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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清金陵、苏州版画的演变观其风格的同异

周 亮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 我国古版画在明清之际所形成的几个刻书中心, 主要是指建安、金陵、武林、苏州、吴兴和徽州这几个地

区,这几个地区的版画风格既有本地区的自身风貌又有相互间影响而形成的风格,文章就金陵和苏州版画作一比

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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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of Nanjing and Suzhou Prin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 OU Liang

( Schoo l of Design, Jiangnan Univer sity, Wux 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re w ere several centers o f print in M ing & Qin dynasties. In the paper, w e compar e

the print of Nanjing and S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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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的金陵和苏州是我国出版中心之一, 坊刻

本异常精彩。明万历年间开始, 金陵的刻书行业极

为发达,书坊大多集中在三山街、夫子庙、白下路一

带。著名的书坊有富春堂(坊主唐富春、唐对溪)、

世德堂 (坊主唐晟 )、文林阁(坊主唐锦池或唐惠

畴)、广庆堂(坊主唐振吾) , 其主人皆姓唐。此外象

陈氏继志斋、汪氏环翠堂、胡氏十竹斋及李渔的芥

子园甥馆,均为金陵名肆, 刻有不少版画书籍。金

陵版画主要戏曲插图书籍为主, 同时又以画谱、笺

谱闻名于世。金陵的插图作风是既统一而又多变

化,在版式上大抵先是以单面为主, 书内插图, 及至

双面对页大版式, 多面连式, 如汪氏5环翠堂园景

图6, 有四十五公尺的长卷, 绘刻精绝。又如周氏

5画薮6、吴氏5萝轩变古笺谱6、胡氏5十竹斋书画

谱6和5笺谱6,及芥子园甥馆沈氏本5芥子园画传初

集6, 在我国版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影响深远。

明代末期, 我国刻书中心逐渐转移苏杭, 以苏

州为例,明天启、崇祯年间为繁盛时期, 其书坊大都

集中在金门和阊门附近, 有龚绍山、白玉堂、麟瑞

堂、人瑞堂、兼善堂、三多斋及四雪草堂等。苏州书

坊具有家族经营的特点, 书坊中以叶姓较多, 有叶

敬池和叶敬溪兄弟,叶启元玉夏斋,叶昆池能远居,

叶瑶池天葆堂, 金阊书林叶瞻泉、叶华生等人。从

史料来看还有叶显吾、叶瑶池、叶聚甫、叶昆池、叶

龙溪、叶碧山、叶启元等, 从这些姓名, 包括上述的

金陵唐姓来看很可能是同一宗族的人。苏州地区

所刊刻的版画大多以讲史、言情、长篇、短篇小说占

据首要位置。¹

一
金陵版画和苏州版画

º
分别代表明代早、中期

和明末清初的不同风格, 以下, 首先从两地版画的

发展历程看其演变过程。

就金陵版画而言, 第一个阶段即明初至万历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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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为版画版式的演变过程, 从大量的图片史料

