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 州古 版 画 概 述

华人德

　　古代版画,主要是指木刻版画,即将画稿

反向勾勒于木版, 然后镌刻,再刷墨或色彩于

版上,覆纸刷印而成,其过程与刻印文字成书

相同。

凡谈古代印刷史和版画史均要提到唐代

冯贽《云仙散录》引《僧图逸录》云:“玄奘以回

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馀。”这

是文献所见关于古版画的最早记载。东汉明

帝遣郎中蔡忄音、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 求

取佛法。忄音后与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

阳,取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牟尼佛立像,

佛教始传入中国。“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

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
[ 1]
佛经

和佛像是佛教传播、信仰、供养的佛门之宝。

魏晋以后, 佛经、佛像广为僧侣信众抄写绘

制。所以佛经、佛像被首先发明用印刷的方法

来化身千万, 这是十分必然的事。玄奘印普贤

像的记载说明至迟在唐初已有了版画印刷。

1944年在成都一唐墓中出土了一幅刻印于

茧纸上的梵文陀罗尼经咒图。图中央为莲花

座上手执法器的八臂菩萨像, 像外围绕刻有

梵文经咒 17 周, 在外栏四边各刻菩萨像 5

尊,并间以供品 4枚装饰。印本右面刻有“成

都府成都县龙池坊⋯⋯近卞⋯⋯一印卖咒

本”, 这是坊间所刻印,时间约为唐至德二年

至大中四年( 757—850) , 距玄奘刻印普贤像

约晚一百多年。这是我国现存最早古版画的

实物之一。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绘刻

于唐咸通九年( 868)的《金刚经》扉画,内容是

在祗树给孤独园佛祖释迦牟尼为须菩提长老

说法的情景。构图完整,形象生动,刀法圆畅,

在绘制等方面都已达到较高水平。

唐宋以后,我国经济、文化逐渐向东南沿

海地区转移。南宋时浙江杭州, 福建建安、建

阳都是著名刻书集中之地。这时的苏州已是

繁华的城市了。

1978年在苏州瑞光塔内发现了木版印

刷的《大随求陀罗尼经咒》和《梵文经咒》, 分

别为北宋咸平四年( 1001)和景德二年( 1005)

刊印,另有天禧元年( 1017)木刻本《妙法莲华

经》一部。苏州刻书较早而最著名的是在陈湖

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局所刻的《大藏经》, 有

591函, 6362卷。为区别于宋代所刻其他大藏

经, 而名为《碛砂藏》。此藏于南宋绍定四年

( 1231)开雕, 元至治二年( 1322)始成, 历时

91年。卷首冠有图版,共有8种,轮番重复使

用。画面构图完善,华丽繁缛,线条柔中寓刚,

人物形态各异,神情变化于毫芒之间。版画题

记有“陈日升画”、“陈宁刊”、“孙祜刊”、“袁玉

刊”等。北宋至明初 300多年间,苏州刻书业

渐起,而侪于全国刻书业中心之列,竟有后来

居上之势。

明代中叶,经历了明初以来近百年的休

生养息,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土

地兼并十分严重。苏、松、杭、嘉、湖五府本来

地少人多,租赋又重于其他地方。嘉靖、隆庆

间( 1522—1572)政府实行了一条鞭法, 农民

因缴纳鞭银,必须出售农产品,使得农民与商

品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封

建依附性逐渐减弱,人口流动活跃,加上明代

商税简约,对工商业的束缚较少,这就促使工

商业的不断发展,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

是封建地主经济势力仍旧强盛。明初以来,官

私刻本大多刻经书、法令、典章制度、方志以

及宣传儒家思想的书籍。吴县知县邝 撰《便

民图纂》便是地方官吏劝课农桑的一本书籍。

全书共 16卷, 第一卷有“农务图”15幅,第二

卷有“女红图”16幅, 每图上部都冠有一首

“竹枝词”。卷一据宋楼王寿《耕织图》重新绘刻

而有所改动。此书在弘治六年( 1493)首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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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 1502)又刻, 以后还有嘉靖二十三年

