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期中国画报的表征及其意义
*

徐　沛　周　丹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探索摄影作为一种新技术 、新媒介对近现代中国画报的影响 , 从一个新

的角度考察近代 “西学东渐”大背景下中国人 “看世界”方式的变化 ,以及这种变化所产生的意义。

摄影画报由于技术含量和西方内容而成为中国传统石印画报的临摹对象 ,也使石印画报在整体风

格上从抽象走向写实。与此同时 , 图像本身的技术化和西方化改变了观看方式 ,观看者在观看过

程中自觉的身份意识不同程度地表露出来 ,折射出中国人对西方思想逐渐深入了解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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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国对于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认识源

于 “中央之国 ”的观念。虽然利玛窦早在明

朝就给中国带来了诸如地球是圆的以及五大

洲的观念等近代地理知识 ,但是这样的事实

对于始终认为自己就是世界或世界中心的中

国人来说 ,是难以接受的 。 20世纪中国学者

反思利玛窦的影响时认为 ,国人当时之所以

持拒绝态度 , “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

社会人士还没有接受西洋科学之相当资

格 ”① 。获得这种资格 ,既需要外部的推动 ,

也需要内部的变革。

清朝末年 ,内忧外患促使中国人不得不

反思 “中央之国 ”想法的合理性。当时的中

国已经到了 “除非它从那种自尊自大 ,即认

为自己是‘天下 ’的优越地位上降下来 ,而仅

作为一个国家立于世界各国之中 ,否则 ,中国

就会灭亡……”的境地② 。这一现实彻底改

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状况。近代中国史成为

“开眼看世界 ”的历史 。然而 ,在画报出现以

前 ,中国普通老百姓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观看世界”的行为 ,甚至连这种想法也不迫

切 。 19世纪晚期 ,以图像为主要内容的画报

的出现 ,让大多数中国人第一次有可能用自

己的眼睛看到世界的样子 。画报成为当时中

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途径之一 ,也是精英阶

层用以教育民众 、变革中国社会的手段之一。

随着制作 、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 ,中国人心目

中业已存在的 “世界图像 ”与画报中的新景

观及其背后的新秩序发生了深刻的互动③。

一 、摄影画报与石印画报

早期中国画报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石印

画报与摄影画报。从现存的资料看 ,石印画

报包括《点石斋画报》等三十余种④;摄影画

报主要有三种:《世界》(1907年创刊 , 出两

期 ,中国 最早的 摄影画报⑤ )、 《良友 》

(1926— 1945)、《北洋画报》(1926—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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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王韬《漫游随录图记》等类似于画报的