可以足够证明金陵版画在入明之后已摆脱以往的

以上图下文式为主的版式格局, 此时的金陵版画在

版画的版式上的格局与建安版画极为相似, 即插图

中多以两旁联句,上栏标目的格式。从建安版画中

不难找到翻刻金陵版画佐证, 如建本中时常冠以

/京本0(指金陵)的字样, 表明建安版画受到了金陵

版画的影响。至少说是有过频繁的交流。

这一时期就金陵版画的风格,用/雄健豪迈, 大

刀阔斧0来形容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如早期的富春

堂刊本就可足以代表金陵版画明代早期风貌, 这恰

恰也是金陵版画的本土风貌。

  ¹ 有关苏州坊刻本的刻书状况及坊主的叙述,在笔者的5苏州古版画6里有详述,概要 6页- 12页。

º 本文中苏州版画的概念专指以坊刻本为主版画插图,也称苏州古版画而有别于苏州古版年画。关于二者的界定参照笔者论文5蘇州古

版画H蘇州古版年画K D $ F6 ( [ C]美術史論集,第八号、日本神戸大学美術史研究会、2008( 2) : 68页- 74页)。

第二个阶段即万历中期至万历末期, 为金陵版

画在镌刻技巧上全盘吸收徽派版画的过程。首先

表现在翻刻徽州刊本方面, 如万历 10 年( 1582)徽

州高石山房刊本5目连记6刊行后不久金陵富春堂

就出现同类版本。再如万历 25 年( 1597)徽州玩虎

轩刊本5北西厢记6刊行后, 很快被金陵继志斋翻

刻,万历 26年( 1598)徽州玩虎轩刊本5琵琶记6刊
行后也很快被金陵继志斋、集义堂翻刻(图 1)。万

历 27年( 1599)继志斋根据徽州观化轩刊本5重校

玉簪记6加以重刻。继志斋刊本5红蕖记6, 刊记/新
安何龙画0, /宛陵 (宣城)刘大德刻0。继志斋活动

于万历中期,此时徽派版画已初露锋芒, 恪守传统

的金陵版画不能不受到冲击。素有训练、掌握特技

的徽州作者, 为金陵版画增添了光彩。由此可知,

金陵版画为求发展, 是在不断地变革, 不只是版面

的扩大, 绘刻技术也在不断地精益求精, 由豪放不

羁逐渐走向精雕细刻、一丝不苟境地。更有甚者,

徽州人汪廷讷直接在金陵设立书坊,刊行许多版画

精品,如5人镜阳秋6、5棋谱6及5环翠堂乐府6等, 对

金陵版画的风格由粗犷向精细的转变起到了直接

的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不排除在这段期间金陵版

画仍具有风格的多样性, 如万历 21 年( 1593)世德

堂本5南(北)宋志传6; 万历 31年 ( 1603) 佳丽书林

刊本5征播奏捷传6(图 2) ;万历 43年( 1615)金陵刊

本5杨家府演义6; 万历 19年( 1591)周曰校刊本5三

国志通俗演义6等,其中有些版本的版式仍保留了万

历早期的格式,但是,以/精工秀丽0为主的徽派风格
在此期间占据的是主导地位,这是确凿无疑的。

图 1  5琵琶记6

Fig. 1  Pipaji

图 2  5征播奏捷传6 ,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所藏

Fig. 2 Zhengfan Zoujie Zhuan

  第三个阶段即明天启、崇祯年间, 为金陵版画

由全盘接受徽派的/精工秀丽0的风格转向精巧的
苏杭风格过程。

明末,由于大量的徽州刻工移居江浙地区, 给

这些地区带来了很大影响, 同时又由于江浙两地在

文化上拥有雄厚的实力, 在吸收徽派的同时又具备

了反影响的实力。这期间就刻工而言频繁地往来

于金陵、武林、苏州等地区。导致了这些地区版画

风格形成一种微妙的风格特征。如天启 4 年

( 1624)金陵兼善堂刊本5警世通言6(图 3)、崇祯年

间金陵刊本5绿窗女史6和5辽海丹忠录6等,这些作

品与金陵明早、中期的风格迥然不同。说它是苏杭

版画更贴切,但它又确实是产生于金陵。

  明天启年间, 印刷技术的改良, 使得版画印制

技法有了长足的进步, 金陵吴发祥刊本5萝轩变古

笺6首开其风, 此本用/拱花0技法,为印刷史的一大

创举。之后不久, 徽州人胡正言完善了/饾版0和

/拱花0技法,将其运用到5十竹斋笺谱6和5十竹斋
书画谱6中,为版画制作技法增添了新的一页, 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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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木版水印技艺和版画艺术制作, 影响较大, 出