( 1544)、万历二十一年( 1593)等刻本,一刻再

刻。清代康熙间内府刻《耕织图》、嘉庆间内府

刻《授衣广训插图》, 都是出于重农抑商的目

的。

由于资本主义萌芽是一股新生势力, 终

究不能遏制, 市民阶层的地位逐渐上升,俗文

化高度发展。自宋元以来开始流行的话本小

说、戏曲杂剧,到嘉靖、万历间进入了鼎盛时

期。万历时( 1573—1619) ,苏州著名的文学

家、戏曲家冯梦龙创作、更订、增补、汇编、注

释、选评了大量文学作品,可考订的有七、八

十种。这些戏曲小说成了最好营销的图书, 往

往书坊“竞购, 新剧甫属草, 便攘以去”。
[ 2]
冯

梦龙搜集、整理、拟作、汇编了话本小说集“三

言”,即《惊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

(又名《古今小说》) ,湖州凌氵蒙初见“三言”的

成功,于是也仿照编刊了“二拍”,即《初刻拍

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如《西厢记》、《三

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名著则一刻再刻。书

肆竞利,促使刻书业迅猛发展。

苏州在明代是最繁华富庶之地, “书肆之

盛,比于京师。”书坊大多开设在阊门内外和

吴县县前。阊门南浩街和胥门一带是万商云

集、樯桅林立的码头, 苏州书坊开设在附近,

便于将所刻印的书籍装载、运散到全国各地。

胡应麟在评论当时各地刻书状况云:“吴会、

金陵擅名文献, 刻本至多,巨帙类书, 咸会萃

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

勿与也。然自本坊所梓外, 他省至者绝寡, 虽

连楹丽栋, 艹鬼其奇秘, 百不二三, 盖书之所

出,而非所聚也。”又云:“余所见当今刻本, 苏

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

精,逐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

诸方与宋世同。”“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

闽也。蜀本宋最称善, 近世甚希。燕、越、秦、

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

精,吴为最;其多, 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

吴为最; 其直轻, 闽为最; 越皆次之。”
[ 3]
胡应

麟对吴地刻本之推崇,主要还是着眼于校勘

之精审、刻工之工致,以及纸墨之美善。当时

造纸、制墨等手工业已十分进步发达,这对印

刷事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苏州人文荟萃,经

济繁荣。在新生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和商业竞争的环境下,苏州的印刷业在全国

同行业中是以质取胜的。

各地书坊在商业竞争中也各有各的手

段。有的字迹庸劣,纸墨粗恶,装祯简率,以偷

工减料来降低成本; 有的乱改书名,删削章

节,假托名家评点,以标新立异招徕顾客; 有

的增加绣像插图, 聘请名手绘刻, 以穷工极

变、争奇斗艳来吸引读者。前二类情况招致后

世有“明季刻书滥恶”、“明人刻书而书亡”的

诟病。而后一类却使明末版画成为我国印刷

史上的一朵奇葩。

绣像插图最多用于戏曲小说。明中后期

戏曲小说版画有建安、金陵、新安、杭州、苏州

等流派, 这些流派均盛行于万历至明末

( 1573—1644) ,形成“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

局面。金陵、建安、新安派产生较早, 在明中

叶,这些地方即陆续刻印戏曲小说版画,金陵

积德堂刻《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在宣德十年

( 1435)就有插图。苏州戏曲小说版画出现较

晚,到万历( 1573—1620)中期,戏曲小说绣像

插图才在苏州地区流行,至泰昌( 1620)、天启

( 1621—1627)、崇祯( 1628—1644)间达到鼎

盛。当然刻印戏曲版画也不是所有文人、书贾

都感兴趣的,如出版界巨擘常熟毛晋( 1599—

1659)自天启五年( 1625)从事刻书,于崇祯元

年( 1628)正式成立刻书作坊, 经营汲古阁 40

余年, 刻书共计 611种, “力搜秘册, 经史而

外,百家九流, 下至传奇小说, 广为镂板。”[ 4]

毛晋曾辑刊过《六十种曲》、所收元杂剧《西厢

记》1种,馀皆为明代传奇, 始编于崇祯间, 不

刻插图,大约刻印此书非为市井流传,而供文

人插架备览也。但是戏曲小说附刊插图,这在

明末已成了风尚, 精美的版画已成为戏曲小

说吸引读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从万历至崇祯间, 在苏州凡刻戏曲小说

版画的书坊现在能知道的有: 起凤馆、真诚

堂、三槐堂、长春阁、清绘斋、集雅斋、萃锦堂、

兼善堂、白玉堂、麟瑞堂、五雅斋、人瑞堂、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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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坊、尚友堂、存诚堂、同人堂、绿荫堂、忠贤