插图多种。前者是中国自创的 ,后者是从西

方引进的。

19世纪中叶 ,摄影作为一种全新的记录

和观看生活的方式在法国出现 ,并迅速传播

到世界各国 。伴随这种新技术的利用 ,世界

各地的风貌也开始以摄影的形式被记录下

来 ,并逐渐进入画报 ,成为画报的一项重要内

容 。尽管印刷技术和照片质量的不断改善促

成了摄影画报的诞生 ,并在清朝末年传入中

国 ,开始在中国的画报界产生影响 ,但由于摄

影画报的纸张要求苛刻 ,当时铜锌版印刷设

备价格也比较昂贵 ,导致印刷出版摄影画报

的成本居高不下 ,因此这种摄影画报在数量

上还是 “极少 ”的⑥ ,它在中国老百姓当中的

直接传播也十分有限 ,有限的发行量意味着

它还难以取得与中国传统的石印画报类似的

影响力 ,更谈不上超越石印画报而成为当时

中国画报中的主流形式 。然而 ,从中国当时

的情况来看 ,摄影画报却在通过另一种方式

潜在地发挥着自己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

面 ,使用这种印刷技术 ,中国画报第一次可以

将摄影作品以其本来面目 ,或者说接近其本

来面目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读者在摄影画报

上面看见的图像不再是画家对摄影作品的复

制 ,而是照片本身⑦。另一方面 ,摄影画报因

为其内容的 “先天优势”而对石印画报产生

了强势的渗透 ,进而对普通读者的观看行为

形成影响 。所谓 “先天优势 ”是指这个时期

的摄影作品与摄影画报的主要内容大多与外

国 ,特别是西方国家有关。这些内容在 “西

学东渐 ”的背景下拥有对读者的强大吸引

力 ,具备异域背景下的观看价值 。由此 ,在传

统的石印画报和引入的摄影画报之间 ,一种

暗含的等级秩序被确认起来:石印画报与摄

影画报之间时常呈现为一种临摹与被临摹的

关系。

《点石斋画报》于 1895年(光绪十一年 )

在国内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外国景观 ,

共刊登外国图像 14幅。根据图中的文字说

明 ,全部图像均来源于留学生颜永京放映的

“影戏”⑧ 。据考证 ,所谓的 “影戏 ”不是后来

的电影 ,而是用 “西法轻养气隐戏灯 ”放映的

一组幻灯片⑨ 。虽然 “形形色色 ,一瞬万变不

能遍记 ”⑩ ,但是《点石斋画报》的画师吴友

如仍然凭借记忆把自己看到的部分摄影图像

描绘出来。可以说 ,这是摄影技术介入中国

画报的开始 。

《世界》画报 1907年创刊于法国 , 是当

时惟一一份行销中国国内的摄影画报○11 ,内

容丰富 ,侧重于中外新闻与新知 。 《图画旬

报》是 1909年发行于上海的石印画报 , 《图

画日报》的前身 ,主要栏目包括中国名胜 、欧

洲名胜 、上海风景 、剧照 、小说 、百美图等。两

种画报在办刊宗旨 、印刷方式等方面都不尽

相同 ,但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刊登了大量介绍

外国景观的图像 。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一

下这两份画报的有关内容 。

通过比较这里的图 1和图 2不难发现:

石印画报《图画旬报》与摄影画报《世界》两

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既可以从相似的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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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画面也可以从相似的文字说明中看出来。

