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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以“圖像”解說“晚清”

一、讀圖之可能

對於晚清社會歷史的敘述，最主要的手段，莫過於文字、圖像與實物。這三

者均非自然呈現，都有賴於整理者的鑒別、選擇與詮釋。這裡暫時擱置真偽、虛

實、雅俗之類的辨析，單就表現力立論：文字最具深度感，實物長於直觀性，圖

像的優勢，則在這兩者之間。可一旦走出博物館，實物只能以圖像的形式面對讀

者。這時候，對晚清的描述，便只剩下文字與圖像之爭了。

長期以來，我們更為信賴文字的記言記事、傳情達意功能，而對圖像，則看

重其直觀性與愉悅性。歷史敘述之所以偶爾也會借用圖像，只是為了增加“可讀

性”。對於絕大部分“圖文並茂”的圖書來說，文字完成基本的“事實陳述”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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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發掘”，圖像只起輔助或點綴作用。

設想歷史學家突出奇兵，主要靠圖像說話，不是不可能，但絕非易事，因為

這牽涉到圖像製作過程的追蹤，畫面構成方式的解讀，圖文互動關係的闡釋。對

於中國學界來說，“讀圖”顯然還是一門比較生疏的“手藝”。所謂“左圖右史”

的光榮傳統，對於今人之閱讀圖像，似乎幫助不太大。宋人已在慨歎“見書不見

圖”之弊了，可見“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像於圖，索理

於書”的理想狀態 1，實際上早就消失在歷史深處。即便到了影視及多媒體相當

普及、圖像成為傳遞信息的主要載體的今日，對於絕大多數中國學者來說，其閱

讀、思考與表述，倚仗的基本上仍是“義蘊閎深”的文字。

因輕車熟路經驗豐富而注重“讀文”，這自然沒錯；嘗試一下尚在摸索之中

的“讀圖”，似乎也未嘗不可。只是在正式起步之前，有必要對此舉所可能面臨

的陷阱充分自覺，且預做騰挪趨避的準備。

以“圖像”解說“晚清”，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敘述策略：或雜採眾長，或專

攻一家。前者的好處是不受任何限制，只要是生產於晚清的圖像（包括中外人士

製作的照片、畫報、繪畫、雕刻、書籍裝幀等），均可為我所用。因選材極為廣

泛，圖文之間很容易做到“若合符節”。缺點則是仍以文字為主，圖像只起輔助

作用。而且，脫離了具體時空以及生產機制的圖像，儘管燦爛輝煌，畢竟是一地

散珠。後者的局限性一目瞭然，圖像再多、再精彩，說到底，只是一家之言；可

好處也很明顯：整個生產過程以及作者與讀者的關係比較完整，便於論者深入考

辨與分析。當然，有個先決條件，作為立論根基的這“一家”，必須有足夠的“分

量”—包括數量與質量。

十五年間，刊行四千餘幅帶文字的圖像，並因關注時事、傳播新知而聲名遠

揚，如此理想的個案，真是可遇而不可求。這裡所說的，自然是創刊於 1884年 5

月 8日，終刊於 1898年 8月的《點石齋畫報》。當初自稱“天下容有不能讀日報

1 參見鄭樵《通志略．圖譜略》，《通志略》第 929—930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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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天下無有不喜閱畫報之人”1，固然只是舞臺上的自我喝彩；可百年後的今

日，《點石齋畫報》確實成了我們瞭解晚清社會生活乃至“時事”與“新知”的

重要史料。

對於《點石齋畫報》的解讀，可以側重雅俗共賞的畫報體式，可以看好“不

爽毫釐”的石印技術，可以描述新聞與美術的合作，可以探究圖像與文字的互

動，可以突出東方情調，可以強調西學東漸，可以呈現平民趣味，也可以渲染妖

怪鬼魅⋯⋯所有這些，均有所見也有所蔽，有所得也有所失。因學識淺陋而造成

的失誤，相對容易辨析；至於因解讀方式不同導致的眾說紛紜，則很難一言以蔽

之。因為實際上，所有研究者都是帶著自己的問題意識來面對這四千幅圖像的，

不存在一個可供對照評判的“標準答案”。

所謂學者的“問題意識”，除了顯而易見的學科分野—比如美術史家、文

學史家、科學史家、宗教史家、社會史家、風俗史家眼中的《點石齋畫報》，必

然千差萬別—還包括時代氛圍與擬想讀者的限制。五十年代的強調“十九世紀

末葉帝國主義的侵華史實和中國人民抵抗外侮的英勇鬥爭”2，與今日的突出“晚

1 如此富有煽動力的表述，乃《點石齋畫報》自己製作的“廣告”。創刊兩年後，《點石齋畫報》

聲名遠播，於是重開招商廣告，其《畫報招登告白啓》（1886年 7月《點石齋畫報》第 83號）中便有

此等豪言壯語。有趣的是，如此句式，與日後康有為《日本書目志．識語》中的“僅識字之人，有不

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十分接近。後者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

13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2  參見鄭為《〈點石齋畫報時事畫選〉前言》，《點石齋畫報時事畫選》，北京：中國古典藝

術出版社，1958年。鄭為編註的《點石齋畫報時事畫選》，底本用的是上海集成圖書公司 1910年

印行的《點石齋畫報大全》，複製時將兩頁合成一幅，印成 12開本，頗為精美。圖畫共 139頁，

外加 2頁《前言》和 14頁介紹背景並略加評說的《敘錄》。本書的編選，目的十分明確，工作態度

也很認真，只是以藝術上的“現實主義道路”和政治上的“反帝反封建立場”作為硬指標，來衡量

一百年前帶濃厚市民趣味的“畫報”，有時難免削足適履。即便如此，我還是認為，這是一本做得

非常用心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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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眼中的西學東漸”1，固然是受制於各自所處的學術思潮；歐美學者之兼及西

方器物與東方情調 2，以及日本學者之注重奇思妙想 3，也都有自己的出版策略。

至於同是德國學者，1910年代之突出西方人眼中的東方 4，與 1970年代的注重東

方人眼中的西方 5，在文化差異外，又添上時勢遷移。所有這些，本身已構成一部

“接受的歷史”。

面對九十年來若干中外人士編纂的《點石齋畫報》讀本，能否百尺竿頭更進

一步，對我們來說，是個很大的挑戰。之所以敢於應戰，基於以下四種自信：對

於畫報歷史（尤其是清末民初出版的諸多畫報）的熟悉；對於晚清社會及文化的

瞭解；對於圖文互動關係的重新認識；以及以史料印證圖像、以圖像解說晚清的

論述策略之確立。

“以圖像解說晚清”的論述策略，明顯受魯迅、阿英、鄭振鐸等學者的影響。

1 參見陳平原編《點石齋畫報選》（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一書的導論《晚清人眼

中的西學東漸》。該書借助“戰爭風雲”、“中外交涉”、“船堅炮利”、“聲光電化”、“舟車便利”、“飛

行想像”、“仁醫濟世”、“新舊學堂”、“折獄斷案”、“租界印象”、“華洋雜處”、“文化娛樂”、“西

洋奇聞”、“東瀛風情”、“海外遊歷”等 15個專題，每專題各選 12幅圖像，展現晚清人對於西方文

明的接納。

2 1987年香港中文大學推出了 Don J. Cohn 主持選譯的Vignettes from The Chinese, Lithographs 

from Shangha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7），該書選擇的 50幅

圖像，內容相當駁雜，似乎以“趣味”為主，編選者所撰《前言》也比較膚淺。

3 1989年日本福武書店出版了中野美代子和武田雅哉合作的《世紀末中國のかゎら版—繪

入新聞〈點石齋畫報〉の世界》，所用底本，乃 1983年廣東人民出版社版影印線裝本。全書分五個專

題，共選編了 82幅畫，並譯註了圖上文字。書前近萬言的“導讀”頗見功力。但作者對幻想文學有

特殊興趣，故偏重於妖怪鬼魅，而不是社會歷史。

4 參見Max Von Brandt的 Der Chinese in der Offentlichkeit und der Familie, in 82 Zeichnungen nach 

chinesischen Originalen （Berlin, 1910?）。該書係最早的《點石齋畫報》選譯本，共收 82幅圖像，絕大部

分為中國人的故事，而且側重日常生活與社會風情。

5 參見 Fritz Van. Brissen 的 Shanghai-Bildzeitung 1884-1898, Eine Illustrierts aus dem China des 

ausgehenden 19. Jahrhunderts（Atlantis, 1977 ）。該書從《點石齋畫報》中選譯 52幅圖像並詳加註釋和解

說，其中西人形象及事物佔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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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位前輩對《點石齋畫報》在晚清出現的意義，均給予充分的肯定，而且注重

