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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坞木版年画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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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桃花坞木版年画，是一部已书写了六百多年的手工艺术宝典，而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人文、习
俗风尚、审美取向、工艺技法等客观因素，以及艺人的思想个性、艺术素养、文化品位、个人风格等主观因素，都深

深影响着苏州年画的制作，从而形成了桃花坞木版年画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艺术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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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Taohuawu Wood Engraving Pictures

GUAN Xing
( Secreariat of Economic ＆ Scientific Affairs Committee，Suzhou CPPCC，Suzhou 215002，China)

Abstract: Taohuawu Wood Engraving Pictures is an art treasury with a history of over 600 years． The art form
evolves due to o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economy，politics，traditions，aesthetics and craftsmanship as well as
subjective factors concerning the artisans such as mentality，attainment，tastes and personal styles． As a result，
Taohuawu Wood Engraving Pictures present typical local features and bear artistic qualities indicating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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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桃花坞木版年画是“中西合璧、雅俗

共赏”。社会经济、历史人文、风尚习俗、审美情趣、
工艺技法等客观因素和艺人的个人风格都深深影

响着苏州的年画制作，形成了桃花坞木版年画鲜明

的地域特色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特点。尤其是

到了清代康、乾之际，桃花坞年画开始进入全盛期，

产生了“姑苏版”中一批最优秀的作品，以前所未有

的绚丽多彩的画面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康熙至乾隆年间“姑苏版”的艺术特色

追摩传统绘画的题材、形式与技法，文人参与

创作的“姑苏版”在画面经营与笔法运用等方面均

悉心模仿传统绘画，具有浓厚的宋代以来的院体

画、界画和风俗画的特征，在形式上也体现了传统

绘画的中堂、对屏和册页的特质，不少画面还加以

大段的诗句题咏和款识，体现了文人意趣。如清康

熙年间( 1662—1723 ) 的《花卉博古图》，从造型、构

图到技法等都以中国传统绘画的写实工笔为主调，

花篮、托盘等以稠密微细的线条描写细部，花卉主

体不用线条勾勒，而直接以近似没骨法多版套印，

以烘染出颜色晕化的效果。又如，在表现苏杭风景

等题材时，画面经营以我国传统山水画“三远法”来

布局远山近水和亭台楼阁，铺陈出辽阔深远的意

境，并以擅长的传统绘画笔法描绘山峦、树石、水波

等。尤其是两宋以来随着市民文化兴起，兴盛起来

的写实风格的风俗画，无论是题材、形式还是表现

技法，都对“姑苏版”有相当大的影响。如《姑苏阊

门图·三百六十行》等城市风景画与北宋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一脉相承;

《街头谈笑图》与宋代苏汉臣的《货郎担图卷》都是

描绘栩栩如生的市民形象; 宋代大量的婴戏题材，

如李嵩的《采莲图》、《小庭婴戏图》、《童子采莲图》
等等也可见于“姑苏版”中。两宋习见的《耕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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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社图》、《观灯图》等在“姑苏版”中都能找到相

