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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旨説明
井上 徹
今回の共同セミナーは、上海師範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の訪問を機として開催される運びとなりました。
上海師範大学は 1954 年に上海師範専科学校として創立され、その後、合併などにより規模を拡張し、２０の学
院、１０４の研究機構を抱えるに至っています。上海市設立の同大学は、国内外に研究成果を発信する中心である
とともに、上海という大都市への社会貢献を期待されていると聞き及んでいます。こうした性格は大阪市によって
設立された本学にも共通するものであり、親近感を覚え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また、同大学の研究機構のうちの１つである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は、上海市の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中国政
府教育部の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として認定されており、人文科学とりわけ都市研究に
優れた成果を上げています。本研究中心がとくに力を入れておりますのは、中国の最先進地域である長江流域の都
市研究でありますが、さらにその研究成果をベースとして、グローバル都市をテーマとした比較都市研究のジャン
ルにおいても成果を蓄積しています。
大阪市立大学文学研究科は、研究拠点「都市文化研究センター」を中心として、これまでに、文部科学省 21 世
紀ＣＯＥプログラム「都市文化創造のための人文科学的研究」（2002 年～ 2006 年）、および大阪市立大学重点研
究「都市文化創造のための比較史的研究」
（2003 年～ 2007 年）、これら２つの研究プログラムを推進してきました。
前者においては、
「大阪」
、
「中国」
、
「東南アジア」、「アーカイブス」の４プロジェクトを軸として研究体制を組み、
大阪を起点として、東アジア・東南アジアの諸都市を比較しつつ、都市の歴史、空間構造、多様な文化、文化装置
などの諸問題を検討するとともに、西洋の都市との比較史的研究も試みてきました。後者のプログラムでは、大阪
を中心とするアジア諸都市とローカル文化の検討を進めました。また、2008 年に採択され、現在も進行中の大阪
市立大学重点研究「アジア海域世界における都市の文化力に関する学際的研究」（2012 年まで）は、文学研究科
の上記２つのプログラムを引き継ぐものです。上記のように、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は都市研究に優れた実績を有
しておりますので、本重点研究と共同研究を進めるうえで好適の研究機関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本重点研究は、アジア海域をまたぐ大陸・朝鮮半島・日本列島の交流と各地域に及ぼした影響の歴史的変容を踏
まえて、文化創造に関わる３つの歴史的段階を設定しています。第１段階＝都市文化の形成と変容の段階（１６～
１７世紀）
、第２段階＝都市文化の成熟の段階（１７～１９世紀半ば）、第３段階＝グローバル化のなかでの都市文
化の段階（１９世紀～現代）です。アジア海域の交流の歴史的経験に基づき、都市文化を上記３つの段階に類別す
ることによって、それぞれの地域の共通性・異質性を解明するとともに、相互の交流・影響についても明らかにす
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今回のセミナーは２部構成としています。第一部は、重点研究の一環として行われるものであり、文芸をテーマ
としています。第二部は上海師範大学の独自企画であり、中国の近代を共通テーマとしています。上海師範大学の
企画は、重点研究の計画に照らすならば、都市文化史の第三段階に相当し、西欧の資本主義がどのような変化を中
国社会に及ぼしたのかという問題を考えるうえで大きな刺激を与えていただけるものと確信し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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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趣说明
井上 彻
本次共同研讨会是以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的来访为契机举行的。
上海师范大学的前身是 1954 年创立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此后随着院校合并而扩大规模，成为拥有 20 个学院、
104 个研究机构的大学。我们了解到上海市设立上海师范大学，不仅将其作为向国内外传递研究成果的中心，而且希
望它为上海这一大都市作出社会贡献。在这一点上，与大阪市设立的大阪市立大学具有共同之处，因此我们倍感亲切。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是上海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所在机构，在人文学特别是都市研究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果。该研究中心特别致力于中国最
发达地区长江流域的都市研究，而且以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进而在以全球都市为主题的比较都市研究方面也
积累了研究业绩。
大阪市立大学文学研究科以“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为基地，一直在进行文部科学省 21 世纪 COE 计划“都市文
化创造的人文学研究”
（2002-2006）和大阪市立大学重点研究“都市文化创造的比较史研究”（2003-2007）这两
个 研 究 计 划。 前 项 计 划 采 取 以“ 大 阪 ”
、
“ 中 国 ”、“ 东 南 亚 ”、“ 档 案 ” 等 四 个 项 目 为 基 轴 的 研 究 体 制， 以
大阪为起点，在进行东亚、东南亚诸都市比较，讨论都市历史、空间构造、多样文化、文化设施等问题的同时，尝试
与西方都市进行比较史研究。后项计划旨在以大阪为中心，推动亚洲都市与地方文化的研究。此外，2008 年获得通过、
目前正在进行的大阪市立大学重点研究“关于亚洲海域世界中都市文化实力的跨学科研究”（至 2012 年）是文学
研究科上述两个计划的后续研究。如前所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在都市研究方面拥有卓越的研究业
绩，是推动本重点研究的理想合作伙伴。
本重点研究根据跨亚洲海域的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间的交流，以及该交流给予各地域影响的历史变化，将
此区域的文化创造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都市文化的形成和改变阶段（16-17 世纪）、第二阶段为都市文
化的成熟阶段（17-19 世纪中叶）
、第三阶段为全球化中的都市文化阶段（19 世纪迄今）。我想以亚洲海域交流的历史
经验为基础，依据上述三个阶段的都市文化分类，不但可以探明各个地域的共性与特性，而且也可以说明相互交流与
影响。
本次研讨会由两个会议组成，第一个会议作为重点研究的一部分举行，以文艺为主题 ；第二个会议由上海师范大
学独立策划，以中国的近代为共同主题。若将上海师范大学的策划与重点研究计划相对照的话，它相当于都市文化史
的第三阶段，即考察西欧资本主义带给中国社会何种变化，我相信这一定是将带给我们新启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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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
日中文芸の比較史

中文提要

近世後期的淡路人形座和大坂净琉璃界
－以《生写朝颜话》为例－

久堀 裕朗

在江戸時代的淡路島，除了大阪的人形净琉璃剧团以外还有许多本地的人形净琉璃剧团 ( 以下简称淡路座 )，淡
路座的座本（班主）联合起来创立了名为 [ 淡路座本中 ] 的同行组织，并开始了独自的演出活动。特别是在义太夫节
人形净琉璃成立 (17 世纪末 ) 以后，由残留于各地的记录可知淡路座开展了盛大的巡回演出。
淡路座的演出活动常常是通过和大坂的净琉璃界缔结密切关系来进行的。其关系的紧密性从演员的交流、大坂首
演作品的上演事例等中也能看出来，另外我们还了解到在 19 世纪、大坂的因讲 ( 太夫 • 三味线的同行组织 ) 和淡路的
座本同行组织互相直接联系，介绍演员签约的情况。
淡路座不仅和大坂净琉璃界持有如此的深厚关系，而且还在人形净琉璃史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但是因为一直把它
作为一个将都市首演作品搬到地方上演的团体来看，所以在以往的净琉璃研究中不仅很少提及，甚至有被轻视的倾向。
在这里，我想通过介绍近世后期淡路座发挥创作力的一个事例，来证实其活动的重要性。
《生写朝颜话》是天保 3 年 (1832) 在大坂首演的作品。这部作品也间接地接受了中国戏曲地影响，在以后被重复
上演，成为现在文乐中受欢迎的演出剧目。但是，在首演的时候上演的是未完成品，直到 18 年后的嘉永 3 年 (1850)，
作为增补完成本－正本《增补生写朝

话》才被发行。可是根据新发现的戏单，可以判明淡路座在正本发行以前早已

上演增补完成版，而正本的增补（五段目）实际上是由淡路座创作的增补部分构成的。在当时作为表演艺术的人形净
琉璃已趋于古典化，是一个新作也很少上演的时代，但是淡路座不仅在其中发挥了创作力，反而影响了大坂的净琉璃
界。在这里我们不仅仅能看出都市文化传播到地方的视点无法了解到的地方文化创造力，而且还能从中体察到都市和
地方之间的复杂相互关系。另外还可从此事例中重新认识到淡路座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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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後期における淡路人形座と大坂浄瑠璃界
―『生写朝顔話』を例として―
久堀 裕朗
一、はじめに
江戸時代の淡路島には、義太夫節人形浄瑠璃の中心地大坂にある劇団とは別に、多数の人形座が存在した。その
起源ははっきりとはわかっていないが、伝承によると、淡路における操り職能集団の発生は中世にまで遡る。中世
における活動実態は明らかではないが、既に近世前期には、阿波国徳島藩主蜂須賀公の前で上村源之丞座が御前操
りを演じた記録が残り、古浄瑠璃時代に人形座として活動を開始していたことが確認できる。そしてその後の義太
夫節人形浄瑠璃成立以降について言えば、源之丞座のみならず他の多くの座の活動の足跡が各地の記録のうちに認
められ、特に 18 世紀以降、淡路の人形座（以下、淡路座と略称）が、藩の庇護を受けながら、全国的な巡業活動
を展開していたことが明らかである。
人形座の数については、
『淡路草』
（文政８年 1825）に「享保元文の頃は四十株にあまれり。今十組残れり。
ざもと

十八座本と称す」と記されている。また引田家文書（上村源之丞座の座本が残した文書）の諸記録によると、元文
６年（1741）に 38、
宝暦３年（1753）に 24、
宝暦５年（1755）に 21、文化８年（1811）に 21、嘉永７年（1854）
に 16、慶応元年（1865）に 17 の座本が確認できる（三原町教育委員会編『伝統芸能

淡路人形浄瑠璃』参照）
。

このような座本数の推移から淡路座の最盛期は 18 世紀前半の享保から元文期であると説かれることがあるが、元
文から宝暦の間に座本数が激減しているのは、おそらくは人形が一人遣いから三人遣いに移行したことによって一
座の構成員が増え、座の再編があったことによるものと思われる。幕末には明らかに座本数が減少するが、18 世
紀から 19 世紀前半にかけて少なくとも 20 程度の座本数を維持しており、一応その間、淡路座は隆盛期にあった
と捉えるのが妥当だろう。
江戸時代、こうして多くの淡路座が地方巡業を行っていたわけだが、その興行は常に大坂浄瑠璃界と密接な関係
を築きつつ成立していた。演者の交流をもとに、淡路座は、大坂の竹本座や豊竹座で上演された新作を、時を経ず
して地方で上演していた。
淡路座は基本的には人形遣いの座であるので、太夫・三味線を別に雇用することになるが、
当初からその人材の多くを大坂に求めていたようである。引田家文書の記録には、延享元年（1744）の段階で「大
坂表」での「太夫極メ」があったことが記されている。その他 18 世紀の記録は少ないが、19 世紀以降の番付等
おいだき

各種記録の中には、大坂の太夫が追抱（特別出演）として淡路座に雇用されたり、大坂の若手の太夫が修行のため
淡路座に加入する事例が数多く見受けられる。この演者レベルの交流の面から見ても、淡路座と大坂浄瑠璃界との
関係は非常に深かったことがわかるのである。
そして淡路座と大坂浄瑠璃界の繋がりは、単に個人レベルの契約のみによるものではなく、組織的なものだった
ことも注目される。島内の座本は「淡路座本中」という仲間組織を作っていたが、その発生は少なくとも元文期ま
で遡る。
そしてこの座本仲間が大坂浄瑠璃界と常に接触し、演者の雇用に際しては、大坂の側から斡旋を受けていた。
ちなみこう

その大坂側の窓口は、19 世紀には因講（太夫・三味線の同業者組織）であったことが判明している。18 世紀の状
況は、現在のところ記録が見いだせないのでわからないが、同様に組織的な連携があ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だろう。
こうして大坂浄瑠璃界とも関係が深く、人形浄瑠璃史の中で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きたと考えられる淡路座であ
るが、これまでその活動は、さほど注目されてはこなかった。これまでに公刊された人形浄瑠璃史関係の研究書で、
淡路座について特に立項しているものはほとんどないと言ってよい。その理由としてはおそらく、一つには残存資
料が少なく淡路座の活動の詳細がよくつかめないこと、二つには淡路座がほとんど独自の作品を生み出さなかった
ことが挙げられるだろう。
しかし、一つ目に関しては、近年、かなりまとまった数の淡路座旧蔵浄瑠璃本や、上記引田家文書が公共機関（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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ずれも南あわじ市淡路人形浄瑠璃資料館）に寄託されるなど、資料の公開・整理が進み、淡路座について研究する
基盤が整いつつある。また二つ目に関しても、そうした新出資料に関する調査・研究の成果として、新たに淡路座
独自の創作があった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てきている。これまで淡路座研究を阻んでいた要素が、部分的にではある
が、取り払われつつあるわけである。
しょううつしあさがおばなし

本稿では、近世後期淡路座の活動について、大坂初演作品『生 写 朝 顔 話』の淡路座における増補上演事例を取
り上げ、その一端を明らかにしたい。
二 浄瑠璃『生写朝顔話』について
『生写朝顔話』は天保３年（1832）正月２日より、大坂の稲荷境内芝居（いわゆる文楽の芝居）で初演された。
その成立までの過程を略述すると次の通りである
し ば し そ う

あさがお

ながばなし

。
まず、
浄瑠璃作者としても知られる司馬芝叟が、寛政末のころ「蕣」という長話（人情話）を作った（現存せず）
ちかまつとくそう

これを原拠に近松徳叟が歌舞伎脚本を書いたが、上演に至らぬうち、文化７年（1810）に徳叟は没する。翌文化
うこうえんりゅうろう

うまたりゅうろう

８年、雨香園柳浪（馬田柳浪）作の読本『朝顔日記』が刊行された。この作品は扉見返しに「芝叟遺話」とあって、
明らかに長話「蕣」をもとにしたものである。儒者の熊沢蕃山を主人公のモデルとするが、全体に中国戯曲『桃花
扇』
『琵琶記』などの影響を受けた内容で、また文章には白話語彙などもちりばめられており、中国文学の影響が
色濃い作品である（徳田 1987・内山 2003・川 2003）。この読本の流行に刺激され、文化 11 年には徳叟の遺稿
ながわはるすけ

つくしのつまごと

を奈河晴助が加筆した歌舞伎『けいせい筑紫斤』が上演される。そしてこの歌舞伎が大当たりとなって上演が繰
り返された後、読本や歌舞伎の影響を受けつつ、この題材が初めて浄瑠璃化されて成立するのが『生写朝顔話』で
ある。
や ま だ の か か し

本作の作者は初演興行番付に「添削耶麻田加々子」とあるように、読本・浄瑠璃作者の山田案山子である。案山
子にとって本作が浄瑠璃の初作であった。以下、参考に初演番付記載の内容を書き抜くと、外題は「生写朝顔話」
、
段数に関して外題の下に「読本十二冊」とあり、段名は順に「大内館」「松原」「宇治川」「茶店」「岡崎」「明石船
別れ」
「弓之助やしき」
「大磯揚屋」
「小瀬川」「摩耶ヶ嶽」「浜松」「島田宿や」「駒沢閑居」「山岡屋鋪」「多々羅浜」
となっている。
しょうほん

新作浄瑠璃は初演後直ちに全段を収録した正本（初演の太夫が署名し、素性正しきものとして刊行される浄瑠璃
本）が出版されるのが通例であるが、本作は天保３年に初演されて後、長くその正本が刊行されることがなかった。
『増補生写朝陣話』が本作の正本として刊行されるのは、初演から 18 年後の嘉永３年（1850）のことである。な
ぜそうなったのかについてはこの浄瑠璃本の跋文に校補者「翠松園主人」による説明がある。内容を要約すると以
下の通りである。
し

げ

た

ゆ

う

『生写朝顔日記』という浄瑠璃は、かつて故人山田案山子が、竹本重太夫のために書いた作品であるが、未だ
完成するに至らず亡くなってしまった。故人重太夫の子息鶴沢才二・同儀左衛門らは、この浄瑠璃が未完で
あるのを惜しみ、私にしきりに増補を求めたので、断りがたく、私が増補潤色して二人はこれに節付を加え、
かつ外題の文字が六つになることは芝居内の忌み事であるので、改めて「増補」の二字を加え、
『生写朝陣話』
と題する次第である。
この跋文によると、本作は天保３年の初演の段階では未完であったことがわかる。上記初演番付では、全段の段
名が揃っているのだが、おそらく実際には上演されなかった段（「駒沢閑居」「山岡屋鋪」「多々羅浜」）があり、初
演時も、有名な宿屋の段までで終わっていたらしい（神津 2003）。宿屋までだと全部で十二段ということになり、
これは番付記載の「読本十二冊」とも照応する。初演以降正本の刊行まで本作の上演は繰り返されるが、そのほと
んどが十二段での上演であることもこれを裏付ける。この未完の作品の増補完成版が『増補生写朝陣話』（本稿末
尾に付録として全段の梗概を記すので参照されたい）なのである。
三 淡路座による『生写朝顔話』の増補
ところが『増補生写朝陣話』以前、淡路座が宿屋以降の段も含む『生写朝顔日記』を上演していた記録が残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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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る。既に『義太夫年表近世篇』に弘化４年（推定）紀州における中村久太夫座の番付が収録されており、その年
代推定の妥当性も再確認されていたが（飯島 2003）、それに加えて、新出の徳島県立文書館寄託酒井家文書所収
の記録によってそれを裏付けることができる。同文書には、酒井家６代当主の堺屋弥蔵（文化５～明治 25）が記
した番付体裁の興行記録が多数残されているが、その中に弘化２年（1845）吉田伝次郎座「生写蕣日記

五段続」
、

弘化３年（1846）中村久太夫座「生写朝顔日記」の上演記録が残され、いずれも宿屋の段のあとに五段目として「道
行」
「駒沢館」が上演されている。そしてこれは『増補生写朝陣話』で増補された五段目の場割り（「帰り咲吾妻の
道草（道行）
」
「駒沢屋鋪」
）とも一致し、同内容のものであったと推定されるのである。
ということは正本の増補段は、実は淡路座の増補部分を流用して成ったものである可能性が高いことになる。弘
化期の淡路座上演台本は残らないので、そのことを直接証明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現在残る明治期頃の淡路座旧
蔵浄瑠璃本と正本の文章を比較して検討した結果、そうであることを示唆するいくつかの根拠を見出すことができ
た。以下それらを列挙することにより、正本の増補部分は淡路座の増補詞章を流用・補訂して成ったということを、
結論として示したい。
①増補の不十分さ
正本の増補は、上記跋文のような経緯でなされたにしては内容的に不十分で、最後の段「駒沢上屋鋪」では、本
作の骨格になる御家騒動での謀反の首謀格が登場せず、冒頭で盗まれた御家の重宝も戻らず、完全な大団円になっ
ていない。淡路座で即席に仕立てられた可能性が高いと考えられる。
②正本跋文に見られる齟齬
跋文に本作の外題を「生写朝顔日記」とするが、初演から正本刊行まで多くは「生写朝顔話」の外題で上演され
てきた。
「生写朝顔日記」とするのは淡路座での上演で、校補者は淡路座の上演を念頭においた結果、このような
誤りをおかした可能性が高い。
③正本道行の詞章に見られる齟齬
正本には「死る所を助りて二度東の我夫に逢へばどふしてかふして」という詞章がある。ヒロイン深雪はここで
西（大坂にある駒沢屋敷）へ向かっているので、「東の我夫」というのは不審である。淡路座の道行は、正本とほ
とんど詞章が同じで、方向のみ逆の東へ向かう旅となっているので、その詞章を安易に流用した結果と考えられる。
④正本「駒沢上屋鋪」の不審
上屋敷というと、
大名や旗本の屋敷を指すから、その場所は本国や江戸であるのが普通である。正本「駒沢上屋鋪」
で一儒学師範の駒沢家の屋敷が大坂にあるのは不審である。淡路座の増補では、東海道を東へ向かう道行の末に鎌
倉（江戸）の駒沢屋敷に着くことになっており、その点納得できる。但し島田宿から大井川へは西方向で、道行の
向きとしては正本の方が正しい。従って、この大坂上屋敷は、正本が淡路座の道行の向きだけ修正したことによっ
て生まれた場面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は、久堀 2006 に詳述）
これらに加え、次に『生写朝顔話』道行詞章の成立に関して検討し、正本の詞章流用説を補強してみたい。まず
しのび