版不久,便有翻刻本。5芥子园画传6饾版套印即仿

之,不仅如此, / 饾版0和/拱花0技法还影响到浙江

的吴兴地区版画,明崇祯年间遇吾本5西厢记6也采
用此法。

图 3  5警世通言6 ,日本蓬左文库所藏

Fig. 3  Ching Shih Tung Yen

苏州的坊刻在明代起步较晚,早期阶段的作品

有傅如光、傅文献、李援等刻, 弘治年间刊本5便民
图纂6;弘治元年( 1488)莫旦刊本5吴江志6等。隆

庆 3年( 1569)苏州众芳斋顾氏刊本5西厢记杂录6,

此本由明顾玄纬辑、传宋陈居中绘、唐寅摹、何钤

刻,其图版线条之运用已开始趋于精致? 苏州古版

画到了万历年间才出现了转机, 此为第二个阶段。

此时文学作品开始占据版画的主要内容。由顾正

谊撰5笔花楼新声6, 万历 24年( 1596)刊5顾仲方吟

物图谱6本,所绘精致典雅,成为明代苏州版画的先

导,揭开了新的一页。万历 30 年( 1602)草玄居刊

本5新镌仙媛纪事6, 署明钱塘雉衡山人杨尔曾撰,

黄玉林刻。插图单面版式,可以看出徽州刻工已经

完全将徽派风格带到苏州地区, 并影响了此时的苏

州版画。

与此同时有殳君素绘, 万历 30 年( 1602) 李楩

刊本的5北西厢记6, 何璧校刊本5北西厢记6, 用笔

疏阔而气韵自在, 人物造型亦颇生动, 之后万历 44

年( 1616)古吴章镛刊5吴歈翠雅6、万历年间苏州刊

本5西厢记考6(图 4) (首图署/夏缘宗镌0)等作品相

继登场。但总的来说, 万历年间苏州版画的整体风

格还未形成,对其它地区依赖还是比较强的, 这中

间主要来自徽州刻工的影响。

  明天启年间开始为苏州版画的第三个阶段, 自

此在绘刻戏曲、小说插图方面才得以全面展开。天

启元年( 1621)的5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6和

天启 3年( 1623) 5词林逸响6作为这一时期的先导
而问世。吴门萃锦堂刊本5词林逸响6,插图双面版

式,清新明快, 刀刻流畅。此外散曲选集5太霞新

图 4 5西厢记考6

Fig. 4  Xixiang Ji

奏6,传冯梦龙辑, 插图双面版式, 重视环境描绘, 山

石林木、楼阁关津等皆雕镂细致。之后, 三言、二

拍、演义小说相继大量地从苏州的书坊里出台。崇

祯年间开始, 这种势头更加迅猛, 不仅书籍插图品

种増加,并且, 一些书籍的插图数量已大大増多, 达

到一百幅,如5列国志6等(图 5)。有些书籍插图作

品甚至达到了二百幅, 如5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
记6。从人物造型、及楼台殿阁等画面的构成要素

来看,已趋小型化。这种小型化的近乎于中、远景

的描写风格与徽派近景的、注重内心世界的典雅的

精工风格相比,显得精巧、活泼, 成为苏州版画的主

流, 直至清代。

根据以上对两地版画发展轨迹的探索不难得

出以下结论,明代金陵版画的发展轨迹大致上沿着

三段式的主线而来, 三个阶段风格较为明确, 在第

三个阶段中受到了苏杭版画的影响而趋于精巧。

另一方面,苏州版画由早期的对外来技巧的依赖发

展成后来的独立风格的形成,并影响(或融合)周边

地区。

二
其次,对两地版画在刊行的内容、版画的版式、

构图、造型及两地交流方面作一探讨。

刊行的内容: 作为坊刻本闻名一时的金陵版

画, 主要是以戏曲版画插图为主, 尤其是在万历年

间各家书坊竞相刊刻, 其中以富春堂为最, 约有百

十种书目, 例如可代表早期金陵版画的特征的有

5新刻出像音注增补刘智远白兔记6、5新刻出像岳

飞破虏东窗记6、5新刻出像音注花栏裴度香山还带

记6、5新刻出像音注花栏南调西厢记6、5新刻出像

音注刘玄德三顾草庐记6、5新刻出像音注王昭君出

塞和戎记6、5新刻出像音注薛平贵征辽金貂记6、

5新刻出像音注范睢绨袍记6(图 6)、5新镌图像音注

周羽教子寻亲记6、5新刻出像音注刘汉卿白蛇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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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刻出像音注观世音修行香山记6、5新刻出像音
注何文秀玉钗记6、5新刊音注出像齐世子灌园记6、