似的作品。“姑苏版”中大宗的仕女图，从人物形象

到举止衣饰都能看到清代美人风俗画的影子。
参用西方绘画的表现技法，“姑苏版”在延续传

统绘画精神的同时，表现出对外来艺术形式技巧的

浓厚兴趣，如学习西洋透视法，以鲜明的建筑透视

线表现空间，一变古本版画插图中人比物大、前后

不分的画面效果。如《全本西厢记》表现连续的多

层次的庭院空间，各建筑群比例大体相称。又如

《池亭游戏图》中地面、桌面等物随着透视线的缩短

向一个焦点聚合，人物有前后之分，外部的景色也

随透视线延伸。“姑苏版”受到西方影响的第二个

特征，即是利用了光影知识的明暗造型法，结合晕

染，模仿西方铜版画施以规整、细密、匀正的排线来

表示人物、衣褶、宫院楼阁、树木叶冠的投影与阴阳

向背，对象的表现富于体量感且更加突出。如《姑

苏万年桥图》在房屋、桥梁等建筑物内侧根据光线

来源画上暗部，在描画人物时强调衣襞阴影或光源

照射产生的明暗关系。
版式继承了苏州版画插图的特点。明代万历

( 1573—1620) 时，苏州版画已经崭露头角，到了天

启( 1621—1628 ) 、崇祯 ( 1628—1644 ) 年间，苏州版

画发展迅速，并达到巅峰。苏州版画插图汲取了徽

派版画 刻 工 精 致 的 特 点，并 在 版 式 上 有 所 创 新。
“姑苏版”不仅继承了版画的刻工技法，在版式上亦

留存了许多版画插图的痕迹。如《西厢记》的双屏形

式延续了苏州版画插图里常见的双面连式。又如《十

全图·财源图》、《桐下美人图》等采用了明代苏州版

画插图创制的外方内圆的版式———月光版，等等。
色彩浓丽轻透，文质沉雅，层次丰富。“姑苏

版”多采用墨版套印与敷彩相结合的方式，以敷彩

为多，分平涂与晕彩两种。多用松烟墨，质轻、透

明，层次丰富。以淡墨色的使用最具特色，有的先

用浓淡两种墨色套印，然后敷彩; 也有的先印红、蓝
等色后再套印淡墨色，形成暗红、墨蓝，即“环色”。
大块的灰色或局部的灰调子，增加了画面的层次

感，令色调雅致柔和，更加统一。套色和敷彩所用

的颜料由民间作坊以古法自行配方泡制，以水性植

物颜料与石性矿物颜料为主，尤以水性植物颜料更

适合木版水印的表现。苏州自古绘事发达，颜料制

作技艺精湛。乾隆时，在桃花坞周边就有姜思序堂

等制作绘画颜料的名店号，这一时期的桃花坞木版

年画色彩似丹青笔墨般文质古雅，经久不褪，与其

所用特殊的颜料有关。
二、嘉庆、道光年间桃花坞木版年画艺术特色

这一时期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延续了前朝精致、

典雅与古朴的风格，不乏精品涌现，但总体上却显

示出由盛转衰的趋势。题材表现不似前期丰富，虽

不乏之前常见的仕女闲居等题材，但表现都会风光

和市井生活的巨幅作品却越发鲜见。年画尺幅缩

小，显示了民间购买能力的减弱。表现技法向中国

传统绘画技法回归，焦点透视等“仿泰西笔法”渐

失，虽在衣褶等处仍有通过墨彩浓淡的晕染来表现

明暗，但不复仿铜版画排线技法的细密铺陈，显示

出西方绘画技法影响的衰退。版式上，“月光版”等

富于苏州版画插图特色的版式已十分鲜见。设色

仍以墨版套色结合敷彩为主，并大量使用明净而沉

着的花青色( 即靛蓝色) ，形成了这一时期桃花坞木

版年画色彩的重要特征。这或与嘉庆四年 ( 1799 )

全国实行的“断国孝”有关。是年，乾隆驾崩，嘉庆

皇帝“圣谕”，婚丧嫁娶再不准动用锣鼓，民间年画

一律不准采用红、紫等鲜艳色彩。这一情况在杨柳

青年画中亦有体现。
三、同治、光绪后桃花坞木版年画艺术特色

清末，桃花坞木版年画主要走向新兴大都市上

海和广大的农村地区，艺术风格和特色随之改变。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近代纺织业的发展，

西方合成颜料传入中国，称为“品色”，如品红、品

蓝，虽颜色通透，但日晒后容易褪色。为了降低成

本，桃花坞年画中也开始使用“品色“，以墨版套色

为主，配色除三原色外多采用紫、红、桃红、深紫和

朱红等鲜艳色彩，对比强烈，尤以桃红色最为夺目，

以致后期将这种明媚的桃红色作为桃花坞木刻年

画区别异地年画的重要特征。为了节约成本，很多

年画制工粗糙，人物堆叠，大红大绿等各种刺激视

觉的原色杂糅，显得斑驳缭乱，版刻线条不若前期

雅致细秀。题材内容方面，门神、历画之类成为主

流，小说戏曲题材明显增多。除少数大幅的门神和

三星、天官外，绝大多数画幅都缩为四开大小，艺术

水准大为下降。在上海，为了适应新兴市民阶层的

审美需求，年画师傅开始以苏州笔法，在传统题材

基础上，推出以上海习俗、十里洋场、租界生活、时

事新闻为题材的新年画，绘图设色大量采用浅红、
淡绿诸色，显示出近代上海大都市的市民趣味。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批桃花坞木版年画创作设

计人员，在师法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新创或以

老题材新构思，以苏州城乡风光、江南民俗、计划生

育等为内容，推出了一大批内容、形式和技法皆有

新意的年画，增强了年画的宣传与教育功能，富有

鲜明的时代气息和艺术个性。
四、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历史文化价值

桃花坞木版年画不仅是一部书写了六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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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工艺术宝典，更是一幅展示民俗风情、人文历