《世界》画报 (第一期 A版第 17页)上刊登的

这一张庞贝古城的照片之下有文字说明 ,其

中涉及庞贝古建筑的用途:“(崩碑邑 )为意

大利志古城……其所发现之公建筑则有选举

场 、市场 、角力场 、浴室 、裁判所及上图之主神

殿等……”○12而《图画旬报》中的这一相似图

片的文字说明有类似的对应部分 ,但又稍有

不同:“……古时之建筑物 ,如主神庙 、选举

场 、市易厅 、角力场 、裁判所 、浴室 、妓院 、戏

馆 、酒肆等 ,均次第发现 。上图为当时之主神

庙……”○13显然 , 《图画旬报》中的景观来自

于对《世界》中的照片的临摹 ,当然 ,这个临

摹并没有限制石印画报的想象 。 《图画旬

报》一方面采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惯用的文

图搭配方式 ———文字出现在画面空白处 ,此

处文字与图像的空间位置基本呈上下关

系○14 。然而 ,它的文字说明在摄影画报的规

范之下发挥了自己对于庞贝古城的理解 ,把

“妓院” 、“戏馆 ”、“酒肆 ”等场所加入到摄影

画报的古迹介绍中。

显然 ,画报对摄影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自身的不足。画报通过摄影师手中的

照相机 ,把遥远异域的人文景观 、风土人情逼

真地展示在读者眼前。而石印画报又通过临

摹摄影照片获得自己的题材和内容 ,这在中

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照片上的景观通过另

一种方式得以在更广泛的中国读者中传播 。

在技术征服之外 ,一种颠覆性的观念也

在不断地发酵 。 《点石斋画报》中有关景观

内容的文字说明颇有意味 。其中一则提及颜

永京一边展示一边解说时的用语:“某山也 ,

某水也 ,某洲之某国 ,某国之某埠也……”○15 。

注意 ,颜永京在此处强调的是图像的所指 ,而

并未刻意区分摄影对象与摄影图像之间的区

别 。摄影的纪实风格特征在一开始被介绍到

中国时就似乎要着意培养观众形成 “摄影图

像就是摄影对象 ”的观念 ,这是一个根本性

的变化 。在传统中国艺术观念中 ,画家画得

再好 、再逼真 ,也只是惟妙惟肖而已 ,没有人

会有意或无意地将画与画的所指混淆起来。

然而 ,摄影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摄影从诞生

之日起 ,就会让人产生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距离

和差异消失的错觉。也就是说 ,照片经常使人

不知不觉中用照片中的景观作为照片所呈现

的实际对象的替代品 。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颜永京的讲解本身

就是在试图通过摄影技术所形成的图像把观

众带入一个真实的域外之地 ,通过技术化的逼

真的展示加强内容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也就

是在这样的写实观念的影响下 ,中国传统石印

画报的画家对自身地位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

他们不再是为自己作画的艺术家 ,而是在为以

“机械 ”复制方式大批量印刷的画报作 “图”。

通过成为石印画家的临摹对象 ,摄影以

及摄影画报在进入中国的早期 ,虽然没有数

量庞大的直接读者群 ,但是它们借助业已存

在 (虽然历史也不长)的石印画报间接地体

现出自己在内容与形式上面的优势与风格 ,

在当时中国画报文化的发展中留下了自己显

著的痕迹。

二 、画报风格的变化

清末民初的画报风格呈现出不小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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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这主要是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

方面 ,传统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写意风格的持

续影响;另一方面 ,摄影技术带来的具有强烈

真实感的照片以及由此形成的真实观念的冲

击 。

图 3

《点石斋画报》第一期有尊闻阁主人作

序说:“大抵泰西之画 ,不与中国同……西画

以能肖为上 ,中画以能工为贵 ,肖者真 ,工者

不必真也……”○16这个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中

国画在 11世纪晚期写意风格成为主流 ,个人

观念的表达越来越被画家所强调 ,文人画最

终出现并且成为中国山水画的正宗。苏轼认

为:“论画以形似 ,见与儿童邻。”○17方闻 (W en

C. Fong)认为 ,赵孟頫完成了山水画风格的

根本转向:用书法式的自我表现方式取代了

写实的表现方式○18。这种以写意为最高追求

目标的潮流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这一艺术

观念在石印画报中仍然大量存在 。虽然石印

技术使中国山水画在某种程度上损失了水墨

的浓淡层次 ,但是其写意的风格仍然与传统

文人画一脉相承 。图 3是《点石斋画报》中

的一幅图:对山水的描绘若隐若现 ,某些因素

(远山 、轻舟 )似可有可无 ,再加上 “秋水长天

一钓船 ”的诗句 ,画家追求的意境跃然纸上 。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传统写意风格在石

印画报中出现的西方现代城市图像中也有所

体现。图 4是王韬《漫游随录图记》一书中

的插图 。此书插图几乎全部为画家张志瀛

(《点石斋画报》画师之一 ,一说为吴友如之

师 )所绘 ,由点石斋书局石印。图 4虽然画

的是法国巴黎———当时世界上最现代的都市

之一———的景观 ,但是画家仍然使用典型的

写意手法 ,加入表达山水飘渺 、悠远意境的细

节 ,例如远处隐约的山峦 、围绕大楼的祥云等

等 。

王韬在《漫游随录图记》一书的自序中

写道:“朋俦过从 ,与谈海外游踪 , 辄为神往

……适有精于绘事者许为染翰 ,遂以(游记 )

付之 ,都为图八十幅……”○19这说明画家是根

据王韬的文字材料进行创作的。 19世纪末

期 ,摄影技术与照片虽然已经传入中国 ,但是

传播的范围毕竟有限 ,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

见过照片 ,更难有出国游历的经验。所以 ,即

使是画家 ,很多情况下也是根据文字材料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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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 、见闻录等 ),借助想象描绘外国风貌。

