative cityscapes that employed both Western 

pictorial techniques and an unconventional collage of realistic landscapes 

and imaginative scenes which referred to local concerns. This article rejects 

the discourse of “Western influence” that was traditionally applied to 

Suzhou prints and instead asks why local society accepted Western pictorial 

techniques. By using visu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further investigates how 

Suzhou prints projecte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ercantile community and 

local society. Issues include how merchants identified with the places they 

  * Ma Ya-chen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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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d, how merchants projected their worldly desire for wealth and for the 

leisure time to go sightseeing at local scenic sites, how merchants depended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mercantile attitudes toward local 

charitable institutions.

Keywords: mercantile culture, Suzhou prints, Qing dynasty, Chang Gate, 

Institution of Universal Sal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