史和社会风尚的生动画卷。它博采中西，为清代中

西方艺术交流史书写了绚烂的一笔; 它扎根民间，

蕴含着丰富的吴地民俗文化内涵; 它无意间成为历

史的记录者和城市的文化基因，保留了一方水土的

记忆。
当明清时期东西方艺术交流成为研究热点时，

桃花坞木版年画“姑苏版”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

野。西方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催化了近代中国艺术

的蜕变，18 世纪传教士供奉清廷的史实已为人所熟

知，这些西洋画的作品除宗教题材外，大多是为皇

室所作的观赏画和记事画。然而，西洋画的传播不

仅仅限于宫墙之内，早在 17 世纪初，圣像及宗教书

籍的版画插图已经在宫墙外与平民接触，成为有效

的传教工具，而 18 世纪的“姑苏版”则是中国民间

画家对西学中传的一次有力回应，并以其绚烂夺目

的面貌成为中外学者研究这一时期西画东渐的民

间范本。黑田源次在《支那古版画史图录》中写道:
“姑苏版是指在西方铜版画影响下产生的作品，它

是中国版画史上极为罕见的具有优秀技术的大型

版画，特别要引起重视的是，它能确切地把握西洋

铜版画中所得到的意象，把它溶入传统中国绘画的

主题之中，并以自然而然的形式表现出西洋绘画的

特征。”［1］“姑苏版”对日本和欧洲艺术的影响，更奠

定了桃花坞木版年画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18
世纪，“姑苏版”与大量的中国书籍一起通过民间海

上贸易传入日本，在相当广泛的日本社会阶层中掀

起了一股尊崇中国文化的热潮，并催生了日本浮世

绘艺术，进而启发了欧洲印象派艺术，形成了世界

美术的新格局。
乾隆以后，随着西方绘画技法影响的衰退，苏

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民俗性日益凸显，最典型的例

子是清末历画《采茶春牛图》。该画以图配唱，将迎

春鞭牛风俗、吴歌、采茶农事、昆曲戏文等熔于一

炉，可称得上是一部吴地风俗大观。
中国历代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立春时要举行

种种古老而隆重的春耕仪式，如迎春、祭芒神、鞭春

牛、施巫术、行宴乐等等，以祈求农牧丰收、人丁兴

旺。《清嘉录》载，在苏州“先立春一日，郡守率僚属

迎春娄门外柳仙堂，鸣驺清路，盛设羽仪，前列社

夥，殿以春牛。观者如市”［2］。泥塑小春牛、彩印春

牛图和春牛历画等节物也由此而生。《吴郡岁华纪

丽》卷一载:“乡村人家，新年粘春牛图于壁，以观四

时节序。藉以代时宪书，取其便览。刘克庄诗云:
‘今年台历无人寄，且就村翁壁上看，’则知此风已

古矣。”［3］
刘克庄为宋代人，可见春牛图历史的久

远。《采茶春牛图》是富有吴地特色的春牛历画。
十二月采茶女、春牛、金山、银山构成了画面的主

体，寓意吉祥。画面上还配有十二个月份的采茶词

曲，通过唤唱吸引人购买:“正月采茶瑞香开……二

月采茶杏花开……三月采茶桃花开，张生跳过粉墙

来，红娘月下偷旗子，这个姻缘天赐来……十月采

茶芙蓉开，朱买臣当年去买柴，只因妻子带十败，逼

写休书两分开……”唱词正是以苏州白茆山歌《十

采茶》为蓝本: “正月里来采茶是新春，新茶叶泡过

剩茶湿，剩茶湿，茶湿剩，新欢姐妮剩官人。二月采

茶杏花女，茶树底下采茶芽，郎采多来姐采的少，树

上阿哥喉咙好……十月采茶是芙蓉，脚踏船头满舱

中，顺风使篷行恁去，新船起岸到家中。”《十采茶》
继承了《诗经》里《豳风·七月》的叙事形式，而《采

茶春牛图》又以《十采茶》为基础，置换了其中的内

容，将十二个月份所盛开的不同花卉和耳熟能详的

昆曲戏文缓缓道来。农闲时节，年画掮贩们走村串

乡，哼唱着流传于山野的吴歌小调，说道着人们百

听不厌的西厢情事、朱买臣故事……《采茶春牛图》
生动勾描出一幅农耕文化背景下的吴地风情画。

此外，桃花坞木版年画对社会生活非常关注，

从清代初期以精雕细绘记录都市风物，到晚期对时

事新闻的敏锐反应，为后世研究历史演进、社会文

化变迁留下了宝贵的图像资料，如确切纪年的《姑

苏万年桥图》就有乾隆五年( 1740) 、六年( 1741) 、九
年( 1744) 等几个版本。对比这些作品，可明显感受

社会发展带来的城市风貌的变化。又如，清早期仕

女图中妇女装束、发型仍以明式为主，而到了清末

《十美踢球图》中，十美们或着旗袍长裤、或着上袄

下裙，反映了清末北方满装与南方汉装的交融。此

外，晚期年画中，小说戏曲题材明显增多，有些是风

行于苏沪一带舞台、书场的戏曲和评弹剧目，也有

表现舞台演出实景的作品，反映了清晚期南方舞台

演出的活跃。而清末出现了大量反映时事的作品，

如反映清朝廷与捻军战事的《新刻扫荡捻匪前后

本》、反映中日甲午战争抗击侵略的《刘大将军擒获

倭督桦山审问》、社会新闻《苏州铁路火车轮公司开

往吴淞》、社会百态《三百六十行》等等。这些作品

在当时起到了传播资讯、增博见闻的作用，为后世

则留下了重温与反思历史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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