よばな

次に浄瑠璃『鎌倉三代記』
（天明元年 1781 初演）の「道行竊の陣吉花」と、淡路座の『生写朝顔日記』道行（吉
田伝次郎座「道行の段」
、淡路人形浄瑠璃資料館所蔵）、正本『増補生写朝陣話』道行「帰り咲吾妻の道草」から、
詞章が対応する部分を抄出して掲げる（対応部分を丸囲み数字で表す）。
『鎌倉三代記』道行
①咲た桜になぜ駒繋駒がいさめば花がちる。ヤレモサウヤヽレヤレサテナ駒がいさめば花が散……又鎌倉を
②たつか弓。引もちぎらぬ。海道の人目を。忍ぶ思ひ付。……なまめく妻が③口紅の。朱を奪ふや藤沢も
……④大磯。小いそがしけな取なりも……⑤一ツ枕に寄添ふて。縺合たる藤枝の。……⑥跡に。見付や浜松
こへて。……⑦諷ふ声々休らはで。……
淡路座『生写朝顔日記』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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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咲た桜になぜ駒つなぐ駒が勇めば花が散るソレ／＼ヱヽそふじやいなア其駒沢を恋慕ひ……②わげも嶋田
を立か弓引もちぎらぬ海道を誰も人目大井川⑥跡に見付や浜松の浮艱難も④大磯と小磯かしげにちよこ／＼
と歩も風情も③紅のあけをうぼふや藤沢の其沢の字も我夫に由縁の声もなつかしく暫し彳みやすらひてヲヽ
ほんに……心ロは⑤ちゞにもつれ合しめてからんだ藤枝と離レぬ二人が妹背中早ふまり子を産落しねんねど
や／＼……⑦うとふ声々身の上にひつしと思ひ伊豆駿河冨士の煙も雲に消行衛見付や品川をたとりて急ぐ道
野辺に咲乱たる朝陣にむれ飛蝶の面白く勇んで歩ム主／＼が鎌倉さして
正本『増補生写朝陣話』道行
①咲た桜になぜ駒つなく。駒がいさめば花がちる／＼其駒沢を。恋したふ。……②髪も嶋田と立か弓。引も
契らぬ海道に誰も。人目を大井川。⑥跡に見付や浜松の。憂艱難に引かへて昔語とあらひかへ白すかかけて
二川や。④かいしよらしげにちょこ／＼／＼とあゆみし。姿も吉田御ゆ赤坂宿を打過て藤川縄手に。休らい
けり。ヲヽほんに……心は⑤ちゞめもつれ合。しめてからんた松の蔦其みどり子を。うみ落しねん／＼ころゝ
んや……⑦諷ふ声／＼身の上に。ひつしと思ひ石部川。花香もこもる梅の木をたとりて急く道のへに咲乱れ
たる朝陣に。むれ飛ふ蝶のおもしろく。うかれ／＼て主従か浪花路さして急ぎ行
これらを比較すると、
『鎌倉三代記』道行が『生写朝顔話』道行に影響を与えていることは一目瞭然である。そ
して淡路座の道行と正本の道行を比べると、前者の方が『鎌倉三代記』道行に近いことがわかる。上記対応箇所の
うち、①②⑥⑦は両者あまり変わりなく、どちらが直接『鎌倉三代記』の影響を受けたのかわからないが、④⑤は
淡路座の道行の方が『鎌倉三代記』道行に近く、③は淡路座の道行だけにしか対応箇所がない。これによって、
『鎌
倉三代記』道行→淡路座『生写朝顔日記』道行→正本『増補生写朝陣話』道行の順に成立したと推定することがで
きる。正本が先行したとすれば、淡路座の道行は、正本を踏まえ、更に正本が典拠とする『鎌倉三代記』に再度立
ち返って詞章を流用し、その結果成立し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が、そう考えるのはかなり不自然だろう。
以上五つの根拠から、
『生写朝顔話』の増補は、正本より淡路座が先行し、しかも正本増補部分は、おそらく淡
路座における増補詞章をほとんどそのまま流用して成ったと結論付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すなわち淡路座の創作物が、
大坂に逆輸入されたのである。従来淡路座は、専ら大坂浄瑠璃界から作品の供給を受け、それをそのまま地方で上
演してきた団体であると受けとめられがちであったと思われるが、このように作品面で逆に大坂浄瑠璃界に直接の
影響を与えた事例もあることは、看過できないだろう。
四 おわりに（19 世紀の淡路座と大坂浄瑠璃界）
『生写朝顔話』の事例により、天保から弘化期、淡路座が独自に作品の増補を行っていた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
天保以降と言うと、人形浄瑠璃の古典化が進み、大坂でもほとんど新作が上演されなくなっていた時代である。こ
の頃も、人形浄瑠璃興行は、ある演目を大序から通して上演する「建て」の形式が普通であったが、再演作品の通
し上演に当たっては、五段目や、多段形式作品の末尾の段が省略さ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った。新作でありながら
最終段を欠いた形で上演された『生写朝顔話』も、当時のそうした上演傾向を反映したもの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
ところが淡路座は、この未完の作品に独自に結末を書き加えた。大阪では未完の『生写朝顔話』が、結末のない
ままに上演が繰り返されたわけだが、淡路座は大坂とは異なる選択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思うに、その背景には、都市と地方における人形浄瑠璃という芸能への受けとめ方の違いがあったのではないだ
ろうか。淡路座ではちょうどこの時期、
『敵討肥後駒下駄』や『二名島女天神記』など、大坂で初演されたもので
はない、独自に創作した作品も生み出している。また、大坂初演作品の改作であるが、今日淡路座の代表作となっ
ている『賤ヶ嶽七本槍』も、
やはりこの時期に成立した作品と推定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うして特に 19 世紀に入り、
淡路座の創作活動が活発化したのは、おそらく人形浄瑠璃という芸能に対し、淡路座（及び地方における淡路座の
興行の観客）が、大坂の浄瑠璃界（及び都市の観客）とは異なる感覚を持っており、端的に言えば、地方では人形
浄瑠璃が未だ都市ほどには古典化していなかった（古いものと認識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からだと思われる。だから
こそ、専門作者がいない環境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うして淡路座において、独自の新作が生まれてきたの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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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ような状況を見ると、人形浄瑠璃の歴史は、都市の中で完結した形で成立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ことがわかる。
都市と地方を繋ぐ形で活動した淡路座のような存在も絡みながら、もっと重層的に歴史の流れが作られているので
ある。従って、特に近世後期の人形浄瑠璃史について考えるとき、淡路座の活動を視野に入れることは極めて重要
である。本稿では『生写朝顔話』を取り上げ、近世後期の大坂浄瑠璃界と淡路座の関係について、一事例を示した
に留まるが、今後更にこの時代の両者の関係について、総合的に把握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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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録 『増補生写朝陣話』梗概
初段
（大内館の段）
鎮西探題、大内義興は鎌倉に在番しているが、遊所通いの放埒な生活を送り、本国から来る諌言の使者も手討ち
にする始末である。そんな折、本国の大内館に禁廷の詔使として玉橋の局が、中宮の病気治癒のため、大内家に伝
わる薬王樹を借り受けにくる。留守を預かる後室園生の方に対し、家中の儒学師範駒沢了庵は、大事の宝ゆえ鎌倉
に勅使を遣わした上でと忠言するが、国家老の山岡玄蕃は了庵をなじり、早急の用に猶予はならないと説く。園生
の方は勅命には逆らえぬと薬王樹を差し出すことに決め、またその場で了庵に、気掛かりになっている息子義興の
放蕩に対する諌言をたのむ。了庵は勘当した息子祥一郎に代わり、甥の宮城阿曾次郎に家督を譲り、鎌倉への諌言
に向かわせたい由を願い、許される。園生の方は宝蔵から薬王樹を取り出すが、悪心を持つ玄蕃はその機に乗じて
赤星運八を使い霊符の尊像を盗ませる。玉橋の局は薬王樹を受け取り館を去る。
（松原の段）
周防の国、多々羅浜の松原。駒沢了庵の一子祥一郎は落ちぶれて非人となり、浅ましい身の上を嘆いている。そ
こへ乗物が通りかかり、その場で怪しい覆面の男と出くわすと、中よりは白髪の老女が降り、二人は話をはじめる。
その話をうかがっていた祥一郎は、老女が大友家再興を願い大内滅亡を企んで玉橋の局になりすまし、重宝薬王樹
を騙りとったことを知る。老女が摩耶が嶽の住家へ向かうと聞き、祥一郎も後を追って行く。
（宇治の段）
京都で儒学修行中の宮城阿曾次郎は、僧月心に誘われ宇治川へ蛍狩りに来ている。月心の所望によって和歌を詠
むが、短冊が風に飛ばされ川辺の御座船に落ちる。その船に乗っていたのは、芸州岸戸家の家老秋月弓之助の息女
深雪。乳母浅香が障子をあけ、舷に落ちている短冊を取り深雪に渡すと、その時、船と陸とで深雪と阿曾次郎は顔
を合わせる。そこに酒に酔った二人の浪人が通りかかり、深雪の船に絡みはじめる。見かねた阿曾次郎が浪人を追
い払い、それが縁で二人は知り合う。深雪が金地に朝顔を描いてある扇に一筆書いて欲しいと乞うと、阿曾次郎は
朝顔の歌を書きつける。折しも、奴鹿内が駒沢了庵からの書状を持ってその場に駆けつける。状を開くと、家督を
継ぎ、殿への諌言のため鎌倉へ下れとのことである。阿曾次郎は後日深雪の宅を尋ねることを約束して別れる。
（真葛が原の段）
真葛が原にある茶店で、立花桂庵という医者が人を待っている。待ち人は萩の祐仙という医者。桂庵は秋月家に
出入りする身であることを利用し、深雪に惚れこんでいる祐仙に仲人をする約束をしている。しかし秋月家に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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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月心が宮城阿曾次郎という男を仲人しようと申し入れたとのこと。秋月家より阿曾次郎の身元調べを頼まれた桂
庵は、いっそのこと祐仙を阿曾次郎に仕立てようと考えている。そこへ祐仙が現れ、仲人の報酬として桂庵に三十
両を渡す。桂庵は祐仙に、偽の宮城阿曾次郎として祐仙を秋月家に紹介する計画を話し、総髪の祐仙を厚鬢にかえ
させるため、髪結床へ送りだす。更に金をせしめたい桂庵は、祐仙のいない間に茶店の下女お由と示し合わせ、鍋
の炭こげを惚れ薬いもりの黒焼きに仕立てる。戻ってきた祐仙は騙されて、単なる炭を十五両で買い取る。
（岡崎の段）
聖護院の町はずれにある秋月弓之助の住居。弓之助は岸戸家譜代の家臣であったが、主君が側室お蘭の方を寵愛
し、その弟蘆柄伝蔵という卑しい男を取り立てて、あまっさえお蘭の薦めにより深雪を伝蔵にめあわせよとの仰せ
を下すに至って、仕えを辞して浪人の身分になっている。その住居に立花桂庵が、阿曾次郎と偽り祐仙を伴って訪
れる。弓之助とその妻操は二人を迎えるが、祐仙の不格好な容姿と滑稽な話し様に忽ちそれと見抜き、奴関助に言
いつけ外へ追い出させる。阿曾次郎が来ると聞いて喜んでいた深雪は悲しみに打ち沈む。そんな折、国元から使者
が来て、蘆柄伝蔵の悪政に百姓が一揆を起こしたこと、そして主君も後悔し騒動をおさめるため弓之助を呼び戻し
たいと願っていることを述べる。書状を見て、確かに主君の自筆と確かめた弓之助は、直ちに屋敷を引き払う用意
をさせる。そこに様子を知らぬ本物の阿曾次郎が訪ねてきて外より案内を乞うが、祐仙と間違われて追い返される。
不審ながら仕方なく阿曾次郎は帰って行く。
二段目
（明石船別れの段）
月が美しく波を照らし出す明石の浦の港で、鎌倉に向かう阿曾次郎と、弓之助の帰国で芸州に向かう深雪は、互
いの船から相手を見つける。
深雪はあまりのうれしさに我を忘れて阿曾次郎の船に乗り移る。どこへでも連れていっ
て欲しいと言う深雪に対し、武士が立たないから一旦は時節を待つようにと言い聞かせた阿曾次郎であるが、深雪
のあまりの情熱に折れて、書置を残した上で連れていくことにする。ところが深雪が書置をしに自分の船に戻った
間に、嵐の訪れを避けるため阿曾次郎の乗る船が急に出港してしまう。深雪の船にむかって、阿曾次郎は持ってい
た扇を投げ入れる。
（弓之助家鋪の段）
帰国して見事に国の乱れを静め、
再び主君に重用されている秋月弓之助の屋敷。弓之助の留守中に蘆柄伝蔵がやっ
てきて、出迎えた弓之助の妻操に、深雪との縁談の返答を迫る。娘は病のため本復の上でと巧みに言い抜けようと
する操に対し、伝蔵は居丈高になって奥へ踏み込もうとする。しかし操が長刀を取って脅すと、伝蔵は仰天して逃
げ帰る。しばらくして弓之助が帰宅する。弓之助は操に、主君の仲人で大内家の家臣駒沢次郎左衛門という武士を
深雪の婿に迎えることになったと述べる。その話を操から聞かされた深雪は、次郎左衛門が阿曾次郎のことだとは
知らず、貞女の道を貫かんがために身を投げるとの書置を残し屋敷を飛び出す。
（大磯揚屋の段）
鎌倉に近い大磯遊郭にある松葉屋という揚屋で、大内義興は玄蕃の手下の奸臣岩代多喜太を伴い遊蕩に耽ってい
る。そこに駒沢次郎左衛門が訪れ、義興に目見えを願う。義興らの案に相違して、次郎左衛門は諫言するどころか、
見事に酒の相手をつとめ、舞まで披露する。義興が奥に入った後、残ったのは義興が寵愛する傾城瀬川。以前より
次郎左衛門は、女郎衆への詩文指南にことよせ、忍んでこの遊郭へ通っていたので、既に瀬川とも顔見知りである。
次郎左衛門は玄宗皇帝と楊貴妃のたとえや古歌を引き、瀬川に恋をしかける。がその実は、命を所望との謎かけで
あった。瀬川もそれを察し、次郎左衛門と不義をなすと見せ、自ら義興の手打ちにかかる。不義ではなく、自らを
諫めるための行為と知った義興は、改心して帰国することにする。
三段目
（小瀬川の段）
屋敷を出た深雪は未来で阿曾次郎と結ばれることを願い、小瀬川付近の柳に帯をかけて死のうとしている。通り
かかった老女がそれを止め、慕う恋人がいるなら探してやろうと言う。そこに深雪を追っていた悪者二人が来て、
深雪を連れてゆこうとする。老女は彼らに十両与えて去らせる。秋月家の奴関助が深雪をたずね求めてやってく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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が、一足違いに深雪は老女に誘われて小瀬川の船に乗ってしまう。
（摩耶が嶽の段）
摩耶が嶽にある老女荒妙の住家。娘千里は知らぬが、荒妙は実は盗賊の頭で、助けた深雪を女郎として売ってし
まっている。奴の関助がこの家をたずねるが、知らぬと言って去らせ、手下を殺しに向かわせる。そこに山岡玄蕃
と心を合わせ謀反を企てている蘆柄伝蔵が訪ねてきて、駒沢次郎左衛門という邪魔者がいるので、薬王樹を奪いか
えされぬよう注意せよと言う。
多々羅浜の松原から老女を追ってきた祥一郎は、浮洲の仁三郎と名乗り、盗賊の一味として荒妙の家に入りこん
でいる。仁三郎は自分を慕っている千里に、荒妙が大事にしている女の病を治す守り、すなわち薬王樹を見せて欲
しいとたのむ。二人が奥に入っている内に、人買いの輪抜吉兵衛に連れられて深雪が戻ってくる。深雪が少しも言
うことをきかぬので戻しに来たと吉兵衛から聞き、荒妙は深雪を焼鉄箸で折檻する。そこに手下が、大名の金飛脚
を襲う加勢を求めて帰ってきたので、荒妙は急いで出てゆく。荒妙が留守の間に、仁三郎は薬王樹を用いて気絶し
ている深雪を助け、秋月弓之助の娘と知り逃してやる。荒妙が戻るが、すべてを知った千里は懐剣を咽に突き立て
る。仁三郎が大内方の駒沢了庵の子であると知った荒妙も、もはやこれまでと、自分は以前大友宗鎮に仕えていた
身であること、そして娘千里は実は宗鎮の忘れ形身菊姫であることを打ち明け、自害する。そこに追っ手の手下を
片づけた関助がもどってきたので、仁三郎こと駒沢三郎春次は、深雪は都へ向けて落としたと告げる。蘆柄伝蔵が
すべてを見あらわし、山岡玄蕃のもとへ注進に向おうとするが、関助がこれを討つ。
四段目
（浜松の段）
深雪は数々の憂さが重なって目を泣きつぶし、盲目の乞食に身を落としている。阿曾次郎に扇子に書いてもらっ
た朝顔の歌をうたって袖乞をしているので、朝顔と呼ばれているが、里の子にも乞食よといじめられる有様である。
深雪を探していた乳人浅香が来て朝顔に出会うが、あまりの変わり様に深雪とは思えないほどである。深雪は話す
うちに浅香であることを知るが、落ちぶれた身の面目なさに自分から名乗らないでいる。別れた後、朝顔が浅香に
詫びる独り言をいっていると、浅香が木陰から現れる。浅香は深雪が自分からは身の上を明かさないと思い、そっ
と様子を見ていたのであった。そこへ以前荒妙から深雪を買ったことのある人買いの輪抜吉兵衛が通りかかり、深
雪を捕らえようとする。浅香と斬り合いになり、吉兵衛は討ちとられるが、浅香も深手を負う。二人は小夜の中山
の辺りに住む浅香の親、古部三郎兵衛のもとへ向かう。
（宿屋の段）
東海道島田の宿、戎屋徳右衛門方の旅宿。駒沢次郎左衛門と山岡玄蕃の手下の岩代多喜太は、義興帰国の先触れ
として、西国に向かう途次ここに滞在している。萩の祐仙は岩代に加担し、茶にまぜて痺れ薬を次郎左衛門に飲ま
せようと、湯の中に薬をしこんでおく。それを見ていた宿の主人徳右衛門は、密かに湯を取り替え、そこに笑い薬
を入れる。岩代のすすめで次郎左衛門は萩の祐仙のたてる茶を飲むことになるが、徳右衛門の提案で祐仙が毒味す
ることになる。祐仙は解毒薬を飲み安心して茶を飲み干すが、笑い薬の効き目で笑いが止まらなくなる。
次郎左衛門は宿屋の張りまぜ屏風に、深雪に与えた朝顔の歌があるのを見つけ、主人にその由来を訪ねる。主人
の話によると、この朝顔の歌の主は、もと中国辺りの歴々の娘だが、たずねる人があって家出し流浪する内に目を
泣きつぶして、街道でこの朝顔の歌を歌って袖乞をするようになった朝顔と呼ばれる女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る。気が
かりな次郎左衛門が座敷に朝顔を呼び寄せると、やはりそれは深雪であった。しかし岩代の前であり、名乗ること
ができない。朝顔が歌をうたい、岩代の望みで身の上話をしてから帰った後、次郎左衛門は再度主人に言って朝顔
を呼び戻そうとする。
しかし清水に向かったので、その夜の内には呼び戻せないとのこと。明朝七つに出立するので、
もはや会えないと思い、次郎左衛門は朝顔への謝礼と言って、主人に金と扇、そして甲子の年に生まれた男の生血
を以て服せばたちまち眼病が平癒するという秘法の眼薬を託して去る。座敷を終えて徳右衛門の宿にもどった朝顔
は、次郎左衛門が残していった扇に宮城阿曾次郎と書いてあるのを知り、嵐の中を追いかけてゆく。しかし大井川
は水かさが増し、
川止めになっていて渡れない。よくよく運が悪いとあきらめた朝顔は川に身を投げようとするが、
そこに駆けつけた関助と徳右衛門に止められる。関助と朝顔の会話で、朝顔が秋月弓之助の娘であること、そして
乳母の浅香がここに来る途中で死んでしまったことを知った徳右衛門は、自らが浅香の父、古部三郎兵衛である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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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乗り、深雪への土産と言って腹を切る。三郎兵衛は甲子の年の生まれであり、その血で深雪が次郎左衛門の残し
ていった眼薬を飲むと、深雪の両眼が開く。
五段目
（帰り咲吾妻の路草）
深雪と供の関助は次郎左衛門を追い、島田の宿から東海道を西に向かって旅をする。
（駒沢上屋鋪の段）
大坂にある駒沢の上屋敷に帰国途中の大内義興が立ち寄り、次郎左衛門と岩代多喜太が迎える。そこに深雪も追
いつき、次郎左衛門と再会する。義興の許しを得て、改めて二人は夫婦となることになり、祝言の用意が進められ
る。そこへ駒沢了庵の実子三郎春次が現れ、山岡玄蕃から岩代への内通の書状を証拠に、奸臣らの悪事を暴く。破
れかぶれになって斬りかかる岩代を関助が討ち果たし、その功により関助は侍にとりたてられる。春次も駒沢了助
と名を改め、大内家に再び仕えることに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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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要旨

映画と近代上海市民の娯楽
張 新民
映画が上海に伝来した時期について、現在のところ二つの説がある。一つは 1896 年「徐園西洋影劇」との説、
これは 1963 年出版の「中国映画発展史」で初めて唱えられ、現在においても主流的地位を占めている。最近、一
部の学者が提唱する 1897 年「張園電光影戯」説は、“徐園西洋影戯” は幻灯であって映画ではないというものである。
幻灯も映画も当初中国の伝統影絵と同じ「影戯」と称されていた。上海で幻灯の初上映は、1870 年代である。
映画が上海に伝わり、大衆娯楽として定着したのは 1910 年代である。映画伝来後、張園、徐園等という一般公
開の個人庭園で不定期に上映された。室内で単独上映があれば、露天で手品やなぞなぞゲームなどを入り混じりな
がら上映することもある。その主たる観客は文人や、豪商や娼婦等社会の特殊な階層の人々であった。19 世紀初
め、夏の夜に限って営業されていた夜花園の出現後、客を招き寄せる見世物として映画上映が常態的に行なわれる
ようになっていた。映画は灘簧、説書等の民間芸能と一緒に放映されていたが、終夜営業の夜花園の客は多くがモ
ダンな男女や若者カップルであった。1910 年代以降「楼外楼」を先頭に、「新世界」、「大世界」等、繁華街中心
部に近代大型総合レジャーセンターが出現後、一般公開の個人庭園や夜花園は急激に衰退し、それに伴って映画は
レジャーセンターに入った。映画は次第に民間芸能と離れ、レジャーセンターの劇場で京劇や新劇などの演劇と交
互に上映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910 年代末、南京東路西側では数百メートル程の道に、「新世界」、先施楽園、永
安天韵楼三つのレジャーセンターでは毎日のように映画が上映されていた。レジャーセンターに遊びに行って映画
を見ることが上海庶民とっては時代の流行であった。
梨園茶園から影劇園へ、上海に伝わった映画のもう一つのルートである。梨園茶園は一般開放の個人庭園とは違
い、多くが中心街にあった。梨園茶園で映画が上映され始めたのは 1897 年の天華茶園「米国機器電光影劇」であ
り、
「張園電光影戯」と同時期であった。梨園茶園の映画は、単独上映は行なわれず、中国の伝統的な演劇と交互
に行なわれていた。梨園茶園映画上映は、入場料を一律に徴収する個人庭園やレジャーセンターと違い、座席の等
級によって料金を徴収し、茶を飲みながら鑑賞するのであった。当時、映画はまだ萌芽時期であり、全て物語性の
ない記録短編作品で、映画は早くに梨園茶園から放り出された。その後、映画は茶楼に入り、夜花園と同様に、灘簧、
説書等の民間芸能と一緒に放映された。ただし、茶楼映画では民間芸能と一緒の舞台で放映されることに満足でき
ず、短期間で書場茶楼から撤退し、茶楼やその附近で単独上映しながら、観客を求めてそのあるべき場所を探した。
1908 年虹口影劇園の建立成功により、映画は虹口新移民区に潜在的な巨大市場があることに気づいた。1910 年
代末には、虹口地区では前後して 10 近くの影劇園が出現しており、影劇園で映画を見ることが、虹口、闸北や楊
樹浦地区の中国籍移民や日本僑民の一大娯楽リゾートとなっていた。
レジャーセンター映画で多くの庶民からなる観客の歓心を得て、影劇園映画では新世代移民社会に根を張った。
このように映画は、上海市民の娯楽文化生活においてオリジナルの空間を作り上げ、その後の映画娯楽文化業の迅
速な発展に堅固な基礎を打ち立てた。

21

电影与近代上海市民娱乐
张新民
1890 年代中后期，电影初到上海人们倍感新奇，使其得以在私人花园和梨园茶园落脚。经过二十余年的传播和
市场开拓，1920 年代中国电影产业在上海全面开花，到 1930 年代由影戏园起步的电影院发展成为“每日百万人消
纳之所”
。电影成为近代上海娱乐文化发展的象征和重要标识之一。
以往的电影史学研究，多将视线集中在 1920 年代以后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电影发展上，而对电影传入及最初放
映传播的考察较为忽略。为此，电影这一舶来品如何植根于上海娱乐文化之中，在其传播过程中与本土娱乐文化处于
一种什么关系，都发生过那些碰撞，至今仍模糊不清。本稿着重对电影传入上海以及初期放映传播状况进行一些梳理
和粗略的考察。
一 电影在上海的首次放映
关于电影在上海的首次放映，目前电影史学界普遍认同《中国电影发展
史》中提出的“徐园西洋影戏”的说法。
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8 月 11 日，上海徐园的“又一村”放映了“西
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影片是穿插在“戏法”、“焰火”
、
“文虎”等一些游艺杂耍节目中放映的。
徐园 ( 又名双清别墅 )，由沪上巨商徐棣山建于 1886 年，地点在苏州
河老闸桥之北唐家弄 ( 今天潼路 814 弄 35 支弄 )，是上海当时著名的经营
性私园之一。1 从当时的报纸广告来看，徐园在此期间确实以“客串戏法”
的形式放映过“西洋影戏”。
《申报》1896 年 8 月 10 日

关于“西洋影戏”，《中国电影发展史》认为是法国卢米埃尔电影。
“1896 年初，卢米埃尔雇用了二十多个助手，经过训练，分派到世界各地

去放映他的影片，并随地摄取新的素材。两年之内，‘他的观众遍布于五大洲’。这样，中国、印度和日本就都在
1896 年先后有了电影。
” 2 但有人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卢米埃尔的助手到过印度孟买，但没有来中国。其主要依
据是当时卢米埃尔的记录中既没有派往中国的摄影师的名字也没有在中国拍摄影片的目录。
也有人认为电影是由英国传入的。
“香港自 1842 年起便成为英国东亚的重镇 ；一方面电影最初的摄影机是经英
国人格林（Green）之手发明于 1888 年，第一部电影亦为英人强根氏（F．Jenkins）首先完成的（1894）。从这些事
实来看，电影由香港传入中国的见解，是相当可靠的。”3 照此说法，徐园放映的“西洋影戏”应为英国电影。
还有人认为“中国最早见到的，很有可能是美国爱迪生的实验影片。”4 也就是说，“西洋影戏”是仅能供一人窥
看用的电影视镜 (Kinetoscope)，而不是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可供多人同时观看的银幕投影式电影。
总之，
“西洋影戏”的称呼方法本身就十分暧昧，
而且有关原始史料又极度缺乏，要想搞清“西洋影戏”的究竟并非易事，
需要耐心细致的史料发掘和考察。
但是，
关于 1896 年 8 月 11 日为徐园首次
“西洋影戏”放映的问题还是值得疑问的。因为徐园放映“西洋影戏”的广告，
早在 1896 年 6 月 29 日（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的《申报》中就已经出现了。
徐园告白
本园于二十日起 夜至十二点钟止 内设文虎 清曲 童串戏法 西洋影戏 以供游人随意赏玩 向因老闸桥北一带 马
路未平 阻人游兴 现已平坦 马车可直抵园门 维冀诸君踏月来游 足供清谈之兴 扬镳归去 可无徒步之虞 游资仍照旧
22

章 准廿三夜 外加烟火大戏 游资每位三角 此布
其广告方式与 1896 年 8 月的“徐园”广告大致相同，
“西洋影戏”的称呼方法则完全一致。因此，若说徐园的“西
洋影戏”为上海初次电影放映，那么其时间应为 1896 年 6 月 30 日。
近年，部分学者对徐园的“西洋影戏”之说提出质疑，认为“徐园又一村所演‘西洋影戏’不是电影，而是幻灯”
，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电影初到上海的时间为 1897 年 5 月间，首演地点为礼查饭店”，所放映的影片是美国“电光影
戏”的观点。5 从而将电影传入上海的时间，往后推迟了近一年。
礼查饭店（今黄埔饭店）位于虹口大桥（今外白渡桥原址）脚下，是由英商礼查于 1852 年建造的一家外国人专
用高级饭店。6 从当时有关的广告来看，美国“电光影戏”最初被称为“活小照”和“爱泥每太司谷浦”。
活小照
新到爱泥每太司谷浦 以前在礼查演做 今因看客拥挤 择期五月初五日借张园安垲地大洋房内演舞 计价每位洋一
元 特此布闻（
《新闻报》1897 年 5 月 30 日）
“小照”为照片之意，
“活小照”即活动照片，毫无疑问是活动影像电影的意思。其含义指向显然要比“西洋影戏”
明确得多。其后有关报纸广告中除“电光影戏”外，还将“活小照”称之为“机器电光影戏”、
“灵活影画戏”、
“电机影戏”
等。7 关于“爱泥每太司谷浦”的音译，
在当时《新闻报》和《申报》刊载的有关广告中还被译为“爱尾美大师谷浦”
。
从发音上来看，
其音译显然与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电影装置“Cinematographe”不同，但其尾音“司谷浦”和“师
谷浦”则与美国爱迪生发明的“Kinetoscope”( 电影视镜 ) 和“Vitascope”（维太放映机）的发音极为接近。8 晚清
文人孙宝瑄在 1897 年 6 月 4 日（农历五月初五）的日记中记述道 ：
“夜，诣味莼园，览电光影戏。观者蚁聚，俄，群
灯媳，白布间映车马人物，变动如生，极奇。能作水滕烟起。使人忘其为幻影。”9 味莼园即张园。在时间上，孙宝瑄
所记述的“电光影戏”
，与“爱泥每太司谷浦”移至张园在安垲地首次放映的时间是相一致的。“群灯媳，白布间映车
马人物”
，
显然不是电影视镜，
而是维太放映机电影，即现代意义的银幕投影式电影。由此可以肯定，礼查饭店放映的
“爱
泥每太司谷浦”不是爱迪生的实验电影。
但是，徐园“西洋影戏”为“幻灯”之说，由于还仅仅是停留在名称使用的推测上，未能通过较为确凿的史
料根据加以证实，因此礼查饭店的美国“电光影戏”为上海首次电影之说，也就缺乏一定的说服力。张园与徐园都
是当时上海著名的经营性私园。就其园林规模和社会影响而言，张园则均在徐园之上。美国“电光影戏”是在礼查
饭店放映后移至张园的。由此推断，
“西洋影戏”在徐园放映之前，也曾在租界外侨中进行过放映也不是完全没有
可能的。
二 经营性私园电影与游艺场电影
1 经营性私园电影
电影初到上海首先在外侨社会中落脚，但华人社会最初接触到电影则是在经营性私园。经营性私园诞生于 1880
年代，是一种兼具公园和游乐场双重功能的游憩场所。经营性私园的出现是由于租界所开公园不让华人入内，于是华
人便自辟蹊径，私园公用，张园、愚园、徐园、西园等私人园林相继开放，并将其建设成集园林、商场、餐馆、茶馆、
戏馆、书馆、照相馆、展览馆、游乐场为一体的公共活动场所。10 晚清上海有多家经营性私园，而最为有名的是张园、
徐园和地处静安寺附近的愚园。三园各具特点，张园以洋派十足的景观和新颖刺激的游乐设施取胜，徐园则以精巧典
雅的中国古典园林格调，一派温文尔雅的书香气息见长，愚园园景采用中国传统的造园手法，间以西式建筑点缀。11
关于各经营性私园的游客特点，曾有人指出“西园，学生之天乐窝也 ；徐园，名士之天乐窝也 ；愚园、张园，豪客、
妓女之天乐窝也。
”12 由此可以想见，最初接触电影的上海华人观众主要是些社会身份较为特殊的名士、豪客和妓女等，
而非一般平民百姓。
有关经营性私园的最初电影放映状况，目前可以看到较具翔实记载的是张园安垲地电影。张园，又名“张氏味莼
园”
，座落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之南，同孚路（今石门一路）之西，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南端。1885 年春，
张园正式对外开放，
“因不收游资，裙屐往来，因此竟无虚日”。13 后来张园也像其他经营性私园一样曾一度改为游园
收取游资，但安垲地建成以后，又改为免费开放，游客可以随意入园游玩，但各游艺设施需要付费。这也是张园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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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消费上与其他经营性私园最大的不同之处。
张园的电影放映，无论是最初的“活小照”还是
后来的“影戏”均在安垲地进行。安垲地（亦称安垲
第），落成于 1893 年 10 月，是一座“中央平坦，四
周有楼，上下可容纳千人”的高大洋房，也是张园代
表性建筑之一。“内有茶点，以饷游人。凡一桌一椅，
无不依照西式。当时上海各种议事、演说、跳舞、宴
乐等会，都假地于此。”14 安垲地对外承办租赁业务，
包租一日，价四五十元，茶房另给十二元。15“活小照”
张园安垲地（清末发行的明信片）

在安垲地，很有可能是通过包租的形式进行放映的。
“活小照”自 6 月 4 日起在安垲地连续放映了十

16

天左右。 每晚九点钟开演，每位收洋一元，小孩及女仆减半，每人收洋五角。当时张园茶资每碗二角，绍兴酒每斤
一角，炒面每盘三角，海天胜处的滩黄每人约二、三角，夏季安垲地的书场也不过每位六角。17 与其他娱乐消费相比，
“活小照”的票价还是不菲的，可以算得上高档消费。
关于张园安垲地的电影放映情况，
《新闻报》1897 年 6 月 11 日的《味莼园观影戏记》进行了较为翔实的介绍。
西友裴礼思为言 新来电机影戏神乎其技 日前试演于礼查寓馆 西人十犹交口称之 近假张园安垲地接演 超超长
夜 盖往观乎 星期多暇 爰拉李君和轩 贺君少泉 命车同往 二君盖精于西法照相 籍以资考镜也 时则风露侵衣 玄月
初上 驱车入园 园之四隅 车马停歇已无隙地 解囊购票 各给一纸 搴帏而入 报时钟刚九击 男女杂坐于厅事之间 自
来火收缩如豆 非复平日之通明澈亮者 座客约百数十人 扑朔迷离不可辨认 楼之南向施白布屏幛 方广丈余 楼北设一
机一镜 如照相架然
《味莼园观影戏记》的作者因未具名，其身份不甚了解，但能与时任《新闻报》总理的英国人裴礼思 (F.F.
Ferris) 以友相称，也并非等闲之辈。陪同作者前往观看的两位朋友李和轩与贺少泉“精于西法照相”，也不会是一
般迂腐之人。文章中虽未明确具体的观看日期，但由“星期多暇”来判断，所记述的应为 1897 年 6 月 6 日星期天晚
上的放映情形。电影已放过两天，而且天气是“风露侵衣”，不是太佳，还能有一百多人前来观看，应该说其电影放
映还是较为成功的。
“搴帏而入”说明出入口处有遮光门帘，
“男女杂坐于厅事之间”，说明观众不光是男性，还有女性，
座席也没有男女之分。由“楼之南向施白布屏幛”，“楼北设一机一镜”，“如照相架然”来判断，放映地点应为安垲地
的中央大厅，而且是单机放映。关于“电光影戏”的放映过程，《味莼园观影戏记》叙述道 ：
少顷 演影戏西人登场做法 电光直射布幔间 乐声鸣鸣然 机声苏苏然 满堂寂然 无敢哗者 但见第一为闹市 行
者 骑者 提筐而负物者 交错于道 有肩摩毂击气象 第二为陆操 西兵一队 擎枪鹄立 忽鱼贯成排 屈单膝装药 作举放
状 第三为铁路 下铺轨道上护铁栏 站夫执旗伺道 左火车啣尾而至 男女童稚纷纷下车 有相逢脱帽者 随手掩门者 第
四为大餐 宾客团坐既定 一妇出行酒 几下有犬俛首帖耳立焉 第五为马路 丛树夹道 车马驰骤其间 有一马二马三马
并驾之车 车顶并载行李箱笼重物 第六为雨景 诸童嬉戏水边 风生浪激 以手向空承接舞蹈 不可言状 第七为海岸 惊
涛骇浪 波沫溅天 如置身重洋中 令人目悸心骇 第八为内室 壁安德律风 一西妇侧坐 闻铃声起而持筒与人问答 第九
为酒店 一人过门 买醉当庐 黄发陪座侑觞 突一妇掩入以伞击饮者 饮者抱头窜 以意测之 殆即所谓河东狮子也 第十
为脚踏车 旋折如意 追逐如风 观至此 灯火复明 西乐停奏 座中男女无不伸颈侧目 微笑默叹而以为妙觉也 逾十分钟
火复暗 乐复作 电光复射 座客复屏息正坐 第一为小轮 冲风破浪 驶近岸侧 停泊已定 搭客争先登岸 无男无女无老
无少莫名一状 第二为街衢 低檐矮屋 双扇扃闭 过其门者皆交头接耳 指而目之 一童掣门上铃 一妇出应门 门启而童
逸 再掣再启再逸 又一小童 短于前 举手不及铃 一长人抱而使掣之 妇执杵启门 小童逸而长人遭击 第三为走阵 西
兵戎服佩刀 走演阵式 错综变化不可捉摸 第四为手法 一西人 如戏中小丑状 以圆领一事折叠成帽 随手变化罔不惟
妙惟肖 第五为骏队 以马架炮曳之行 洋鼓洋号导之 沪上西商团练不是过也 第六为野渡 长桥如虹 渡船经过其下 橹
声摇曳中 大有秋水才添野航怡受诗意 第七亦为手法 西女白布为裳衣 以受曳长裙 回翔跳舞 如鲲鹏展翅 如孔雀开
屏 使人眼光霍霍不定 第八为跑马 结驷连马 往来冲突 其霜蹄霜耳 四顾起落出 无一雷同 第九为兵轮 仿佛征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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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景 诸兵忽忽下轮 或持军械 或负辎重 仓皇奔走 不成行伍 第十为戏法 一人出场 先以一椅作旋转势 又以一毯作
翻覆势 招一垂髫少女坐椅上 毯覆其首 以手按之 空若无物 复以一花架覆毯其上 揭视之 则前之少女端坐如故 忽然
电光一灭 自来火齐放而影戏以毕 报时钟已十点三刻矣 于是座中男女无不变色离席 夺袖出臂 口讲指画而以为妙绝
也
“电光直射布幔间”
，进一步说明了张园放映的“活小照”为银幕投影式电影。从“乐声鸣鸣然”，
“灯火复明”
“西
乐停奏”
，
“火复暗”
“乐复作”等描述来判断，电影放映始终有音乐伴奏。文章中没有有关乐队伴奏的记述，而且又
是演奏的“西乐”
，很有可能其音乐是由留声机播放的唱片。电影放映包括中间休息在内，为时一小时四十五分钟，
共放映了 20 部表现都市风情、生活场景、军事训练、魔术、技法和滑稽等内容的短片。另据《味莼园观影戏记 续前
稿》18 介绍，各短片之间都“间以影画一幅”作为衔接。
是夜 计所演影戏 运以机力而能活动如生者 凡二十回 然每回以后 以间以影画一幅 山水 如雪景 瀑布 园林 丘
壑之属 宫室 如圆台 尖塔 茅亭 广宇之属 走兽人物 如牛马 女像 花篮 自鸣钟之属 虽不能尽善变之能事 而亦画有
画工 各极其妙 抑数回以后 必间以影字一二排 大约为各影戏题名者 惜接席无识西文之人 无从问字为憾事耳
尽管是单机放映但却一气呵成，未因中途换片而造成放映停顿。从电影放映技术来看，当时还不俱备一盘胶片可
持续放映四十分钟左右的能力，穿插于各片之间“不能尽善变之能事”的“影画”很可能是中途换片时加放的幻
灯片。
“惜接席无识西文之人”
，
“无从问字为憾事耳”，说明影片放映没有翻译字幕，也没有请人进行现场翻译
说明。
作为影片放映本身，张园的“活小照”应该说还是郑重其事的，绝非是用几部破旧不堪的短片来搪塞观众的。但
是，若就电影传播而言，张园的“活小照”无论在座席设置上（男女杂坐一起），观看方式（中途休息）、内容观赏（配
放西乐不加翻译说明）完全按照欧美方式行事，洋气十足 , 缺乏对中国观众应有的关怀。连与裴礼思称朋道友，思想
较为开化的观众都因语言障碍感叹称憾，一般华人观众就更可想而知了。
继张园安垲地放映后，美国“电光影戏”于 1897 年 8 月还在奇园进行了放映。奇园位于大马路（今南京东路）
泥城桥西首，尽管园林规模远不如张园大，但在接受和传播西方文化上也并不比张园逊色多少。1896 年奇园展出的
表现美国南北战争的大型油画曾在上海轰动一时，当时上海最有影响的新闻画刊《点石斋画报》对此还进行过专门报
道。19 关于奇园“美国电光影戏”的放映情况，1897 年 9 月 5 日上海《游戏报》第 74 号上刊载的《观美国影戏记》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近有美国电光影戏 制同影灯 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 昨夕雨后新凉 偕友人往奇园观焉 座客既集 停灯
开演 旋见现一影 两西女作跳舞状 黄发蓬蓬 憨态可掬 又一影 两西人作角抵戏 又一影 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 旁
有一人奏乐应之 又一影 一女子在盆中洗浴 徧体皆露 肤如凝脂 出浴时以巾一掩 而杳不见其私处 又一影 一人灭烛
就寝也 地鳖虫所扰 掀被而起捉得之 置于虎子中 状态令人发笑 又一影 一人变弄戏法 以巨毯盖一女子 及揭毯而女
子不见 再一盖之 而女子仍在其中矣 种种诡异 不可名状 最奇且多者 莫如赛走自行车 一人自东而来 一人自西而来
迎头一踫 一人先跌于地 一人急往扶之 亦与俱跌 霎时无数自行车麇集 彼此相撞 一一皆跌 观者皆拍掌狂笑 忽跌者
皆起 各乘其车而沓 又一为火轮车 电卷风驰 满屋震眩 如是数转 车轮乍停 车上坐客蜂拥而下 左右东西 分头各散
男女纷错 老少异状 不下数千百人