画家在这种情况下作画与亲自面对景观的情

况作画完全不同 ,这种 “想象画法 ”对画家的

限制更少 ,画家可以 (或者说不得不 )使用自

己头脑中既有的范式来表现文字当中特定的

对象 ,从而控制画的构成方式。因此 ,这种类

型的石印画报景观虽然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

较大出入 ,但是却体现出典型的中国画报对

西方现代国家的想象方式。这种想象的方式

不可能超越画家的生存环境和知识背景 ,也

不可能超越当时中国所处的前现代的社会阶

段○20 。它既表现在内容上也表现在形式上。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城市化 。生产力的

发展越来越要求人口集中 ,城镇数量增加 、规

模扩大 ,城市建筑因为土地有限而越来越密

集 ,同时越来越高大。 19世纪末的中国几乎

还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城市 ,即使是最

现代的上海 ,也有相当的差距。因此 ,画家无

法想象一个高楼林立的天际线 ,无法让人造

景观完全占据自己的视野 ,因为像这样庞大

的城市景观对于传统社会而言过于抽象 ,不

真实。而 19世纪末的中国画报主要以传统

的方式观看或者想象世界 ,有点浪漫也明显

滞后。

图 5

这种写意风格甚至一直延续到 20世纪

早期的中国 。 《良友》画报中的一些图片对

此有程度不同的记载。图 5中的风景照片来

自《良友》。从画面看很难判断拍摄地点 ,实

际上地点对于拍摄者和观看者都不重要 ,甚

至不必要 ,因为在这里中国传统的意境观念

仍然占据着图片的中心位置。与文人山水画

家类似 ,摄影者的出发点是要创造一种氛围 ,

并且使自己的照片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 ,把

这种飘渺 、悠远的所谓的意境理解为照片本

身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想法还可以从照片

右下角的文字说明 “摄影难 ,摄影取景更难 ,

摄影取景而后有画意者更更难 ”○21中得到印

证 。

虽然这个阶段画报中的画意潮流与同时

期西方无论是纯摄影还是纪实摄影几乎完全

是背道而驰的 ,但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早期中国画报所展示出来的图片明显是传统

文人山水画影响的一个结果 ,或在相当程度

上受其影响 ,这些画报图片更注重于意境的

营造与表现 。但也要看到 ,毕竟工具已经今

非昔比 ———照相机再也不是画笔 ,图片的生

产时间缩短到几分之一秒甚至更短 ,摄影者

的直觉变得更加重要 ,图片的内容也更加直

观 。摄影者除了能够通过影调 、取景 、构图等

有限的手段来控制图像以外 ,没有更有效的

办法 ,主观参与图片生成的可能性越发减少。

摄影术作为一种新的影像生成技术 ,在根本

上决定了图像的性质 ———写实风格由此不可

避免。我们可以把这个早期画意摄影的阶段

看成中国摄影对文人画的留恋与崇敬 。在摄

影技术以及摄影画报的冲击下 ,画意作为

“得意忘言”的视觉表达传统不能不逐渐萎

缩 。

从早期中国画报看 ,写实风格开始有所

表现。 《图画旬报》第一期第一页刊登了一

张图片《万里长城图》(图 6)。这张图片在

画面形式上已呈现出与文人山水画的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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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长城在这里是一个对象 ,需要被观看者