5新刻出像音注花将军虎符记6等, 而以环翠堂为代

表的万历中、后期作品则将金陵版画推向极至, 如

环翠堂刊本5环翠堂乐府6(图 7) ,郁郁堂刊本5绣像

传奇十种6,继志斋刊本5北西厢记6等。

图 5 5列国志6    图 6 5新刻出像音注范睢绨

  Fig. 5 Lieguo Zhi      袍记6

Fig. 6 New carved Fan Sui tipao

图 7 5环翠堂乐府6之5狮吼记6

Fig. 7  Shihou ji

苏州版画的全面展开是在天启年间,在此之前刊刻

的内容是不能作为主流的。天启年间开始大量的

小说插图由这里产生, 如5新刻剑啸阁批评东西汉

演义传6、5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6、5新刻钟

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6、5新镌出像批评通俗演义

鼓掌绝尘6、5隋炀帝艳史6、5剑啸阁批评秘本出像

隋史遗文6、5新镌出像通俗演义辽海丹忠录6、5李

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6、三言二拍等, 这些小说

版画插图的数量是相当可观。当然,戏曲版画插图

的数量在苏州版画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如5笔耒

斋订定二奇缘传奇6、5玉茗堂批评种玉记6、5新刻

出像点板怡春锦6等。

版画的版式:金陵版画在版式上的主要特征表

现在明初、万历年间, 而苏州版画则在天启至明末

最具特色。

以戏曲、小说为主的金陵版画, 早期的作品继

承了宋、元以来的上图下文的版式, 并将其扩大而

成为单面版式,使得版画插图的表现空间有了更大

的余地,如宣德 10 年( 1435) 5金童玉女娇红记6和
万历早、中期的富春堂诸多刊本。之后, 双面版式

也随之出现,使得版画插图的版式有了突破性的变

化, 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也使得画家和刻工都有自

如的发挥。版画插图的版式在扩展, 同时, 插图中

图和文的设计和边框也在变化。万历年间的双面

版式中上标图目, 两旁联句的版式不难找到, 如上

元王希尧绘,白下魏少峰刻,万历 19年( 1591)万卷

楼周曰校刊本5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
演义6等, 单面版式图中上标图目的插图也大量存

在, 如万历年间富春堂刊本5新刻出像音注范睢绨

袍记6、万历 14年 ( 1586)世德堂刊本5新刊重订出
相附释标注裴淑英断发记6(图 8)等之类的作品便

是很好的佐证,此外, 在版式的装饰性方面象富春

堂的花栏和世德堂的云纹都起到了版画插图的衬

托作用。比较而言,稍后的苏州版画插图并非像金

陵版画那样, 而是将回目 (或出目)嵌入图中, 注重

的是传统绘画中书和画的一体作用, 更具有文人画

的特性。

苏州版画除了延续上述的单、双面版式之外,

明末流行于苏州的月光型版式和狭长型单、双面版

式也悄然出现,月光型版式如5苏門啸6、5新镌绣像

醉醒石6、5剑啸阁自订西楼梦传奇6(图 9)等, 狭长

形版式如5新刻魏仲雪先生批评投笔记6、5玉茗堂批

评新著续西厢升仙记6等, 它的出现具有独特的地域

特征, 与苏州的人文因素和地理因素是不可分的,即

小巧和精致性。这两种版式的出现标志着苏州版画

在版式上较之于金陵版画在版式上的多样性。

构图、造型等: 金陵版画与苏州版画在这些方

面有较多的不同,这些不同特征正是代表了不同时

期两地版画的主要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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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早期的金陵版画, 那种/雄健豪迈, 大刀阔