堂、滑稽馆、玉夏斋、三多斋等。撰编辑刻戏曲

小说的文人、书贾有: 顾正谊、何璧、周之标、

冯梦龙、龚绍山、袁于令(剑啸阁主人)、杨定

见、叶敬池、叶敬溪、安少云(尚友堂主人)、陈

长卿(玉诚堂主人)、西泠长、许自昌(梅花墅

主人)、叶启元(玉夏斋主人)、毕万侯(滑稽馆

主人)、李玉(一笠庵主人)、许恒(笔来斋主

人)等。

苏州一地在短短半个世纪内戏曲小说版

画能出现如此繁荣的局面, 与苏州经济文化

高度发达是分不开的。苏州地区除了有像冯

梦龙、李玉这样多产的文学家、编辑家搜辑编

撰了大量的戏曲小说,为版画创作提供了故

事情节和市场销路, 同时又有许多出色的绘

画人才和剞劂高手。苏州是吴门画派所在地。

弘治、正德、嘉靖间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

等四大家先后卓立于画坛, 他们在世时,即有

一批画工专门模仿制作名家作品以销售, 称

作“苏州片子”。至万历间, 吴门画派尚未衰

落,而邻近苏州的华亭派又崛起了。一些画家

逐渐将兴趣投向版画创作, 他们与刻工密切

配合,通过雕版印刷,将自己的作品化身千

万,流传后世。如苏州籍画家有顾正谊、钱贡、

殳君素、王文衡等。各地也多有类似的情况,

如金陵有魏之璜、胡正言、萧云从,徽州有丁

云鹏、汪耕, 杭州有陈洪绶等。顾正谊, 字仲

方,号亭林,号亭林,苏州〈一作松江〉人。能诗

擅画,万历二十四年( 1590)撰绘散曲别集《笔

花楼新声》, 图版为单面多页连式,绘制精致

典雅。顾正谊是画家创作版画画稿较早的一

位,也为苏州戏曲小说版画 的地方特色奠定

了基调。钱贡, 字禹方,号沧洲,吴县人。善画

山水、人物。曾为寓居金陵的徽州巨富汪廷讷

绘制过“环翠堂园景图”及《环翠堂乐府》插

图,画面富丽堂皇,繁缛工细。当时不知名的

画工常常摹仿名家画本,或者索性假托名家

所作以增身价。如万历间何璧刊《北西厢记》,

汪氏刊《列女传》等皆传为仇英所绘;香雪居

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为长洲钱谷所绘, 吴

江汝文淑摹图, 《西厢记考》也作钱谷绘,《樱

桃梦》插图版面题为“长洲钱谷写”。这些书刊

刻时,仇英、钱谷早已去世。而苏州集雅斋所

刊八种中有《唐六如仿古今画谱》即纯为假托

唐寅所作。值得着重提出的一位版画专业画

家是王文衡,字青城,苏州人。泰昌、天启间为

湖州闽、凌两家书坊所聘,绘画插图。闽、凌二

家以出版朱墨套印本书籍闻名于世, 曾刻过

140余种各类书籍, 所刊戏曲小说类书均插

图,这些插图几乎都出于王文衡之手。王文衡

为闵氏所绘者有《红梨记》、《红拂记》、《邯郸

梦记》、《牡丹亭记》、《董解元西厢》、《艳异

编》、《明珠记》、《绣襦记》等, 为凌氏所绘有

《西厢五剧》、《琵琶记》、《南音三籁》等。王文

衡所作插图着力于构图变化, 每以亭院、树

石、山水为主, 人物较小而神态生动, 背景往

往以流畅或迟涩的用笔线条来衬托故事情节

的悲欢离合,有时整篇几乎不见人迹,意境深

远,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王文衡以其

画风,与黄一彬, 刘杲卿、刘升伯、汪文佐等徽

州籍名刻工密切合作,形成了晚明湖州版画

的鲜明特色。明末苏州版画画工见于落款者

还有李士达、张修、王之千、江叔烈等。

古代书籍中的版画插图大多是绘稿、镌

刻、印刷分工进行的。一幅成功的版画,绘稿

固然重要,但是刻工更是起主要作用。苏州本

地版画刻工见于署名者不多。万历四十四年

( 1616)古吴章镛刻《吴俞欠萃雅》, 有图 16 篇,

为双面连式,绘刻极为精丽典雅。万历间刊

《西厢记考》,钱谷绘,夏缘宗刻, 双面连式;天

启三年( 1623)吴门萃锦堂刊本《词林逸响》,

为赵邦贤刻,多页连式。皆清新细腻之作,线

条匀洁,意境高远。

有些刻工兼能绘稿。如曾寓居苏州的著

名木刻家刘素明在插图中有时落款“素明

笔”。刘素明为福建建安刻工,长期寓居杭州、

金陵,刻有戏曲小说插图多种,曾在苏州为吴

县天许斋刻过《全像古今小说》插图 80幅,为

单面方式,另刻过存诚堂本《新刻魏仲雪批点

西厢记》插图等。晚年刘素明又回原籍,一生

踪迹遍历当时各刻书中心。明末,建安刻书业

渐衰,故刘素明才外出以求发展。另一名手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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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裕,也能自创稿。刘君裕原籍徽州,长期寓