观者方目给不暇 一瞬而灭 又一为法国演武 其校场之寥阔 兵将之众多 队伍之

整齐 军容之严肃 令人凛凛生畏 又一为美国之马路 电灯高烛 马车来往如游龙 道旁行人纷纷如织 观者至此 几疑身
入其中 无不眉为之飞 色为之舞 忽灯光一明 万象俱灭 其他尚多 不能悉记 洵奇观也
从 所 列 举 的 10 部 短 片 的 内 容 来 看， 有 些 影 片 显 然 是 在 张 园 放 映 过 的。 如“ 火 轮 车 ”（“ 铁 路 ”）、“ 法 国 之
演武”
（
“走阵”
）
、
“美国马路”
（
“ 闹 市 ”） 及“ 大 变 活 人 ”（“ 戏 法 ”） 等。 有 些 影 片， 如“ 俄 国 两 公
主双双对舞”
、
“两西人作角抵戏”及“女子洗澡”和“夜起捉虫”等，则是《味莼园观影戏记》中未曾出现
的。由此可知，随着放映地点的变化影片内容也随之进行了部分调整。尽管当时上海社会风气较为开化，但将像“一
女子在盆中洗浴，徧体皆露，肤如凝脂，出浴时以巾一掩，而杳不见其私处”之类的影片放映给中国人看，显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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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妥当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最初到中国来从事电影放映的外国商人不谙中国国情的一面。毋庸讳言，此类影片的放
映为电影留下一条“下流淫秽”的阴影，给电影的传播和人们对电影的认识上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尽管有关徐园的“西洋影戏”存有争议，但徐园在上海的电影传播上还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最初两年，
徐园放映的都是“西洋影戏”
。徐园的“西洋影戏”与张园安垲地不同，都是与文虎、戏法、焰火等游艺节目穿
插在一起放映的。放映时间主要是在夏季的夜晚，电影放映活动具有纳凉兼游艺的双重作用。
1898 年 7 月，徐园放映“美国新到留声电光戏”。其后“西洋影戏”的称呼方法在广告中消失，改用诸如“英法
行动影戏”
、
“电光影戏”20 等，较为明确直接的称呼方法进行宣传。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新到留声电光戏”的放映
开始使电影放映与滩簧演出结缘。
徐园
五月十五晚八句钟准演
美国新到留声电光戏 留声唱戏器
准演三晚 特邀步瀛散人并演中西戏法
每位四角（
《申报》1898 年 7 月 3 － 5 日）
所谓“留声唱戏器”即留声机，
“留声电光戏”显然是用留声机配放音乐放映的电影。林步瀛是著名苏滩艺人林
步青之弟。苏滩即苏州滩簧的简称，是一种坐唱曲艺。清同治年间（1862 － 1874）流传到上海。当时习唱者多为商
界人士，仅以自娱，称为清客。光绪十年（1884），苏州名角张筱棣在四马路义园茶馆公演时，林步青客串三日，倍
受赞扬，遂与弟林步瀛以及杜子香、蔡云麟等，组成上海第一个职业苏滩班。“上海流行滩簧，以林步青为最有名。
林善滑稽，能作新式说白，妇女尤欢迎之。所至之处，座客常满，其价亦较他人为昂。”21 林步瀛虽没有其兄有名，
但常与林步青同台演唱在滩簧界也小有名气。
“留声电光戏”与滩簧搭台放映，获得了良好的观众效果。三天放映后，
徐园又在《申报》上刊出广告，延长其放映期间。
美国新到活动电光戏一佰六十出 每夜演十六出 其戏灵动毕现 惟妙惟肖 宵夏静观 并皆佳妙 本园因演三天 余
兴未尽 故留接演 凡游目骋怀者 先睹为快 每夜八九点钟步瀛散人并演中西戏法 十点钟后影戏 十八 廿一外加折叠
焰火 每客四角（
《申报》1898 年 7 月 6 － 11 日）
同年 9 月，徐园还通过与中西戏法并演的形式放映了“英法行动影戏”。22 徐园这种与其他游艺节目并演的放映
形式对此后出现的夜花园，乃至游艺场的电影放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除张园、奇园、徐园外，还有一些小型经营性私园，如位于南市的西园和静安寺路的颐园等，也进行过电影放映活动。
但是，经常性进行电影放映的只有张园和徐园，其他经营性私园都只是偶尔放映一次而已。张园和徐园的电影放映大
多是在夏季夜晚，是夏季夜市游园活动的游艺节目之一。张园电影主要是在安垲地内进行专场放映。徐园室内室外兼
有，多与其他游艺节目穿插在一起放映。
2 夜花园电影
夜花园始自光绪末叶，与四季开放的经营性私园不同，仅在夏季夜晚开放，供人纳凉夜游。
上海之有夜花园。非今岁始矣。溯自西人研究卫生。每当夏秋之交。禁止游人在各花园夜游后。知有利而不知有
害者。乃纷纷在租界之界线附近。搭茅亭数座。籍供着夜游客憩息。并亦缀以花园为名。除售茶酒之外。并雇滩簧影
戏等一切玩艺。以广招徕。
（
《上海社会之现象（二）夜花园之滩簧》，《图画日报》1909 年 9 月 3 日）
张园、徐园、愚园等经营性私园在游人最盛的夏季也举办夜市活动，满足人们消暑纳凉的需求。由于当时上海县
城还未实行日夜开放，每晚都要关闭城门，一些赶不上关城时间的城内游客便索性躲在园林内留宿，其中也不乏一
些游兴未尽的城外游客。因此每遇刮风下雨或天气突然转凉，留宿游客受寒染疾的事情时有发生。为此，上海道台和
租界当局开始对夜市活动进行时间限制，规定凡是游人丛集的地方，一律在夜间 12 点之前关门谢客。经营性私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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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执行，夜市活动以十二点为限，于是通宵营业的夜花园应运而生。夜花园大多是夜半开市，“择华洋交界冷僻区域，
租地数亩，遍铺煤屑，建搭芦棚，以影戏、滩簧为号召，入其中电灯寥落，黯淡无光，而荡子淫娃借此为幽会之地，
通宵达旦，举国若狂，于此中伤生致病者颇不乏人。”23 而“自爱者，多不愿涉足。”24 待秋风一起，天气转凉，夜花
园也就收歇了。
除临时搭建的小型夜花园外，还有一些夜花园是租借非经营性私园开办的。较为著名的有留园（徐家汇路）
、亨
白花园（徐家汇路）
、憩园（忆定盘路）
、余村园（姚主教路）等。这种租赁型夜花园一般规模较大，存在时间也较长。
如留园夜花园、亨白花园等一直活动到 1910 年代中期。在经营上，这些大型夜花园也比较严肃认真，大多仿照经营
性私园的经营方式，游艺节目也安排得较为丰富。
启者 去年开办留园 蒙沪上绅商学界 驾临小园避暑纳凉 无不赞美 以致车马盈门纷纷不绝 刻今已届夏日 暑气
炎炎甚至游人乏兴 凡爱卫生者莫不喜凉而畏热 故此本园发明避暑之方纳凉之境 今年园中装色更比去年格外特别 改
良种植花草丛林 自装五色电灯 光耀夺目 气象一新 特请维多利亚大戏园新奇活动影戏 特派好友往欧洲各国聘请驰
名美女来园唪歌跳舞 延请超等名角幻术戏法 敦请林步青及弟林步瀛编新诙谐滩黄 访请名师定扎新样玲珑焰火 特请
名厨烩炙中西大菜各色果品茶点 一切招待格外周到 特派查检员数位在园中沿途保护游人 以防良莠不齐游客（
《留园
开幕广告》
《时报》1910 年 6 月 12 日）
有植物花草，且灯火通明，光耀夺目，与“电灯寥落，黯淡无光”临时搭建的小型夜花园的环境完全不同，而
且为了防止游客的良莠不齐，还派检查员沿途巡逻加强安全措施。游艺节目中有电影放映、欧洲美女唱歌跳舞、幻术
戏法、林步青及弟林步瀛的新诙谐滩黄、焰火等，与前述徐园的游园活动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距
留园咫尺之遥的亨白花园也不甘示弱，开园时间提前到傍晚，与留园展开激烈竞争。
每晚八点 开演各剧 活动影戏 西优舞戏 中外戏法 改良新曲 外洋焰火 影机戏片 每夜轮换 比众不同 园内布景
点缀幽雅 海上无匹 电灯照耀 二千有余 身莅斯境 不忍离去 清凉世界 无出其右 绅商仕女 早临是盼 本园欢迎 法
商盈昃影戏公司启（
《亨白避暑花园》
《申报》1910 年 6 月 22 日）
从留园和亨白花园的广告中可以看出，两家夜花园的电影放映与徐园相同，也不单独另行售票，而是作为消暑纳
凉游艺节目之一，供游客任意自由观看。但与徐园不同的是，电影已不再是客串性质的短期放映，而成为夜花园招徕
游客的主要游艺节目。亨白花园则是由法国电影器械影片出售商盈昃影戏公司租赁开办的。1910 年前后，外国电影
出售发行商开始涌入上海，出售出租电影放映器械和影片的报纸广告俯拾皆是。这无疑为夜花园的电影放映活动提供
了片源保障。
1913 年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横滨桥北首还出现了以影戏园命名的夜花园幻梳外国大影戏园，专以电影放
映招徕游客。
刻下暑气将来 挥汗若雨 苦清凉之不易 拟消遣以无从见 本园不惜巨资 特备花园一座 四面栽种奇花异草 内设
最新奇巧活动影戏 以使卫生家之游览 园址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北首 择于阳历六月七号开演 每晚九句钟至十一句半钟
止 将各种奇巧新式影片轮流搬演 至于花园宽敞 空气充足 座位清洁 应酬周到 戏片特异 无俟赘述 属为沪上独一无
二之影戏（
《幻梳外国活动大影戏园》
《申报》1913 年 6 月 11 日）
幻梳外国大影戏园的门票分为三等，头等一元、二等六角、三等三角，而当时张园安凯地放映的“上海最新影
戏”头等仅为五角，二等为三角，其票价均比张园高出一倍。25 为追求新奇，招揽游客，
“幻梳”还特邀吕宋（菲律宾）
来沪的六岁四足怪胎小姑娘在电影放映前进行怪人展览，但仅此而已。26“幻梳”以“影戏园”冠之，也不是没有道理。
幻梳外国大影戏园与其他一些临时搭建的小型夜花园一样，也是昙花一现，仅开办了一年就结束了。
关于上海夏季利用花园或大厦的屋顶兼娱乐消暑为一体的露天电影院，一般认为始于 1924 年的消夏电影场（靶
子路）和圣乔治露天影戏院（静安寺路圣乔治饭店内）。27 从幻梳外国大影戏园的电影放映活动来看，它已俱备了露
天电影院的性质。因此，说幻梳外国大影戏园为上海最早的露天电影院应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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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花园的电影观众主要是些思想较为开化的时髦男女和年轻恋人。关于夜花园，
《上海鳞爪》竹枝词中描述道：
“密
谈私意两相知，
夜里花园最适宜。鲽鲽鹣鹣言切切，一双双影动迟迟。”28 男女双双深夜出入于夜花园，在园中卿卿我我，
甚至是夜不归宿，这无疑会使思想保守的市民对夜花园产生一些成见。但是，就电影传播而言，夜花园的电影放映使
电影赢得了一批较为固定的年轻观众群体，成为年轻人夏季夜生活休闲娱乐的一个组成部分。
3 游艺场电影
1901 年代，上海近代娱乐消费业迅猛发展，游艺场则是其代表之一。1912 年第一家游艺场“楼外楼”出现以后，
在短短的六年中，地处闹市中心的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虞洽卿路爱多亚路 ( 今西藏南路延安东路 ) 以
及南市老城厢内，又先后出现了八家屋顶花园和游艺场（见《1910 年代游艺场一览表》）。
“自楼外楼落成后，夜花园渐呈衰败之象，迄新世界、天外天、绣云天、大世界、先施乐园、天韵楼相继成立，

名称

创立

楼外楼

1912

新世界

1915

天外天

1916

绣 云 天· 神 仙
1916
世界
云外天

1916

大世界

1917

劝 业 场· 小 世
1917
界
先施乐园

1917

永安天韵楼

1918

1910 年代游艺场一览表
地址
主要游艺内容
二马路大新街（今九江路湖北
说书、滩簧、大鼓、戏法、哈哈镜、电梯
路）新新舞台楼上
京剧、髦儿戏、滩簧、滑稽戏、新剧、魔术、宣卷、
大马路泥城桥 ( 今西藏中路南京 双簧、歌舞、滑冰场、弹子房、动物园、哈哈镜、
西路 )
电梯、电影（日夜）
门票二角
滩簧、新剧、说书、弹词、文明宣卷、电影（日夜）
三马路（今汉口路）
门票一角
京剧、说书、新剧、髦儿戏、戏法、滩簧、文
四 马 路 大 新 街 ( 福州路湖北路
明宣卷、女唱书、高尔夫、电影
) 五层建筑
门票二角
新北门外人民路
昆腔、髦儿戏、滑稽戏、魔术、滩簧、绍兴戏、
化妆弹词、京韵大鼓、新剧、电影（日夜）等，
上海西新桥墩 ( 今西藏南路延安
中部剧场置秋千架、升高轮、飞船等游戏器械，
东路口 )
另有溜冰场、献艺场、跑驴场等
门票二角
京剧、髦儿戏、化妆双簧、滩簧、说书、新剧、
福佑路（城隍庙后门）四层建筑 戏法、相声、电影 ( 夜 )
门票一角，童仆减半
京剧、说书、中外戏法、滩簧、文明宣卷、滑
南京路（今南京东路 690 号、浙
稽双簧、武术、电影 ( 夜 )
江路口）
门票一角
京剧、新剧、说书、髦儿戏、滩簧、文明宣卷、
二马路英华路（今九江路金华路 京韵大鼓、女校书、魔术、舞厅、溜冰场、弹子房、
口）永安公司楼上
电影（夜）
门票一角五分

乃踵事增华，应有尽有，而夜花园遂无人过问，因而消灭。”29 不仅夜花园，经营性私园也难以幸免。1916 年愚园废园，
改建市廛。晚清上海各界市民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张园也于 1918 年渐废，变成了里弄住宅。30 曾辉煌一时的晚清三
大经营性私园仅剩徐园一家。密集型综合游艺设施游艺场和屋顶花园的兴起，标志着上海的娱乐文化发生了根本性转
变，现代消费文化环境已经形成。
电影进入游艺场始于
“新世界”
。
“新世界”
地处西藏中路南京西路路口，是由黄楚九与经润三合资创办的。
“新世界”
以南京西路相隔分为南部和北部两个部分。南部建立于 1915 年，是一幢主体三层，中间拐角处增建二层高的古罗马
式的钟楼形塔顶的建筑。一楼设有一个影戏间，二楼设有商场、餐厅及一个上演女子新剧的小型剧场，三楼则是一个
演出评弹、大鼓、滩簧、宣卷等曲艺说唱的书场。此外，园内还有陈设珍禽异兽的动物园、弹子房、哈哈镜等。门票
二角，电梯三角，中餐每位五角，西餐每位一元，各种游艺随便入览，不另行收费。一楼影戏间主要放映电影和上演
女子京剧髦儿戏。髦儿戏演出一般为二点至四点一刻和七点至九点一刻两场，电影每场放映时间为一个小时，分四点
半至五点半、五点三刻至六点三刻、九点半至十点半、十点三刻至十一点三刻四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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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北部建立于 1918 年，也为三层建筑，并附带一个大广场。主建筑的一楼和二楼设有剧场和书场，
大广场设有表演马戏杂耍的大游艺场和一个跑驴场。为方便游客往来，南北部之间修建了地下人行通道，一张门票可
以同时游玩南北两部。
北部落成后，原南部一楼影戏间，改称“南部第一剧场”，主要放映电影、上演文明戏和京剧等。北部一楼剧场称
之为“北部第二剧场”
，主要放映电影和上演女子文明戏、髦儿戏等。南北两个剧场同时运营后，电影放映场次和
时间随之进行了调整，每场放映时间由原来的一小时增至两个小时，每天下午和晚上放映两场，电影放映和戏剧演出
仍为交替制。
从电影放映形式来看，各游艺场都是将电影与其他戏剧演出或说书、滩簧、宣卷等曲艺节目分场次交替进行。
“天
外天”
、
“绣云天”电影放映多与髦儿戏、文明戏演出在一处进行，
“大世界”则大多是安排在京剧剧场放映。“劝业场”
多在二层说书场的晚上进行。
“先施”设有影戏场，但白天的“日戏”主要演出改良本滩、新颖口技、中外戏法、滑
稽双簧、女校书等杂耍曲艺，晚上“夜戏”放映电影，但多与文明宣卷、三弦拉戏、女校书等曲艺说唱穿插进行。此外，
多数游戏场还在自己印发的小报上刊载“影戏说明书”，介绍放映影片的内容。从各小报的影片内容介绍和广告来看，
当时所放映的影片多为百代公司发行的多集侦探长片和滑稽短片。每场电影放映多为二、三本滑稽短片加一部侦探长
片。长片不是分集放映，而是按本放映，放映长度多在四、五本左右。这种放映形式与传统戏曲的连台本戏及长篇说
书的演出说唱方式相仿，符合传统观众看戏，听书的习惯，数部影片同放不至于使观众感到单调，侦探长片的部分放
映可以通过一种“卖关子”的方式吸引观众不断前来观看。这种放映方式对于观众的电影启蒙和电影在小市民观众中
的传播应该说还是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的。
1910 年代的游乐场电影不仅使日趋边缘化的夜花园电影放映重新回到上海的中心闹市地带，还为电影奠定了一
个较为广泛的小市民观众基础。从西藏中路到九江路这段充其量不过数百米的南京东路上，就有“新世界”
、永安
天韵楼、先施乐园三家游乐场和屋顶花园在放电影，成为一条游乐场电影街。逛游艺场，听书看戏，看电影，进行各
种游戏成为近代上海小市民娱乐休闲的一种时尚。
三 茶园电影与影戏园电影
1 茶园电影
近代上海的茶馆有大小之分，所谓小茶馆即遍布街市里弄向中下层居民提供生活用开水兼卖茶水的低档茶馆，俗
称“ 老 虎 灶 ” 或“ 熟 水 店 ”
。 大 茶 馆， 即 所 谓 的“ 茶 园 ” 或“ 茶 楼 ”。“ 茶 园 ” 多 为 梨 园 茶 园， 内 设 舞 台，
一般是上午卖茶，下午、晚上开戏，实际上就是戏园。其地点多设在广东路宝善街、福州路等繁华闹市区。
上海茶园率先放映电影的是位于福州路胡家宅的天华茶园。321897 年 7 月 26 日，天华茶园在《申报》上刊载广
告放映电影。广告共有两则，一则较短，写有放映日期，“天华茶园 廿七夜连演五夜 请看美国新到机器电光影戏 另
有戏目登在各报并本园牌上”
。另一则较长，有放映各短片的内容介绍及票价。
天华茶园
请看美国新到机器电光影戏
美国新到一百年来未有神奇之影戏 此戏纯用机器运动 灵活如生 且戏目繁多 使观者如入山阴道上 有应接不暇
之势 第一出系俄国皇帝游历法京巴里府之状 第二出系罗依弗拉地方长蛇跳舞之状 第三出系马铎尼铎名都街市之状
第四出系西班牙跳舞之状 第五出系骑马大道之状 第六出系母里治地方跳舞之状 第七出系托里露比地方人民睡眠之
状 第八出系辣博鲁里地方农民跳舞之状 第九出系法京演武场练兵之状 第十出系巴里印度人执短棍跳舞之状 第十一
出系以剑术赌输赢之状 第十二出系俄国皇帝游历巴雪依鲁地方之状 第十三出系以拳术赌输赢之状 第十四出系骡马
困难之状 第十五出系西方野番刑人之状 第十六出系和兰大女子笑柄之状 以上影戏随时变化 令人莫测 初次到沪 假
天华茶园开演 自本月二十七晚起 准演五天 定价头等座位五角 二等座位四角 三等座位二角 四等座位为一角 美商
雍松
五天放映结束后，天华茶园再次登载广告又延长了六天，持续放映了 11 天。从收费方式来看，天华茶园与经营
性私园有明显不同，是按照茶园看戏的规矩按座席等级进行收费的。此外，天华茶园广告中以“戏目”的形式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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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映短片的内容，与当时梨园茶园戏曲演出广告形式也是十分相似的。这些则是同期进行电影放映的张园和徐园所没
有的。也就是说，在电影消费和广告宣传上，天华茶园注意到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借鉴。
茶园电影首先在天华茶园放映并非属偶然，这与天华茶园园主顾崇德的西方文化背景及其茶园经营状况不佳有密
切关系。
顾崇德天津人，
孔武有力，
善驰马。天津紫竹林开辟租界，西商云集，知顾能饲马，颇优礼之。历年赛马，顾马屡获捷，
西商时以赢余移赠，
数年遂成巨商，
大营第宅，
并有花园林木之胜，往来者皆各军统领等官，一跃而成为上流社会众人矣。
顾见各营官俱有戏班，见猎心喜，即团一科班名曰天华锦，未几因与洋人涉讼，纠延两载，仍归于负，频年辛苦所得
均变价以偿，因无颜在津，即带小班全部航海来申，时光绪二十 (1894) 年也。抵申后即在新马路赁屋暂居，次日即
逃去一青衣，一开口跳，进城到道署鸣冤，声称班主顾某强欲鸡奸，
（中略）道署发交上海县质讯，县令以顾能操西语，
沪地洋商必有熟识者，案悬不敢结。
（中略）顾经此覆辙，所费不资，又以无戏馆基址，闲居一年之久始在张园演唱，
久更不给，幸所居房主人为程麻皮，相处之久，商之于程，以胡家宅一带市房略加修筑，改建戏园，于光绪丙申（1896
年）秋九月开演，名天华茶园。然营业不佳，至戊戌 (1898 年 ) 春万难支持，由伶界中人介绍至苏州大观园，挈小班
全部往演。(《胡家宅戏园之始末》
，
《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462~463)
关于天华茶园的电影放映情况，刊载于上海《游戏报》（第 54 号，1897 年 8 月 16 日）上的《天华茶园观外洋戏
法归述所见》有如下描述。
礼拜六夜 本埠胡家宅天华茶园主人以新到美国影戏 法国戏法柬请往观（中略）是晚九句钟 适偕友人至万年春
大餐毕 时计尚早 游兴方浓 因掣友前赴该园 一扩眼界 至则 中国戏剧已演毕 正演法国戏法（中略）法人既演毕 接
演美国影戏 是时 台前悬布幕一缕 上下灯火俱熄 对面另设一台 有西人立其上 将匣内电光启放 适照对面幕布 初犹
黑影模糊 继则须眉毕观 睹其上 有美女跳舞形 小儿环走形 老翁眠起形 以及火车马车之驰聚 宫室树木之参差 无不
历历现诸幕上 甚至衣服无色亦俱可辨 神光离合 乍阴乍阳 几莫测其神妙焉 每奏一曲 其先必西乐竞鸣 并有华人从
旁解说 俾观者一览便知 迨演毕 已钟鸣十一下 园主人恐无以餍阅者之心 复倩某西人馨其余艺 出以示人 大抵与江
湖卖技者所演相似 男儿好身手 不图海外人 亦有此灵捷 奏技既终 观客皆散
中国戏曲演毕，演法国戏法，再映美国影戏，最后是余兴表演，若按传统戏曲演出的观点来看，美国影戏演的是
一场压轴戏。换言之，电影放映在天花茶园是主要买点，而非京剧演出的余兴节目。电影放映不仅像张园安垲地首次
电影放映那样配有西乐，为使观众明了影片内容还配有现场华语解说。其解说者是否为“能操西语”的园主顾崇德，
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为外国影片放映加配华语解说这一举措，毫无疑问与顾崇德通晓西语是有密切关系的。
1897 年 10 月 3 日，位于宝善街（今广东路山东中路至福建中路）的同庆茶园也在《申报》刊载广告，放映美国“机
器电光影戏”
。
同庆茶园
请看美国新到机器电光影戏
启者西人某君 由美国带来机器电光影戏 其精致化出泰西各国故事 比真尤活 栩栩如生 灵妙无极 日前初到时
曾在虹口大桥脚礼查饭店演过 头等收洋二元 二等收洋一元 今西人回国在迩 特借小园由初九 十 十一连演三夜 其
价从廉 头等收洋四角正 二等二角正 勿望诸君早降光临玩赏是荷 本园主人谨启
同庆茶园是一家粤剧戏园。陈无我在《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中记述道，
“光绪丁酉（1897 年）、戊戌（1898 年）间，
宝善街有同庆茶园，系粤东富贵名班”
，
“惟系粤调，故座客亦粤藉居多”。33 同庆茶园只存在了一年，便因“与春仙、
丹桂各外江班抗行，未久即归消灭。
”34 上海最初的广东移民大多是随外国洋行移居上海的，因此广东移民，特别是
经常出入于梨园茶园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之中通晓西语的较多。在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上，广东移民也比其
他地方的移民更为积极。这也是始于礼查饭店的美国电光影戏之所以在同庆茶园进行最后放映，结束上海之行的一个
重要原因。
30