斧0的绘刻气势是其它地域版画不能比拟的, 以戏

曲为例,版画插图又以舞台效果作为一大特征。人

物造型和周边环境的刻画,采用阴、阳刻的手法, 如

人物的冠冕、背景的墙砖均用阴刻, 很好地衬托了

画面主题。

万历中期开始, 由于受到徽派版画的影响, 金

陵版画的整体风格开始趋于精细, 徽派的那种/ 精

工秀丽0风格开始在金陵版画中普及, 同时, 金陵的

本土风格开始衰退,这是我国古版画发展的总体趋

势。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 古版画的中心转移至苏

杭,一种更为精致的风格, 确切地说,一种精巧的风

格占据了明末版画的主流,多以景物为主构图与造

型样式,它的出现, 标志着古版画整体风貌的转变。

如果说武林(即杭州)版画在这方面转变得还不彻

底、还具有多重风格的话, 那么, 苏州版画在这方面

则是代表了明末版画风格整体性的典范。

  ¹ 据清光绪庚辰( 1880)重刊5刘氏族谱6和5贞房刘氏宗谱6的记载,刘氏的始祖为京兆万年 (今陕西临潼) 人刘翱,刘氏的刻书业始于北

宋,刘岩佐( 1250~ 1328)为书林的始祖,元明两朝刻书业大致为贞房(刘翱之子之一)的后代,其中,刘素明为贞房的第二十六世孙。出自:方彦

寿.建阳刘氏书考[ J] ,文献 1988( 3)。

两地的交流: 根据有限的史料, 金陵版画与苏

州版画的发展历程中, 二者还是有所交流的。地理

位置的原因,苏州与金陵在版画方面似乎也是频繁

往来,主要限定在明末清初。以版画插图的版式为

例, 明末清初间发源于苏州的月光型和单、双面狭

长型版式不难在金陵刊行的刊本中找到。如清李

漁所撰, 順治年间原刻, 后康熙年间被金陵翼圣堂

辑印的5笠翁十种曲6, 包括5怜香伴6、5奈何天6、

5风筝误6、5比目魚6、5意中缘6、5玉搔头6、5巧团

圆6、5鳳求凰6、5慎鸾交6(图 10)、5蜃中楼6, 除5巧
团圆6和5慎鸾交6外, 插图皆为月光型版式, 多出自

苏州著名木刻家王君佐、和浙江萧山的蔡思璜之

手, 镌刻极为精雅, 此本绘者也大都为苏州画家如

胡念翼、王瑞生等。这虽然是一部由金陵、苏州、武

林三地的集编著者、画家、刻工和刊行地的联合的

产物,但是就其版画风格来说确属苏杭流派。明天

启年间金陵刊本5槃迈硕人定本西厢记6又是典型

的狭长型版式, 这是吸取了苏州版式的金陵的刊

本,插图中画家刊署有魏之克、钱贡、吴彬、袁方、董

其昌、陶若手、陶冶、俞希连、毛鸿、董昭等人, 其中

魏之克为金陵人,钱贡为苏州人,刻工为刘素明。

这里需要提起的是刘素明 ¹。出生于福建, 却

频繁地往来于江浙两地的/能绘善刻0的刘素明, 他

的版画创作风格也是推动明末版画统一的因素之

图 10 5笠翁十种曲6之5慎鸾交6 , 笔者所藏 (图版底

片)

Fig. 10 Shenluan Jiao

一, 举例来说, 他在金陵所刻版画有天启年间兼善

堂刊本5古今小说6, 天启 4年( 1624)金陵兼善堂刊

本5警世通言6,天启年间朱墨套印本5硃訂西厢记6

(5孙月蜂评西厢记6) , 天启年间诸臣朱墨套印本
5硃订琵琶记6(与刘素文同刻) ,天启年间金陵刊本

5槃迈硕人定本西厢记6。他在苏州所刻版画又有

天启年间天许斋刊本5古今小说6,天启年间衍庆堂

刊本5二刻增补警世通言6, 崇祯年间苏州存诚堂刊
本5新刻魏仲雪先生批点西厢记6等。刘素明虽非

这两地人氏, 但统观他在金陵、苏州和杭州所刻版

画插图,风格是基本统一的, 符合明末版画的整体

风范,对江浙地区版画风格的统一是作出贡献的。

其实,明清两代,各地间的版画交流,亦或相互

影响是非常频繁, 金陵、苏州除了二者之间存在着

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之外, 二者与其它地区的版画

的相互影响也存在着大量佐证, 金陵和建安(在版

式上影响和被影响)、金陵和徽派(在风格上接受徽

派风格)、金陵和武林(刻工与坊主的合作如5三遂
平妖传6) ,以及苏州和徽派(徽州刻工的流入)、苏

州和武林(微妙但武林更具风格多样性)等等地区

绘刻技法的相互吸收、造型样式的纳入以及版画版

式的更迭等等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里有

画家绘画技法的因素, 也有因刻工流动镌刻作品而

形成的微妙关系,当然也有明清两代书坊间翻刻版

本的习气,本文不拟在此多费笔墨, 需要指出的是

金陵和苏州分别代表早、中期和明末清初的不同风

格这一点是无疑的。

(下转第 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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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的红色服饰文化系统; ¼依山西梆子为轴心的
山西戏剧文体服饰文化系统; ½依山西民俗为轴心