的都是其“時事畫”。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魯迅曾這樣評論《點石齋畫報》：

“這畫報的勢力，當時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要知道‘時務’—這名稱在那

時就如現在之所謂‘新學’—的人們的耳目”1；阿英撰《中國畫報發展之經過》

時，則斷言“因《點石齋畫報》之起，上海畫報日趨繁多，然清末數十年，絕無

能與之抗衡的”，原因是後來者或“畫筆實無可觀”，或忽略了畫報“強調時事

紀載”的宗旨 2。鄭振鐸的說法更精彩，乾脆將結合“新聞”與“繪畫”的藝術追

求命名為“畫史”。

鄭振鐸稱吳友如為“新聞畫家”，尤其讚賞其在《點石齋畫報》裡發表的許

多生活畫，“乃是中國近百年很好的‘畫史’”。這裡加引號的“畫史”，明顯是

從中國人引以為傲的“詩史”引申而來。“也就是說，中國近百年來半封建、半

殖民地社會前期的歷史，從他的新聞畫裡可以看得很清楚。”3在《中國古代繪畫

選集》的序言中，鄭振鐸再次提及晚清的繪畫革新：“但更多的表現那個‘時代’

的社會生活，乃是一個新聞畫家吳嘉猷，他的《吳友如畫寶》（石印本）保存了許

多的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現實主義的記錄。”4上述兩文撰寫於 1958年，

其大力表彰藝術史上的現實主義潮流，確有其特殊的思想文化背景。但作者早年

的《插圖之話》以及晚年的《中國古代版畫史略》5，同樣關注吳友如與《點石齋

畫報》，可見鄭君之所以如此立說，並非只是趨時。

假如像鄭振鐸等人所設想的，從“畫史”的角度來解讀《點石齋畫報》，首

先碰到的問題是：這畢竟只是晚清“眾聲喧嘩”中比較美妙的“一家之言”，其

1 《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全集》第四卷第 29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2 阿英：《中國畫報發展之經過》，《晚清文藝報刊述略》第 90—100頁，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8年。

3 鄭振鐸：《近百年來中國繪畫的發展》，《鄭振鐸藝術考古文集》第 193頁，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年。

4 鄭振鐸：《〈中國古代繪畫選集〉序言》，《鄭振鐸藝術考古文集》第 185頁。

5 參見《鄭振鐸藝術考古文集》第 18、3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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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時事與新知的表述，有發掘，也有遺漏；有實錄，也有歪曲；有真知，更有

偏見。一一加以考辨，既費口舌，也無必要。因為有些“誤會”相當美麗，有些

“誇飾”又無傷大雅，何必與之“斤斤計較”？附上幾則相關資料，讀者自會浮想

聯翩，即便無法馬上去偽存真，起碼也對畫報所呈現的“社會”與“歷史”，多

了一份必要的警覺與追究的興趣。或詩文，或筆記，或報道，或日記，或檔案，

或上諭，或竹枝詞，或教科書⋯⋯任何體現時人見解的文字，都可能進入我們的

視野，並用作《點石齋畫報》所呈現的“晚清圖像”之佐證、旁證或反證。

《點石齋畫報》的圖文之間，本就構成一種對話關係，其間的縫隙，不完全

是使用媒介不同造成的，更包括製作者視角及立場的差異。如今再“從天而降”

各種相關史料，對具體圖像的解讀，很可能不是更清晰，而是更複雜，更豐富。

正是這種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使我們對晚清社會的多元與共生，有直接的領

悟。至於如何引申發揮，怎樣發掘微言大義，則留給遠比我們高明的讀者。

當然，作為編者，我們願意簡要介紹《點石齋畫報》的工作宗旨及生產流

程，以及其與母體《申報》的關係，順帶兼及畫報“啓蒙”之特色，最後轉入本

書怎樣以“四大主題”來展開對於晚清的想像。

二、畫報的宗旨與手段

談作品的“接受”，閱讀者的主體意識固然重要，出版者的初衷也不該完全

漠視。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發現，《申報》以及《點石齋畫報》的創辦者美

查（Ernest Major）的工作意圖，還是得到後世不少讀者的認同。在《點石齋畫報

緣啓》中，除了中畫西畫的技法比較，再就是強調之所以“爰倩精於繪事者，擇

新奇可喜之事，摹而為圖”1，目的是為了滿足民眾瞭解當前戰事的需要。當然，

也有風土人情、瑣事逸聞、幻想故事等，但對於“時事”的強烈關注，始終是“畫

報”有別於一般“圖冊”的地方。與新聞結盟，使得畫報的“時間意識”非常突

1 尊聞閣主人：《點石齋畫報緣啓》，《點石齋畫報》第 1號，1884年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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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文字中因而常見“本月”、“上月”字樣。而以表現中法戰爭的《力攻北寧》

開篇，也很能表明編者與作者的興奮點所在。

1889年美查離滬歸國，後繼者基本上是蕭規曹隨，《點石齋畫報》依舊保持

關注時事的特點。前期的報道“中法戰役”，固然令人拍案叫絕；後期的追蹤“甲

午中日戰爭”以及臺灣民眾之反抗日軍，也有絕佳的表現。一直到倒數第二號之

以《強奪公所》《法人殘忍》描摹四明公所事件，都還能看出其對於社會熱點問

題的強烈關注。

對於“時事”之強烈關注，乃《點石齋畫報》創辦的契機，這一點，尊聞閣

主人（即美查）的《點石齋畫報緣啓》說得很清楚。至於畫報傳播“新知”的功

能，在見所見齋的《閱畫報書後》中，有極為精彩的發揮。此文以創刊號的《點

石齋畫報》為例，具體講解畫報之如何有利於傳播新知。其中有三點意思值得格

外關注：一是將“新知”界定為“制度之新奇與器械之精利者”，而不局限於船

堅炮利；二是將官府與民間分開，以民間為主要擬想讀者，希望將“新知”推廣

至“窮鄉僻壤”；三是將“擴天下人之識見”，明顯放在“以勸戒為事”之上 1。

對照《點石齋畫報緣啓》中對於歐西畫報的描述，讀者很容易發現，尊聞閣

主人和見所見齋如出一轍的編輯 / 閱讀思路，確實是淵源有自：“畫報盛行泰西，

蓋取各館新聞事跡之穎異者，或新出一器，乍見一物，皆為繪圖綴說，以徵閱者

之信。”2可以這麼說，借鑒泰西畫報的編輯策略，必然著重採擷新聞與傳播新

知；至於“寓果報於書畫，藉書畫為勸懲”3之類的說法，乃是道地的中國特色。

大致而言，“奇聞”、“果報”、“新知”、“時事”四者，共同構成了《點石齋

畫報》的主體。相對來說，早期較多關於“新知”的介紹，而後期則因果報應的色

彩更濃些。儘管不同時期文化趣味與思想傾向略有變遷，但作為整體的《點石齋畫

報》，最值得重視的，還是其清晰地映現了晚清“西學東漸”的腳印。正是在此意

義上，我們格外關注畫報中的“時事”與“新知”，而不是同樣佔有很大篇幅的“果

1 見所見齋：《閱畫報書後》，《申報》1884年 6月 19日。

2 尊聞閣主人：《點石齋畫報緣啓》，《點石齋畫報》第 1號。

3 申報館主：《第六號畫報出售》，《申報》1884年 6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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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與“奇聞”。