如前所述张园和徐园在经营性私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其相比天华茶园和同庆茶园在上海梨园茶园中并非
主流，都属于脚跟未稳、影响力较差的外江班戏园。因此，天华茶园和同庆茶园的电影放映，并不表明电影已被梨园
茶园文化所接纳。事实上也是如此，随着天华茶园和同庆茶园的消失，电影也从梨园茶园中消失。
2 茶楼电影
电影再度现身于茶馆是茶楼。茶楼与梨园茶园不同，不内设舞台，也不进行戏曲演出。有些茶楼，主要是中小型
茶楼为了招揽顾客，在茶室间一隅筑一小坛，聘请说唱艺人在下午或晚上说书弹唱，茶客可以边品茗边听书点唱，娱
乐消费方式与梨园茶园相似。有名的大型茶楼，特别是粤式茶楼都不设书场，而是靠具有特色的茶点小吃招徕顾客。
从目前的史书记载来看，最先在茶楼进行电影放映的是西班牙人加伦白克（Galen Bocca）。
至迟光绪廿五（1899）年，有西班牙人加伦白克者，从海外带了一架半新不旧的电影放映机和几部破旧的影片，
在福州路升平茶楼以十文代价作营业的放映，因事属新奇观者日众，加氏着实赚了不少钱。不久加氏换了八部新片，
同时迁于虹口乍浦路跑冰场内放映，放映机未■（一字不明）以白布作银幕很简单的放映，当时门票小洋一角，为后
来具有雏形电影的先河，可是好景不常，仅仅八部没有新片更换，不久之后营业是衰落了。于是加氏又进入湖北路金
谷香番菜馆客堂内放映，然而仍是这八部老片，终于难以久长而收歇了。加氏才觉得非添新片是不能赚钱了，遂添新
片七部，在度入乍浦路跑冰场内放映，可是这七部新片不见特色，再三的失败，加氏遂无意于道。（龙生 ：
《电影院变
迁史》
，
《上海影坛》第一卷第八期，1944 年 5 月 10 日，32 页）
福州路升平茶楼（亦称四海升平楼）
，是一家书场茶楼。据《上海文化艺术志》介绍，“光绪五年 (1879 年 )，滩
簧艺人许阿方、胡兰卿开始涉足于市区新北门、十六铺一带卖艺。光绪二十五年，许阿方、庄羽生等 8 人在‘公共租
界’的升平茶楼（今福州路福建路口）以坐唱形式登台演出。”此后，许多滩黄（本滩）艺人开始进入法租界和上海
县城的茶楼演唱，使滩黄逐渐结束了街头卖艺的生涯。35 对于滩簧来说，由街头卖艺到茶楼演唱是一种社会地位上升
的表现，而对电影来说，由梨园茶园到茶楼则表明电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加伦白克在离开升平茶楼后，没有重进茶楼，而是往来于金谷香番菜馆和虹口乍浦路跑冰场之间。
所谓番菜馆是由广东人经营的一种中式西餐店。虹口地处旧美租界，东连上海近代工业的摇篮杨树浦，西临 20 世纪
初崛起的上海华人新兴开发区闸北。尽管其市政管理由美国人掌管，但其主要居民并非为美国人，而是来自广东、苏
南、浙北的中国移民和日本侨民。就华藉移民而言，最早移住虹口，且人口最多的则是广东移民。36 也就是说，这两
个地点都与广东人有一定的联系。
乍浦路跑冰场是上海最早的一家溜冰场，在上海中西书院北首乍浦路海宁路路口附近。溜冰这项集运动健身和
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体育运动，在当时还仅仅局限于西方侨民和极少数洋学堂青年学生中间，直到后来进入游乐场
后，才为一般上海市民认知和接纳。上海中西书院（今昆山路财经大学夜校处）是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于 1882 年创办的一家教会大学。在上海中西书院南首乍浦路文路（今唐沽路）拐角处有工部局女校（1895
年创立）
。此外，附近还有汉壁礼蒙学堂（今中州路华师大一附中处、1882 年建）、圣芳济学堂（今峨眉路北虹口中
学处、1884 年建）以及常盘馆（北海宁路乍浦路、1883 年建）、丰阳饭店（北海宁路乍浦路、1894 年建）、初六庵日
本料理店（1898 年开业，后改名三六亭，工部局女校东侧）、教会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1974 年建）
等教会学校、教会以及饭店宾馆设施。乍浦路跑冰场的出现显然与其附近外侨和青年学生多有直接关系。
从虹口地区移民社区分布状况来看，乍浦路跑冰场地处当时华洋交界部附近。海宁路以南四川北路以东是日本和
欧美侨民的生活居住区，海宁路以北四川北路以西则是华藉移民生活居住区。无论对于外国侨民还是内地移民，乍浦
路跑冰场一带是一个来往较为方便的地方。当然，不谙西方新式体育的华藉移民对于溜冰是不会感兴趣，更不会光顾
的，而生活较为封闭自守，且人口还不是很多的日本侨民，37 对于这种伴有一定危险性的体育活动也不可能发生太大
的兴趣。乍浦路跑冰场能出租给加伦白克放电影，说明其营业状况也不是太好。但是老幼咸宜的电影却不然，它无论
对日本侨民还是对华藉移民来说都是一件新鲜事物，具有极大魅力。加伦白克之所以能两次在乍浦路跑冰场进行电影
放映，说明其放映状况还是不坏的。可惜的是加伦白克生不逢时，当时上海的影片来源渠道还极为有限，加之他本人
缺乏一定的经营头脑和魄力，在片源不足的情况下最终放弃了电影放映活动。一块到了嘴边的肉，最终被其同胞雷玛
斯（A．Ramos）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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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年，同为西班牙人的雷玛斯“由欧洲至中国。携数十卷残缺不全之旧影片。就青莲阁楼下赁屋开映。白布
一方。便是银幕。映机一具。仅够敷衍。售价不过数铜元。时间只有十五分。路人过者偶尔入览。稍感兴趣。竟成嗜
好。
”38 青莲阁位于四马路（今福州路外文书店处），为三层混合结构。楼上为茶座，楼下为小型游艺场，有哈哈镜、
弹子房、幻灯处及珍禽异兽、高矮畸形人展出等。39 青莲阁时称“沪江第一茶楼”，是当时上海著名茶楼之一。关于
雷氏青莲阁电影的成功原因，谷剑尘指出 ：
当时海上娱乐事业，并没有现在的发达，张园愚园以外，在中心地点而最为人所注意的便是青莲阁，内地人士到
了上海，不到青莲阁算是件羞耻的事情，加之中国人为好奇心所动，也很情愿挖出几个铜元去见识见识外洋新到的活
动画片。虽然是时间只有十五分钟，片子大多是破碎不全，看的人已经很是满意，营业因此非常发达。雷玛斯就从那
一天起，靠着影片发了财。
（谷剑尘 ：
《中国电影发达史》《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 年）
关于雷氏青莲阁电影，有人经过调查指出，
“雷玛斯的影片在青莲阁放映以前，先是在上海大马路（即今南京路）
的一间粤商茶园同安茶居作首次公映，茶资（即票价）高涨至五角，由雷氏与院主共分。影片的内容只是火车与轮船
的奔动，其中最动人的一片段要算《火烧洋房》中的消防队向三四层的烈焰搏斗的情形。当时因售价过高，又无新片
以为继，演期仅及二星期为止。青莲阁大概是雷氏第二轮的影场。”40 雷氏的茶楼电影，究竟是始于青莲阁楼下，还
是同安茶居内姑且不论，两家茶楼都不是书场茶楼。也就是说，雷氏电影都在回避与民间说唱的携手合作，谋求电影
放映的独立。在电影广告宣传上，雷氏电影也未采取依赖报纸广告的做法，而是通过“雇用中国人，用洋鼓洋号，大
吹大擂，并且时常拈开门帘，现出里面的白幕”41 等方式，引诱路人入内观看。这种气氛火爆引人好奇的广告宣传形
式在客流量大的繁华闹市区显然比报纸广告更具威力。这是雷氏的聪明之处，也是他之所以选择青莲阁楼下为放映据
点的一个重要原因。雷氏与加伦白克同样也遇到片源不足的问题，但他靠敏锐的经营头脑和行之有效的宣传广告方式，
摆脱了重蹈加伦白克覆辙的失败命运。
有些研究学者认为，
“雷玛斯在 1903 年接办了加伦白克的电影放映业后，开始仍在虹口乍浦路跑冰场内放映，后
迁至大马路同安居内，再后又迁到福州路青莲阁”。42 关于雷氏是否是在乍浦路跑冰场开始接办加伦白克的电影放映
业之说，目前还没有较为有力的史料加以证实，但雷氏在青莲阁成功地获得一笔电影资金之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遗
老文化喧嚣的四马路，买下乍浦路跑冰场建造了一座可容纳 250 人“铁皮房子”，取名虹口（Hongkew）活动影戏园专
门从事电影放映却是不争的事实。
3 影戏园电影
虹口活动影戏园是一座内部双层结构的建筑，1908 年 12 月 22 日以西片《龙巢》（The

Dragon

Nest）开幕。

票价为楼座四角，头等三角，二等二角。虹口活动影戏园放映广告宣传说 ：
“无论战争、滑稽、艳情歌舞、唱歌谈论、
问答，均与生人无异，直为出神入化，巧夺天工，空前绝后，环球无匹之技能。使阅者爽心悦目，增充知识。此项
影片现由各国环游，假途沪江，今本主人不惜巨资挽聘，假座本园试演。”43《龙巢》的具体内容不详，从其宣传广
告也难以判断。
“战争、滑稽、艳情歌舞”仅用画面也可以表现，“问答”用字幕表现也不是没用可能，但是“唱歌谈
论”突出了声音要素，若仅用画面和字幕则是难以表现的。也就是说，虹口活动影戏园很有可能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音
乐伴奏和翻译解说的放映形式。1909 年，雷氏又在数百米开外的北四川路海宁路口建立了一家两层建筑的维多利亚
(Victoria）影戏馆。
“维多利亚”拥有 750 座席，是虹口活动影戏园的三倍。内部装饰甚为华丽，并设有豪华酒吧，
供观众中间休息使用。
“维多利亚”的建立，从一个侧面说明虹口活动影戏园的营业状况相当好，而且观众中有不少
外国人。内设酒吧显然是照顾到欧美观众的戏剧电影观赏习惯。
1910 年葡萄牙籍俄国人赫思倍（Ｓ．Ｇ．Hertzberg）也在海宁路四川北路相距“维多利亚”数十米之处建立
爱普庐（Apollo）活动影戏园，与雷氏展开竞争。尽管如此，双方“营业都很发达”，海宁路一带观众市场之好是
可以想象的。
1913 年，雷氏将虹口活动影戏园租让给日本人。同年 5 月 25 日虹口活动影戏改称东京大戏园开幕。
请看新奇东京活动影戏
本园不惜巨资 特向东京选购最新奇之特等活动影戏片运申 在美界乍浦路中西书院北首第一百十二号门牌开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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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戏园 择于阳历五月念五号 即旧历四月二十夜开演 每晚六点钟起 至十二句钟止 将各种新式影片轮流搬演 是以
时刻之■（一字不明）长 取价之低廉 以慰观客之欢心 以广招徕 至于房屋宽敞 座位清洁 应酬周到 戏片特异 非他
园可比 惟冀绅商妇孺联袂光临 请临一试 以扩眼界 而预知言之不谬也 特此布闻（《申报》1913 年 5 月 21 日）
东京大戏园正常营业后，放映时间为每晚七点至十二点，每逢星期日下午三点至六点加放日场，每星期二和星期
五调换新片。44 票价为登楼三角、正厅二角、起码一角，均比前虹口活动影戏园时期便宜一角。影片放映一般是日本
电影与欧美电影穿插在一起。日本影片有新闻片，如《日本明治天皇御葬之实情》（1913 年 6 月 3 日）等，但更多的
还是各种“日本新剧”
，如《日本新派喜剧饮酒有益》（1913 年 6 月 3 日）、《邻居》、《岩力士》、《打狮》（1913 年 6 月
21 日）等。1914 年，日本电影商人又在日本人生活社区内的武昌路 4 号 ( 今武昌路 390 号 ) 开设东和活动影戏园。
1917 年，雷氏也在熙华德路中虹桥（今东长治路 367 号）开设了万国（China）大戏院。据日本上海史学研究者高纲
博文《在上海的日本人》统计，1915 年在沪日侨总数，由 1905 年的 4331 人增至 11457 人，而大部分日侨主要集中
在虹口一带。45“东京”
、
“东和”
、
“万国”三家影戏园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虹口地区日侨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也
说明看电影已成为虹口日侨的一项重要的娱乐休闲活动。
1913 年，专门经营出租影片的英国人林发（Ａ．Runjahn）收买粤剧戏园鸣盛梨园（海宁路江西北路路口）
，改
名为爱伦（Helen）活动影戏院，将影戏园建设伸向华藉移民区内。电影放映采用现场口译说明的形式，“先用广东
话，后用上海话”演说剧情。46“爱伦”于 1916 年重新翻修扩大规模，改称“新爱伦”。1917 年，粤商曾焕堂与意大
利人影片商劳罗 ( Ａ．Ｅ．Louros) 也将地处北四川路虬江路口的粤剧戏园福建大戏院改组为专门从事电影放映的上
海（Isis）大戏院。当时虹口三家粤剧戏园仅剩下地处广东街（今新广路）的广舞台一家，
“自此粤戏遂一蹶不振。
”47“爱
伦”和“上海”两家影戏园的出现则说明电影受到了广大华藉新移民的欢迎。
在虹口活动影戏园建立后 10 年左右的时间里，虹口地区以海宁路四川北路为中心先后出现了近十家影戏园。与
苏州河以南蓬勃发展的游艺场娱乐文化形成鲜明对照，影戏园则成为苏州河以北新兴娱乐文化的象征和标志。到影戏
园看电影成为虹口乃至闸北和杨树浦地区华藉移民和日本侨民的一大休闲娱乐。
雷玛斯在虹口建立影戏园成功后，便开始打算重返苏州河以南的英租界建立自己的影戏园霸业。1914 年，雷氏首先
在距张园不远的静安寺路卡德路路口 ( 今南京西路石门二路路口 ) 建设夏令配克（Formerly Olympic）影戏馆。同年
9 月 8 日，
“规模堪称第一，装潢也十分新颖富丽”的“夏令配克”以首映法国影片《何等英雄》开幕。
“夏令
配克”的建立使夜花园出现后已开始走下坡路的张园冰上加霜，张园安垲地的电影观众大量被“夏令配克”吸收，
“新世界”建立之后张园则无可奈何地走向了废园的命运。
“新世界”兴起后，雷氏于 1917 年在卡德路静安寺路北 ( 今石门二路新闸路口 ) 又建立了一家卡德（Carter）影
戏园。从地理交通来看，
“卡德”和“夏令配克”一南一北正好处于沪西通往“新世界”的两条交通要道上。沪西是
当时的新兴工厂区，人口增长迅速，而工厂工人大多是外地新移民。很显然“卡德”的建立是想利用有力的交通地段，
与“夏令配克”一起通过中间截流的方式，从“新世界”的游客中夺取电影观众。与虹口相同其目标还是在外地新移
民身上。
“夏令配克”成功地越过苏州河以后，西班牙人古藤倍（Ｂ．Goldenberg）于 1915 年 3 月在上海县城与法租界的
交界处附近的西门外方浜桥（今中华路方浜桥）建立共和影戏园。同年 9 月在上海县城内九亩地 ( 今大境路及露香园
路一带 ) 由中国人经营的海蜃楼影戏院也开幕放映电影。就其地点而言，两家影戏园的建立与海宁路影戏园开发有相
似之处。但是南市老城厢居民和法租界侨民毕竟与虹口地区的新华藉移民和日本侨民不同，都有自己的文化娱乐圈子。
因此，
两家影戏园的经营状况并非理想。
为了满足法华两界不同阶层观众的需求，
“共和”采取了座席多等级设置的方式，
分正厅、月楼、普通包厢和特别包厢。
“海蜃楼”则极力仿照梨园茶园的经营方式，提供毛巾和茶水服务。“手巾正厅
每位十文，
登楼念文；
茶壶正厅四文，
楼厢六文”。为了便于观众对电影内容的了解，还采取了请人现场翻译“演说剧情”
的做法 46。但是法租界的“大世界”和老城厢内“劝业场”两家游乐场出现后，大量华人观众被游艺场所吸引，不久“海
蜃楼”便销声匿迹了。
“共和”也只能是惨淡经营，勉强维持。与其相比，“夏令配克”和“卡德”不但未因游艺场的
蓬勃发展受到冲击，反而营业蒸蒸日上。二者的成败在于“共和”和“海蜃楼”所面对的观众大多是具有一定的社会
根基，深受江南文化和遗老文化熏染的老城厢观众和第一代移民，而“夏令配克”和“卡德”的观众则是社会根基较
浅，不谙江南文化和遗老文化的新移民。就观众的身份构成而言，“夏令配克”和“卡德”与苏州河以北的虹口电影
观众是相一致的。
33

从以上对电影传入和放映传播的考察来看，电影并非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仅用几部破旧的影片，靠其“新奇”
性就轻而易举地博得了广大上海民众的欢心，迅速植根于上海声色犬马的洋场文化之中，还是经过了一番艰辛努力的。
从对电影传播两条途径的梳理来看，由私人花园到游艺场的电影传播，电影表现得十分低调，甚至有些缺乏个性，
宛若水中浮萍漂浮在游艺娱乐文化发展的河水中随波逐流。尽管其传播中电影未能获得一片独立生存发展的绿洲，但
却获得了一块展示自己的空间，使它逐步获得了以年轻人为中心的小市民观众的认知和赏识。与其相比，在由梨园茶
园到影戏园的传播过程中，电影则表现的极具个性，但又不十分固执。当它觉察到与传统戏曲文化有些格格不入，在
遗老文化喧嚣的繁华地区难以独立生存的情形后，便选择了主动放弃的道路，到洋学堂学生和新移民较为集中的虹口
寻求生存空间。就客观而言，当时还处于幼年时期的电影也不俱备与强势的传统戏曲和遗老文化进行正面较量的条件
和能力。但对于传统的本土文化它又不是完全拒绝，在影戏园的经营上根据观众构成进行相应的借鉴。上海近代工商
业的蓬勃兴起，大量新移民的涌入为影戏园的迅速崛起提供了丰富的观众市场资源，使影戏园首先在虹口新移民区扎
根落户，生根开花。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汇聚一处，在无法摆脱挥之不去的血脉文化身份之外，还拥有一个新
的共同身份，那就是上海人。休闲娱乐是身份自我确认的一个重要途径，新的共同身份的确认需要有一个娱乐公共空
间。茶园茶楼是初期移民建立的娱乐公共空间，不谙既存文化的新移民与老一代移民之间产生代沟，势必要谋求和建
立一种新的娱乐公共空间来获得身份满足。电影的传入和传播正值新一代移民大量涌入的时期，电影正好满足了新一
代移民共同身份确认的文化心理。这是影戏园首先出现在虹口新移民区，并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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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特刊在中国现代都市戏剧中的作用
－以民国初年的特刊为中心

松浦 恒雄

在清末被大书特书的花谱在民国以后也被承继，而特刊就是对特定的演员进行 [ 捧 ] 的刊物。它在民国以后又被
称为专集。特刊是在剧团组织变为名角挑班制、名演员开始借助报界的力量出现于戏剧界后而被发行的。特刊可分为
以下三大类 ：
（Ⅰ）是作为旧派文人进行文学活动的一部分而发行的特刊 ；
（Ⅱ）是作为旧派文人的戏剧活动而发行的
特刊 ;（Ⅲ）是作为剧场方面进行宣传活动的一环而发行的特刊。以上这三类同时也在随着时代而演变。 ( Ⅰ ) 即本
稿使用的、发行于 1910 年代的特刊 ；
（Ⅱ）即四大名旦的特刊、发行于 1910 年代后半期至 30 年代 ；
（Ⅲ）即发行于
1930、40 年代的特刊，另外以男角演员为对象的特刊和公演特刊也于这个时期开始发行。
据我所见，本稿使用的发行于 1910 年代的特刊有以下几种 :（Ａ）、
〈璧云集〉《小说时报》增刊第一号、有正书局、
民国 2 年前半年；
（Ｂ）
、
柳亚子编辑《春航集》广益书局、民国 2 年 7 月；
（Ｃ）、莆仙编辑《梅兰芳》民国 2 年 11 月、
（未
见）；( Ｄ )、柳亚子编辑《子美集》光文印刷所、民国 3 年 6 月 ；
（Ｅ）、梅社《梅兰芳》中华书局、民国 7 年 7 月初
版、9 年 4 月再版 ；
（Ｆ）
、王二南编辑《张文艳集》浙江民报社、民国 8 年 9 月。这些又可分为仅作为旧派文人群体
进行文学活动的一部分而发行的特刊和又兼具戏剧性价值的特刊。前者是旧派文人为了展开自身的文学活动而扮演了
演员的 [ 捧角 ] 角色，所以它的发行与其说是为了 [ 捧 ] 演员不如说是为了将 [ 捧角 ]―这一文人群体的旧诗词公之
于众。后者是由以往的旧诗词部分和使用剧评这一新兴文体的部分构成。因此 , 这些特刊作为进行文学创作的题材即
是消费戏剧的场域又是使评论戏剧的文体―剧评完成、而对戏剧言语进行创造的场域。
1910 年代的特刊体现了在民国初年的文化界中、戏剧的文化性位置开始由被动性向主动性转变的演化过程。所以、
特刊和报纸杂志等的剧评栏目一起、在戏剧对其自身的言语创造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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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現代都市演劇における特刊の役割
――民国初年の特刊を中心に
松浦 恆雄
はじめに
19 世紀から 20 世紀にかけての中国演劇、とりわけ都市部の演劇が、伝統的な祭祀演劇の枠組みを抜け出し、
その社会機能や上演内容、さらに劇場、劇団、役者の相互関係などの面において、大きな変貌を遂げていったこと
は周知の事実である。従来より指摘されているように、そこに政治的要因が強く働いていたことも、言うまでもな
い。清末の梁啓超の小説界革命、民国初期の文明戯の隆盛、五四時期の伝統劇批判と話劇の勃興、さらに抗日戦争
時期の民族形式論争や延安における京劇革命、新歌劇の誕生など、どれ一つを取ってみても、同時代の政治的要請
と密接に関わらないものはない。もちろん、これも伝統的に演劇が「高台教化」の役割を求められてきたことに照
らして考えると、その社会的役割に大きな変化はなかったと言うこともできる。
しかし、特に 20 世紀以降の都市部の演劇には、従来の演劇とは異なる重大な変化が二つ起こっている。一つは、
演劇の中心となる劇種が、従来の聯曲体の劇種（崑曲など）から板腔体の劇種（京劇、梆子など）に変わったこと
である。これは、五四新文学革命よりも半世紀以上早く、演劇界で実現した雅俗の不可逆的交代を意味している。
これが都市部の中間層を観客に取り込む上で、決定的に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ことは疑いない。
二つ目は、西欧近代文明の流入である。これは演劇文化のほとんどあらゆる面に影響を及ぼした。劇場の構造や
台本の有無から役者の衣装、歌、セリフに至るまで、その影響を受けなかったものはないと言っても良いくらいで
ある。
詩や小説などと異なり、舞台上演が伴う演劇は、物質条件の制約を非常に強く受ける。傅謹氏の言うように、演
劇にとっては内容の改革よりも形式の改革の方が根本的なのである 1。額縁舞台が中国に登場しなければ、近代話
劇は存在し得なかったであろうし、電灯の普及がなければ、毎日のように夜の芝居が上演される都市演劇の活況も
あり得なかったであろう（蝋燭による上演は灯戯と称し、特に北京では、極めて贅沢な行為だと見なされていた）
。
近年では、こうした演劇の物質的側面（劇場の構造、背景幕、新聞広告など）に注目した研究も次々と成果が発
表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本稿では、こうした近年の中国演劇研究の成果を踏まえた上で、20 世紀の中国都市
演劇に特徴的に見られる特刊を取りあげ、その果たした文化史的役割について考察を加えてみたい。
一 特刊とは
特刊は、
「捧角」
（贔屓）の産物である。清朝の後半、18 世紀末に徽班が入京した際、様々な演劇文化が北京に
もたらされたが、その一つに「打茶囲」の風習もあった。以降、京師の士人階級は相公（像姑）遊びに染まってゆ
く 2。やがて若い女形を品評し、順位付けする気風が盛んとなり、多くの花譜が刊行された。民国以降もその風が
形を変えて受け継がれ、
特定の役者に限定した「捧角」の書が刊行され「専集」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る 3。のちに「専
集」に類似した内容の刊行物が特刊と呼ばれ、映画、演劇界で広く流通する用語となった。本稿では、「専集」に
該当する刊行物を広く特刊と称することにする。特刊は、「特別刊物」（特別刊行物）の省略形だと思われるが、そ
の起源にまだ定論はない。
特刊には、
役者を対象とする特刊（以下、
役者特刊と記す。「専集」は全て役者特刊）と公演を対象とする特刊（以
下、公演特刊と記す）の別がある。伝統演劇では役者特刊が多く、話劇と映画ではほとんどが公演特刊である。特
刊は、雑誌（機関誌）の特集号という形態を取ることもあるが（特に 20 年代の映画の特刊）、多くの場合は単独
の刊行物として出版される。対象とする役者や公演の写真、紹介記事、評論などを編集して一冊にまとめたもの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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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劇関連の内容以外に、贔屓筋の広告や著名人の題字などがふんだんに掲載されることも多い。
映画の特刊については、
張偉「紙質媒体裏的民国電影（代序）」4 が比較的わかりやすく整理してくれているため、
本稿ではこれ以上触れないことにする。ただし、映画における特刊の先駆けが、明星影片公司の機関誌『晨星』の
特集号（1922 年刊）であり、本格的な特刊が、1925 年 5 月より同じく明星影片公司の機関誌の形式を採って刊
行された、期数表示のある特刊であることだけは記しておこう（或いは特刊の語の初出はここかもしれない）
。
話劇の紙媒体には、公演に際して配布される一枚物の戯単及び主に 1940 年代以降刊行され始める小冊子形式の公
演特刊がある 5。しかし、現在のところ、その実態が不明な上、実見し得た特刊の数も不十分なため、本稿の記述
対象からは外させていただく。
本稿では、主に京劇の特刊を取り挙げる。特刊は、演劇研究の対象としてまだ十分な認知を受けているとは言い
難い 6。同じく演劇公演の副産物である戯単については、近年、主に北京の劇場で公演された京劇の戯単に関する
基礎資料が整備され、出版が相次いだ 7。
しかし、
特刊は、
最近ようやく京劇の特刊『梅蘭芳』
（梅社編、中華書局、民国 7 年 7 月初版、9 年 1 月 3 版）が「民
国京昆史料叢書」に収められ影印出版されたばかりである。おそらくこれが、建国後、特刊に対する史的関心が払
われた最初ではなかろうか。今後さらなる特刊の発掘が進むことを期待しながら、管見の及ぶ範囲で、特刊の史的
位置づけを試みてみたい。なお、紙幅の都合により、本稿では、民国初期に刊行された特刊に絞って考察を加える
ことにする。
二 民国初年の特刊
（１）特刊をめぐる社会背景
では、特刊は、民国以降、どのような経緯で刊行さ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か。前述したように、一人の執筆者
が多数の女形を批評する清末期の花譜とは異なり、民国以降の特刊は、多数の執筆者が一人の役者を批評する専集
となるが、これには、清末民初期の劇団編成の変化が密接に関わっている。その変化とは、伝統的な劇団編成の方
法である脚色制から名角挑班制への移行である 8。1896 年、譚鑫培の組織した同春班がその嚆矢とされる。これ
以降、名角（名優）を中心とする座組みが広まった。
この動きに連動するようにして、
北京では 1907 年頃から、上海・天津に倣って本格的な戯単が登場する 9。戯単は、
単にその日の演目と役者名を知らせるだけではなく、そこに書かれた役者の名前の大小や演目の配置によって、名
優を頂点とするピラミッド型の役者の序列を誰の眼にも明らかにした 10。
民国以降に大量に現れた大小の新聞には、芝居の広告が欠かせず、北京の『群強報』のように芝居の広告の掲載を
主目的とする小新聞も誕生した。これは、芝居の広告を目当てに新聞を買う客が極めて多かったことの反映と考え
られよう。
こうした新聞の影響力を利用した役者の人気投票も盛んに行われた。最も有名なのは、「劇界大王」と呼ばれた
譚鑫培の死後（1917 年）
、その「大王」の位を誰が継承するかを争って行われた北京の日系新聞『順天時報』の
菊選である。この菊選については、長井裕子「萌芽期における北京の芸能ジャーナリズム―穆儒丐『社会小説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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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芳』をてがかりとして―その１」 が詳しいため、詳細は長井論文に譲る。
ただ、留意すべきは、このような役者の人気投票（菊選）は、清末から幾度も行われてきた伝統的な「捧角」活動
であり 12、それが民国以降にも繰り返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例えば、1914 年の秋には、『国華報』の主
催する童伶の菊選が行われている 13。また、穆儒丐『小説