的特殊服饰文化系统。

2. 统一规划、分片展示

服饰文化资源的开发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

程,必须由政府出面, 各地配合, 统一规划, 因地制

宜地实施。一是建立山西服饰文化苑。选择山西

一个旅游业较集中的地点, 比如平遥, 建立一个山

西服饰文化苑区,用以展示山西历代各民族的服饰

品(实物或复制品)、山西服饰文化的出土文物、书

画雕刻等古籍文献和艺术作品、山西历代纺织生产

工具、服饰制作器具以及工艺流程、山西各剧种的

戏曲服饰等,给游人以整体的效果。二是抓好三个

层次展示,即首先选择一个旅游点如平遥, 集中模

特儿全貌展示, 依上述山西服饰文化的体系逐一生

动表演;其次依山西旅游资源区划分四个点即北部

的佛教文化区、中部的晋商文化区、南部的根祖文

化区和东部的红色旅游区,展示山西服饰的区域特

色文化。三是创建品牌系列, 依山西独有的特殊服

饰文化资源,生产既实用又有收藏纪念价值的艺术

品位高的系列仿真服饰旅游纪念品,在区内开辟专

门的服饰商品街, 开发服饰营销产品, 增大旅游收

入,如晋商服饰文化中的/三寸金莲0、山西刺绣、贴

身主腰(也叫裹肚、兜肚) (见图 2)以及儿童的老虎

鞋、狮子鞋、牛头鞋、鞋垫、中国结等,都具有很强烈

的民俗特色和艺术观赏特色, 必将会引起游客极大

的兴趣。同时这些商品还会成为促销之手段, 充当

旅游区的/活广告0。

图 2  山西传统服饰:肚兜

Fig. 2 Shanxi traditonal clothings:bellyband

  3. 抓好宣传,不断完善

服饰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宣传, 要充分利用各

种媒体和机缘做好宣传工作,把山西服饰文化宣传

出去,营销出去。前几年推出的舞剧5一把酸枣6、
歌剧5立秋6, 以及电视连续剧5乔家大院6, 对晋商

服饰文化都做了较好的宣传,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

应。舞剧5一把酸枣6的 600多套服装, 既有体现时

代特色,像殷氏、管家、傻少爷个性化的晋商服饰,

伙计们的长袍马褂、掌柜的裘皮大衣、饥童的褴褛

衣衫,民间艺人的色彩斑斓; 又展示人物个性, 如酸

枣的情绪转换时服装色彩的变化, 如小伙计随地位

升迁的不同装束等, 将山西晋商服饰表现得多变、

艳丽,有内涵, 有层次, 也很有感染力, 是一次卓有

成效的山西服饰文化展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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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两地文化底蕴雄厚,文人会萃, 也是产生

优秀版画作品的原因之一, 没有文人的参与, 我国

的版画史将是另一种结局。经济的繁荣, 工商业的

兴盛,读者层面的扩大都是产生优秀版画作品的必

备条件。如果说金陵版画在明末走向衰弱, 走向被

动地接受苏杭版画是不确切的,因为/饾版0/拱花0
技法恰恰是在此时产生, 而明末苏州版画在产生众

多优秀作品的同时也夹杂着许多校勘不精的版本,

版本中/偷梁换柱0、/移花接木0等现象也较为普

遍。尽管如此,苏州版画在我国版画史上的地位依

然不容忽视, 苏州版画在版画版式的变革上, 诸如

/月光型0和/狭长型0版式为版画史增添了新的内

容。它的精巧、活泼的造型特征标志着我国明末版

画的新的格局。

(责任编辑:程晓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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