《點石齋畫報》的重要性，除了自身業績外，還在於其開啓了以新聞性為主、

以圖文並茂為輔的“畫報體式”。對於《點石齋畫報》是否“中國最早的畫報”，

曾經有過不少爭論，但假如以是否具備新聞性以及採用何種工藝為判別標準，則

《點石齋畫報》的地位不可動搖 1。更重要的是，清末民初畫報的創辦者，追摹的

目標是《點石齋畫報》，而並非既無時間性也不涉及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小孩月

報》或《畫圖新報》。

光緒三十三年（1907）創辦於北京的《益森畫報》，開篇即是編輯者所撰的

《述旨》，在表明創作宗旨的同時，也為“畫報”的體式追根溯源。以“纂組鴻文，

精治丹青”為體式，以“網羅異事”為著眼點，以“懲勸兼資”為目的，這確實

是《點石齋畫報》的創制，難怪學退山民編撰、劉炳堂繪圖的《益森畫報》溯源

於此 2。清末民初湧現的眾多畫報，像《益森畫報》那樣直截了當地自報家門者，

其實不太多；但《點石齋畫報》的關注時事、注重新知、採用石印，以及圖文互

相詮釋時的許多具體表現手法，基本上都被後來者所接納。

受《點石齋畫報》成功範例的鼓舞，晚清出現一股畫報熱。據彭永祥統計，

截止到 1919年底，國人共刊行過 118種畫報，其中“絕大多數是圖畫石印或刻

版”3。上世紀二十年代以後，攝影畫報逐漸佔據主流地位，雖偶有“忽發思古之

幽情，也想仿效《點石齋畫報》那樣辦一種”石印線裝而“絕不用照相銅版圖畫”

的，恐怕都難逃失敗的惡運。這裡用得著包天笑的自我總結：“無他，時代不同，

頗難勉強也。”4隨著石印線裝這一出版形式的迅速衰落，《點石齋畫報》為代表

的晚清畫報，早就被後來者所超越；但其開啓的以圖文並茂方式報道時事、傳播

新知這一新興事業，時至今日仍很有生命力。

1 具體論述參見陳平原編《點石齋畫報選》一書的導論《晚清人眼中的西學東漸》。

2 《益森畫報述旨》，《益森畫報》創刊號，1907年 11月。

3 參見彭永祥《中國近代畫報簡介》，見《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四集 656—679頁，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6年。

4 參見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第 113、380頁，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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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當初《點石齋畫報》如何一炮打響，又怎樣獲得讀者的廣泛認同，其實

無法提供許多確鑿無疑的可供實證的材料。這也是晚清報刊史研究的最大難處：

其時主持報刊者都不太願意認真負責地談論報刊的銷售量，偶有涉及，多為招徠

讀者，難免有誇張之嫌 1。更何況，關於《點石齋畫報》，連這種“虛實參半”的

信息也難以尋覓—起碼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任何關於這份畫報銷量的

具體數字。

只好退而求其次，搜集有關的旁證材料。

1884年 6月 7日的《申報》上，申報館主發表文章，推介第四號《點石齋畫

報》，結尾處有云：“此次圖後新增告白，請商號家如有願登告白者，請即購閱四

號畫報，便知詳細。”2從招徠讀者轉為吸引廣告，可見經營者的商業眼光。十二

天後，《申報》發表見所見齋《閱畫報書後》，稱《點石齋畫報》已經十分暢銷：“盡

旬日之期，而購閱者無慮數千萬卷也。”3緊接著，又有“自開印以至今日，銷售

日盛一日”之類的報道 4。可所有這些，都屬於當事人出於商業目的的自我吹噓，

只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實際上，畫報事業雖大有發展，但廣告招收並不成功，僅有的若干種多為申

報館系統內部的商號，難怪其不久便偃旗息鼓。直到創刊兩年，《點石齋畫報》聲

名遠播，方才重新招商，其連續刊登的《畫報招登告白啓》稱：

　　

今又承各巨商切屬踵行，謂“天下容有不能讀日報之人，天下無

有不喜閱畫報之人。近今告白藉圖以傳，日報已有行之者，畫報專精

藝事，行之必有大效”等語，本齋主人重違雅意，故於六月二十六日

八十三號畫報之末仍登告白。5

1 參閱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第 269—279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 申報館主：《第四號畫報出售》，《申報》1884年 6月 7日。

3 見所見齋：《閱畫報書後》，《申報》1884年 6月 19日。

4 申報館主：《第六號畫報出售》，《申報》1884年 6月 26日。

5 《畫報招登告白啓》，《點石齋畫報》第 83號，1886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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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廣告招收一樣，同樣可以作為畫報發行量標誌的，是各地銷售點的建立。

這方面，《點石齋畫報》與點石齋書局通力合作，其成績也就變得“密不可

分”了。

如第 195號《點石齋畫報》（1889 年 8月）所刊《點石齋各省分莊售書告

白》，便開列了京都琉璃廠點石、金陵東牌樓點石、蘇州元妙觀點石、杭州青雲

街點石，以及點石齋石印書局在湖北、漢口、湖南、河南、福建、廣東、重慶、

成都、江西、山東、山西、貴州、陝西、雲南、廣西、甘肅等省市所設的分莊。

值得注意的是，後面八省的點石齋分莊，均設在“貢院前”，可見書籍與科考的

關係。這些分莊，既賣書籍，也售畫報，故只能籠而統之地談論《點石齋畫報》

的“風行海內”。

申報館主為每號畫報出版而撰寫的文字，基本上屬於廣告，不足為憑。見所

見齋的真實身份，目前雖無法確認，但其立說與尊聞閣主人過於接近，係美查的

朋友無疑；而且所論只及於創刊號，其提供的關於畫報如何成功的證詞，必須大

打折扣。倒是另外有兩家言論，其可靠性毋庸置疑，可惜乃畫報停刊幾十年後的

追憶—包天笑的個人經驗，讓我們瞭解《點石齋畫報》對於當年蘇州讀者的巨

大吸引力 1；魯迅斷言該畫報“流行各省”並成為其時想知道“時務”的人們的耳

目 2，則近乎史家的判斷。

談論《點石齋畫報》的巨大成功，沒有十分可靠的同時代人的證詞，畢竟是

很大的遺憾。以下兩則材料，可以略為彌補這一缺失。

首先，為公平起見，必須尋找與報社毫無瓜葛的合適證人。恰好，香港大學

馮平山圖書館收藏的初版本《點石齋畫報》卷首，有“光緒庚子新春人日松菊山

園主人書於香江太平山麓之舍”的長篇題記，時距《點石齋畫報》停刊僅兩年，

很能體現一般民眾對這份畫報的真實看法。

此題記從中國人熟悉的傳說說起，“在昔穆王好遊，遴選八駿馳騁邐荒”，

既而感歎今日情況迥異，有火車、輪船之助，萬里馳驅、遊目騁懷成為可能。但

1 參見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第 112—113頁。

2 《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全集》第四卷第 2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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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也有不少人因各種條件限制，無法遠遊四方。怎麼辦？就在這關鍵時

刻，“畫報”應運而生：

　　

而幸有不煩車馬舟楫之辛勞，無虞山嶽崎嶇之險峻，無慮波濤洶湧

之兇危，已恍若吾身親歷其境，遍悉其人其物者，則畫報是也。向見泰

西畫報，其於宇宙間山水城郭、樓閣亭臺、飛潛動植，與夫殊方異族、

怪狀奇形、風土俗尚，概皆摹寫及之，惟妙惟肖。其增人識見，怡人心

目，良非淺鮮。第中國無此，心竊憾焉。迨甲申歲得上海點石齋創此奇

觀，閒窗昕夕，臥遊其中，謂非一大快事哉！是則為今日之閒人，猶勝

古昔之天子，幸之至也，惜乎云哉！

　　　　

身處通商口岸的松菊山園主人，有泰西畫報作比較，尚且對《點石齋畫報》如此

推崇備至；那些沒有機會親眼目睹西方文明的鄉下、小城鎮乃至內地城市的民

眾，又該做何感想？或者說，《點石齋畫報》“增人識見，怡人心目”的努力，是

否得到真正的落實？對此，小說家包天笑日後精彩的回憶可作補充：

我在十二三歲的時候，上海出有一種石印的《點石齋畫報》，我最

喜歡看了。⋯⋯每逢出版，寄到蘇州來時，我寧可省下了點心錢，必須

去購買一冊。這是每十天出一冊，積十冊便可以線裝成一本。我當時就

有裝訂成好幾本。雖然那些畫師也沒有甚麼博識，可是在畫上也可以得

著一點常識。因為上海那個地方是開風氣之先的，外國的甚麼新發明，

新事物，都是先傳到上海。譬如像輪船、火車，內地人當時都沒有見過

的，有它一編在手，可以領略了。風土、習俗，各處有甚麼不同的，也

有了一個印象。1

不過，作為局外人，松菊山園主人只顧讚賞畫報之功用，而未及其生死與存亡。

1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第 112—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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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的感受，可能就大不一樣了。《點石齋畫報》為何停刊，目前尚不得而知；