居苏州,故也有将其作苏州籍者。崇祯间, 刘

君裕曾为三多斋刻过《忠义水浒全传》插图,

此书 120回,每回一图。前 100回抄袭黄诚

之、刘启先所刻百回本图,后 20回乃自创稿,

绘刻亦精到, 于前 100回并无多少逊色。在此

之前,刘君裕与郭卓然于万历二十年( 1592)

为金陵世德堂刻过《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

插图 100 幅; 与李青宇于万历四十三年

( 1615)合刻姑苏龚绍山刊本《新镌陈眉公先

生批评列国志传》插图 120幅。刘君裕在崇祯

五年( 1632)还为苏州金阊安少云尚友堂刻

《二刻拍案惊奇》插图 78幅,图由刘山金摹绘。

苏州明末清初的版画, 由徽州刻工镌刻

者甚多。徽州自五代、北宋以来, 以制墨著称,

墨模须精镂细刻, 徽州建筑栋梁窗棂皆讲究

雕饰花纹鸟兽人物故事,故徽州木雕多名工

巧匠,印刷雕版也是徽州木雕行业中的一支。

如歙县虬村黄氏一族在明清时就有数百人操

剞劂之业,往往父子相传,累世不替, 其中出

有许多版刻名手。在万历以后,徽州刻工为求

发展,纷纷流寓到南京、杭州、苏州、湖州一带

书业中心,为这些地方的版画创作做出了极

大贡献。徽州籍黄氏版画刻工流寓到苏州的

有黄玉林、黄汝耀、黄顺吉、黄真如等。黄玉林

原名德宠,《黄氏宗谱》称“迁苏州”,万历三十

年( 1602)曾刻《仙媛纪事》插图。上面提到的

刘君裕、郭卓然原籍也是徽州。郭卓然,安徽

旌德人, 还曾刻过金阊叶敬池刊本《醒世恒

言》插图 40幅,剑啸阁刊本《西楼梦传奇》双

面图 8幅等。稍晚的鲍承勋也是由旌德迁苏

的著名刻工。清康熙间为苏州文喜堂刻《秦楼

月》插图, 其中有一幅有“鲍天锡刻”款, 故一

般以为此书是鲍承勋、鲍天锡合刻,其实天锡

应是鲍承勋字。鲍承勋还在康熙二十四年

( 1685)刻过《怀嵩堂赠言》插图, 三十八年

( 1699)为启贤堂刻《扬州梦》插图。另外又为

吴门兜率园比丘明闻刻过《过去庄严去刃千佛

名经》卷首图。鲍承勋技艺不让晚明诸黄, 可

视为徽派版画之殿军。

明末清初苏州版画流行狭长式和月光

式,所谓月光式即将图画绘刻在圆形框栏中。

这两种式样虽不是苏州版画首创和独有, 但

是用得较普遍,苏州李玉撰刊的《一笠庵四种

曲》、徐士俊撰刊《曲波园二种曲》和金陵翼圣

堂辑印《笠翁十种曲》的插图绘写者胡念翊

(一作念翼)、王赞皆苏州人。这些版画都以精

巧见长。

明末清初苏州的戏曲小说版画构图清新

简远, 人物较小而生动, 着重背景环境的描

绘,刀法细腻流畅,与建安派前期上图下文、

古朴稚拙,刀法粗犷有力度,多采用阴刻和阳

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截然不同;与金陵派前

期以人物为主,造形丰硕,神态和布景类似舞

台效果的特色也判然有别; 与武林派风格则

较接近, 苏杭有运河相通,一苇可航, 同时都

或多少受徽州(新安)派影响, 苏州版画由于

“留黑”很少,几乎没有大块阳刻的版面,刻工

线条又过于细腻, 这样就减弱了黑白对比的

效果,缺少版画所需要的刀味和木味。

戏曲小说版画到清代就衰落了, 主要原

因是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采取了封建

专制的文化政策,自顺治至乾隆四朝,禁书焚

书连续不断,即便戏曲小说也往往被加上诲

淫诲盗的罪名而加以禁毁。名臣汤斌在任江

苏巡抚时,因吴俗奢侈浮华,予以整肃, 曾禁

书坊刻印戏曲小说,又禁妇女出入寺院,禁祀

五通神等,重修历代名贤祠,令所辖诸州县立

社学,讲《孝经》等儒家典籍。汤斌于康熙二十

三年 ( 1684) 九月任江苏巡抚, 二十五年

( 1686)任礼部尚书,甫到苏州就任,即下了一

道道告谕, 其《严禁私刻淫邪小说戏文告谕》

云:“为政莫先于正人心,正人心莫先于正学

术。朝廷崇儒重道,文治修明,表章经术,罢斥

邪说。斯道如日中天,独江苏坊贾,惟知射利,

专统一种无品无学希图苟得之徒,编纂小说

传奇,宣淫诲诈, 备极秽亵, 污人耳目,绣像镂

版,极巧穷工,致游佚无行与年少志趋未定之

人血气摇荡,淫邪之念日生,奸伪之习滋甚,