了解的对象 ,因此关于长城的外观与背景都

以信息方式呈现出来 。 《万里长城图》强调

从某个特定视点观看长城时看到的具体形

态 、空间位置 ,它试图再现某个时刻的一次具

体的观看行为的结果。因此 ,整个画面采用

图 6

透视的观看 、构图方式 ,强调长城作为一个观

看客体的实在特点 ,同时画面当中的文字详

细地介绍了长城的历史沿革 、功能 、地理位

置 、长度等细节。 《万里长城图》的直接目的

是要让每一位观看者都能够通过观看这张图

以及阅读图上的文字来了解长城这个对象。

为了让信息最容易理解 ,信息的呈现方式是

描述性和介绍性的 ,是客观的。显然 ,这样的

表现方式与文人山水画的 “首重精神 ,不贵

形式”○22所强调的主观精神大相径庭。文人

山水画中的空白叫做 “留白 ”,是画家为了特

定目的 、表达特定内容而专门留出来的空间 ,

这些空白不仅构成整个画面的一部分 ,而且

可以表示云 、气等没有固定形态的对象 ,从而

承担甚至比有笔触的部分更重要的表意功

能 。然而《万里长城图》中的空白则不表示

任何内容 ,完全可以用作其他具体的用途 ,例

如文字说明等。

可见 ,石印画报《图画旬报》中的《万里

长城图》,虽然表面上看采用了中国画技法 ,

画的内容也是中国长城 ,但实际上 ,它已经与

传统文人画中的山水风景相去甚远。从形式

上讲 ,它与描绘西方庞贝古城的画反而更加

接近 ,可以被视为中国早期具有现代意义的

画报图片。

三 、观看视角与观看身份

早期的摄影画报与石印画报在办刊目的

上差异很大 。从《点石斋画报》开始 ,清末石

印画报从本质上是一种市场产物 ,从根本上

是报社赚钱的工具 ,其内容往往是以轻松娱

乐为主 ,能够兼顾教育民众当然更好 ,但是其

本心并不在此。所以 , 《点石斋画报》开篇即

声明:“爰倩精于绘事者 , 择新奇可喜之事 ,

摹而为图 ,月出三次 ,次凡八帧 ,俾乐观新闻

者有以考证其事 。而茗余酒后 ,展卷玩赏 ,亦

足以增色舞眉飞之乐。”○23而新观看方式的主

要代表之一 ———《世界》,是国民党元老张静

江 、吴稚晖 、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创办的 ,其目

的是要介绍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西方科学 ,以

图像教育民众 ,为革命做准备。因此 ,其出版

策略可说是不计成本的 ,编辑方针也可说是

超前的 。这些都与当时国内的石印画报几乎

完全不同。在激进的革命者看来 ,以前看着

玩的对象成为新知识 、新科学的象征 ,它们作

为拯救中国的方法之一必须被仔细观看 ,而

且 ,这种 “纤毫必现 ”、“奇技淫巧 ”的观看技

术与观看方式被作为先进思想的一部分。而

这些代表西方科学 、理性的思想正是部分中

国人认为可以拯救中国的思想○24 。摄影术 、

印刷术的改进正好为这些思想提供了更有效

的传播工具 。但是 ,经过一而再 、再而三失败

的尝试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一直没有

找到适当的现代化道路。新的视觉表现方式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担心自身命运 ,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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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沦为 “殖民地 ”的焦虑心态 ,近代中国对

“科学” 、“理性 ”、“现代 ”的向往与憧憬在某

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目的 (救亡图存 )本身 ,

继而成为一种极端的迷恋与膜拜 。

新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思想带来的改

变 ,不仅存在于石印画报和摄影画报在呈现

方式与风格层面的互动中 ,还发生在人们观

看世界的具体过程中。也就是说 ,改变不仅

仅发生在制作图像的时刻 ,也发生在观看图

像的过程中 。这样的变革使得人们在面对同

样的对象时 ,将会看到与从前不同的内容 ,因

为这样的变革强调了与从前不同的方面 ,体

现了与从前不同的思想 。应该说 ,这一情形

在早期中国画报中大量存在 。

《图画日报》曾经设有 “上海著名商场 ”