但在畫報停刊前三年，《申報》曾以社論形式發表《論畫報可以啓蒙》，這點值得

注意。表面上，此文只是泛論畫報的意義，沒有指名道姓；可落實到具體語境，

則不難發現其並非無的放矢—當時吳友如創辦的《飛影閣畫報》早已停辦；美

國傳教士范約翰主編的《小孩月報》還在繼續，可又只是附加插圖的文字刊物；

近在眼前的，只有這《點石齋畫報》一家了。因此，在我看來，此文的針對性很

強，與創刊號上尊聞閣主人的《點石齋畫報緣啓》遙相呼應：前者開宗明義，後

者蓋棺論定。

也是從中西畫法比較入手，批評中國畫重筆墨神韻，不求形似，稱“此種筆

墨，非不奪天地造化之妙，然究為文士玩好之物，而非有裨於實用也”。但《論

畫報可以啓蒙》更進一步，將“繪圖之妙”作為整個西方文明的根基來論述：

　　

泰西以圖畫為重，不特天文地輿之學，精益求精，不差累黍，即人

物器具，無不巧繪成圖，使物物皆存於圖，俾人人皆知是物。世但知其

格致之妙，製造之精，而不知皆繪圖之妙也。又設蠟人館、博物院、電

照法，以補畫工所不及。所以歐西之人，見聞日廣，才識日增，而華人

莫與比也。

從具體事物的剖析，迅速轉化並上升為整個東西文化的比較，這一論述思路，乃

晚清以來急於“從整體上解決問題”的讀書人的共同愛好，不能只責怪此文作者。

該文的重點，畢竟還是新聞性的畫報，而非科學製圖方法。作者於是筆鋒一轉：

上海自通商以後，取效西法，日刊日報出售，欲使天下之人咸知世

務，法至善也。然中國識字者少，不識字者多，安能人人盡閱報章，亦

何能人人盡知報中之事？於是創設畫報，月出數冊。或取古人之事，繪

之以為考據；或取報中近事，繪之以廣見聞。況通商以後，天下一家，

五洲之大，無奇不有。人之囿於鄉曲，而得以稍知世事者，亦未始非畫

報之益。自來淫書之有干例禁者，因無論識字不識字之人，皆得敗壞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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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沉溺心態也；而今畫報之可以暢銷者，因無論識字不識字之人，皆

得增其識見，擴其心胸也。

接下來，作者花了很大篇幅，論述如何依據小兒喜畫而不喜書，接受信息先入為

主等特點，為正其心術，擴其眼界，以及培養其繪畫興趣和技巧，有必要從小多

多閱讀畫報。文章最後，又將話題繞回到繪圖能力的培養如何有關國家興亡：

方今西法最重畫圖，每製一器，須先畫圖。圖有未工，器必不精。

此皆實事求是之功，非揮灑煙雲之僅供玩好也。將來圖畫之工，人才奮

起，不難駕西人而上，雖未必繫乎此，亦未始不繫乎此也。然則啓蒙之

道，不當以畫報為急務哉！1

撰此文者，落筆時，必定是別有幽懷—起碼是對《點石齋畫報》已取得的成績

躊躇滿志。可短短三年後，曾經風光八面的《點石齋畫報》，也只好黯然收場。

考慮到《申報》與《點石齋畫報》的特殊關係，當初刊發如此表彰畫報功用的文

章，絕非自我解嘲，更像是面對困境時的自我激勵。很可惜，由於某種不可抗拒

的力量，明知“啓蒙之道”，“當以畫報為急務”，《申報》館最終還是封閉了延

續十五年的《點石齋畫報》。

三、畫報與《申報》之關係

在《釧影樓回憶錄》中，包天笑提及當年蘇州的大人主要藉《申報》和《新聞

報》瞭解時事與新知。至於《點石齋畫報》，則是老少咸宜—“本來兒童最喜歡看

畫，而這個畫報，即是成人也喜歡看的”。2這裡以《申報》與《點石齋畫報》對舉，

1 《論畫報可以啓蒙》，《申報》1895年 8月 29日。

2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第 112—113頁。



24 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

稱前者的閱讀僅限大人，後者則兼及老少。不過，有一點包天笑沒說清楚，這喜

歡看畫報的成人，到底是“讀書人”，還是“販夫走卒”；是男人，還是女士。也

就是說，決定閱讀傾向的，主要是年齡、性別，還是社會階層與文化程度。

吳趼人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二十二回，有一賣書、買書與讀報的

小故事，頗為耐人尋味，可與包說相發明。先是有救國志向的王伯述慨歎讀書人

不爭氣，“《經世文編》《富國策》以及一切輿圖冊籍之類，他非但不買，並且連

書名也不曉得”，於是立意“要選些有用之書去賣”。接下來主人公“我”（即九

死一生）對王伯述的說法大為欣賞，前往拜訪而未遇，回到家裡，見到家人剛買

的書報。下面這段話，很有象徵意味：

　　

只見我姊姊拿著一本書看，我走近看時，卻畫的是畫，翻過書面一

看，始知是《點石齋畫報》。便問那裡來的？姊姊道：“剛才一個小孩拿

來賣的，還有兩張報紙呢。”說罷，遞了報紙給我。我便拿了報紙，到

我自己的臥房裡去看。

　　

小說中沒有具體評述《點石齋畫報》，可將其留給雖也精明但畢竟屬於“女流之

輩”的姊姊，而讓男主人公獨獨拿走並非“畫的是畫”的報紙。行文之中，作者

顯然將圖像與文字—具體說來是畫報與報紙，做了高低雅俗的區分。

吳趼人並未說明九死一生拿走並閱讀的，到底是何家報紙，但不妨假定是當

時在上海市民中影響最大的《申報》。將畫報與日報的區別，暫時限定在《點石

齋畫報》與《申報》，只是為了使論題集中。其實，同樣的話題，可以推衍開去。

1895年《申報》上發表的《論畫報可以啓蒙》，其關於畫報意義的論述，

在晚清很有代表性。概括起來，不外以下兩點：一是圖像可以深化書籍，一是

畫報便於讀者接納。“古人之為學也，必左圖而右史。誠以學也者，不博覽古今

之書籍，不足以擴一己之才識；不詳考古今之圖畫，不足以證書籍之精詳。書

與畫，固相須而成，不能偏廢者也。”1這一點，宋人鄭樵早已有言在先，近人

1 《論畫報可以啓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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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也有相當精彩的補充說明 1。晚清人較為成功的論述，還在於如何藉畫報的

通俗易懂，來真正落實時人所嚮往的“啓蒙之道”。“現今畫報盛行，宜家置一

編，塾置一冊”—之所以如此自信，乃是因識字不多者，也能閱讀畫報。所

謂“不特士夫宜閱，商賈亦何不可閱？不特鄉愚宜閱，婦女亦何不可閱”2，強調

的重點在“鄉愚”、“婦女”與“商賈”，而不是有能力讀書閱報的“士夫”。這

幾乎成為晚清人的共識。寫於 1909年的《京華百二竹枝詞》，所描述的情景堪

稱典型：

各家畫報售紛紛，銷路爭誇最出群。

縱是花叢不識字，亦持一紙說新聞。3

難怪吳趼人毫不猶豫地將《點石齋畫報》留給了九死一生的姊姊。

畫報偏向於文化程度較低的群體，這一狀態，與創辦者的初衷倒是十分吻

合。為何需要創辦以圖像為主的報刊，《點石齋畫報緣啓》上並沒有詳細的論述，

只是一句“畫報盛行泰西”，再加上中法戰爭時“好事者繪為戰捷之圖”大受歡

迎的具體經驗。大概嫌創刊號上的“緣啓”未能盡興，1884年 6月 26日的《申

報》上，美查又以申報館主人的名義發表高論，藉推介新作而縱論《點石齋畫報》

的整體構想：

　　