梅蘭芳』にも「もともと菊選（役者）や花選（芸者）

は北京の新聞ではよく行われることである」、「（馬幼偉のセリフ）この新聞の花選とか菊選とかいうのは、別に珍
しくもない、貧乏な書生がまた何かやらかして金儲けをしてやろうとたくらんだに決まっている」14 という記述が
見える。
人気投票だけではなく、名優をめぐる贔屓合戦も、新聞を主要な戦場として繰り広げられた。例えば、北京で
は、梅蘭芳と朱幼芬 15 や梅蘭芳と尚小雲 16 の贔屓合戦、上海では、後に触れる賈璧雲と馮子和や文明戯の女形で
ある凌憐影（新民社）と陸子美（民鳴社）の贔屓合戦などがあり、いずれも大小様々な新聞が宣伝のメディアとし
て活用された。これらの贔屓合戦は、新聞や雑誌の売り上げにも直接影響を及ぼすほどであったが、逆に言え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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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は、役者の贔屓合戦をうまく煽って急成長した産業であったと言い換えることもできる。贔屓合戦を通じて
ジャーナリズムの重要性をよく理解していた梅蘭芳は、初めての上海公演に際しては、上海に着くや真っ先に王鳳
卿（老生役者）に付き添ってもらい「幾つかの新聞社に出向き、時報の狄平子、申報の史量才、新聞報の汪漢渓に
会った」17。その意図が那辺にあったかは言うまでもない。
民国初年における劇場は、社交の場としても良く用いられた。羅癭公「菊部叢譚」には、「梅蘭芳が『尼姑思凡』
を吉祥園で初演した。張季直、熊秉三、梁任公が舞台の第一列に並んで座った。時の人は第一流の閣僚が同時に出
席したと噂した」18 という話柄が紹介されている。北京政府農商総長（張謇）、国務総理（熊希齢）、司法総長（梁
啓超）という要職を務めた民国初年の大物三人が、偶然出くわしたとは考えにくい。
民国以降も、役人たちの新年の挨拶（団拝）に堂会戯が用いられるのは通例のことであり、役人や旧派文人たちが
役者と宴席を共にする機会は多かった。その際、役者の技芸や贔屓合戦の動向を手軽に知ることのできる劇評は、
彼らにとって格好の読み物であったと思われる。劇評は、民国になって新たに興った文芸ジャンルであるが、新聞
雑誌がこぞって掲載し、多くの劇評家を養った。民国初年に国民党の出資する多くの新聞が文芸欄を設け劇評を掲
載したのも、こうした背景と無縁ではない。
もう一つ重要なことは、役者の社会的地位の向上である。清末に宮中で御前芝居を演じる「内廷供奉」を拝命し
た役者は、西太后の贔屓や一般人の皇族への畏敬の念 19 などが相俟って、スター的存在へと変化していった。役
人や文人たちとも対等に近い親交が結べるようになった 20。羅癭公「菊部叢譚」には、
「王鳳卿は翁覃渓の書を好み、
所蔵品も多かった。ある夜、
私と梁節庵（鼎芬）、顧印伯（印愚）、易石甫（順鼎）、陳石遺（衍）が彼の家に集まった。
鳳卿は所蔵する品を全て出して題詩を乞うた。節庵はさも楽しげに、それぞれに一首ずつ詩を題していった」21 と
いう話柄が記されている。この話柄を記す羅癭公は、王鳳卿の書画への愛着を非常に好もしく思うと同時に、彼へ
のささやかな羨望も感じているように思われる。書画骨董などを通した親交は、詩詞贈答の機会も増やし、互いに
敬意を懐きあう交流をもたらしたであろう。このような親交は、民国以降にも受け継がれ、役者の技芸や人格を認
め、芸術的交流を育む基礎となった。
役者のスター化のもう一方の帰結として、役者のゴシップ本も盛んに刊行され、それも役者の人気を煽ることに
なった。
『北京第一貴婦与楊小楼秘史』
（石印本、刊記なし）22 や、前述した梅蘭芳の暴露本である穆儒丐『小説
梅蘭芳』
、同じく梅蘭芳を対象にした包天笑『留芳記』（中華書局、1925 年 3 月）23 など数多い。
名優や人気役者を対象とする特刊は、このようにして新たに脚光を浴びることになった名優と新興ジャーナリズム
との密接な関係の上に誕生したと言って良いだろう。民国最初の特刊が、『小説時報』の増刊号を利用して編集さ
れたことは、極めて象徴的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紙媒体を用いた民国初年の都市文化の形成、成熟と名角挑班制に
よりクローズアップされた名優の存在とは、切っても切れない関係にあることがわかる。
特刊の編集、執筆は、新聞雑誌の編集者や文人集団が中心的役割を果たしたが、民国初年においては、五四新文
化運動以前の民国文壇において勢力を誇った南社などの旧派文人や礼拝六派の文学者たちが積極的に関わった。彼
らは、清末の花譜、花街（狭邪）小説とも、五四新文学とも異なる視点から、役者を描く新たな文学表現を切り開
いていたとも言える。
（２）特刊の変遷
このようにして編集された特刊は、民国の 40 年間を通して、どのような変遷をたどったのであろうか。京劇な
どの特刊について考えると、ほぼ以下のように分類できるだろう。
（Ⅰ）旧派文人の文学活動の一環として刊行された特刊。
（Ⅱ）旧派文人の演劇活動として刊行された特刊。
（Ⅲ）劇場側の宣伝活動の一環として刊行された特刊。
（Ⅳ）新派文人の演劇活動として刊行された特刊。
この（Ⅰ）～（Ⅳ）の分類は、ほぼそのまま時代による変遷にもなっている。（Ⅰ）は本稿で取り扱う 1910 年
代に刊行された特刊、
（Ⅱ）は 1910 年代後半から 30 年代にかけて刊行された四大名旦の特刊、（Ⅲ）は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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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代に刊行された特刊で、この時期から男役の役者を対象とする特刊や公演特刊も刊行され始める。（Ⅳ）は主
に 1940 年代に刊行された特刊で、有名なものに「延安平劇研究院成立特刊」（1942 年 10 月 10 日）や『雪声紀
念刊』
（1946 年 5 月）などがある。
民国時期に京劇の世界に関わろうとした知識人は、（Ⅳ）の関係者を除くと、概ね旧派文人である。同じ旧派文
人でも、
（Ⅰ）と（Ⅱ）に分かれるのは、彼らの演劇に対する関わり方の違いによる。つまり、単なる役者の贔屓
集団に留まるか、それとも贔屓役者のために台本を書き下ろし、その新しい舞台づくりをリードする集団となるか
の違いである。
（Ⅱ）に属する特刊には、贔屓集団が創作した新劇の荒筋や台本が掲載され、（Ⅰ）に属する特刊と
の差別化が図られた。そこには、自らの演劇活動の意義を問い、史的位置付けを求める演劇家としての自覚を明確
に見て取ることができる。
一方、本稿で取り挙げる（Ⅰ）に属する特刊は、全般的傾向として、演劇家（或いは劇評家）としての立場を意
識する執筆者は、あまり多くないか、或いは皆無である。彼らの多くは、役者を対象とする文学創作や雅集に意義
を見出しており、役者はあくまで表現を媒介する、新たな詠物の対象であった。
（３）民国初年の特刊
では、
（Ⅰ）民国初年の特刊に対する具体的な検討に入ろう。1910 年代に刊行された特刊には、管見の限り、
以下の数種類がある。
（Ａ）
「璧雲集」
『小説時報』増刊第 1 号、有正書局、民国 2 年前半年。
（Ｂ）柳亜子編纂『春航集』広益書局、民国 2 年 7 月。
（Ｃ）莆仙編輯『梅蘭芳』民国 2 年 11 月。
（未見）
（Ｄ）柳亜子編纂『子美集』光文印刷所、民国 3 年 6 月。
（Ｅ）梅社『梅蘭芳』中華書局、民国 7 年 7 月初版、9 年 4 月再版。
（Ｆ）王二南編輯『張文艶集』浙江民報社、民国 8 年 9 月。
（Ｇ）姚石子編輯『張堰救国演劇紀念録』刊記不詳、民国 4 年 6 月以降出版。（未見）
（Ａ）は京劇の女形・賈璧雲、
（Ｂ）は海派京劇の女形・馮子和、（Ｃ）と（Ｅ）は京劇の女形・梅蘭芳、（Ｄ）は
文明戯の女形・陸子美、
（Ｆ）は京劇の女優・張文艶を対象とする特刊、（Ｇ）は民国 4 年 6 月に上海金山県張堰
鎮で開催された文明戯のチャリティ公演を対象とする特刊である。（Ａ）から（Ｄ）までが上海、
（Ｅ）は北京、
（Ｆ）
は杭州で刊行されている（
（Ｇ）は不詳）
。ただし、（Ｃ）と（Ｇ）は、現物を確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ため 24、
また（Ｅ）は（Ⅱ）に属する特刊であるため、本稿の対象からは除外する。
さて、
（Ａ）
（Ｂ）
（Ｄ）
（Ｆ）の特刊を通覧すると、そこに共通する特刊の備えるべき特徴を幾条か見出すことが
できる。
（a）役者の写真を掲載する、
（b）役者の伝記を記す、
（c）編集者・執筆者に文人集団が形成されている、
（d）
役者と執筆者との観劇以外の交流を記す、
（e）執筆者の旧詩詞による表現を重んじる、などである。これらの特徴
は、
（Ⅱ）に属する特刊にも共有される、特刊の必要条件と言ってよいかもしれない。
本稿が対象とする四種の特刊は、さらに大きく二つの傾向を持つものに分かれる。一つは、（３－１）旧派文人
グループの文学活動の一環として刊行される特刊（Ａ）、（Ｆ）。もう一つは、（３－２）旧派文人グループの刊行物
であると同時に演劇的意義をも兼ね備えた特刊（Ｂ）、（Ｄ）である。
（３－１）
まず、前者から検討を加えていこう。
（Ａ）
「璧雲集」は、不定期刊の小説誌『小説時報』「増刊第 1 号」の巻頭写真 5 枚と「文苑」欄を用いて編集さ
れている。その重点は、当然、
「文苑」欄に収録された旧詩詞にある。「璧雲集」が『小説時報』の誌面を借りたの
は、出版元・有正書局の狄楚青が、賈璧雲を贔屓にしていたためであろう。
「増刊第 1 号」に刊記はないが、
「増刊説明」に「去歳光復之中」の語のあることから民国 2 年の刊だとわかる。
さらに柳亜子の発言「のち、北の名優賈璧雲が南下し、『小説時報』が『璧雲集』を出版したので、私は『春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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を出版して対抗した」25 から、
『春航集』の刊行される前、つまり民国２年前半年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文苑」欄は、冒頭に「賈璧雲伝」を置き、続いて旧詩詞が、恐らく執筆者の知名度などを考慮して、計 31 首
収録されている。編集者名は記されていないが、『小説時報』の編集に一時加わり 26、賈璧雲を贔屓にし「璧雲集」
にも執筆している包天笑ではなかろうか。
執筆陣は豪華である。巻頭が易順鼎、樊増祥の二人。この二人は「北樊南易」と称され、民国初年の詩壇に勢力
のあった中晩唐詩派を代表する詩人で、両者とも清朝の遺老をもって任じた 27。彼らは、他の多くの清朝の遺老同
様、民国以降に南下して上海に仮寓したため、上海は一時、著名な旧派文人が蝟集し、遺老文学とも称すべき活況
を呈した 28。
「璧雲集」には、こうした文学状況が部分的に反映していると言える。
ただ、この二人は、賈璧雲にだけ肩入れしたわけではなかった。易順鼎には「哭庵賞菊詩」（張次渓編『清代燕
都梨園史料』下册）があり、多くの役者（女形だけではない）に詩を贈っている。樊増祥も後には梅党と称される
ほど梅蘭芳を贔屓にする。こうした清朝の遺老が女形を愛でる行為には、「醇酒美人を借り失意の感を遣る」29 意
識が潜んでい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かろう。易順鼎は、民国以降も切らずに残していた辮髪を切るに際して、次のよう
なエピソードを自ら伝えている。
「賈璧雲が辮髪をまだ切っていなかったとき、私もまだ切っていなかった。ある人が賈璧雲になぜ切らないのか
と尋ねたところ、易先生が切られてから、私も切りますと答えたと言う。これが私と賈璧雲との二度目の記念であ
る。
（省略）癸丑（1913 年―引用者）の春、私は再度上京し、ようやく切った。賈璧雲がまだ切っていないと聞
いて頗る恥ずかしく思ったが、ほどなく賈璧雲も切ったというのを聞いた」30。
彼は、辮髪を切るという行為を役者との約束に託して、一編の佳話の如くに語る。この話柄は、政治的に去勢さ
れた易順鼎の身分を糊塗するだけでなく、役者の被動的位置をも見事に示しているように思われる。
この二人以外には、
羅癭公、
包天笑といった有名な文人や『小説時報』の執筆陣である方爾威（澤山）、黄濬（哲維）
、
陳詩（鶴柴）
、有正書局から出版されていた『仏学叢報』の主筆濮一乗（阿厳）、さらに陳三立の第四子陳方恪（彦
通）など、錚々たるメンバーが名を連ねている。彼らのうちの数人は、有正書局の倶楽部の常連でもあった。
有正書局の倶楽部というのは、有正書局の狄楚青が、自社の雑誌に掲載する写真を撮影するため、自前で開設し
た民影照相館の二階に設けられたものである。この倶楽部によく出入りしていたのが、熊希齢、葉恭綽、濮一乗、
陳方恪、それに賈璧雲だったという。もちろん、ここに包天笑も加わっていたはずだ 31。これらのメンバーのうち
の数人が「璧雲集」の執筆者に重なることは非常に興味深い。つまり、ここからは、包天笑を中心とする賈璧雲を
贔屓にする文人グループの存在を確認できるからである。
ただ、
「璧雲集」に掲載された彼らの旧詩詞は、賈璧雲に対する審美的関心から創作され、その美しさや魅力を
再現しようとはするが、女形の芸に対する評価には関心がない。例えば、包天笑の詩句に「最難巧笑与軽顰」とい
う賈璧雲が最も得意とする眼の演技に言及した文字がある。「最難」の語は、一見、演技に対する評価のようにも
読めるが、彼の表情が得難い美しさであるという審美的意識による語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る。また、執筆者には詩
を補足する説明文を加え、下女（婢女）役が得意だと記したり、賈璧雲が得意とする演目名を挙げたりもするが、
それらは演劇的関心と言うよりも、詠物対象を丁寧に観察する行為のように感じられる。
以上の点から考えると、包天笑を中心とする文人グループは、賈璧雲を贔屓にすることによって自らの文学活動
を展開している。
「璧雲集」も彼らの旧詩詞刊行の場として設定された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包天笑、羅癭公、樊
増祥の詩に対する和韻詩が多いこと、送別、宴席での詩が多いことも、その傍証となろう。
（Ｆ）王二南編輯『張文艶集』も、
「璧雲集」とほぼ同様の特徴を有する。『張文艶集』において、まず注目すべきは、
女優張文艶に対する呼称である。執筆者の多くは、彼女に対して詞史（軼凡「咏張文艶詞史」ほか多数）、眉史（酔
漚「贈文艶眉史」
）
、曲史（李蜕庵「贈文艶曲史」）という呼称を用いる。詞史、眉史は、妓女に対する雅称、曲史
はその用例をあまり見ないが、詞史より派生した同義の新語ではなかろうか。『張文艶集』の執筆者には女性の名
前も見えるが、そこでは「璨霞女史」
（評艶一）と女史の呼称が用いられ、明確な差別化が図られている。このよ
うな女優に対する視線からは、演劇的関心を期待することは難しい。
『張文艶集』の編集者は、杭州の著名な文人・王二南であるが 32、実際の編集業務を担当したのは、
「艶艶」（跋文）
の執筆者である陳心佛、荘博斧、李通侯の三名だろう。その中心的役割を果たしたのは、『張文艶集』の呼び掛け
人になった荘博斧だと思われる。ただ、残念なことに、この三名を含む執筆者の詳細は、殆ど分からなかった。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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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の多くが地方の名士であった可能性は高いが、今後さらに調査が必要である。
『張文艶集』に収録された旧詩詞も、
「璧雲集」同様、張文艶を審美的対象としてしか捉えていない。例えば、鳩
僧「咏文艶葬花焚稿二劇」
（
「評艶」
）は、張文艶の「葬花」をこのように詠う。「誰為痴立対斜陽、痛惜残花満地香、
無力扶鋤嬌不勝、宛然人在旧瀟湘」
。この詩は、舞台上の林黛玉の姿を美的に再現することを主眼としている。彼
女の歌に言及する場合も「一曲清歌徹四座、繞梁三日有餘音」（和艶二十二、貫英）と決まり文句を用いる。楚狂
「贈慧君詞史七言排律四十八韻」
（
「評艶」
）は、張文艶が上演する 88 演目を巧みに詠み込んでいるが、これも彼女
の演目に関心があるというより、文字の遊戯性を楽しむことに主目的があるようだ。
荘博斧の跋文には、
「自来美人得名士而伝、一経品題声価十倍、文艶何其幸歟」の語がある。執筆者（名士）の旧
詩詞により、張文艶（美人）の名が高められ、伝えられるのだという意識は、「捧角」に名を借りた自己顕彰にほ
かならない。
『張文艶集』は、荘博斧を中心とする杭州の旧派文人たちに、解語花を愛でる雅興と旧詩詞創作の場
を提供する役割を果たしたのである。
以上、
「璧雲集」と『張文艶集』の二集に共通するのは、旧派文人が自らの文学活動を展開する媒介として役者
への「捧角」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その刊行には、役者に対する贔屓意識よりも、贔屓集団の旧詩
詞を公けにする意図の方が強く働いていた。これら二つの特刊が、旧詩詞による表現のみ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ている
ことも、特刊の性格に関わっていよう。このことは、民国初年の演劇、役者が、なお文人結社の雅興によって表現
される対象であり続けていたことをも示しているだろう。
（３－２）
では次に、演劇的意義を兼ね備えた特刊（Ｂ）柳亜子編纂『春航集』と（Ｄ）柳亜子編纂『子美集』について検
討を加えよう 33。
『春航集』は、賈璧雲に対抗して馮子和を「捧角」するために編集された特刊であり、『子美集』は、民鳴社の陸
子美を「捧角」するために編集された特刊である（当時、新民社の凌憐影に対抗して陸子美を贔屓にする意識はあっ
たが、それが編集の動機になったかどうかは不明）。編集者の柳亜子は、南社の創始者であり、この二冊の特刊には、
役者を詠んだ南社社友の旧詩詞が多く収録されている 34。この点だけから見れば、（３－１）の特刊と同様である。
しかし、『春航集』には「劇評」「雑纂」欄が設けられ、また『子美集』には「子美集甲編」「子美集乙編」「子
美集丙編」中に、散文で書かれた相当数の劇評が収められ、旧詩詞では表現できないような演技の質に言及して
いる 35。
まず『春航集』に掲載された劇評を見てみよう。『春航集』全体から見れば、その編集意図からして、馮子和の
技芸を高く評価し、賈璧雲の技芸を貶める論が多くを占めるのは言うまでもない。しかし、両者の技芸を女形の役
柄の別による違いとして評価する論も見える。
例えば、也愚「斥天酔」は、
「今日、春航と璧雲とは二大流派である。春航は閨閣旦で、璧雲は花旦である。閨
閣旦をもって強いて花旦と較べれば、当然、勝を制しがたい。社会の心理に合わないからである。ゆえに春航は淑
やかさをもって勝るが、璧雲はただ両目にて媚びるのみなのである」と言う。
また、相手の論に反駁するため、より精緻に論理を展開する劇評も現れる。例えば、老劉「論馮賈其二」は、舞
台の出来不出来が脇役によって大きく左右されるというが、賈璧雲にその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いう論者に対して、
脇役の出来の影響を受けやすいのは馮子和の方であると主張する。なぜなら「春航の芝居は専ら物静かで淑やかな
るを尊ぶため、脇役も文雅でさっぱりした人でないと宜しくない」。にもかかわらず、「春航の得意とする芝居は多
くが新劇であるが、脇役たちは皆芝居の型通りの演技に慣れているため、新劇の動きに慣れず、どうしてもオーバー
な演技になってしまう」からである。
このように、贔屓合戦がしばしば陥る一辺倒の議論ではなく、京劇の知識と論理に基づく、役者の技芸に対する
公正な議論が展開される。しかも、こうした態度は多くの論者に共有されていることも分かる。例えば、賈璧雲が
喜劇に優れ、馮子和が悲劇に優れるとする論は、多くの論者が繰り返すところである。
では、こうした劇評がどうして『春航集』に掲載されたのであろうか。その背景には、「議論の激化を抑えよう
とする意向も働い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見方が有力である 36。ただ、「その実、それぞれ長ずるところがあ
るのだから、
どうして争う必要があろう」
（編茅「論馮賈其三」）という贔屓合戦に辟易したような言葉から察する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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贔屓合戦の激しさが、逆に単なる贔屓合戦に終わらない劇評の位置を探し当てさせたと考えることもできる。こう
した意識が劇評という文体に対する自覚をもたらし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だろう 37。『春航集』は、劇評が贔屓合戦
の工具として用いられる場であると同時に、贔屓合戦より抜け出した、演劇的な言葉が生み出される場でもあった
ことが分かるのである。
次に、
『子美集』に収められた劇評はどうであろうか。劇評について議論する前に、その資料的価値について一
言しておきたい。
『子美集』は、文明戯の職業劇団である民鳴社の女形・陸子美を批評対象としていることから、
従来は知られることの少なかった文明戯に関する情報がこの特刊には含まれている。第一に、同じく文明戯の女形
である新民社の凌憐影と民鳴社の陸子美とが、凌党、陸党の争いをしていたこと。また、それが京劇における馮党、
賈党の争いの波及したものであるらしいこと。第二に、文明戯の役者を批評するのに、京劇の役者と対比させる議
論があったこと。第三に、これまであまり目に触れなかった陸子美の得意演目の劇評が含まれていること、などで
ある。特に、第一と第二の事実からは、劇評を記すような人にあっても、当時は文明戯と京劇の新戯との区別が厳
密に意識され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かったことが分かる。このことは、文明戯の新しさの持つ意味が様々なレベルにお
いて検証される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だろう。
また、文明戯が本来、ある役者の演技やある幕だけを見るのではなく、舞台全体を批評対象とする必要があるこ
とから考えると、公演特刊を出すべきところであるが、実際には役者特刊が出されている。ここでも文明戯と京劇
とは、区別されずに同じ演劇として扱われ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る。
では、
『子美集』の劇評を見てみよう。
『子美集』に収められた劇評とそれ以外の媒体に掲載された劇評とを見比
べてみると、大きな違いがあることに気づかされる。それは、前者がほぼ役者にしか言及しないのに対して、後者
は背景幕や照明など様々な舞台装置にも言及することである。『子美集』に収められた文明戯の劇評を見ていると、
普通の京劇の舞台と殆ど何も変わらないような印象を懐いてしまう。例えば、義華「評鴛鴦譜陳秀娟」は、「民鳴
社が開幕して随分経つが、私は多忙のためその盛況なるさま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ただ、鴛鴦譜と陳秀娟だ
けはその全てを見たことがあった。その構造はともに精緻であった。その中の演者では、陸子美が一番であった。
鴛鴦譜では劉慧娘に扮し、その可愛らしさは羨むほどだ。服を着替え男装してからの様々な仕草も、娘らしい表情
にぴったり合わないものは無い。素晴らしいの一語である」といった具合である。この劇評の言葉は、対象が文明
戯の役者である必然性を全く感じさせない。むしろ審美的態度に終始する旧式の批評態度に近い。しかし、演目の
「構造」に触れた一点において、その新しさを示していると言える。
文明戯の劇評であることがもっと明示的に示されるのは、社会改革をテーマとする演目の劇評である。例えば、
霊水（衛嘉栄、南社社友）
「評家庭革命」の前半を引用してみよう。
「この劇は純粋に婚姻の旧俗を改良するためのものである。ゆえにこの劇を演じる主要人物は、万が一にも些か
でも怠慢があり、男女の交際に些かでも浮ついた様子が現れたなら、旧派の者がこれを見て頑固でかたくなな心を
さらに強くし、軽薄児がこれを見て畜生のような下劣な思いを抱くだろう。これでは逆に、編劇者に罪科を残すこ
ととなり、せっかくの気持ちに背くことになろう。／陸子美が次女役で、査天影が范子琦役である。ともにこの劇
の中心で、一挙手一投足が直接芝居全体の声価を左右する。／子美が花園で天影に会いお辞儀の礼をする。身を傾
ける様子に風韻が現れ、身を起こすとその眼差しに無限の情が宿っている。歩く様、話す様は淑やかで優しさに満
ちている。社会、家庭、学問について語るときは、明快で要領を得ている。純然たる外国風の女性学士である」
。
この劇評の言葉は、新しい社会倫理や新女性のあり方を、観客の容認し得る範囲内の演技として、いかに見せる
かということに絞られている。つまり、舞台上の役者の演技が、観客に受け入れられる新しい社会規範の模範を示
すと同時に、従来の京劇には見られない新女性としての魅力も持たねばならないのである。ここには、文明戯の持
つ社会的意義が、役者の優れた演技に重ねられるようにして描写されている。劇評は、単なる審美的批評にではな
く、社会性を帯びた演技の魅力を引き出す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と言えるだろう。
以上のように、柳亜子の編纂になる『春航集』と『子美集』は、旧来通りの旧詩詞による部分と、新たに興った
劇評という文体を用いる部分とからなっている。そのため、これらの特刊は、南社社友が文学創作を行う題材とし
て演劇を用いる場となると同時に、演劇を記述するための劇評という文体を成立させ、演劇的言語に対する自覚を
促す場にもなっていたのである。こうした演劇の言葉の創造が、（Ⅱ）に属する特刊の誕生する前提となるのは言
うまでも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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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文芸『中国近代文化変革与南社』は、柳亜子の「捧角」の持つ意味を幾通りにも解釈している 38。南北の政治
勢力の代理戦争的意図が反映しているとする政治的解釈（これは柳亜子自身の述べる所である）、香草美人に不遇
の悲しみを仮託する伝統文化の影響、女形の中に女性を見ようとする性心理、演劇改革への志、さらに役者に対す
るファン心理などである 39。恐らく、これらの何れもが、柳亜子の特刊編集を促したであろう。
しかし、本稿において分析したように、柳亜子本人の意図とは別に、『春航集』と『子美集』は、民国初年の文
化界における演劇の文化的位置が、受動的な位置から能動的な位置へと変化してゆく、正にその変化を体現してい
ると言えるのである。1910 年代の特刊は、新聞雑誌などの劇評欄とともに、演劇が演劇自身の言葉を創造してゆ
く重要な史的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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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次渓編『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下册）、797 頁。王長発、劉華『梅蘭芳年譜』
（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7 月）に拠れば、1917 年 12 月 15 日昼に、梅蘭芳は吉祥園で「思凡」を演じている。
19. 清末時期、写真が商品として売り出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が、芸者や役者に先んじて、まず売り出されたのは清
朝皇帝や皇族の写真であった。
『小説時報』第 1 号（宣統元年 9 月、1909 年）以降の広告参照。
20. 幺書儀『晩清戯曲的改革』
（前出）
、
「第六章晩清優伶社会地位的変化」参照。
21. 羅癭公「菊部叢譚」
（張次渓編『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下册）、793 頁。
22. 樽本照雄編『新編増補清末民初小説目録』
（斉魯書社、2002 年 4 月）、32 頁。
23. 孔慶東『1921 誰主沈浮』
（重慶出版社、2008 年 10 月）、168 ～ 170 頁。但し、1922 年の刊行と誤っている。
24. 莆仙編輯『梅蘭芳』は、顔全毅「現代京劇文学史系年録初稿（一九一二――一九三一）」（『京劇与中国文化伝
統（上）
』文化芸術出版社、2008 年 9 月、所収）に著録され、「該書有小伝、詩文、劇目評論」と紹介されて
いる。姚石子編輯『張堰救国演劇紀念録』は、王鳳霞「南社与 “文明戯” 的成功聯姻――中国早期話劇的一次 “救
国演劇” 活動」
（
『戯劇』2008 年第 4 期）によって初めて文明戯資料として取り上げられ、主な内容は「《序》
、
《劇史》
、
《劇談》
、
《詩苑》
、
《詞林》
、
《劇員姓氏録》、《附録》」であると紹介されている。
25. 柳亜子『南社紀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 4 月、54 頁。
26. 包天笑『釧影楼回憶録』中国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 年 1 月、323、360 頁。
27. 胡迎建『民国旧体詩史考』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1 月、74、75 頁。
28. 胡懐琛「上海学芸概要（三）
」
（
『上海通志館期刊』第 1 巻 4 期、民国 23 年 3 月）。李康化『近代上海文人詞曲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1 月）
、第四章も参照。
29. 易順鼎「哭庵賞菊詩」
「附録」
（張次渓編『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下册）、775 頁。
30. 胡迎建『民国旧体詩史考』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1 月、75 頁。
31. 包天笑『釧影楼回憶録』中国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 年 1 月、358、359 頁。
32. 王二南は、郁達夫の二度目の結婚相手である王映霞の祖父に当たり、博覧強記の文人であると同時に、書道、
篆刻、
裁縫、
植物栽培、
子供の玩具作りまで、何をやらせても玄人はだしの多芸の人であったようだ。郁達夫「王
二南先生伝」
（原載『越風』第 3、4 期、1935 年 11 月 16 日、12 月 2 日、『郁達夫全集』第 3 巻、浙江大学
出版社、2007 年 11 月、所収）がある。
33. 柳亜子編纂『春航集』の詳細については、藤野真子「柳亜子と『春航集』」（『中国都市芸能研究』第 7 輯、
2008 年 12 月）を参照のこと。また、
『春航集』と『子美集』については、張明観『柳亜子史料札記』（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1 月）に出版期日に関する考証がある（39 ～ 43 頁）。
34. 『春航集』には「詩苑」
、
「詞林」欄が設けられ、計 80 余篇の詩詞が収められ、『子美集』には、陸子美の写真
に対する題詩欄や『子美集』に対する題詩、題詞欄に計 30 篇、「子美集甲編」に柳亜子の詩 11 篇が収められ
ている。
35. 1910 年代当時は、レビューとしての劇評と一般的な演劇評論としての劇話とが明確に区別されないことがよ
くある。
『春航集』と『子美集』においても同様である。本稿でも、劇評と劇話とをあえて区別せず、劇評と
いう語で両方を指すことにする。
36. 藤野真子「柳亜子と『春航集』
」
（
『中国都市芸能研究』第 7 輯、2008 年 12 月）。
37. 趙婷婷「
『申報』京劇評論家的自我建構」
（
『京劇与現代中国社会（下）』中国戯曲学院、2009 年 5 月）など参照。
38. 盧文芸『中国近代文化変革与南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8 月）、288 ～ 299 頁。
39. 葉凱蒂「従護花人到知音――清末民初北京文人的文化活動与旦角的明星化」（陳平原・王徳威編『北京：都市
想像与文化記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5 月）は、民国初年における旧派文人たちの捧角が、女形の身を
借りた国家想像となっていることを、柳亜子、羅癭公、斉如山の例を用いて論じている。実に興味深い議論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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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あるが、やや恣意的な資料選択によって論が進められているという印象を否め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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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
中国の近代