专栏 ,专门刊登与商业有关的建筑景观 。其

后又连续刊登了南洋劝业会的报道 ,前后持

续时间超过半个月 ,内容全部是展厅之建

筑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建筑 ,特别是高

楼大厦 ,作为商业的活动场所和营造空间已

经开始被画报所注意 ,并成为画报的内容之

一 。

在近代中国 ,西方现代化的冲击相当猛

烈 。前现代的人类居住是平面的 ,所营造的

空间也极为有限 ,建筑蛰伏在土地之上 ,表现

出一种农耕文明依附土地的特征 。而西方现

代化的发展标志之一就是征服空间 ,试图把

人们向往现代化的愿望充分表现在空间的营

造和控制上 ,挣脱土地 ,向天空探索 ,把人们

的目光和想象凝聚在立体的空间之中 。人们

发现 ,真正能够表现人的现代意志的景观 ,在

世俗的世界里离不开那些高大的现代建筑。

也就是说 ,什么符号能够说明主体的现代性 

建筑由此成为表征的重要标志之一。无论是

商店 、公司 、学校 ,还是银行 、电影院 ,它们无

不充满 “现代 ”气息。尽管从事金融业务的

银行 ,从事商业活动的百货商店 ,从事经营的

公司 ,从事观影的电影院 ,它们的实际内容本

身是现代的 ,但作为其外观和活动空间的建

筑 ,更加直观地表现出这些行业的性质。在

近现代中国 ,这个 “洋气 ”的场所能够带来时

髦 、有品味 、有实力 、有信誉的感觉 ,能够成为

吸引观赏者的现代符号。

王韬在《漫游随录图记》中描述在巴黎

看戏的情形 (参见图 7),非常典型地强调了

图 7

剧场建筑的外观 。在与此图像对应的文字说

明中 , 王韬描述了剧场里面的所见所闻:

“……戏馆至尤著名者 ,曰提抑达 , 联座接

席 ,约可容三万人 ,非逢庆赏巨典 ,不能坐客

充盈也 。其所演剧 ,或称述古事 ,或作神仙鬼

佛形 ,奇诡恍惚 ,不可思议 。山水楼阁虽属图

绘 ,而顷刻间迁变万状 ,几于逼真 。一班中男

女优伶 ,多或二三百人 ,甚者四五百人 ,服式

之瑰异 ,文彩之新奇 ,无不璀璨耀目。女优率

皆姿首美丽 ,登台之时袒胸及肩 ,玉色灯光 ,

两相激射 ,所衣皆轻绡明縠 ,薄于五铢 ,加以

雪肤花貌之妍 ,霓裳羽衣之妙 ,更杂以花雨缤

纷 ,香雾充沛 ,光怪陆离 ,难于逼视 ,几疑步虚

仙子离瑶宫贝阙而来人间也。或于汪洋大海

中涌现千万朵莲花 ,一花中立一美人 ,色相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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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祥光下注 ,一时观者莫不抚掌称叹 ,其奇

妙如此 。英人之旅于法京者导余往观 ,座最

居前 ,视之甚审 ,目眩神移 ,叹未曾有 。”○25从

这些文字可以判断 ,王韬第一次看见这些表

演 ,不免有些震惊 。然而 ,从画报所登载的图

像看 ,侧重点却有所不同。图像强调的是剧

院的外表 ,剧院里面的表演只是通过建筑的

门窗隐约可见。舞台上的表演给王韬留下了

最深刻的印象 ,但是这对于从没有见过西洋

戏 、只能凭空想象的画师来讲就显得 “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 ”了。从画师的角度来想象