本館印行畫報，非徒以筆墨供人玩好，蓋寓果報於書畫，藉書畫為

勸懲；其事信而有徵，其文淺而易曉。故士夫可讀也，下而販夫牧竪，

亦可助科頭跣足之傾談；男子可觀也，內而螓首蛾眉，自必添妝罷針餘

之雅謔。可以陶情淑性，可以觸目驚心；事必新奇，意歸忠厚。而且外

1 參見鄭樵的《通志略．圖譜略》和收入《魯迅全集》第六卷的《連環圖畫瑣談》。

2 《論畫報可以啓蒙》。

3 蘭陵憂患生《京華百二竹枝詞》其十七，路工編選《清代北京竹枝詞》，北京：北京古籍出

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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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新出一器，乍創一物，凡有利於國計民生者，立即繪圖譯說，以備官

商採用。1

前有辦刊宗旨，後有具體內容，中間部分的技術手段與擬想讀者最為緊要。“其

事信而有徵，其文淺而易曉”，如此立說還稍嫌空泛，因當初《申報》創刊時也

是以“使人足不出戶庭而能知天下之事”，以及“敘述簡而能詳，文字通俗”招

徠讀者的 2。比《申報》所聲稱的“不只為士大夫所賞，亦為工農商賈所通曉”更

進一步，《點石齋畫報》則“下而販夫牧竪，亦可助科頭跣足之傾談”、“內而螓

首蛾眉，自必添妝罷針餘之雅謔”。這不只是修辭手段的變化，畫報在滲透下層

社會以及進入深閨方面，確實佔有明顯的優勢。也許可以這麼說，比起著述之文

來，報刊文章顯得“淺顯”；而有了以圖像為中心的畫報，日報又相對“高深”

起來。

其實，從實用以及啓蒙的角度來看待書籍之配圖，正是古來中國人的閱讀趣

味。見所見齋稱中國書籍之有畫者，雖不若泰西多，可名物象數、小說戲曲以及

因果報應之書，不乏採用圖像者。“所以須圖畫者，聖賢誘人為善，無間智愚，

文字所不達者，以象示之而已。然則書之有畫，大旨不外乎此矣。”3因為“無間

智愚”，方才必須兼及書畫—言下之意，下愚與圖像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繫。

此後創辦畫報的人，也多喜歡在這裡大做文章。如 1902年創刊於北京的《啓蒙

畫報》、1905年創辦於廣州的《時事畫報》、1906年創刊於京師的《開通畫報》，

以及 1909年創刊於上海的《圖畫日報》，都曾開宗明義地強調其“開愚”與“啓

蒙”的宗旨。

這一將“開愚”與“啓蒙”並舉的論述思路，既很能體現戊戌變法失敗後有

識之士的理想與情懷—將自上而下的“宮廷政治”轉化為自下而上的“開通民

智”；又使得其論及畫報的功能時，大都注重的是手段的有效性，而不是思想的

1 申報館主：《第六號畫報出售》，《申報》1884年 6月 26日。

2 《本館告白》，《申報》1872年 4月 30日。

3 見所見齋：《閱畫報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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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或立場的前衛。

這也難怪，同為傳播文明之利器，在晚清的啓蒙事業中，畫報所扮演的角

色，確實與日報略有區別。具體說來，在編輯方針以及文化立場上，《點石齋畫

報》與其母體《申報》並非總是步調一致。這裡所呈現的矛盾與縫隙，值得認真

辨析。

考慮到《點石齋畫報》從屬於《申報》館，同為美查所創辦，二者關係極為

密切，自在情理之中。即便在 1889年 10月美查撤股回國以後，《申報》依舊為每

期新刊畫報發表推介文字。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897年 1月 28日）出版的第 473號，此後方才停止。創刊第一年，以“申報館

主”名義為每期新刊發表的“推介”，乃精心製作，言之有物，與通常意義的“告

白”大相徑庭—除內容介紹外，還不時涉及畫報的宗旨與工作策略。而且，這

些半廣告半論述的文字，往往連續十天佔據《申報》頭版頭條的位置。因此，稍

微瞭解《點石齋畫報》背景的讀者，很容易設想其製作（從文稿到圖像）倚賴於

《申報》的新聞報道。不能說這種聯想毫無根據，在《論畫報可以啓蒙》中，不

就有“或取報中近事，繪之以廣見聞”的說法嗎？《點石齋畫報》發行三年後刊

印的《申江百詠》更有詩吟曰：

　　　　

一事新聞一頁圖，雙鈎精細費工夫。

丹青確有傳神筆，中外情形著手摹。

註文即指實說：“又有畫報，大半採《申報》中事有可繪圖者，一事一頁，描寫

入神，用石印印行。”1因此，本書所配文字，不少取材於《申報》，也是基於這

一假設。

可只要認真閱讀，馬上你就會發現，《點石齋畫報》對於“近事”的處理，

與《申報》有很大區別。一係純粹文稿，一以圖像為主，傳播媒介不同，著眼點

1 辰橋《申江百詠》卷上其二十七，顧炳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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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完全一致，這很好理解。可即便同為文字，二者的文體也頗多差異。大

致而言，畫報的文字部分，介於記者的報道與文人的文章之間：比前者多一些

鋪陳，比後者又多一些事實。不只是敘事，往往還夾雜一點文化評論，正是這一

點，使得《點石齋畫報》上的文字，類似日後報刊上的“隨筆”或“小品”，而

並非純粹的新聞報道。

不講敘事之精粗與文字之繁簡，單就立論而言，一般情況下，《申報》的觀

點比較尖銳，而《點石齋畫報》則委婉得多。舉個例子，四明公所事件當年影響

極大，1898年 7月 17日至 7月 25日的《申報》上，曾有連續性的追蹤報道，且

每篇都是義憤填膺。《點石齋畫報》自然也不例外，《法人殘忍》（貞十一）先講

“法人自拆毀四明公所圍牆後，寓滬甬人義憤填膺，相率停工罷市”，後是法國軍

隊開槍鎮壓，“合計是役受傷者二十四人，而死者有十七人之多”。以此事實為依

據，控訴“法人之殘忍無理”本已足矣，可作者偏要強調“無端遇禍”的“皆外

幫之人”。而且，宣稱“寧人實未鬧事”，只是因“法界之流氓無賴遂乘機而起”，

方才事態擴大。這麼一來，法人開槍變得事出有因，只是殺錯了人而已。如此立

說，態度近乎官府文告 1，而與代表輿論界聲音的《再論四明公所事》有很大距

離。後者主張力爭，而且突出民間立場：“如此區區公所，而一郡之人心如此之

堅，足見國可弱，官可制，而民不可欺也。”2

如果只是立說歧異，事件本身得到及時準確的報道，那問題不是很大。可實

際上，《點石齋畫報》之介紹時事，常有嚴重的缺失。而且，這種缺失並非緣於

技術手段。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甲午中日海戰以及臺灣民眾抵抗日軍的敘述，

從頭到尾“一路凱歌”。單看畫報，讀者無論如何弄不懂，為何老打勝仗，最後

還得割地賠款。其間雖也有難處，前線的謊報戰績以及朝廷的封鎖消息，均使得

真相一時難以大白於天下。《申報》上對戰事消息的滯後即屢有解釋，稱其原本

“不惜巨費，遍囑諸埠訪事友，一有戰務，立即傳電告知”。但不僅煙臺電報局

來信，“謂近奉督辦之諭，凡事之涉於爭戰者，一概不得為人傳達，以免泄漏軍

1 參見《詳紀公所被奪後情形》（1898年 7月 18日《申報》）中之《蘇松太道蔡鈞六言示諭》。

2 《再論四明公所事》，《申報》1898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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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更有“天津訪事友書來，稱某日有極要事機，攜費至局中傳電，局中人既

已收取，翌日仍復退回，謂無論中西各人，除商報外，苟有涉中日事宜者，決不

代遞”1。

不過，面對相同的困境，《點石齋畫報》與《申報》對於戰爭消息的處理態

度仍有明顯分歧。後者雖也傾向於“報喜”，卻並不成心隱瞞戰敗，而以“實事

求是”為宗旨，這與《點石齋畫報》“不報憂”的趨向迥異。以平壤戰事為例，起

初不明真相之時，《申報》的報道也會失實。而一旦發現西文報紙登載的日本電

訊有平壤失守的噩耗，該報便立即如實轉述 2；在其後關於大東溝海戰的報道中，

又及時表達了對政府的批評：“所惜當軸者調度太遲，以致倭奴敢若此猖獗。使

得雷霆迅發，及早大興撻伐之師，則倭奴銳氣已消，何致有平壤之事哉！”3也可

以說，《申報》是在努力利用最新消息，不斷糾正以前的誤報。反觀《點石齋畫

報》，所能看到的只有《破竹勢成》（樂十二）、《大同江記戰》（射一）等圖的勝

利進軍，卻不見“一夕狂馳三百里，敵軍便渡鴨綠水”4的狼狽敗退。這種差異，

不是個別人的操作失誤，主要還是緣於畫報過分迎合大眾趣味。而這種“媚俗”