日本語要旨

評弾の空間上の伝播と時代変遷
―蘇州の都市文化記憶コードから―

唐 力行
どの都市にもそれ自身の記憶がある。蘇州は古くからの文化都市で、二千五百年以上の歴史がある。唐宋以降、
経済の中心は北から南に移り、蘇州は「風物の雄麗なること東南の冠たり」と称された。明清においては「天下の
四端」の一つに数えられ、天下に冠たる大商業都市となった。このように、蘇州は歴史上の様々な記憶を具えた都
市である。これらの記憶は長い歴史の蓄積の中で、しだいに時空を越えた文化記憶のコードを形成し、精神的ある
いは物質的なコードを含んでいる。評弾はそんなコードの中の一つである。
文化記憶コードには二つの意味がある。一つには評弾の演目が、通常の意味での蘇州の歴史を活写し、市民生活
や風俗習慣をきめ細かく描写することが挙げられる。二つめは講談の開かれる寄席（原文は「書場」）が本来、茶
館であったことに由来する。講談師がやわらかな蘇州語で語り、ギャグを飛ばし、奏で、歌う。一方、客は茶を味
わいながら、講談を楽しむという構図が形成された。評弾は、蘇州という都市の文化記憶コードとなり市民のライ
フスタイルともなった。
評弾はその形成の当初から、蘇州という江南の中心都市を出て、周辺の呉語地域へと拡大していった。これは評
弾という芸術形式とその内包により決定されたものである。伝統社会は顔なじみの者同士のコミュニティであり、
人口の流動は少なかった。評弾の芸人は一席終えると、次の寄席へと移動しなければならず、これを「どさ回り（原
文は「走碼頭」
）
」と呼ぶ。蘇州、松江、常州、嘉定、湖州地区は呉語の中心地域であり、評弾の芸人は、これらの
都市を足しげく回った。その結果、評弾はこの地域一帯の文化記憶コードとライフスタイルとなったのである。
一定の歴史条件が整うと、文化記憶の中心ですら、空間移動が起こりうる。近代に入って、評弾の中心は蘇州か
ら上海へと移動した。これは太平天国の乱による江南地域の破壊と江南の名士・富豪がこぞって、難を逃れるため
に上海租界へ移住したことに関連する。江南出身者は租界の中国人人口の四分の三を占め、評弾は租界という未曾
有の新天地を獲得した。男女がコンビを組んで語る上演形態が生まれ、男女の客が同じ寄席で講談を楽しめるよう
にしたことから、評弾はその表現方法の幅を広げ、客層も一気に拡大した。
二十世紀の二十年代には、租界のラジオ局からの放送によって評弾の伝播力は更に強まり、北は官話地域の南京
にまで、南は寧波にまで及んだ。
1949 年の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後、評弾の芸人達は組織化され、政治的な動員とも結びついて、地域内・地域外
への点状の伝播が見られるに至った。
文化大革命によって評弾の観客・聴取者には断層がもたらされた。評弾愛好者の高齢化により、上海では記憶が
途絶えた一時期をへて、評弾を楽しむというライフスタイルは、しだいに見られなくなってきた。評弾の中心地は、
現在、再び蘇州にもどりつつある。
改革解放後、評弾は蘇州、上海など江南人にとっての文化記憶コードとなり、地域内外の呉語地区からの移民が
比較的集中している都市で、内在的な点状の発展が見られる。評弾は香港・台湾、北米で人気を集めている。その
中でも、特にニューヨークと北京では、アマチュアの評弾団体が相次いで設立され、次世代への継承に大きく貢献
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に、地域内外で点状に分布する評弾の文化記憶コードは、上海、蘇州という江南本土に、エネ
ルギーを送り返し、評弾に新たな息吹を吹き込んだ。評弾の空間上の伝播と時代変遷は互いに連動しており、中国
の近現代文化社会史を考察する上で、新たな視点を提供してくれ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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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弾的空间传播与时代变迁
——从苏州城市文化的记忆符号谈起
唐 力行
内容提要
1890 年代中后期，电影初到上海人们倍感新奇，使其得以在私人花园和梨园茶园落脚。经过二十余年的传播和市场开拓，
1920 年代中国电影产业在上海全面开花，到 1930 年代由影戏园起步的电影院发展成为“每日百万人消纳之所”。电影成
为近代上海娱乐文化发展的象征和重要标识之一。
以往的电影史学研究，多将视线集中在 1920 年代以后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电影发展上，而对电影传入及最初放映传
播的考察较为忽略。为此，电影这一舶来品如何植根于上海娱乐文化之中，在其传播过程中与本土娱乐文化处于一种什么
关系，都发生过那些碰撞，至今仍模糊不清。本稿着重对电影传入上海以及初期放映传播状况进行一些梳理和粗略的考察。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记忆。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建城已愈 2500 年，自古以来人文荟萃，经济繁荣，唐宋以后
经济重心南移，苏州“风物雄丽为东南冠”
，明清时期更被誉为“天下四端”之一，与北京、武汉、佛山各踞一端，
成为称雄天下的商业大都会，有着丰厚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在漫长的历史层累中，逐渐形成超越时空的文化记忆符
号，包括精神的或物质的，评弹就是其中之一。文化记忆符号的意义有二，一是评弹书目中有着通常意义的苏州历史
描述和市民社会生活、民风习俗的细致叙说 ；二是由书场的茶馆元素，说书人的吴侬软语说噱弹唱和品茗听书的听众
所构成的特有场景。评弹成为苏州城市文化记忆与苏州人认同的符号。评弹作为城市文化记忆符号具有向外传播的功
能，进而成为区域性的文化记忆符号。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文化记忆的中心也会发生空间位移。文化记忆符号
传播的空间范围与其内在的传播力相关。明末清初以来评弹经历了由苏州向吴语地区、中华文化圈乃至域外的传播过
程。同时中心区域却经历了失忆的过程。
一
苏州评弹由评话与弹词二个曲种组成，其渊源可追溯到唐、宋，但真正意义的苏州评弹则兴起于明末清初，与
苏州市民社会的繁兴同步。苏州被誉为天堂，天下人无不乐居苏州，致使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而历代统治者视苏州
为取之不竭的聚宝盆，明代丘浚云 ：
“江南财赋之渊薮也，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1。据《明会典》统计，洪武
二十六年（1393）苏州府田士仅占全国 1%，
实征税粮米麦竟占全国实征税粮的 9.6%。苏州府的税粮总数、亩平均赋税、
人口平均赋税不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十倍，而且也高出江南地区其它府县。此外还有漕粮、白粮之征扰民。明清以
来这种情况没有改观。在重赋与人口双重压力下，苏州人并不采取极端的行动，而是重理性、求变通，善于在夹缝中
找到舒展自己才能的天地。农业管理更趋精细，种桑植棉，发展手工业，成为国内丝绸、棉布等手工业生产的中心之
一，吴凌苏布远销海内外。苏州城内五方杂处、百业俱兴、万商云集、市曹繁荣。为保障财赋收入，统治者对苏州的
政治控制十分严密，乡绅、官宦的地方自治功能被削弱，市隐心态十分浓重 2，转而构筑私家园林，寄情于诗书歌吟
之间。有清一代苏州状元达 26 人，占全国的 22.8%。经济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催生了评弹与昆曲这对姐妹花。于是有
状元、优伶为苏州土产之说。昆曲曲高和寡，主要流行于士大夫的圈子里。而评弹有着雅俗共赏的特点，其受众遍及
士农工商乃至贩夫走卒。相应于苏州人的性格，昆曲又称之为“水磨腔”，评弹弦索叮咚如同江南的水。如果说评话
有太湖般开阔澎湃，弹词则如穿街越巷的小桥流水。水是最柔和的，也是最坚韧的。似水长流的评弹，深藏着苏州人
的市稳心态，流淌着苏州人的心曲，叙说着苏州人的机敏、睿智、沉稳和变通。进茶馆品茗听书成为苏州市民生活方
式，
“所谓说书者，实起于苏州。苏州人闲者居多，饭后一会书，挤在茶馆中度生活者，比比皆是”3。而绅商官宦则
把评弹艺人请进家门举办堂会。苏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听到悠悠的评弹音乐和声如金石的评话，与小桥流水枕河
粉墙融合成一幅有声有色的苏州图景。
评弹从形成之初便走出苏州这一江南的中心城市，向吴语地区扩散。这是由评弹的艺术形式和内涵所决定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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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艺人在一个地方演出，根据书目，其演出周期少则十余天，多则数月。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口流动小，演
毕就要变换场地，而且数年内不会再重复莅临。这就是评弹的走码头。“内行中人称说书的为“吃开口饭”，注定走江
湖的命运，不能常驻一处，一俟说毕，即需另开码头。有因兴趣与生意清淡关系未经说完而中途告歇者，谓之“剪书”
。
不过说书的走码头，仅是南抵嘉兴，北达武进，以此一小小地域为限，因过远之处听不懂苏白，去亦徒然”4。苏白
也就是苏州话，或称吴语。吴语是从古代的吴郡、吴兴郡、会稽郡等“三吴”（郡治分别在今苏州、湖州、绍兴）地
区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宁绍平原发展起来的，又称江浙话、江南话，主要通行于中国江苏南部、上海、浙江，是中国
除官话方言（北方话）以外的第二大汉语方言。但是即使同在江南，各地语言实际上还有较大差别。江南南京的方言
就属官话，而同为吴语的宁波话与“吴侬软语“的苏州话也是大相径庭，故而有“宁与苏州人吵架，不与宁波人讲话”
的民谚。传统的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方言。所以上谒 “南抵嘉兴，北达武进，以此一小小地域为限之说”，划出了苏
州评弹文化地图的边界，也可称之为吴语或江南的核心地带。
江南水乡水网密布，评弹艺人行装简单，评话艺人只须醒木和折扇，弹词艺人则背一琵琶或弦子即可搭船成行。
评弹的演出场地也极简单，村落集市的茶馆设一桌一椅（或二椅）即可开讲。评弹码头有大中小之分，艺人也相应分
为苏州响档、码头响档和普通的说书人。从小码头走进大码头，从普通说书人成为苏州响档，这里充满了竞争、才能
和机遇，能成为苏州响档的是极少数。实际上说书人并不只是从小码头向大码头进军，即使身为苏州响档的说书人也
是要到中小码头去的。评弹艺术借着走码头，深入到江南的每一个细胞中去。如评话艺人唐耿良初出道时，曾坐手摇
船到阳澄湖边的小渔村泗泾说书，当地“只有肉店、豆腐店、南货店、馄饨店、铁匠鋪、茶馆等几家小店”5。其中
的茶馆也就是书场，每天的听众也就在三、四十人。又如，浙江吴兴县双林镇“是一个极小的乡镇码头，并无其他娱
乐，只有书场数处，乃唯一之游艺场所，故镇民大都爱嗜评弹。以前光裕社响档老辈，莅临者不少”6。再如常熟“吴
墅镇，属于琴川东乡，地接海濡，鳞鱼栉比，商贾辐辏，市廛殊相当热闹。眺览郊野，阡陌纵横，茅屋两三，点缀于
绿杨老树间，风景绝幽。镇人居斯，熙熙攘攘，不知有秦汉。该地人士，村居多闲，亦唯品茗听书为至上之娱乐。予
旅斯土有年，竟与同化，驯乃寝淫成癖，予听书之兴趣，盖亦肇始于昔日乡居时也。有雅园书场者，与蜗庐望衢对宇，
居停乃一徐娘，办事颇干练，岁常仆仆于苏沪道间，延揽光润名家，莅镇弹唱。女主人热于此道，历述社员之彼也优，
彼也劣，言来不爽毫末。书场中亦多年高听客，经验綦丰，固尽素识者，辄与同座，为予纵谭书坛掌故，或名家书艺，
如数家珍，举凡今日成名之李伯康、赵稼秋、张少蟾辈，早年皆尝隶该场弹唱者，予虽未聆及，然诸父老辄津津乐道
之。壬申夏，女弹词家谢乐天膺聘该镇同羽春茶楼，四乡人士，震谢之声誉，尤哄动一时” 7。一代代评弹艺人的走
码头和艺术积累，到清代乾隆年间评弹已趋成熟、繁荣，此后二百年间江南市镇遍布茶馆书场，这在地方志中有大量
的记载。常熟《福山镇志》载 ：
“解放前，福山的书场较多，港上有鸿园、徐楼、阳春轩、褚厅等书场，街上有南苑、
鹤春园、长兴、严小林等书场，邓市、肖桥、郑桥等茶馆亦兼营过书场。大多苏州评弹名家魏含英、唐耿良、沈俭安、
薛筱卿、徐云志、汪雄飞、杨振雄、杨振言等都来演出过”8 。吴江《震泽镇志》载 ：
“民国初年，镇上有的茶馆延
请评弹艺人说书，上午卖茶，下午、晚上开书。到了 30 年代，镇上先后开办的书场有 ：
‘万旸厅’（彭康弄西）
、
‘山
泉’
（花山头）
、
‘頔塘’
（仁德堂）
、
‘承罗阁’
（大桥东堍）、
‘新山泉’（彭康弄西）、
‘商余社’（浜桥东）、
‘和平楼’
（秀
水浜）等。
‘山泉’和‘頔塘’书场以环境幽静，座位宽敞而闻名，每场书均能容纳近 400 位听众，为此，上海、苏
州一些评弹名家陆续来震献艺，有严雪亭、金声伯、吴君玉、唐耿良、周玉泉、邢瑞亭等，沈俭安、薛筱卿的《珍珠
塔》
，徐云志、王鹰的《三笑》
，张鉴国的《林子文》更为新老听客交口赞赏”9。据统计，在评弹最兴盛时期（1926 年—
1966 年）江浙沪评弹书场有 1000 多家，仅苏州城区表演评弹的书场就有 120 多家，常熟地区有 103 家 ；评弹从业人
员有 2000 余人；
上演的各类长篇评弹书目 150 多部；评弹的观众数量仅次于电影观众，位居第二。《书坛周讯》云：
“江
南盛行弹词，确为高尚娱乐，谈古论今、倡论道义，寓讽劝于无形，雅俗共赏，弦索悦耳，怡情悦性，毋怪人多杯茗
在手，静聆雅奏而辄无倦意焉”10。清代乾隆以来二百余年中评弹在“南抵嘉兴，北达武进”的区域里已成为地域性
的文化记忆和认同的符号，听书已是这里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二
评弹有着如此强大的传播力，除了苏州是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吴语区的中心外，还由于其雅俗共赏的文化
内涵。一是评弹脚本多源于市民文学，明清以来的苏州是市民文学最为繁兴之地。苏州评话、弹词大多取材于演义小
说、才子佳小说。历代文人也有为之书写或润色者，如清代女弹词作家邱心如、陈瑞生等，近现代文人平襟亚、陆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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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姚苏凤、陈范吾、陈灵犀等。二是台上的说书人与台下的听众有面对面的交流，说书人会在听众的眼神、表情及
对书情的反应中感受到是否有需改进之处。苏州市民普遍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儒雅的风度，他们喜爱评弹，会对说
书人书艺的高下、书情的合理，提出批评，有时甚至是苛求，从而使评弹艺术日趋精致。如“平桥直街位于苏州之南城，
地近南园，松风阁听客都系住客。在彼时既有科举出身之举人秀士，复有长署遣下之书吏差役。说书者对于唱句音韵
及堂审手段，用刑工架，稍一不合，明日早茶时，互相批评，下午即相率不来”11 又如，
“吾乡吴江，滨太湖而邻洞庭，
民情淳朴，鱼米丰饶。乡人士于业务之暇，舍听书外无其它消遣，因之书场中多积有数十年经验之老听客。以故书艺
稍次之说书人，咸不易久留，甚而仅说数日即离去者，盖若辈平庸不足饱老听客之书餍也”12。三是上流社会的堂会。
1948 年 11 月 3 日《书坛周讯》载：
“目前吴趋坊某海上闻人做寿，邀聘临时堂会，其内名弹词家潘伯英、张鉴庭昆仲、
唐耿良、蒋月泉等六档亦参加会串，一时书迷云集，片刻即将容一百多人之露天厂，宣告客满，宾客中银联社名票杨
家伟、朱悦耕、金章□，及本社总编辑黄进之君，亦为兴趣，和主人的督促，上台献奏一番，居然亦有相当噱头云。
”
堂会将演员与士绅阶层、官宦人家、富商巨贾连接起来。从中可以看出士绅阶层的精神生活，他们的精神需求和对美
的追求，而对演员来说，被士绅召去演出，也是身份的提升，可以带来高收入，当然对他们书艺的要求也会提高，也
有助于评弹的雅化。经过数百年的磨合，使评弹在江南地方戏曲中独领风骚。
近代，评弹的中心由苏州向上海转移。上海与苏州相邻，同属“南抵嘉兴，北达武进”评弹文化地图的核心。这
一变化是与太平天国运动在江南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场战争中，苏州死人无数，毁房无数，荒地无数，据
同治《苏州府志·田赋二》的统计，道光十年（1830 年）苏州府共有“实在人丁”为 3412694 人，经过“庚申之难”
，
同治四年（1865 年）苏州府的“实在人丁”锐减至 1288145 人，净减 2124549 人，这还不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
苏州人口损失了约三分之二。据 1865 年 1 月 13 日《上海之友》报道 ：
“自苏州复归于清军之手后，这些房舍以及无
数桥梁全部消失了，整个十八里之内没有一幢房子，四周乡间，举目荒凉。……看不见男人，看不见女人，看不见儿
童，也看不见任何一头牲畜。
”13 与苏州所遭到的破坏相比，上海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繁荣了起来。1860 年，太平军
挺进苏常，江南的缙绅商贾携带他们的财产，大规模逃入上海租界，以致租界人口激增至 30 万，1862 年又增加到 50
万，
一度曾达到了 70 万。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战争意外地推动了上海租界的飞速发展，从此以后，租界由上海城外
的荒芜弃地变成了上海城市的中心，上海在江南的地位也随之改变，它不再是松江府下的一个普通县城，而是中国最
大的贸易中心，远东国际商港。苏州逐渐开始由江南的中心转变为上海的腹地。
据 1885 年与 1915 年 14 的统计，居住租界的华人中，苏、浙两省人占总人口的 74.3%，以吴语为母语的占 75%，
两次统计结果相契合。这些新移民，为了躲避腥风血雨的战火，离开了曾经温柔富贵而今却变得残破荒芜的家乡，来
到人地两疏的上海租界，心中挥之不去的是故乡、故土、故人，于是聆听以吴语演唱的评弹成为他们寄托乡思的最
好去所。占租界华人居民数 75% 的江南人，使评弹成为租界最为受欢迎的戏曲。作为苏州和江南文化记忆符号的评弹
场景开始在租界大量复制。首先是在英界宝善街、四马路一带，茶楼书场成蔓延之势。池子溦《沪游梦影》载 ：
“余
犹忆戊寅（1878 年）赴楚，沪上热闹之区独称宝善街为巨擘，今则销金之局盖在四马路焉。……盖英界为沪上之胜，
而四马路又为英界之胜，是以游人竞称四马路焉。而余之游沪，以四马路会归外，更有八事焉 ：戏馆也，书场也，酒
楼也，茶室也，烟间也，马车也，花园也，堂子也。”“书场者，即世所称说大书也。自说大书之技不精，而后借粉黛
以为助。其未说书也，必先使唱开篇。其既说也，又皆能插科打诨，相为接应。厥后喜听唱而不喜书，于是争废书而
专用唱矣，说大书者仅退坐理管弦而已，此沪上书场所以专称‘女唱书’也。书场共十二楼，皆聚于四马路，曰天乐
窝，曰小广寒，曰桃花趣，曰也是楼，曰皆宜楼，曰万华书屋，曰响遏行云楼，曰仙乐钧天楼’，曰淞沪艳影楼，曰
九霄艳云楼，曰四海论交楼，曰引商刻徵羽楼”15。无名氏《绛云馆日记（稿本）》披露，作者在同治十年六月初五、
初八、二十二曾三次去书场听书。其中二十二一夜间听了二场书，还去另一茶馆饮茶 ：
“二十二。……饭后，访秋甫
略坐，即出城，至恒吉昌听书。书场散后，即偕璜伯乘车往北，再至畅福园，听王幼娟词友说书。书毕，璜伯邀至满
“沪上词场，至今日而极盛矣，四
庭芳品茶”16。王韬《淞滨琐话》卷十二《沪上词场竹枝词》描述咸丰、同治间 ：
马路中，
几于鳞次栉比。
”光绪年间的何荫柟仍是如此。《鉏月馆日记（稿本）》载，光绪十四年（1888 年）八月廿五日，
四马路“一带皆茶室 书楼以及酒肆珍味。每至下午，游人如织，士女如云，间以马车东洋车，东西驰骤，声彻云霄；
而入夜则电气灯自来火，照耀如白昼，真如不夜之城，靡丽纷华，至此已极。”八月廿八日“散后到书楼两处，听曲
一二折。
”廿九日“到书楼小坐，攘往熙来，震耳炫目，几有山阴道上之势”17 。
英租界书场的繁华又扩展到法租界，
据《申报·法界新设书场》载：
“本埠英租界内女先生弹唱南词，近来日盛一日，
惟法界内则久无书场也。日前有王仁荣特具禀词谓英法租界似宜一例，刻下欲在小东门外大生街内开设一书场，求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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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准阿。阿翻译谓必须至道署进呈，然后方准嗣。据捕头谓英界既有此规例，今法界亦照行之，不准再开二家以免生
事，似亦可行。是以王仁荣即在该处开设颇觉华丽间，于明日开书，想小东门外定更热闹矣”18。进入兼为茶馆的书场、
品茗聆听说书人的吴浓软语说噱弹唱，在这一特有的场景里，江南人忘却了离愁别绪，取得了心理上的满足。
就在评弹随着江南难民向上海租界大肆进军时，战乱中的评弹在她的中心地苏州却遭遇政府和男性评弹艺人组织
光裕社的重重制约。且不说苏州，即便是紧邻租界的华界上海县，女性弹词也是受到弹压。王韬在日记中记下了咸丰
九年（1859 年）在租界听书的活动 ：
“十有五日丁亥 [ 丙戌 ]（2 月 17 日）
“……酒罢，往茶寮听讲平话，出语诙谐，妙解人颐。……”
“十有七日己丑 [ 戊子 ]（2 月 19 日）
“酒罢，往陆氏宅听讲平话。是地系陆深旧居，俗呼角端。今其子孙式微，
以其宅为茶寮矣，殊可慨也。
”
“二十五日丙寅（3 月 29 日）夜“饭后，
偕潘恂如往茶寮听平话，讲者系一弱龄女子，婀可怜，雏凤声清，殊堪悦耳。
”
“六日丙子（4 月 8 日）午后“饭罢，
同南畇大表兄往茶寮听平话，讲者系女子，忘其姓氏，虽风韵犹存，而徐娘老矣。
”
次年（1860）的日记中仍有记载 ：
“三日戊辰（1 月 25 日）
“午后，往西园，同唐芸阁至茗寮中，听顾文标说平话。”
“十有四日己卯（2 月 5 日）访友“致尧谓 ：
‘近在茶肆中，有桂香女郎，说平话甚佳。及入，则玉貌珠喉，果
令人意消。
”
“二十一日丙戌（2 月 12 日）
“午后，入城往听袁桂香平话，得晤周致尧。”
“二十八日癸巳（2 月 19 日）
“午后，……同桐翁、孙安甫往听袁桂香说平话，声韵清婉，色艺俱佳。即于书场
中得见周云樵、沈梁生，皆杭人。
”
“二日丁酉（2 月 23 日）
“午后，
思入城听袁桂香平话。或告予曰：
‘已为袁文治少尉逐去矣。’痛打鸳鸯，一时飞散，
真大杀风景事。有愧仓山法派”19。
王韬在上海居住时，频繁出没于书场，这里是他消乡愁、会朋友的好去处。他喜欢听评话，尤其是女说书。他 2 月 5
日至 23 日 4 次进上海县城听袁桂香的评话，最后一次桂香已被逐，王韬深为不平，亦无可如何。
战争平息后，苏州在渐渐恢复之中。清同治七年（1868 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出于重建文化秩序的目的，颁布
了三条禁令 ：禁淫词、禁淫书、禁女性入茶馆。所禁淫书，计有《三笑姻缘》、《白蛇传》、《文武香球》、《玉蜻蜓》
、
《倭袍》
、
《双珠凤》等，使说唱这些书的艺人难以为生，后由苏州士绅调停，丁日昌才允许对一些书目开禁。弹词名
家马如飞有《禁风化》的开篇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
“簇崭新鲜告示悬，通衢要道让人观。攸关风化都宜禁，不准重开
逆水船。……淫卷淫书淫戏文，攸关风化与人心。苏州各处书坊店，犯禁淫书不敢存，《红楼梦》与《西厢记》
，总是
情痴儿女形。笔法虽佳才思好，提防引诱少年人。……移风易俗凭官长，广种心田与子孙。劝君莫看‘花鼓’戏，邪
气‘滩簧’也不要听，闲来听听《珍珠塔》
，节妇忠臣孝子名。男装女扮真《金扇》，伤身致死《玉蜻蜓》，乱嚼喷咀
勿正经，不是区区招主顾，诸公子弟尽年轻，带到书场听一听，愿为孝子与忠臣。决无一件荒唐事，所费无多十几
文，得陶情处且陶情”20。禁女性入茶馆听书，更是断了女说书的生路。马如飞的另一阙开篇记载了苏州男说书幸灾
乐祸的心态 ：
“闲来无事说姑苏，说起姑苏花样多。（那女唱书）先生多把书场做，弹唱音调太出粗。（引得那）毛生
个个骨头酥，
（说到那）陈瑞云向来无人闻，
（她是）无貌无才一个老太婆。徐可卿生就风流貌，不摆书场不在乎，人
缘到处有张罗。陆秀卿三字人人晓，她是一曲琵琶一曲歌。（引得那）读书人笔下多荒疏。方秋蝉一口徽州白，常熟
声音半点无，居彩英心爱年轻子，可恨先生作丈夫。愿出花银六百两，将顾文彬贴换一个年少夫。汪雪卿最喜把洋烟
吃，
（好个那）梦里西施差不多。唱书先生算他一个大哥哥。清官严禁把告示贴，严禁书场一处无（好个那）瞎弹瞎
唱瞎婆婆”21。苏州评弹社团——光裕社是一个纯男性的组织，光裕社不仅排斥女弹词，而且还禁止男女拼档演出，
“凡同业而与女档为伍，抑传授女徒，私行经手生意，察出议罚”22。这一行规，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40 年代，其影
响遍及江南。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
，也即丁日昌发布三条禁令后的 30 年，《申报》报道了隶属江苏的上海县茶馆书场所受
到的种种限制。
1 月 29 日载《整顿风俗》：
“沪城邑庙春风得意楼茶馆，自新正元旦以来，容留妇女品茶，兼有弹唱淫词小曲。
事为保甲总巡钟受百明府访悉，传谕停唱，勿卖女茶，如违究办。执事人姚某等视禁令若弁髦。明府因于昨日
饬差前往拘拿，时适座客皆满，妇女见而惊逃，坠珥遗簪，纷纷不一。局差等当将堂倌甲乙丙三名，一并拘获
解回局，明府谕饬看管候讯。又以姚既为经手，岂可逍遥事外，爰饬局差复往提案管押。四铺地甲陆桂即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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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敢得规包比，即饬传案枷号二十天，发邑庙示众，一面饬差捕提茶楼主王兰亭到局候讯”。
7 月 26 日载《茶肆须知》：
“本邑南市茶肆林立，往往流氓痞棍聚吃讲茶，以致打架斗殴等事，时有所闻。又或
容留妇女入内啜茗，男女混杂，殊为败俗伤风。马路工程局会办委员朱森庭明府，自奉道宪檄，饬兼管城厢内
外保甲总巡，稔知此等恶习，爰即知照各铺地甲，令将南市十六铺至十二图为止，共有茶馆若干，详细造册呈局。
前日复饬地甲将各茶肆主逐一传案谕话，是日到者计十六铺北段汇水楼陈阿惠……等一百三十六户。明府命分
站两旁，谕 ：
‘……至容留年轻妇女入肆啜茗，及招人弹唱淫词小曲之类，实于风化攸关，亦宜一律禁绝。本委
为挽回积习起见，不惮告诫再三，自谕之后，如再阳奉阴违，一经察出，定当照例严惩，不稍姑息’。各茶肆主
闻谕诺诺，叩谢而退”
。
降至清王朝亡国前的 5 年，这些限制并无放松的迹象。《申报》1906 年 9 月 17 日载苏州《饬禁淫词小说》：
“商
会各绅董公禀苏抚请禁弹唱淫词小说，
业由孙太守札饬三首县，严行查禁矣”。同年 11 月 3 日上海县《密查弹唱淫书》
：
“邑庙豫园第一楼、船舫得月楼、春风得意楼、群玉楼均有弹唱《倭袍》、《玉蜻蜓》、《三笑》、《双珠凤》等违禁之书，
事为县宪访闻，已派人密为查究矣”
。
清政府为渊驱鱼的做法，把评弹的中心从苏州驱到了上海租界。尤其是上海租界因属西人管辖而禁令不行，收容
了被驱逐出苏州（包括上海华界）的女弹词。陈无我在《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书场之小掌故》中梳理了由书寓女
弹词到妓女弹词的发展线索 ：
“弹词源于李龟年，说书始于柳敬亭，最后姑苏琴川有女弹词。女说书出现，易须眉为
巾帼，人悉呼之曰‘女先生’