(其实也是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想象 ), “西

洋 ”最有吸引力的方面之一是房子 ,气派的

房子。至于房子里面发生了什么 ,不是最关

键的 ,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与王韬在巴黎看戏的图像不同 ,图 8是

《图画旬报》刊登的一幅关于上海戏院的图

像 。这幅图像报道了上海戏院的 “舞台新

机 ”,图中的说明文字写道:“……仿西国戏

园之制 ,园屋三层 ,空气独洁 ,已为他园所勿

若 。而戏台除演剧时逐驹布彩外 ,中有机括 ,

可以旋转自如 ,尤令观剧者别开眼界……”○26

这些文字描述了剧院设备本身 ,但有趣的是 ,

画面主要内容却是针对舞台上的表演 。这

里 ,视点来自舞台下面 ,向舞台上面观看 ,这

个角度与普通观众的视角一致。图像从普通

人看戏的角度来描绘戏剧 ,其结果是画报读

者也从普通观众的位置 (舞台下 )往舞台上

观看。显然 ,这里的情况与王韬在法国看戏

时对剧场的展示有所不同———观看者从室外

走向室内。

除了剧场以外 ,在早期中国画报中 ,西方

的博物馆建筑因其丰富的现代内涵也成为经

常出现的内容。博物馆作为一个展示的场

所 ,在西方近现代史上有一些重要的变化 ,是

现代化的产物 ,按照本尼特 (Tony Benne tt)的

观点:“……是与新学科的发展与扩散密切

相关的 ……同时 , 也与新的观看技术分不

图 8

开 。”○27西方现代博物馆展示的重点和主要内

容是供参观者观看的对象 (即博物馆的藏

品 )。无论这些对象是地下挖出的恐龙化石

还是水里难得一见的鱼类 ,无论是最新颖的

技术发明还是最古老的出土文物 ,无论是异

域各种各样的植物标本还是本土千奇百怪的

工业产品 ,都要以一种类似呈现艺术品的方

式被放置在博物馆当中 ,供参观者观赏。博

物馆通过将物品塑造为一系列观看的对象 ,

并且以特定的方式呈现 ,从而实现权力对知

识的划分。这种将对象视觉化呈现的过程是

现代博物馆在西方国家发挥其功能的最主要

途径。

然而 ,中国画报中的博物馆建筑与它们

在西方的功能存在微妙的区别。中国的博物

馆图片中 ,建筑物本身往往是主要内容 (图

9)。这个现象不仅突出了摄影本身的特点 ,

也说明了对博物馆建筑物的强调是对现代化

的一种肯定和赞美。这里文化交往中的错位

感也是存在的:在西方 ,博物馆是作为容纳观

看对象的场所而存在的;在中国 ,博物馆本身

成为观看的对象 。或许 ,在中国人眼里 ,西方

博物馆中的藏品与西洋戏剧一样 ———都只是

“好玩”而已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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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所展出的展品无非是一些 “不同寻常之

物 ”,只是为了 “开开眼 ”、娱乐大众 ,与国家

社稷 、衣食住行几乎没有利害关系 ,当然没有

必要(也没有资格 )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的象

征被专门描绘 ,进而被刊登在画报上面 。这

就如同对于中国人而言 ,看中国戏剧不仅是

一种娱乐 ,而且是一种修养 ,而看西洋戏剧则

多半出于好奇 ,最多也只是一种有趣的经历

而已。实际上 ,不仅是博物馆 ,其他的公共场

所在画报中作为景观呈现的时候也都存在类

似的情况。

图 9

当然 ,技术 (摄影技术 、印刷技术 )的进

步与观念的变化同时出现也许是一种偶然 ,

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人 “愿意 ”和 “想 ”观看

外国人在干什么。也就是说 ,技术进步为新

的观看方式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观看主体的

新观念也最终决定了新图像的出现 。因此 ,

看戏 、参观博物馆的由表及里的过程也可以

被理解为中国人了解西方逐渐深入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 现代化的物质载体 ———画

报 ———已经难以离开中国人的视线 ,特别是

当人们需要某种象征现代化的具体符号的时

候 ,西式景观往往会成为当时的中国人不约

而同地寻找 、展示的对象。

小　结

可以这样说 ,普通中国人在 19世纪末才

有机会看见外面的世界 ,其主要渠道就是早

期的中国画报。画报在摄影技术介入后呈现

出它的现代意义 。摄影本身所代表的机械复

制 、批量生产的图像生产方式 ,是清末民初中

国社会能够看见世界的物质基础 。大量西方

照片的不断复制不仅从实用层面为中国传统

的石印画报提供了素材 ,还完成了图像对图

像所指的替代。这也是照片在提供观看内容

的同时对中国现代视觉文化产生的本质性影

响 。摄影所形成的单一视点 、线性透视的图

像观看方式与图像性质的转变 ,让中国传统

石印画报发生了变化 ,不仅图像自身 (内容 、

形式)发生了变化 ,图像所代表的观看行为

也发生了变化。任何人造图像 (例如绘画 、

摄影等 )都是某种观看行为的反映与结果。

画报所体现出的观看行为恰恰呈现出一种由

远及近 、由外到内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贯

穿清末民初整个阶段 ,从中折射出中国人对

西方思想不断转变的态度和逐渐深入了解的

过程。

*　本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6年度规划

项目(项目批准号:06JA740034)子课题。

①　陈观胜:《利马窦对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响》,

载《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三四合期(1936年 4月)。

②　列文森:《佛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郑大华 、任菁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88页。