的傾向，從一開始就存在，並非只是後來者將“真經”念歪。

不妨再挑一前一後兩幅練兵圖，看看《點石齋畫報》處理時事時盲點何在。

刊於 1885年初的《禁軍合操》（丙二），只講萬人會操場面如何壯觀，還引申發

揮甚麼“我國家龍興漠北，武功之盛，度越前古”，全然不考慮迫在眉睫的軍事

危機。對比《申報》上關於此次練兵，“炮身炸裂，鐵塊紛飛”，死傷多人的連續

報道 5，你會覺得畫面上的“堂堂軍威”大可懷疑。1897年 1月發表的《一鳴驚人》

（信四），同樣是報道練兵失誤，經歷了甲午戰敗的巨大挫傷，不敢再輕言軍威。

1 《實事求是》，《申報》1894年 8月 28日。

2 參見《東電照譯》，《申報》1894年 9月 18日。

3 《水師得勝》，《申報》1894年 9月 20日。

4 黃遵憲《悲平壤》，《人境廬詩草》卷八，1911年刊本。

5 參見 1884年 11月 13至 26日《申報》上刊發的《京師郵信》《京師紀聞》《放炮傷人》和《京

華瑣記》等。



30 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

所謂“中國兵事，承平時猶如此，若遇有事，將若之何？杞人之憂，曷其有極”，

總算不再讓讀者一身輕鬆。可用調笑的口吻，談論魚雷意外爆炸時如何“一鳴驚

人”，明顯缺乏同情心。看看《申報》上同類事件報道的標題，還有“一霎時山

川變色，神鬼警號”，以及“驚駭欲絕”、“觸目傷心”等描述 1，你會覺得畫報“一

鳴驚人”之幽默顯得過於輕佻。

《點石齋畫報》的政治傾向與文化情懷，不及《申報》明朗，這很大程度上

是各自擬想讀者不同造成的。後者以社會精英（“士夫”）作為主要聽眾，肩負

指導社會的重任，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或社會危機時刻，必須站出來，旗幟鮮明地

表明自己的態度。前者既然“兼及老少”，而且注重“鄉愚”、“婦女”與“商賈”，

更多地考慮畫面與文字的趣味性。這也使得《點石齋畫報》較少道德說教，也難

得有士大夫關注的“華夷之辨”、“義利之爭”。

如此卸下“經國之大業”的重任，並非一無是處。只因注重“趣味性”，意

識形態色彩相對淡薄，畫報顯得柔軟而富有彈性，不像日報的面孔那麼僵硬。有

時候，這種“缺乏原則性”並不可惡，甚至無意中突破了自家設置的邊界。

1897年 12月 6日，中西女士共 122人出席了在張園安塏第舉行的中國女學

堂第四次籌備會議。在風氣未開的當年，此舉的意義不言而喻。對於這次史無前

例的中西女士大會，《申報》不但沒有給予必要的關注與報道 2，反而在 1897年

12月 14日發表《男女平權說》，針鋒相對地大唱反調。《點石齋畫報》並沒有追

隨主報，而是從“驚世駭俗”這個角度，將其納入視野。刊於 1898年 1月 13日

的《裙釵大會》（利五），雖然在 122人的與會者名單中，獨獨挑出一位“彭氏

寄雲女史”，而且強調的重點不是學識與熱情，而是其“私婦”身份，顯得過於

投合市民口味，可畢竟承認“是誠我華二千年來絕無僅有之盛會也，何幸於今日

見之”。

1 參見刊於 1896年 10月 31日、12月 1—2日《申報》上的《演炮釀禍》《演雷斃命》和《演

雷再志》等。

2 相反，1897年 12月 9日至 12日的《新聞報》上連續刊載了《女學堂中西大會記》，對集會

經過作了極為詳盡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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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柔軟而富有彈性”而言，《點石齋畫報》與《申報》的差異，除了媒

介（圖像與文字）、讀者（“鄉愚”與“士夫”）外，還有日後逐漸成熟的小報與

大報、副刊與新聞的分野。

四、關於“四大主題”

因中法戰事的刺激而創辦的《點石齋畫報》，對戰爭風雲、中外交涉以及租

界印象等給予特殊關照。除了事關國家安危以及黎民百姓的生死存亡，最能引起

讀者的興趣，還因畫報的新聞性質在此類事件的報道中，可以得到最為充分的表

現。《點石齋畫報》存在的十五年間（1884—1898），正是晚清中華帝國的多事

之秋。身處“門戶開放”的最前線，上海的士紳與民眾，自是最能體會，也最為

關注與外國列強的接觸。不管是關係重大的軍事戰爭、外交談判、租界協議，還

是近在眼前的變動不居的華洋雜處局面，都與上海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大到中

日甲午海戰的悲壯場面以及前因後果，小到租界裡某次西兵會操或巡捕強姦妓

女，都在畫家的筆下得到呈現。在此意義上，鄭振鐸稱其為“畫史”，一點兒都

不過分。

在《點石齋畫報》四千幅圖像中，“擬摘取其關於生活狀況者”1160幅，再加

以闡釋與補充，這種工作策略，既符合美查等編者注重時事與新知的初衷，也可

為史學研究打開一扇奇妙的小窗。區區一畫報，當然無力涵蓋晚清社會生活的各

個層面，但“中外紀聞”、“官場現形”、“格致彙編”、“海上繁華”這四大主題，

在《點石齋畫報》中均有絕佳表現。本書正是圍繞這當年中國讀書人耳熟能詳的

四大主題，逐步展開“圖像晚清”的。

四大主題的命名，故意採用當年的成說，目的是增加“歷史感”。《中外紀

1 1934年，魯迅曾分別給姚克和臺靜農寫信，談論其編輯出版漢唐畫像石刻的計劃，著眼點

明顯偏於文化史而非美術史（參見《魯迅全集》第十二卷 349頁、359頁和 453頁），這裡略為挪用，

借以表明追蹤前賢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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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乃 1895 年由梁啓超等創辦的二日刊，存在時間很短，但已具備現代報刊

的基本特徵，且為梁次年之出任《時務報》總主筆奠定了根基。傅蘭雅（John 

Fryer）主編的《格致彙編》，則是晚清最有影響的科學雜誌，1876 年創刊，

中間死而復生，最後停刊時間為 1892 年。李伯元撰寫的長篇小說《官場現形

記》，無疑是晚清最具“時代特色”的創作，借用來描摹晚清政治生活，自是以

“譴責”為主調。與前三者的命名略有不同，孫玉聲的《海上繁華夢》固然是一

時名篇，可如果再將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和黃小配的《廿載繁華夢》考慮

進來，會更加意味深長；當然，更重要的是，談論以租界為中心的都市生活，

“海上繁華”這四個字幾乎無可替代。如此“東挪西借”，只是為了營造良好的

氛圍，讓讀者較為順暢地進入晚清世界，而並無以梁啓超或傅蘭雅之視角為視

角的打算。

應該說，“中外紀聞”篇最能顯示鄭振鐸所說的“畫史”特色，晚清眾多驚

天動地的重大事件，都在此留下長長的身影。可也正是這一部分，暴露了《點石

齋畫報》長於“報喜”而拙於“報憂”的老毛病，有時甚至“反題正做”，達到

了為粉飾太平而曲為辯解的地步。將《法人棄屍》（乙二）和戴啓文的《馬江戰》

（紀敗績也）以及張佩綸光緒十年七月初七日奏摺對照閱讀，你會驚訝畫報怎麼

能如此輕易地轉移視點並“化險為夷”。明明是因戰敗而割地賠款，還要說成是

“日人無禮擾我中土，幸有李傅相大度包容，重申和議”—可這一回的《贊成

和局》（書二），已不敢像《和議畫押》（丁七）之表現 1885年的中法簽約，乾脆

將全部條約逐條撮述，置於畫面的左上方。試想，倘若引入喪權辱國的“中日講

和條約”，單是割讓“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中國約將庫平銀二萬萬兩

交與日本作為賠償軍費”，讀者便不難明白所謂“和局”背後的屈辱與辛酸。只

看畫面頗為精彩的《點石齋畫報》，不太理解晚清史事的沉重；只有將《破竹勢

成》（樂十二）和黃遵憲的《悲平壤》《將軍出險》（書十二）和丘逢甲的《離臺詩》

相參閱，方才能明白時人為何動輒“呼天搶地”。

晚清局勢之危急，無論時人或今人，都將其歸咎於官場之極端腐敗—制度

層面的思考則因人而異。按理說，《點石齋畫報》對此應該也有精彩的表現；可

實際上，本書的“官場現形”篇相對薄弱。不是編者手下留情，也不是阿英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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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的畫家境界太低 1。在政治觀念方面，《點石齋畫報》本就偏於溫和，偶有指名