，盖沿《红楼梦》说部中‘女先儿’之称，而以‘生’字易‘儿’字耳。此辈女郎所居，
谓之‘书寓’
，所以别夫长三等之妓院也。除每日登场弹唱，任人入座倾听外，若就其寓中或召赴他处，则谓之曰‘堂
唱’
。数十年来，弹词、说书都成《广陵散》
，而一般妓女，名挟琵琶登场，竞唱二簧调、梆子腔，每人一二出，绝无
所谓书词，乃亦直呼为‘女先生’
，且称其所居为‘书寓’”23。从 19 世纪中叶到末叶，书寓女弹词在上海极其兴盛。
清季妓女弹词取而代之。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新女性的觉醒，职业女弹词的队伍形成。1929 年起男女双档的形式开始
出现，在苏州等地演出，1934 年吴县当局以“男女档有伤风化”为由，禁止男女档在吴县演出。1935 年以男女档合
作演出的艺人成立普余社，该社主要成员进入上海演出。男女双档极大丰富了评弹的表演力，使其刚柔相济更受市民
的欢迎。上海租界所赋有的相对宽容和自由，容纳了评弹中心的转移。
租界为评弹在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从申报的报道和广告可知， 1910 年前后苏州光裕社的男性
评弹也大举进入租界淘金。书场业极为兴盛，
“上海的书场业有一个疯狂时期，三四马路、大新街附近一带以及南市
城隍庙等处，简直是五步一家，十步一处 ，到处悬挂着书场灯笼与招牌”24。新气象层出不穷 ：
一、
男女共坐一书场听书。1912 年 12 月 11 日——12 月 14 日《申报》刊登《楼外楼广告》：
“ 特请姑苏名家吴西庚、
叶声扬、吴祥和、吴瑞和，本楼自开幕以来，蒙中外伟人、富商巨贾，及闺阁名媛联袂偕来，莫不同声赞赏。本楼益
加奋勉，精益求精，特聘姑苏名家，每晚八时起十一时止，演说古今全传，不另加资，以酬惠顾。诸君之雅意，堂倌
小帐，不取分文，如有需索，请告明帐房，立即斥退，特此布告。楼外楼谨启”。
二、男女评弹艺人同台献艺。
《申报》1916 年 10 月 7 日广告，
“‘天外天’，本公司增广游艺，特聘吴西庚、沈莲舫、
朱兰庵、菊庵等弹词，并也是娥说书”
。10 月 12 日广告，“‘绣云天‘开幕广告，男女说书”。
三、
用苏州话做广告，
足见占移民 75% 的江南人在租界的人气，以及评弹市场之大。1920 年 7 月 22 日—25 日《申报》
广告：
“
‘新世界’
。新世界请到弹词界第一小辈英雄吴玉荪，一位大发松格朋友来哉。（日挡）描金风，
（夜挡）玉蜻蜓。
吴玉荪格书，眼下红得生生活辣化，无论先生们，娘娘笃，实头欢喜听。俪格书，因为俚喉咙又好，说法又好，爆头又多，
血头又多，上子台，拼命格说，巴结听客，实头一等哉。俚格红，倒勿是碰额角头格红，倒是靠真本事格红。说点书，
人人听得懂，而且大家勿行勿笑格。现在好容易到倪新世界来哉，六月初十起，日夜登台，各位请来听听罢”。
四、
各游乐场纷纷推出加入海派文化要素的苏州弹词歌剧。1921 年 12 月 1 日起到次年年中，
《申报》连续刊登“笑
舞台”的广告，推出《描金凤》
、
《玉连环》
、
《新落金扇》、
《法华庵》、
《玉夔龙》、
《文武香球》、
《珍珠塔》等弹词新剧 。
《描
金凤》的广告语称：
“说书界中有一部大名鼎鼎之弹词戏曰描金凤，是善说者，大堪使夭多数听客日日着迷，非听不可，
何以故此书多关子。故今笑舞台，因近来观客非常之欢迎弹词戏，所以延聘名手，重编此剧。剧中如徐蕙兰之冤钱笃
笤之滑稽，既可令人为古人落泪，又可令人笑不可仰，爱观弹词戏者其来乎”。《文武香球》广告语云 ：
“说书先生说
文武香球，起码半年了结，新戏并不卖关子，只须费两日工夫，便可一目了然，便宜便宜，切勿错过”。1926 年大世
界雅儒集苏州弹词歌剧日夜开张。新新屋顶花园光裕社弹词歌剧，聘马筱春、张云青、王似泉、夏莲君、十龄童、许
筱峰、刘宾梅，日演《白蛇传》
，夜演《李六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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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施乐园，
“新聘光裕社，特请姑苏最优等名家朱钰良、朱钰康、刘宝美、徐少琴、潘雪安、马筱春、姚幼梅、周品泉、
徐菊林，化装弹词歌剧，日夜登台”
。票房价值无形的手，拉动着评弹的趋新。
五、知识精英为评弹定位造舆论。
《申报》1926 年 3 月 29 日刊登应鹏《弹词与大鼓》札记之一，从“友人徐蔚
南君曾谈起“现在的所谓游艺，其价值应该重新估定”谈起，介绍了吴宓《希腊文学史》一文，关于荷马史诗与弹词
最为相近的论断 25。指出 ：
“据上所言，荷马的史诗，当然就是中国的所谓弹词，是民众文学的结晶。不过我们中国
的所谓缙绅士大夫素来看不起平民的作品，以为不能登大雅之堂，所以从不肯承认它们在文学上的价值”。“拿《伊里
亚特》
《奥特赛》与中国弹词大鼓一类的东西并论，就是希望中国现在的文艺界，发生进一步的了解”。还有一些知识
精英撰文充分肯定了评弹的社会功能，
《申报》1925 年 4 月 16 日载吴守拙《提倡改良说书之我见》，
“闻托业于说书者，
苏人居其多数。光裕社润裕社两团体中，有七八百人，在各埠茶坊及游戏场等处，开演弹词平话，由来已久矣。……
倘光裕社润裕社两团体诸君，竭力提倡整顿改良，将来风俗之善良，社会之进步，必咸颂说书之功不置，予不禁拭目
以待之”
。同年 5 月 4 日发表陈叔平《改良说书我见》，认为 ：
“说书取值廉而听众多，颇可引人入胜，实系民众文学
之一种，苟能利用之以针砭末俗，匡正人心，其效力之伟大，远非寻常演说所能望其项背”。此等舆论使上海市民认
定评弹为高雅艺术。
“据云上海人之心理已渐转移，以游戏场非高尚消遣之所，故喜附庸风雅，以听书为最幽雅时髦
之事也”26。
六、上海响档优于苏州响档。各游乐场以高额酬报聘请吸引男女评弹名家、响档到上海献艺。当时大世界的茶厅
书场、新世界的雅聚厅书场被称为神仙书场，采取包银制度，与艺人签订长期合同，动辄一年半载，艺人的收入与书
场经营的好坏无关。楼外楼、
天外天屋顶花园、云外楼屋顶花园等也纷纷效尤。苏州评弹艺人开始“居上海”。此后饭店、
旅馆、舞厅等附设书场大量兴起，比较有名的新式附设书场有东方书场、静园书场、仙乐书场、沧州书场等，他们都
是花式书场，由四档或五档书越档演出。1931 年 6 月 23 日《申报》载擎南的《说书闲话》云 ：
“十年以来，一般略
具寸长之苏道说书人员，麕集沪埠，恋恋不去，非特苏之松太常，浙之嘉湖境属各乡镇，无说唱兼工之名家莅临，即
光裕社产生地之苏州城内外各书场，亦都滥竽充数”。评话艺人唐耿良在《别梦依稀 ：我的说书生涯》中谈到，上海
响档是上个世纪 20-60 年代评弹界最高层次的响档 ：
“我说书十年，在苏州以及江浙码头也有了名气，可以称为码头
响档，但这只是低层次的响档。我的奋斗目标是争取成为上海响档。因为上海是中国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戏曲的名
角，说书的响档都云集上海。一个说书人只有在上海的书场受到听众欢迎，走红了，才能称为上海响档，他到码头上去，
人家会说他是‘上海先生’
，从而号召力倍增”27。他本人就是上海 40 年代的“七煞档”、50 年代的“四响档”之一。
综合以上列举的六点，可以断定从太平天国战争起到 20 世纪的 20 年代，评弹的中心已逐渐由苏州转移到上海，
其标志则是上海光裕社的建立。1924 年经常在上海演出的光裕社成员建立光裕社上海分社，由光裕社的副社长朱耀
庭担任上海光裕社的首任会长。据《申报》是年 8 月 24 日载，社员“已经有 200 余名矣”（一说社员共 50 多人）28。
光裕社上海分社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提高了评弹艺人在上海的社会地位。如，《申报》1933 年 5 月 26 日载《东方书
场会串书戏》
：
“说书界中人，年来颇知热心公益及爱国，如前岁之水在赈款，去岁一二八之捐款，均有会书筹款之举，
月之二十七、八、九，三日复有光裕社旅沪全体社员，在东方书场会串书戏《白蛇传》，以助航空救国之盛举”
。评弹
中心转移到上海后，直到 20 世纪的 60 年代，在上海这一移民城市的多元地方戏曲文化中，其受众始终占第一位。
评弹中心转移到上海时，正值电台广播在上海兴起。借助上海国际大都市的位势，借助上海的科技优势，评弹
进一步扩大传播圈。1924 年（按，正与上海光裕社成立同年）开洛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电台开始办评弹节目。
《申报》
1933 年 11 月 4 日载微言之《聆余漫谈·国内播音界之现状》：
“十三年夏，开洛公司成立，先造一百瓦特的播音室，
后增加电力至二百五十瓦特。此为上海有正式播音台之始。……有人批评上海各电台的播音节目，只有十个字，叫做：
“有电皆广告，无台不说书”
。这话虽觉言之过甚，但是多数的电台，却是这样的情形。……一到下午，说书节目，便
陆续开始。待到晚上，听到的不是唐大爷和秋香，便是樊家树和沈凤喜。说书先生一面叮叮咚咚的弹着三弦，一面逼
紧着喉咙唱着词句，这时上海差不多要变成说书世界了”。到 30 年代，上海已有 20 多家电台播送评弹节目，“每天评
弹节目各电台加起来有 103 档，每档 40 分钟，总数是 4120 分钟，相当于一个电台 24 小时连续广播三天的时间”29。
在电台电台播送最多的是弹词开篇，
“自从无线电流行，家家户户，整天价丁丁当当，只听见那弦索之声 ；说书先生
们总算拜着物质文明之赐，做了好一响的好买卖，附属品的开篇，也就跟着时髦起来”30。有一则无线电台开篇描述
了评弹与上海社会生活的关系 ：
“无线电台最是奇。发音一室各方知。春江一地千千万。只算得户户家家有电机。广
告随时能播送。胜如报纸逐家递。所以是公司商号吹嘘法。假座电台唱弹词。弄得来说书先生忙碌碌。这歇东来晚歇
西。有的是播送新书资号召。有的是仍然唱老书。有的是嗓子响。有的是喉咙低。唱唱弹弹带滑稽。齐东野语原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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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人才子使人迷。有的人却要新书唱。请人编辑古传奇。于是文人也要心思用。洋烟连吸把神提。这都是新奇事业也
投机”31。30 年代的《申报》和上海各家报纸都有大量篇幅刊登评弹节目广告。这些广告往往又与商业广告结合起来，
如《申报》1933 年 7 月 5 日《汪裕泰茶号播音》：
“上海汪裕泰茶号，为酬答惠顾诸君盛意起见，特请朱、赵假座明
远电台，每晚六时至七时，播送《玉连环》
，今因便利无线电听众起见，特登本报本埠新闻中特别广告一则，可由听
众随意选择节目，时间、艺员，填入广告剪下，请寄上海福煦路 197 号，惟本月二十日截至投标，由朱、赵二位宣布
揭晓后，多数为决定，准于下月一日起假座明远电台播送”。
又如该报 1933 年 7 月 16 日
《播音台中之明星节目》：
“明星花露香水，为四马路中西大药房著名出品，以其香味优雅，
效力伟大，为夏令家居旅行必备之香品，该药房为酬答惠顾仕女起见，特于广播电台，自今日起，播送名作家陈大悲
得意杰作《小金刚钻》
，并吴筱舫、吴莲舫《白蛇传》。原有明星花露香水节目，沈勤安之《双珠球》，仍照常播送”
。
可见，听评弹已成为上海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经济与文化的互动，使评弹借助电台以强劲的势头笼罩上海城市的空间，
并传播至“南抵嘉兴，北达武进”这一明清以来的评弹文化地图之外。
30 年代评弹在其发展的黄金时期甚至突破了苏锡常嘉湖的边界，其影响北达南京，南抵宁波。《铁报》1936 年 5
月 24 日载《三徐入京——接醉疑仙的缺》
，就披露了新设南京书场的热闹情景 ：
“南京杨公井吴园，是首都仅有的苏
派书场，据说生意之盛，不在凤鸣阁之下。上月他们请了醉疑仙、醉霓裳赴京弹唱，听众益形拥挤。醉剪书后，现在
又请去了徐雪行、雪人、雪月三个档的《三笑》
。徐等近来在上海唱得很红，叫座力并不在醉家姊妹之下，所以此去
很多着光明前途。醉疑仙在吴园弹唱的时候，因为生意太好之故，场址陈旧，不胜重压，被警局出面干涉，被准售茶
一百壶，逾此受罚。该园受此限制乃亟思迁地为良，现已在户部街六十二号觅辟新场子，地位视前广一倍，建筑也较
新颖，座位用具完全改良。这次三徐前去，就在户部街新址中作处子弹唱”。但是，要指出的是，“南抵嘉兴，北达武
进”的评弹文化地图是成片的，而属官语区的南京和同属吴语区的宁波，只是点状分布，她们的存在主要是依赖于“南
抵嘉兴，北达武进”的吴语核心区移民。
三
1949 年是一个转折点，评弹艺人开始组织化，加入集体或国营剧团。1951 年 11 月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苏州
市新评弹实验工作团率先成立。评弹的传承也由师徒关系改变为学校或学馆。评弹进入第二次高潮，“五十年代，巅
峰时期上海每天有 3 万多人现场听评弹，最多时有 8000 多人排队等待买票”32。借助政治或组织力，评弹的传播力
进一步增强，从而越出评弹文化地图的边界，甚至抵达域外。
但是，新时代评弹的空间传播仍呈点状发散，其类型有二。一是外发为主的，其受众并非吴语区移民。如 1952
年评弹走出国门来到朝鲜战场，当时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有三位演员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华东分团的文
工团，他们是唐耿良、朱慧珍和陈希安。据唐耿良的回忆录说 ：
“未料文工团正在集合之时，传来一个信息，评弹是
用苏州话说表的，部队中北方人居多。苏州话听不懂。这个节目要撤下来。我闻信立即向领导表明，说白我们改用普
通话，唱词可以打幻灯字幕。完全可以让战士听得懂。领导同意了我的设想，我们三个人马上改换用国语排练”33。
评弹的传播在超越吴语核心区边界后，最大的问题是语言问题，所以在朝鲜的演出只能用国语，这在一定程度上牺牲
了评弹的特色。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 1998 年 1 月唐耿良受邀参加中国曲协举办“中国评书评话名家展演”时，他用
国语表演了《三国·张飞闯辕门》
，
“节目演完，中宣部长丁关根，文联主席周巍峙等上台慰问演员，丁部长和我握
手，问我 ：
“为啥勿说苏州话？”我说“怕北京人听不懂。”丁说“味道呒不哉”。我想我一说苏州话，一千多人像听
“阿根廷话”
，听不懂啰唣起来，那才没有味道呢”34。评弹在最兴盛的时期，评弹团体和书场也曾在边界之外的吴语
区安营扎寨，上世纪 50、60 年代发展到绍兴，70、80 年代曾发展到宁波、金华，同时还向非吴语地区扩展。1960 年
南京也成立了江苏省曲艺团，书场也增多了。文革前江苏苏北“ 除启东、海门早有书场外，扬州也有过苏州评弹的
书场”35。但是，除了江苏曲艺团之外（因南京大码头，有大量吴语核心区移民），大都未能坚持住。
二是内生型的，受众是吴语核心区的移民，他们对评弹的欣赏是以“异乡客”的文化记忆为目的。1949 年以后
大量地支内或工厂内迁的上海人，也带动评弹走出吴语区。如“1961 年（上海）评弹团去中南等地巡回演出，在长沙、
南宁、桂林等大城市演出时，听众大多是由上海内迁支援当地工业发展的人，苏州话都能听懂，演出效果也好”36。
改革开放后，国力强盛，评弹在域外的传播力大大增强。上海与苏州的评弹艺人去过日本、新加坡、越南等近邻，也
远走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但是大多因为没有当地评弹票房的呼应，缺乏后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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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评弹在纽约的传播是最为成功的。改革开放后众多的江南新移民来到美国，他们与江南老移民组成一个庞
大的群体，他们有着重建文化记忆符号的强烈需求。当着移民中的专业评弹艺人和非专业评弹爱好者与江南地域性的
组织结合起来，建立起长设的评弹票房后，评弹在移居地的传播就会有强大的后续性。评弹在纽约的核心人物是美国
上海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商人郑士英。郑士英先生高中就读于上海比乐中学，中学时代就是校评弹小组的骨干，
1964 年毕业后缀学，
80 年赴美国谋生，
仍不减热爱评弹之初衷，是个能编演弹唱的票友。1997 年的感恩节（12 月 26 日）
美国上海联谊会邀请上海评弹艺人杨振言、旅居美国的侯小莉和票友们共同演出。次日的《世界日报》以《纽约上海
人谈笑饮茶欣赏评弹——上海联谊会办活动 会中演唱多首家喻户晓家乡调子》为题作了报道 ：
“感恩节的长周末，纽
约的上海人另有一种庆祝节日的方式。美国上海联谊会昨举办了一场上海评弹演唱会，观众们在饮茶和谈笑中欣赏家
乡的评弹艺术。上海评弹是大上海地区传统的民间曲艺，也成了旅居纽约的上海籍人士每年庆祝感恩节的一个娱乐形
式。观众们围着桌子，一边品尝花生和桔子等小食，一边不时随着评弹表演者吟唱评弹小调，也不时为精彩片段大声
喝彩。曾在大陆上海评弹团专职演唱评弹的资深演员杨振言，昨天趁在纽约访问期间特别应邀参加演唱会”。宝玉夜
探一段评弹，
“勾起观众对家乡传统戏曲的记忆，在场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在原苏州电视台主持人钟志平的主持下，
评弹演员热烈登场。上海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郑士英演唱了战长沙，又在观众强烈要求下演唱了他用英语编的一段评弹
调。上海著名评弹赏侯莉君之女侯小莉昨天也演唱了侯调开篇，刘重元演唱鶯鶯操琴，陈德兴的呆大照镜等，都是上
海和苏州一带家喻户晓的评弹调子。演奏会之后，主办单位还公开邀请上海评弹著名演员陈希安明年到纽约演唱”
。
同一天的《侨报》纽约社区新闻也以《华埠举办评弹欣赏聚餐会，旅美名家呈献各派琵琶艺》为题作了报道 ：
“
‘吴侬
软语唱不断，半巷尽是琵琶声’
。来自大纽约地区的数十位旅美苏州评弹艺术家和评弹票友及爱好者们欢聚一堂，以
一场精彩的书唱会让久违的家乡父老们在异国的土地上重温了苏州评弹这一‘中国最美的声音’”。“美国上海总商会
理事尹述平表示，十分难得能在异国他乡听到这样高水平的评弹演唱，整场演出他完全陶醉在民族文化的无穷魅力之
中。他说，随着新移民的不断拥入，评弹在海外也拥有越来越多的听众和更加广阔的市场 ；他希望旅居海外的评弹名
家能够继续推陈出新，经常举办这类的演唱会，以解游子的乡愁”。这二段报道告诉我们，书场、说书人以及置身其
中的天涯羁客，勾起对家乡的记忆，纽约重构的苏州书场场景，解了游子的乡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郑士英首创的英
语开篇 37，歌颂了上海人在美国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爱国爱乡的高尚情操，对于凝聚旅美上海人的人心起了很好起
的作用。开篇用英语吟唱，也扩大了评弹在移居国的影响。1997 年 12 月 28 日的《世界日报》纽约华人新闻又透露
了一则新闻 ：
《上海联谊会评弹表演迎新年，会中宣布成立纽约国家评弹票房》：
“候任理事长阮国芳则当场宣布旅居
纽约的评弹爱好者，
决定成立纽约国家评弹票房。杨振言、张振华和荘凤珠等对于该评弹爱好者组织的成立表示祝贺”
。
此刻，纽约已成为评弹的常设“码头”之一。评弹在域外的传播，对身处纽约的江南人来说意义颇大。海外华人由于
远离故土，在文化的意义上已经成为不在场者。借助于评弹演出使文化缺席者们重新成为与本土文化保持联系的在场
者。
建立评弹票房是使评弹码头长态化的举措。据郑士英先生向笔者提供的资料，上海联谊会纽约国际评弹票房的组
织结构是由海外艺术顾问 ：杨振言、余红仙、张振华、荘凤珠 ；北美艺术顾问 ：唐耿良、蒋云仙、尹继芳 ；艺术指导 ：
李燕燕 侯小莉 华梦 赵菱菱 俞震飞 王瑾 刘敏 ；名誉主席 ：耿英浦（美国上海联谊会会长）；艺术总监 ：夏镇华 ；
总干事 ：郑士英 ；副总干事 ：陈德兴 ；干事若干人组成。其中艺术顾问与北美艺术顾问中除了尹继芳原是苏州昆剧团
的小生演员，其他都是大陆和旅居海外的评弹专业演员。尹继芳是蒋月泉的外甥女，与评弹也是血肉相连。艺术总监
与总干事、副总干事都是票友。夏镇华已七十岁能弹琵琶弦子，唱徐调。陈德兴，胡庆余堂小开，曾拜张鉴庭为师，
与蒋云仙相识，文革中都在上海烟酒糖业公司工作。纽约评弹国际票房等民间组织是由一群传统文化的爱好者自发组
建的，并与上海评弹国际票房建立了姐妹关系，在他们的联络下，每年都会有江南的评弹艺术家到纽约跑码头。评弹
这一苏州、上海、江南的文化记忆符号，年复一年使身居海外的纽约华人又成为本土文化的在场者。我们列举纽约评
弹国际票的活动如下，就中一窥评弹场景对于江南人的特殊意义 ：
1998 年 1 月 12 日《明报》载《交流迎春演唱会华埠举行，上海评弹表演观众笑声不绝》，“此次演出是由中国文
化艺术协会主办，美国上海联谊会与海外电视公司协办，特别邀请到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杨振言、张振华、荘凤珠等
人来美演出”
。
“吸引了四五百名来自北美各地和纽约的观众。台上表演的艺术家唱作俱佳、台下的观众笑声不绝，精
彩的表演令人回味无穷”
。
“与其他传统戏曲在华埠演出的情形相比，昨日台下欣赏的观众十分投入，也少有嘈杂的噪
音和随意走动的情形，观众们聚精会神地聆听好久不闻的乡音与地方戏曲的表演，遇有会心之处，更是全场开心地大
笑”
。
“美国上海联谊会会长耿英浦表示，演出之前他原本担心观众人数会有所不足，但意料之外的反映非常好，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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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有这么多人来看’
。美国海外电视公司总裁罗中郞也提到，甚至有观众三天前就由外地来纽约买票，‘正宗的上海
评弹，在美国已经有三十年没有看到了’他说。
”
2002 年的父亲节，美国上海联谊会举办评弹演唱会以示庆祝，“特别邀来了刘敏、王瑾及其他演员为会员演出。
虽然演唱会场不大，却吸引了近百名评弹爱好者欣赏，中领馆副总领事屈生武及侨务组长王海涛都出席，一时把会场
变成了热闹的小上海”38。
2002 年 7 月 28 日蒋云仙再度来纽约开码头，次日《世界日报》报道 ：
“为了避免以往大型演唱会周期长等困惑，
便以小型迷你演唱会形式举行，还将会场设计成一个小型书场，令海外的侨胞在一个舒适、亲切的环境下重温上海书
场的乡韻”39。
2005 年 5 月 22 日举办纪念陈云百岁诞辰评弹演唱会，“中领馆曠伟霖总领事、傅伟娜领事、中国银行华埠分行
经理李根宝与苏焕光、郑时甘、林华添等多位侨团领袖以及江浙乡亲九十多人出席欣赏评弹艺术”40。
2006 年 5 月 23 日晚江浙沪侨团设宴欢迎苏州评弹访团，晚宴由上海联谊会、上海总商会和宁波同乡会共同主办，
来美的金丽声、盛小云和施斌获侨团颁发“美国白玉兰杰出艺术成就奖”。“到访演员的即兴演出令听众陶醉，顿解乡
愁”41。
“上海总商会主席方关君首先祝该团的表演成功，他说评弹与昆曲都是江南的民间艺术，在多节日的岁月里，
国宝级的评弹艺术家来美国演出，缓解了侨胞对家乡的思念”42。
像纽约这样的内生型的评弹码头，正在逐年增加，如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等。这是新时代评弹空间传播的新
特色。
结语
文革对评弹艺术的摧残之烈是难以估量的。十年文革使评弹观众断层。本来对于苏州、上海和吴语核心区的居民
来说，听评弹是一种生活方式。像郑士英这样的评弹爱好者其实是中、小学生中普遍存在的。但是整整十年的动乱，
使整整一代人不知评弹为何物？文革结束后，有一个短暂的评弹黄金期，久违的评弹让老听众如痴如醉。但是当着老
听众老了，新听众却接不上来。评弹成了老人的专利。诚如杨振言所言，“现在苏州和上海等地，花上几块钱进书场，
沏上一杯清茶，看评弹表演，仍是一些老年人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43。评弹票价的低落，又使年轻的说书人难以安心。
评弹听众的老龄化使评弹的中心上海经历了失忆的过程，听评弹作为市民的生活方式逐渐淡化。评弹的中心正在回归
苏州。敬业的老说书人一个个老去，今年 4 月 21 日评话艺术家唐耿良逝世，著名学者邹逸麟先生感叹说 ：
“响档的
时代结束了”
。评弹虽还不至于沦落到“礼失求诸野”的地步，但是中心区的冷落和江南移民集中地的热闹，多少证
明评弹作为苏州上海江南的文化记忆符号是不会消失的。
我们说到了纽约，再来看相邻的香港和台湾。1949 年使 “独在异乡为异客”江南人顿生浓郁的思乡情结，这给
评弹在境外的传播有了更大的空间 44。1962 年上海评弹团受命赴港演出。苏州城市文化记忆的符号在香港江南人中
産了强烈的反响，
“乡音慰相思，乡情暖人心。听众江南人居多，有的住在山上，要子女开车送下山，书场里都是讲
苏州话和上海话，好像回到了江南，有人说‘听台上说书都是苏州话，听听就觉得惬意’”45。此后，上海、苏州评
弹团多次赴港演出。最初到台湾的访问演出则是 1998 年了，据弹词艺人盛小云回忆 ：
“1998 年的 3 月，是 50 年来祖
国大陆的苏州评弹在台湾的第一次公演。……整场演出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而且当我们谢幕的时候，那台下观众
的掌声是我从艺 20 多年来最热烈、也是最长久 的一次，真可谓经久不息。……一位 80 多岁的老太太在儿子的搀扶
下走上台来，只见她满面热泪——原来她是苏州人！离开家乡已经整整 50 年了，以为这辈子再也听不到乡音了，没
想到有生之年能在台北听到这样纯正的苏州评弹”46。
大陆的情况也是如此。远离江南的北京，一批热爱评弹的移民，于 2006 年 8 月 20 日成立了北京评弹之友联谊会。
初成立时有会员 20 来人，经过三年的发展，现有已经有会员近百人。其中有十几对夫妻挡，他们大多是 六、七十岁
的退休老教授、专家学者、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工程师，都是有几十年书龄的老书迷。三、四十岁的中青年也有五、
六位，他们虽然称不上老书迷，但对评弹非常热爱。其中还有侨居北京的专业人士，如从小就学唱评弹，在上海票房
享有盛名的，原总政歌舞团琵琶演奏家的李国魂先生、1961 届上海评弹学馆毕业的褚津非女士、毕业于苏州评弹学
校，后为太仓评弹团专业演员的景晔静女士等。三年来联谊会基本上每月聚会一次，有时根据需要半个月活动一次，
至今共活动了 41 次，其中包括一次演唱会，一次与苏州评弹团的联谊会。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欣赏评弹声像资料、
评论和分析、学习弹唱和开演唱会等 47。北京评弹之友联谊会成员不断下江南，学习取经加强与本土的联系。这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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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境外点状分布的评弹文化记忆符号，反过来对上海、苏州、江南本土的评弹发送热量，呼唤着评弹的复苏。
评弹的空间传播与时代变迁间的互动关系，为我们考察明清以来尤其是近现代中国文化社会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
角。
本文为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研究成果，编号 SJ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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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要旨