③　虽然早期中国画报研究不如近代史其他方面的研究

那么汗牛充栋 ,但是也不乏重要的专论。陈平原 、夏

晓虹在鲁迅 、阿英 、郑振铎等人对《点石斋画报》评

介的基础上 ,重新确定了其历史地位 ,阐释了以 “图

像 ”解说 “晚清 ”(历史)的初衷 , 是近年来有关清末

画报的重要研究。然而 ,陈 、夏二位将图像与史料以

“左图右史 ”的方式呈现出来以后 ,对于这些图像文

本与文字材料的解读则付之阙如 , 正如他们所说:

“……如何引申发挥 ,怎样发掘微言大义 , 则留给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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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们高明的读者。” (陈丰原 、夏晓虹:《图像晚

清》,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第 5页。)李孝悌曾

撰文指出 “……用《点石斋画报》、以 ‘新舞台 ’为中

心的改良戏剧和《良友画报》等三组资料 , 来说明传

统和现代这两种素质 ,如何共同建构出上海近代城

市文化的特有风貌 ”。在文章末尾又说:“……到底

是《良友》反映了真实的上海 ,或是《良友》为上海人

塑造了文化现代性的可能形态和模仿对象 , 并因此

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文化感知力、鉴赏力和心灵图像 ,

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探讨。”(李孝悌:《上海近代城市

文化的传统与现代》, 《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 、欲望

与生活》, 台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版 , 第

190页。)在此之前 , 王尔敏曾有专文从历史学角度

对《点石斋画报》的来龙去脉进行详细考证。参见

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传播之图说形

式———点石斋画报例》,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的集刊》第 19期 ,第 135— 172页。而鲁道夫 瓦格

纳则将《点石斋画报》放在 19世纪全球范围内出现

的画报浪潮当中进行考察。参见鲁道夫 瓦格纳:

《进入全球现象图景:上海的 〈点石斋画报 〉》,载《中

国学术》2001年第 4期 , 商务印书馆 2001年。另

外 ,康无为(K ahnH arold)、叶晓青也都曾经针对《点

石斋画报》有专门论述 , 他们的研究侧重点都在画

报所刊登的内容上面 ,把这些图像看作证明历史的

依据 ,关注于清末城市生活 、大众文化等方面。参见

康无为:《“画中又话 ”:点石斋画报与大众文化形成

之前的历史》, 《读史偶得:学术演讲三篇》, 中央研

究院近化史研究所 , 民国 82年 10月 , 第 89— 100

页。 Ye X iaoq ing, Th eD iansh izha iP ictoria l:Shangha i

U rban Life, 1884-1898 , Center for Ch inese S tadies,

the Un iversity ofM ichigan, Ann A rbor, 2003.

④　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中心选编的《清末民初报刊图

画集成》、《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续编》。 这两套

书各有 20册 ,包括了当时的三十余种石印画报。

⑤○11　马运增 、陈申 、胡志川 、钱章表 、彭永祥编著《中国

摄影史》,中国摄影出版社 1987年版 , 第 86页 ,第

86页。

⑥　阿英:《中国画报发展之经过》, 《晚清文艺报刊述

略》,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年版 ,第 98页。

⑦　摄影图像本身是复制的产物 , 所以本来无所谓 “原

作 ”与 “复制品 ”的本质区别 , 但是为了强调区别以

前石印画报中通过绘画对摄影的复制 , 这里使用

“摄影图像本身 ”这个表述方式。

⑧　图中有文字记载:“光绪十一年十月望日 , 颜君永京

出其遍历海外各国名胜画片为影戏于本埠之格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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