道姓批評地方官吏的，但從不敢對朝廷決策之是非“妄加評議”。放在當時的歷

史語境中，這其實不足為病。因為肆無忌憚地指摘時弊，並以講述官場笑話為時

尚，那是《點石齋畫報》停刊兩三年後的事。具體說來，這與庚子事變後朝廷

的權威以及控制力大為下降有關。李伯元、吳趼人等小說家之辭氣浮露，筆無藏

鋒，以官場為主要攻擊目標，也是被時勢逼出來的。如此時局，如此江山，再加

上如此官場，如此讀書人 2，焉能不令“吳趼人哭”3。就像《官場現形記》最後一

回提及的那部教科書—後半部書稿被燒，剩下的“前半部是專門指摘他們做官

的壞處，好叫他們讀了知過必改”。談論官場，當然也可正面立論，前期的《點

石齋畫報》，更是不乏關於嚴正清廉的好官之褒 。只是限於本書的宗旨與體例，

這方面的圖文從略。

比較而言，晚清報刊之輸入“新知”，最被世人看好。“格致彙編”的巨大

貢獻，幾乎是毋庸質疑。從氣球到戰船，從水雷到快槍，從鐵路到電線，從西醫

到照相，眾多今日習以為常的器物，當初都曾讓晚清人興奮不已。特別是至今仍

屬於尖端科技的機器人，也已經進入畫家眼簾。此篇的相關資料特別豐富，關鍵

在於如何精心選擇，以便呈現較為廣闊的“西學東漸”場景。至於編者之明顯

偏好氣球，則是因這一“御風隨行，頃刻百里”的器物，兼及格致、戰爭與科

學幻想，得到許多文人學者的熱情歌詠。晚清傳入的眾多新知，沒有比讓人類

1 在《中國畫報發展之經過》中，阿英是這樣評說《點石齋畫報》的：“該報內容以時事畫為

主，筆姿細緻，顯受當時西洋畫影響。關於‘中法戰役’、‘甲午中日戰爭’，頗多佳構。此外如朝鮮

問題，緬甸問題，亦皆各印專號，以警惕民眾。國內政治，繪述得也很多，但內容不外歌頌，足稱者

卻很少。”見《晚清文藝報刊述略》第 92頁，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

2 為何最後落實為對讀書人的“譴責”，不妨套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二十二回中王伯

述的一段話：“我常常聽見人家說中國的官不好，我也曾經做過官來，我也不能說這句話不是。但是

仔細想去，這個官是甚麼人做的呢？又沒有個官種像世襲似的，那做官的代代做官，那不做官的代代

不能做官；倘使是這樣，就可以說那句話了。做官原是要讀書人做的，那就先要埋怨讀書人不好了。”

3 1902年出版的《吳趼人哭》乃是一部寄託遙深的小冊子，由五十七則文字組成，結語均作

“吳趼人哭”。全文收入魏紹昌編《吳趼人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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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飛天夢想更令人興奮、更刺激作家想像力的。在荒江釣叟的《月球殖民地》

（1904）、吳趼人的《新石頭記》（1905）、包天笑的《空中戰爭未來記》（1908）、

碧荷館主人的《新紀元》（1908）以及陸士諤的《新野叟曝言》（1909）等小說中，

“氣球”或“飛車”均為重要道具，對事業的成敗起決定性作用。《點石齋畫報》

中，單是以氣球、飛艇為描寫對象的，便有十六幅之多 1，足證晚清人對此器物的

強烈興趣。

將“海上繁華”這樣的地域性話題，上升為“晚清圖像”的第四個層面，

這既取決於《點石齋畫報》的生產流程（以上海為中心，向全國各地輻射），也

因以中外通商華洋雜處為主要特色的上海，在晚清實際上成了展示西方文明的重

要窗口。嚴格說來，“中外紀聞”、“官場現形”與“格致彙編”三者，也都與上

海頗多瓜葛。之所以專門闢出“海上繁華”篇，是希望凸顯日常生活化的“西學

東漸”。而編纂時不按出版順序，故意選擇 1895年方才刊出的《預卜榮行》（書

十一）作為開篇，目的是借此喜劇性場面作為“引子”，讓讀者從一個特定的角

度進入“繁華之盛，冠於各省”的上海。而一旦踏上“滬遊”之路，各種遊記、

雜錄、竹枝詞、風土志、勝景圖說等紛至沓來，爭相以誇飾的語調，向我們展示

這座正迅速崛起的都市之五光十色。

以“四大主題”來把握晚清社會與歷史，如此刪繁就簡，只是為了“以圖像

解說晚清”的便利。雖也力圖顧及《點石齋畫報》本身的特點，但限於論述框架，

不免擱置大量涉及因果報應的神怪故事。後者在《點石齋畫報》中所佔篇幅不

少，需要從另外的角度加以解讀，這裡暫時按下不表。

最後，試圖彌合所謂的“四大主題”與“畫史”之間的縫隙：前者傾向於結

構，而後者注重的是時間。既想呈現相對完整的晚清圖像，又不希望失落歷史線

索，本書採用互見的編纂策略：各章中圖像的排列，注重的是邏輯結構（即從總

體到局部依次展開）；而進入同一事件後，則依據時間先後。另外提供了兩個關

於《點石齋畫報》各號刊行的時間表（見“導論”後之附錄），以便讀者按原有

1 參閱《從科普讀物到科學小說—以“飛車”為中心的考察》一文，見陳平原《文學史的形

成與建構》第 151—199頁，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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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依天干、地支、八音、六藝等排列），確定每幅圖像的發表時間。如此分

別處理，目的是兼及大眾與專家的不同需求。

2000年10—11月於海德堡／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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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點石齋畫報》各號刊行時間表（按王朝紀年排列）：

光緒十年—甲 1—12，乙 1—12，丙 1—5

光緒十一年—丙 6—12，丁 1—12，戊 1—12，己 1—5

光緒十二年—己 6—12，庚 1—12，辛 1—12，壬 1—5

光緒十三年—壬 6—12，癸 1—12，子 1—12，丑 1—8

光緒十四年—丑 9—12，寅 1—12，卯 1—12，辰 1—8

光緒十五年—辰 9—12，巳 1—12，午 1—12，未 1—8

光緒十六年—未 9—12，申 1—12，酉 1—12，戌 1—11

光緒十七年—戌 12，亥 1—12，金 1—12，石 1—11

光緒十八年—石 12，絲 1—12，竹 1—12，匏 1—12，土 1—2

光緒十九年—土 3—12，革 1—12，木 1—12，禮 1—2

光緒二十年—禮 3—12，樂 1—12，射 1—12，御 1—2

光緒二十一年—御 3—12，書 1—12，數 1—12，文 1—5

光緒二十二年—文 6—12，行 1—12，忠 1—12，信 1—5

光緒二十三年—信 6—12，元 1—12，亨 1—12，利 1—5

光緒二十四年—利 6—12，貞 1—12

附錄二　《點石齋畫報》各號刊行時間表（按公元紀年排列）：

1884年—甲 1—12，乙 1—12

1885年—丙 1—12，丁 1—12，戊 1—12，己 1—2

1886年—己 3—12，庚 1—12，辛 1—12，壬 1—3

1887年—壬 4—12，癸 1—12，子 1—12，丑 1—4

1888年—丑 5—12，寅 1—12，卯 1—12，辰 1—5

1889年—辰 6—12，巳 1—12，午 1—12，未 1—6

1890年—未 7—12，申 1—12，酉 1—12，戌 1—7

1891年—戌 8—12，亥 1—12，金 1—12，石 1—8

1892年—石 9—12，絲 1—12，竹 1—12，匏 1—9

1893年—匏 10—12，土 1—12，革 1—12，木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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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木 11—12，禮 1—12，樂 1—12，射 1—12