风俗陵替,莫能救正,深可痛恨!合行严禁,仰

书坊人等知悉。⋯⋯若仍前编刻淫词小说戏

曲,坏乱人心,伤败风俗者, 许人据实出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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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板立行焚毁, 其编次者、刊刻者、发卖者一

并重责,枷号能衢,仍追原工价勒限刻古书一

部,完日发落。”
[ 5]
在严厉的禁令之下, 一时戏

文小说消声匿迹。文人学者为避禁网,都钻入

故纸堆中,搞起考据之学。一些版画家也都转

向刻制圣贤肖像、山水画谱,苏州名刻工朱圭

就是以专门绘刻这一类题材而著称于世的。

朱圭, 字上如,吴人,自署柱笏堂, 擅长绘画,

雕刻书画,精细传神,无出其右。他于康熙七

年 ( 1668)刻过柱笏堂刊本《凌烟阁功臣图》,

由祥符(今河南开封)刘源绘图; 康熙二十九

年( 1690)刊《石濂和尚集》, 由吴趋石濂画; 另

刻有《柱笏堂墨戏》。朱圭因技艺精湛,召入内

廷供奉。康熙三十五年( 1696)与梅裕凤合刻

《御制耕织图》,由焦秉贞画,内府铜版印本,

康熙五十一年( 1712)内府又有重刊木刻本。

康熙五十年( 1711)与梅裕凤又合刻《御制避

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 由沈嵛画,内府刊满

文本。康熙五十六年( 1717)朱圭还刻有《万寿

盛典》,由王原祁、冷枚、宋骏业等绘, 内府刊

本。

清代康熙以后, 政府一方面禁刻淫词小

说,一方面又大力宣扬儒家思想和清室统治

下的太平盛世, 提倡刻印历代圣贤像和纂修

地方志, 以示“崇儒重道、文治修明。”封建社

会有所谓“盛世修志”之举,苏州是最注重修

志的地区。除了府县志以外,还有乡镇志、山

水志、寺观志、园林志、人物志、风俗志、物产

志等。宋元时苏州地区的地方志中除了绘刻

地图以外,已有实景图,明代方志中的实景图

仍较简略,清代苏州方志中的实景图虽已较

细致, 但与徽州、金陵、杭州等地所刻的明清

方志比,仍要逊色得多,故成就不高。相形之

下,苏州所刻的圣贤像不仅生动传神,而且规

模宏大。除上面提到朱圭所刻的《凌烟阁功臣

图》外, 著名的要数顾沅编辑、孔继尧摹绘、张

锦章刻,道光九年( 1829)长洲顾氏刊本《吴郡

名贤图传赞》, 收与苏州有关的古代名人 570

人。道光十年( 1830)顾沅又辑《古圣贤像传

略》, 收自上古仓颉至清代冒襄, 共 425人的

像,仍由孔继尧绘,刻者不列,可能也是张锦

章。孔继尧,字砚香,号莲卿,昆山人,工山水

花鸟,尤精人物。顾沅所辑古代名贤像于道光

七年( 1827)曾由沈钰刻于石上,每像上除有

像主所属朝代身份姓名外, 还有四言 16字像

赞,石列于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内, 是为《五百

名贤像赞》, 以后又陆续有所增刻。顾沅于道

光间还有赐砚堂家刻本《圣迹图》。清代所修

家谱、族谱, 书前也流行刊刻列祖列宗的肖

像,水平优劣不齐,视所主绘刻者技艺而定。

清代康熙以后戏曲小说版画衰落,而圣贤、山

水、画谱类题材成了木刻版画的主流,苏州桃

花坞木刻年画出渐渐崛起了。

注释
1　(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2　(明)冯梦龙《永团圆·序》。

3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

四》。

4　 (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七十九《严孺人墓志

铭》。

5　(清)汤斌撰《汤文正公全集》卷九《江南公牍·苏

松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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