1895年—御 1—12，書 1—12，數 1—12，文 1

1896年—文 2—12，行 1—12，忠 1—12，信 1—2

1897年—信 3—12，元 1—12，亨 1—12，利 1—3

1898年—利 4—12，貞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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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緒十年七月初六日上諭（節錄）

法人狡焉思逞，肆其鯨吞，先據南圻各省，旋又進據河內等處，戕其民人，

利其土地，奪其賦稅。⋯⋯光緒八年冬間，法使寶海在天津與李鴻章議約三條，

正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商妥籌，法又撤使翻議。我存寬大，彼益驕貪。

越之山西、北甯等省為我軍駐紮之地，⋯⋯與法國絕不相涉。本年二月間，

法兵竟來撲犯防營。當經降旨宣示，正擬派兵進取，力為鎮撫，忽據該國總兵福

祿諾先向中國議和。其時該國因埃及之事，岌岌可危，中國明知其勢處迫蹙，本

可峻詞拒絕，而仍示以大度，許其行成。特命李鴻章與議簡明條約五款，互相畫

押。諒山、保勝等軍，應照議於定約三月後調回。迭經諭飭各防軍扼紮原處，不

准輕動生釁，帶兵各官奉令維謹。乃該國不遵定約，忽於閏五月初一、初二等

日，以巡邊為名，在諒山地方直撲防營，先行開炮轟擊。我軍始與接仗，互有殺

傷。法人違背條約，無端開釁，傷我官兵，本應以干戈從事；因念訂約和好二十

餘年，亦不必因此盡棄前盟，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在京法使往返照會，情喻

理曉，至再至三。閏五月二十四日復明降諭旨，照約撤兵，昭示大信。所以保全

和局者，實已仁至義盡。

如果法人稍知禮義，自當翻然改悔。乃竟始終怙過，飾詞狡賴，橫索無名兵

費，恣意要求。輒於六月十五日佔據臺北基隆山炮臺，經劉銘傳迎剿獲勝，立即

擊退。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領事照會開戰，而法兵已在馬尾先期攻擊，傷

壞兵商各船，轟毀船廠。雖經官軍焚毀法船二隻，擊壞雷船一隻，並陣斃法國兵

官，尚未大加懲創。該國專行詭計，反覆無常，先啓兵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

伸公論而順人心？用特揭其無理情節，佈告天下，俾曉然於法人有意廢約，釁自

彼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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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攻北甯（甲一）

北甯之役，中法迭有勝負。其城之收復與否，雖無確耗，而戰績有可紀，即戰陣亦可

圖也。此次法兵三路並進，竊恐深山窮谷中遇伏驚潰，乃佈長圍以相困。比會合，奮勇齊

驅，一時煙焰蔽空，驚霆不測，地軸震蕩，百川亂流。而華軍已於前一日退守險要。狐善

疑而兔更狡，總如善弈者之爭一先著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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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法簡明條款（天津專約）

兹際人心搖惑，事故紛紜，大清國大皇帝、大法民主國，切願兩國彼此相

安，永敦和好，因即議立簡明條款，以為日後再立詳細條約張本。大清國大皇帝

特派欽差全權大臣、太子太傅、前文華殿大學士、署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

一等肅毅伯李，大法民主國特派欽差全權大臣、哇爾大前鋒師艦水師總兵、佩帶

威顯寶星福，彼此將所有全權字樣校閱妥善，議定條款，臚列於後：

第一款：中國南界毗連北圻，法國約明無論遇何機會並或有他人侵犯情事，

均應保全助護。

第二款：中國南界既經法國與以實在憑據，不虞有侵佔滋擾之事，中國約明

將所駐北圻各防營即行調回邊界，並於法、越所有已定與未定各條均置不理。

第三款：法國既感中國和商之意，並敬李大臣力顧大局之誠，情願不向中

國索償賠費。中國亦宜許以毗連越南北圻之邊界所有法、越與內地貨物，聽憑運

銷，並約明日後遣其使臣議定詳細商約稅則，務須格外和衷，期於法國商務極為

有益。

第四款：法國約明現與越南議改條約之內，決不插入妨礙中國威望體面字

樣，並將以前與越南所立各條約關涉東京者盡行銷廢。

第五款：此約既經彼此簽押，兩國即派全權大臣，限三月後，悉照以上所

定各節會議詳細條款。再，此約繕中法文各兩份，在天津簽押蓋印，各執一份為

據。應按公法通例，以法文為正。

光緒十年四月十七日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五月十一日

大清國全權大臣李　押

大法國全權大臣福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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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事行成［註］
（甲三）

南服不靖，中法交誼幾有瓦解土崩之勢，君相之廑懷彌甚，士民之義憤同深，於今將

二載矣。乃忽焉而天心厭亂，世運轉機，欽命李傅相與法欽差福尼兒在津商訂和約，言歸

於好，化干戈為玉帛，藉樽俎以折衝。國之福也，民之幸也。

［註］：中法“天津專約”是清政府簽訂的喪權辱國的條約，絕非“國之福也，民之幸

也”。



44 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

先是有劉義者，一名永福，字淵亭，廣西博白人也。賈於越南，殺賊有

功，屯墾荒地方七百餘里，越王裂土封之，號雄威大將軍、義良男、三宣提督，

屯北寧，越人謂之黑旗兵。同治間，嘗擊斬法酋安鄴。至是，法人將併越南，慮

黑旗伺其後，攻之，深入中伏，全軍覆沒。提督李威利授首，法將之良也，既

敗沒，法人大震。中國知永福才可用，助以糧械軍火。法人屢攻永福，皆為所

敗。⋯⋯法人屢以利啖永福，永福斬其使，誓不與法人共戴天。傳檄聲其罪，

有云“飢剝法夷之膚，渴飲法夷之血”，詞意激壯，海內誦之。當是時，永福忠

勇之名聞天下。

—陳玉澍《法蘭西據越南記》（《中法戰爭文學集》）

 許鑾《雲南兵》

當法越交兵之際，中國外迫公議，實不欲啓釁法人。越廷遣使乞救，尚未遣

兵赴援。賴有黑旗劉團助越抵禦，又無軍火兵器。雲貴總督岑毓英設計解散雲南

防軍，各持器械出關應募，黑旗軍威頗震；且暗助兵餉，使之進擊。此癸未秋間

事，謀國之難概可見矣。

強弱已殊勢，盛衰曾幾時？祁連昔命將，褒斜此出師。軍書勞未息，羽檄紛

相馳。卻從滇關道，遙溯紅河湄。法夷今載道，越國不能支。命討罕上將，禦寇

仗黑旗。芻茭雖可峙，鋒刃只自持。狼驅逞兵燧，虎踞鮮軍資。奉朝典屬國，應

援事縻羈。齊盟要歃血，大舉畏荊屍。神州失撫字，荒服墮藩籬。丈夫經國志，

元戎憂世思。韓王柄解任，陳平計出奇。兵符雖云撤，軍器許自隨。銜枚實卷

甲，藏庫非櫜皮。出關還應募，列戍未愆期。為鵝亦為鸛，如熊亦如羆。仗義適

人國，立功震華夷。野營增星幕，歸馬認雲麾。雜列南越地，用以固邊陲。

—《叢桂山房詩抄》卷下（《中法戰爭文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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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取撓敗（甲七）

黷武窮兵，古人所戒。故老成謀國，苟非萬不得已，必不肯輕啓兵端，殘人血肉之

體。前者和議已成，薄海人民同深慶幸，不謂近旬日間，海防來電，殊駭聽聞：閱初八日

報，登有本月初一日法軍無故率大隊至廣西邊界，見我防營，遂即開炮。我軍為其所逼，

故亦列隊迎拒，法人負傷而退。初十日，報登香港新聞紙則云：法軍剿捕海盜，不識路

徑，致犯黑旗，遂為黑旗大敗。法兵二百名，生還者僅五六人。合兩事以參觀，其亦咎由

自取矣。傳不云乎：“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中朝俯准議和，而猶不自斂抑，縱兵

四出，天心好生不好殺，決不佑其譎詐，以遂其投閒抵陣之謀也，徒糜爛其民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