鴉片と近代中国社会
蘇 智良
鴉片は近代中国において輸入価格の最も高額な商品であり、中国近代社会の歩みに深刻な影響を与えた。鴉片は
中国人の生活を改変し、中国人の思想観念を改変し、中国社会と歴史の方向性をも改変した。鴉片は吸引者に強烈
な刺激をもたらすと同時に、数千万もの中国人たちを苦難の深淵へと陥れた。
第一に、近代中国に莫大な規模の鴉片経済を形成させた。清代中期以降、鴉片輸入量は急激に増加し、1880 年
代には最高潮に達した。それと同時に、近代士大夫たちの「外国鴉片利益の漸次分割」という号令の下、ケシ栽培
と国産鴉片の生産が激増していった。1929 年から 1934 年にはケシ栽培が最大となった。その後は次第に好転し
ていったが、抗日戦争時期には再び鴉片が氾濫し、1949 年まで持続した。西南地区を中心として全国を網羅する
鴉片流通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形成された。
鴉片を輸送する運送業者はそのほとんどが鴉片商人と哥老会と混成であり、
時には土匪や地方の軍隊が参与することすらあった。鴉片販売による巨利はいかなる業種も及ぶものはなく、まさ
にその巨利の為に大きな権力を握った軍人、政治家や、四方八方の土匪や強盗、諸地域の帮会（秘密結社）ややく
ざから、地回り、土豪、妓女やばくち打ち、方士（方術士）や占い師にいたるまで鴉片産業に手を染めないものは
なかった。ケシの栽培も鴉片の流通も、最終的には人々が消費し、人々が吸引す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る。中国の都市
や農村では、土行（鴉片の販売店）や煙館、燕子窠（いずれも鴉片窟）がないところなどないかのようであった。
1926 年には、上海フランス租界の燕子窠だけで少なくとも 6000 軒余りが存在し、次年には 8000 軒に増加した。
第二に、鴉片と中国政治について。少なからざる中国国内外の社会階層と政治勢力が鴉片交易に参与した。租界当
局は鴉片貿易の重要な受益者であった。上海を例に挙げると、鴉片業の繁栄はただ土行や煙館だけに支えられてい
たのではなく、租界勢力の外、その背後に二大支柱が存在した。それは軍閥と青帮（帮会の一つ）、やくざなどの
裏社会である。
袁世凱の死後、軍閥各派は強固な地盤を築くために領域を奪い合い、競い合って軍隊を拡充したために、軍人の
数は日増しに増加していった。では、このような巨額の軍費はどこから捻出するのか。こうして各路の軍閥は期せ
ずして鴉片を利用しようという考えで一致した。ケシの栽培は一部の地域を除いてほとんど全国各地での栽培に適
応し、ほとんど唯一の高利潤作物であった。この人の命を奪う財源があってこそ、銃弾を買い入れ、軍隊を維持拡
大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ある。そうして一旦実力を蓄え、羽翼を大きく育てると、軍隊は戦争を起こし、さらに広
大な地盤を占領し、拡大した地盤の上にさらに大量のケシを栽培し、更に多くの鴉片税を獲得したのである。この
ように、鴉片税―武装―地盤は中国軍閥割拠の三つの切り札であった。軍閥割拠の政権と鴉片交易の長期にわたる
共存は、近代中国社会における奇妙な現象であった。
1927 年に南京政府が成立すると、蒋介石の中央政府は鴉片を最重要視した。特に鴉片の販売を特業とし、鴉片
を特貨とし、そこから徴収される税金を特税とした。日本の侵略時期にも、鴉片から大量の利益を強奪した。
第三に、鴉片と中国人の生活について。鴉片吸引者は持続的に増加し、1835 年時には、200 万人以上にのぼった。
職業から分析すれば、ほとんどすべての職業、階層を網羅し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1880 年代の外国産、国産鴉片
の総量から推定すると、鴉片吸引者の人口はおおよそ 2000 万人におよび、総人口 4 億 2000 万人の 5% を占める。
吸引者には官僚階層も含まれており、鴉片は清軍の中枢に浸透していたのである。民国時期の官府の吸引者はしご
くありふれたものであった。四川省各県の国民党県党部は民衆を指導する執政部門であったが、彼らはまっさきに
民衆に鴉片吸引を指導した。各種の富裕層は鴉片吸引をみずからのステータスを顕示する手段としたのである。同
様に、一般民衆の吸引も非常に普遍的なものとなっていった。価格の低下にともなって、鴉片は奢侈品から一般労
働者の生活「必需品」となっていった。鴉片は中国人の生活様式と思想に深刻な影響を及ぼしたのである。
中国近代において、
鴉片は市場流通上、
最も基本的で最も重要な商品のひとつであった。鴉片と金は同価値であり、
一般的等価物となりえた。未精製の鴉片は「黒糧」と呼ばれた。鴉片吸引は全民族 16.8% の人々の生活に不可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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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ものとなり、50% 以上の中国人にとって生計、生活上、程度の差こそあるが依存性のある薬物であり、多種多
様な鴉片税はますます中央、地方財政上重要な財源となってきており、様々な政治勢力がケシの栽培地や鴉片の輸
送ルート、鴉片税を争奪して連年互いに争ったのである。百年におよぶ中国近代史上、鴉片の影響力は誠治、経済、
軍事、外交、民衆生活など社会の各領域、官僚、兵隊や商人、知識分子、学生、農民、都市労働者などの各社会階
層に浸透していた。鴉片はあたかも存在しないところはなく、存在しないときがないかのごときであり、すでにし
て中国社会構造上の悪性腫瘍となっていたの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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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与近代中国社会
苏 智良
内容提要
鸦片是近代中国进口货值最大的商品，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鸦片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改变了中
国人的思想观念，也改变了中国社会和历史走向；鸦片烟在给吸食者带来强刺激的同时，也将数千万中国人拖入苦难的深渊。
第一，在近代中国形成了庞大的鸦片经济。清中叶后，鸦片进口急剧增加，在 19 世纪 80 年代达到高潮。与此同时，
罂粟种植与土烟生产在近代士大夫们“稍分洋烟之利”的口号下而剧增猛长。1929—1934 年间，为罂粟种植最多的年份。
此后稍有好转，但抗日战争时期再度泛滥，直到 1949 年。以西南地区为中心，形成了遍布全国的鸦片运销网络。运送鸦
片的马帮大多是烟商、哥老会的混合体，有的还有土匪或地方军队参与。贩毒之利丰可以说任何行业无出其右，正因为利
丰，因此，握掌大权的军政人物，四面八方的土匪强盗，三山五岳的帮会流氓，以及恶霸土豪，妓女赌棍，方士相师等等，
无不染指烟业。罂粟之种植、鸦片之贩运，最终需要有人消费，有人去吸食 ；在中国城乡，土行、烟馆、燕子窠，几乎无
处不在。1926 年时，仅上海法租界的燕子窠至少已有 6000 余家，次年又增加到了 8000 家。
第二，鸦片与中国政治。不少中外社会阶层和政治势力参与了鸦片的交易。租界当局是鸦片贸易的重要得益者。以上
海为例，繁荣的鸦片业，并非只有土行烟馆在支撑着，除了租界势力外，还有其背后的两大支柱：军阀以及青帮流氓黑社会。
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为巩固地盘争夺中国，竟相扩充军队使军人数量与日俱增。如此巨量的军费从何而来呢？各路
军阀竟不约而同地打起了鸦片的主意。罂粟的种植除个别地区以外，几乎适合全国各地栽种，而且它是唯一的高利润的农
作物。有了这个生死攸关的财源，就能购置枪弹，维持与扩大军队 ；而一旦实力充足，羽翼丰满，军队便能发动战争，去
占领更广阔的地盘，并在扩大了的地盘上种植更多的罂粟，收得更多的鸦片税。这样，烟税——武装——地盘，便成为中
国军阀割据的三大法宝。军阀割据政权与鸦片交易的长期共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奇持现象。
1927 年，南京政府成立，蒋介石中央政府对鸦片最为重视。特令以贩运毒品为特业，以鸦片为特货，从中抽取的捐
税就是特税了。日本侵华时期，也从毒品中攫取大量利税。
第三，鸦片烟与中国人的生活。吸食者不断增加，1835 年时，中国吸食鸦片者在 200 万人以上。从职业上分析，几
乎包罗各种职业、各个阶层。根据 80 年代的洋药和土药的总量推算，吸食鸦片的人口约为 2000 万，占全国总入口 42000
万的 5％左右。吸食者包括官吏阶层，鸦片也深入到清军的骨髓。民国时期的官府抽吸者十分普遍。如四川各地的国民党
县党部，是领导民众的执政部门，它首先领导民众吸烟。各类有钱人以抽鸦片烟为显示阔绰的手段。同样，一般民众吸食
也很普遍。当鸦片烟价格下降，从奢侈品成为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鸦片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
在中国近代，毒品成了市场流通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商品之一，毒品与黄金同价，鸦片可充当一般等价物，烟土被称
为“黑粮”；吸毒成为全民族 16．8％人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50％以上的中国人的生计、生活不同程度地依赖毒品，
而五花八门的烟税更是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夺罂粟种植地、鸦片运输通道和烟税而连年混
战 ；在百年近代史上，毒品的影响力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众生活等社会各个领域和官僚、士兵、商人、知
识分子、学生、农民、城市劳动者等社会各阶层。毒品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机体上的一个毒瘤。

鸦片是近代中国进口货值最大的商品，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鸦片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改变
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也改变了中国社会和历史走向 ；鸦片烟在给吸食者带来强刺激的同时，也将数千万中国人拖入
苦难的深渊。1
一 鸦片经济
1“洋药”进口与鸦片泛滥
清中叶后，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政策，也由于吸食法的东渐，烟毒日炽，吸食者增加到
200 万人。中英之间关于鸦片贸易的矛盾与冲突，终于酿成了 1840 年的鸦片战争。随着中国的失败，鸦片如潮水般
地涌入中国，被称为“洋烟”的外国鸦片在 19 世纪 80 年代达到了最高潮。
从 1800 年到鸦片战争前夕，
外国共向中国输入鸦片达 638119 箱，价值 6．01 亿银元。2 战后，鸦片走私迅速得以恢复，
并很快超过战前的数量。到 1880 年。印度鸦片的出口量达到 10 万箱，估汁有 80% 以上流入中国，若加上波斯等其他
国家的鸦片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已接近 10 万担。此后，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每年维持在 5—6 万箱之间。19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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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英国被迫与清朝政府签订禁烟条约，每年递减一成，到 1917 年禁绝。但到 20 年代
后，中国军阀混战，毒品再度泛滥。外国的毒品也再度大举侵入中国。除了印度、土耳其等国的鸦片每年仍有大量走
私进入以外，日本等国还组织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的走私。这样，尽管海关统计中的鸦片贸易已经消失，但实际
上毒品的输入比昔日有过之而无不及。如 1923 年，仅印度烟土入华就达 140 万磅，土耳其鸦片达 120 万磅，波斯土
达 160 万磅。1926 年据伍连德博士的估计，输入中国的鸦片为 40 吨，3 实际数字还远不止此。到 30 年代初，输入中
国的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折算成鸦片每年约达 10 万担，即 500 万公斤。抗战线束后，外国鸦片的走私有所减少，
但在上海等地，仍有大宗的毒品走私进入。外国毒品的输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停止。
2 农民与罂粟种植
与此同时，
罂粟种植与土烟生产在近代士大夫们“稍分洋烟之利”的口号下而剧增猛长。鸦片战争前，西南的云南、
贵州、四川，西北的甘肃、陕西、山西等地，罂粟种植已较为普遍。4 较早记载云南种植罂粟的是乾隆元年（1736 年）
出版的《云南府志》
。云南天热多雨，
是裁培罂粟的理想地，因此“滇省沿边夷民向有私种罂粟”。5 该地出产的云土（又
称南土）在土烟中为上品，产量也急剧增加。1839 年云贵总督伊里布在一篇奏稿中提到，一次就缉获烟土 12000 两。6
至迟在道光元年（1821 年）时，涪陵一带已弃粮种烟了。所产人称川土，据史料载 ：
“川省五方杂处，间有吸食鸦片
烟之人，会理洲、平武县一带，毗连番界，尚有种植罂粟花处所。”7 从此不仅“川土见盛”。道光十九年（1839 年）
已是“遍栽罂粟，熬炼成土”了。8 贵州巡抚贺长龄奏称：
“黔省民、苗杂处。多有栽种罂粟熬膏售卖之事。外省奸商，
每于栽种出土之初，亲来看估，预付银两，乡愚唯利是图，甘蹈法网，……现据朗岱、普定、清镇、贵筑等厅县先后
查明民、苗私种者，或数亩、十数亩不等。此外，各州县地方栽种牟利者，尚不知有几。”9
1882 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描述当地的毒况说 ：
“晋民好种罂粟，最盛时竟有二十多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
儿子无县无之，致使亩无栖粮，家无储粟。垣曲产烟最多，灾时饿死的人也最多。近交城大种，粮价最高也是交城。
”10
交城的“平下三十五村，
除二十三村不种，
四村铲锄外，其最多之八村……多至三干余亩。”11 可见土烟种植情况之严重。
自 70 年代以来，陕西的秦川八百里，尤其渭南土地肥沃，所产鸦片质量可与印土媲美。但因遍植罂粟，粮食反而要
贫瘠的渭北供给了。12 豫陕交界的荆紫关，特产土烟，所以“吸烟者十有四五”，13 甘肃是在道光末年才引种罂粟的。
最初“购种于陕，要试种之，居然成熟。凉州之武威、古浪所属大靖，产烟量多，其味亦浓”。于是，到咸丰时期，
“各
县皆种矣”
，14 皋兰五泉山和武威所出竟成了地方名产。
最荒唐的是，如果农民不种罂粟，就要缴纳“懒捐”，其发明权属于四川军阀。l923 年，川军第 1 军俞华炜强迫
驻地三台县农民种植罂粟，对违令拒种罂粟的农民征收“懒捐”，此例一开，各地政府军阀纷纷仿效，如在陕西，不
种罂粟的要交纳“白地款”
、
“空土税”
。福建军阀也规定，农民不种罂粟者，须交同样多的烟税。
从中国罂粟种植史来看， 1929—1934 年间，为罂粟种植最多的年份。此后稍有好转，但抗日战争时期再度泛滥，
直到 1949 年。
2 鸦片的运输
云、贵高原上的罂粟长在崇山峻岭之间，那里不通公路，也无舟楫之便，只有靠马驮装载外运。“山间铃响马帮来”
，
这马帮就是运输鸦片的。西南为鸦片主产地，以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了遍布全国的运销网络。据云南省档案
馆所藏资料载 ：20 年代，云南年产鸦片约 6—7 万担，折合为 6000 万两，每驮重量为 l000 两至 1200 两。平均每年
运往两湖约 2400 驮，运往两广为 1200 驮。
运送鸦片的马帮大多是烟商、哥老会的混合体，有的还有土匪或地方军队参与。他们三五成群，每人都随身带有
武器，规模大的马帮，甚至配备轻重机枪，进行武装押运。马帮的口号是：
“典田卖地，将本求利；有人挡道，人头落地。
”
云贵川的鸦片外运路线主要有以下 8 条 ：1．云土、黔土经遵义、桐梓到重庆，由长江至宜昌、汉口、上海等地。
2．经贵州东部黄平入湖南洪江，再由洪江一路沿沅水、沅陵、常德到汉口 ；一路陆路至宝庆、长沙、武汉 ；另—路
走零陵、衡阳等地。3．从云南富州经广西靖西，下龙州，转钦州、廉州。4．由云南广南，或由贵州兴义、安龙到百
色集中，然后下南宁、梧州入广州。5．从贵州北盘江一带入广西红水河，经都匀，或由武鸣出南宁，或经宾阳下玉林。
6．由贵州都匀、独山等地入南丹、宜山，下柳州 ；或由贵州榕江下柳州，经桂林、平乐，东至湘南、赣南。7．云土
经西康转四川成都等地区。8．川东之土沿长江下宜昌、汉口、上海。
贩运者有马帮、哥老会、土匪、贩夫、船运业等。贩毒之利丰可以说任何行业无出其右，正因为利丰，因此，握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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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军政人物，四面八方的土匪强盗，三山五岳的帮会流氓，以及恶霸土豪，妓女赌棍，方士相师等等，无不染指烟业。
中华国民拒毒会曾调查 17 个省 120 个县的 176 名鸦片贩子，分析其社会属性主要有 6 类，第一类为商人，占 23．8％，
他们为逐利而铤而走险。第二类为警察和公务员，占 6．2%。第三类为军人和退伍兵，占 13％，这两项相加约占五
分之一，他们多利用权力牟私，而且能量颇大。第四类为土匪、流氓、游民、青红帮，占 37．6％，他们无疑是贩毒
的主力。第五类为土豪劣绅，占 9．1％，这些农村的恶霸也依仗权势胡作非为。第六类为烟民、水手、妇女、小孩、
农民、回教徒等，占 10．2%，大多是为生活所逼或为吸烟所累。15
3 土行、烟馆、燕子窠
罂粟之种植、鸦片之贩运，最终需要有人消费，有人去吸食 ；1918 年前后，各地在军阀的统治下，已公开售吸，
虽然有些地方还羞羞答答地挂上块“戒吸所”的牌子，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于是清末那种烟馆林立，举国狂吸
的景象再现于神州。
如重庆市曾规定烟馆只准营业至晚上 11 时，岂料，该市禁烟促进委员会竟呈文当局，声称 ：
“现秋尽冬临，昼短
夜长，本市各公寓（烟馆之雅称）营业时间，限于午后十一时收闭，以致影响营业，多有倒闭逃扬者，拟请展限一小时，
定为午后十二时收闭，俾便营业。
”16 禁烟者为业烟者说情，真乃天下奇闻了。上至军政大员，下至苦力脚夫，人人
烟容满面。全川各处的铺店有“买饭则无，购烟则有”17 之语。
20 世纪初，
私设的烟铺——燕子窠在上海应时而起。燕子窠比烟馆略小，陈设也较简单，当然价格也比烟馆要便宜，
它满足了上海数十万瘾君子的需要，因此风靡一时，1926 年时，法租界的燕子窠至少已有 6000 余家，次年又增加到
了 8000 家。
二、鸦片与政治
不少中外社会阶层和政治势力参与了鸦片的交易。租界当局是鸦片贸易的重要得益者。
自 19 世纪 50 年代起，鸦片贸易一直是上海的主要行业之一。不仅是洋烟倾销的最重要的市场，而且自土烟出现
后又成为国产烟土的集散地。无论是南市、闸北，或是法祖界，还是公共租界，到处都是土行密布、烟馆林立的特殊
风景线。随着清末中国的禁烟，英国迫于压力，自 1909 年起在公共租界实行分阶段的禁烟，到 l914 年界内的烟馆才
基本关闭。从此公共租界的繁华“烟景”不复再现。这时，历来藏污纳垢的法租界虽也曾虚应故事，限界内烟馆在 8
个月内分 4 次抽签关闭，实际上挑膏店与土行依然如故 ；不仅如此，法租界还抓住公共租界禁烟的良机，向土业巨头
发出邀请，于是，各种土行、烟馆、燕子窠等纷纷南迁，从而促进了法租界鸦片行业的空前繁荣，使它成了中国乃至
世界上烟毒最烈的鸦片黑窝。
在法租界的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附近的中华里、宝裕里、宝兴里一带，是名闻遐迩的烟土中心市场。如中华
里的伟记、宝兴里的怡成、紫来街的郭煜成、老源余、郭源茂等皆是其中的名店。而菜市街、八仙桥一带也土行林立。
直到 1925 年还有郑协记、三兴、泰丰等 36 家大土行在营业。
为了应付舆论，法租界宣布烟馆一律停闭，实际上部分转入地下，法租界鸦片业的畸形繁荣，使公共租界也颇为
眼红，土商曾向工部同条陈说，公共租界因禁烟每年损失 200 万元的财政收入，要求开禁，土商还进一步指出说，鸦
片业的兴旺还可使一般富户糜集界内，蓄肥水而不外流，对租界的繁盛将有很大的作用。18 公共租界当局虽不敢明目
张胆地开禁，但界内的地下贩毒活动，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如此繁荣的鸦片业，并非只有土行烟馆在支撑着，除了租界势力外，还有其背后的两大支柱 ：军阀以及青帮流氓
黑社会。
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为巩固地盘争夺中国，竟相扩充军队使军人数量与日俱增。1914 年时，中国陆军不过 45．
7 万人，1918 年增至 85 万人，到 1919 年初又扩大到 138 万人。19 这个数字尚未包括地方杂牌军在内。
随着军队的扩充，争夺的加剧，战争的频繁与扩大，军费开支必然增大。1893 年时，中国的军费开支为 1560 万元，
1910 年达 1．02 亿元 ；而辛亥革命后仅北洋系统的军费开支，1916 年增至 1．5291 亿元，1918 年上升到 2．03 亿元，
1925 年更增加到 6 亿元。20
如此巨量的军费从何而来呢？由于农业的衰败，工商业的凋敝，政府的税收能力已达到了极点，不能再提供更多
的税金。占据在首都和重镇大城里的军阀，曾以借债度日，而地处四野的军队则靠滥铸硬币、滥发纸币集资 ；时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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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借债的因无力偿还而续借维艰，滥发的因失去信用而遭民抛弃。而军还在扩，仗还要打，在筹饷乏术的情况之下，
各路军阀竟不约而同地打起了鸦片的主意。
罂粟的种植除个别地区以外，几乎适合全国各地栽种，而且它是唯一的高利润的农作物。有了这个生死攸关的财
源，就能购置枪弹，维持与扩大军队 ；而一旦实力充足，羽翼丰满，军队便能发动战争，去占领更广阔的地盘，并在
扩大了的地盘上种植更多的罂粟，收得更多的鸦片税。这样，烟税——武装——地盘，便成为中国军阀割据的三大法
宝。军阀割据政权与鸦片交易的长期共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奇持现象。
为聚敛烟税，首先要劝逼农民栽种罂粟。军阀勒逼民众种烟抽税，但表面却说是体谅民疾，每至种烟季节，军政
当局即上山下乡，千方百计使农民早种多种 ：缺乏烟种，他们从别处运来 ；资金不足，他们提供贷款 ；种烟害怕被抢，
军队予以保护。于是，历史留下了不少勒种罂粟的文告。如福建某县知事告示曰 ：
“照得日昨召集全县执事团绅会议，
筹垫临时军事事宜。仰蒙师长亲临面谕，此次军费筹垫，上峰系出于万不得已之苦衷，且许以禁烟罚金扣还。原为体
念人民困难，暂弛烟禁，俾尔出款，人民能得抵偿实惠，复经本知事呈请，勿论种烟多寡，不再加征，并免除上年调
查复勘种种流弊。已蒙俯准，如尔乡民自愿种烟者，切勿徘徊观望，致误期而生后悔，切切此令。”21 而山东咨禁烟
局的劝种文告更考虑到乡民大多没啥文化，因而尽可能用浅显的文字，说话的口吻，布告称：
“各县人民，要是种多少？
就报多少，每亩认上点罚款，——十五元至二十元——任凭你们种多少，……如此行下去，人民也富了，兵饷也够了，
外国外省的烟土也就不多来了。那些吗啡白丸……毒品，也渐渐可以消灭了。”22 于是，烟毒便在军阀的愚民政策的
软硬兼施之下，如火如荼般地泛滥开来了。
军阀就是这样靠烟税起家的。龙济光可算是“慧眼识鸦片”的民国第一人。1912 年广东都督陈炯明无力控制局面，
袁世凯任龙济光为广东宣抚使。龙济光统治广东三年，扩充兵力，军队占全国的 8％，军费支出 l914 年已达 1102 万元。
龙济光为保持收支平衡，把包庇鸦片贩运视为绝大利源，于 1915 年 4 月率先实行鸦片公安制度。
此风一开，各地大小军阀群起仿效，遂使烟毒日烈。西北的马家也是收取烟税的先驱。1912 年马麒出任西宁镇
总兵后，即积极扩军，然西宁镇人不过 50 万，地不到 200 万亩，且交通闭塞，经济落后。马麒首先成立官膏局，垄
断鸦片的买卖。他搜购陇上烟土，经甘、宁、内蒙而销往华北，然后换取军械弹药。1915 年，马熊借禁烟为名，派
军队到乐都、民和等地勒缴烟税。马麒死后由其弟马麟统治，后则由马麒之子马步青、马步芳接掌，统治西北达 37
年之久。
中国是个贫穷的农业国度，但自种植了罂粟后，她所能提供的钱财是惊人的（见表 1）。

表 1 部分省份鸦片烟税统计

省别

年份

所收鸦片烟税（元）

省别

年份

所收鸦片烟税（元）

陕西

1925

15000000（刘镇华区）

甘肃

1924

20000000

湖北

1924

15000000

热河

福建

1924

20000000

河南

湖南

1924

10000000

四川

广东

1926

10000000

山东

北京

1927

60000000

13000000
1924

3000000
30000000

1926

60000000

资料来源 ：1、《中华年鉴》，1924 年、1925 年。2、罗运炎 ：
《中国鸦片问题》，第 191 页。3、《禁烟月刊》。4、《拒毒月刊》。

鸦片烟税约占军费总支出的 40—80％。该表所列还只是公开的数字，落入各级军官口袋里的有多少恐怕是谁以
估量的了。如罗运炎所说的 ：
“湖南全省每年的烟税收入，为公的达一千万元，私入的不计其数。”23
有了巨额烟税的军阀们，
便纵横捭阖，
互相厮杀。从 1912 年到 1922 年大小内战达 139 次，这些战争多与鸦片有关。
军阀的争战绵延不绝，尤其是集中在 1925 年。是年爆发的 13 场厮杀杀，几乎都与鸦片税有关，正如唐绍仪在战火刚
刚平息后的 1926 年 1 月 11 日所指出的 ：
“民国十四年来之数次战争，均为鸦片，故可称为十四年之鸦片战争。”24
每年秋获之后，西康省政府照例贴出“鸦片流毒，危害民生……”的韵文告示，奇怪的是这种文告必贴于大小烟
馆门首，一般瘾君子往往以禁烟文告为烟馆指南。一时，各种中央官员、西南禁烟要人、军警部门等纷纷下乡。民间
撰联日 ：
“冠盖往还，每过烟区都驻马 ；云烟吞吐，纵然茅屋也停车。”省主席刘文辉始终抓住鸦片税一项，得以安于
一隅。他自己也坦率承认 ：从鸦片中增辟财源，是饮鸩止渴之法。他后来回顾说 ：
“1933 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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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破落户，财政陷入极度困难，加之蒋介石又唆使刘湘在政治上给我制造了许多乱子，弄得我终日焦头烂额，无法应
付。有一时期在无奈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曾经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那已经是穷
极无聊了。
”
“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不恤民困。”25
1927 年，南京政府成立，蒋介石中央政府对鸦片最为重视。特令以贩运毒品为特业，以鸦片为特货，从中抽取
的捐税就是特税了。
蒋介石对最大的土烟转运中心——汉口最为重视，1929 年 1 月，财政部在武汉设立两湖特税处，湖北禁烟局被取消，
该处成立之初，便宣称在 6 个月内将市面上的鸦片烟土完全肃清。结果因该处利源滚滚，欲罢不能，遂由临时机构一
变为常设机构。1930 年 12 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湖北省党部认为 ：
“鸦片此物，祸国殃民，政府早具禁绝
之决心，两湖特税不过为清理积存鸦片而设，货罄即应取消。而现在流弊所及，不特为政府公卖机关，且其中藏垢
纳污，秽声四播，实授贪污者以良好之机会。故为杜绝烟害，澄清吏治起见，宜即取消。”26 提请限期取消两湖特税。
对此蒋介石自然明白特税中流弊丛生，但要应付内战，舍此没有二法，结果不仅武汉的特税处依然存在，而且还扩大
到其他省份。而该次会议上通过的“限期一年禁绝鸦片”决议，自然也和其他禁烟的决定一样，只是一纸空文而已了。
于是，武汉成了鸦片烟都，在华界各类五花八门的烟馆充斥街道。吗啡、海洛因、鸦片烟膏等应有尽有。汉口的法租
界虽面积极小，但奢糜之风最甚。据一老资格的巡捕回忆 ：
“法租界的旅馆，都是烟、赌、娼的世界，日夜吞云吐雾，
……麻将牌之声传达马路，京胡、二胡通宵不绝，以旅馆计，有京汉旅馆、万国旅馆……这 10 家，把法租界变成了
巴黎式的花花世界，这些经理们也发烟、赌、娼的横财”27 鸦片烟毒十分猖獗，
“法国人有一条小火轮（船名‘万佛’
）
，
每月往来汉口、重庆至少两次，专门运销云南、四川两省的烟土。……烟土的销路 ：一是由旅馆零售 ；二是由旅馆的
烟客传运各地，因大智门车站的便利，又买通火车上乘警予以包庇。因此，法租界的鸦片烟大有供不应求之势 ；三是
由巡捕房卫生检查所敞开发卖烟执照，最高牌照价为五十元一张，少者一二十元不等，这样公开吸食，自然成了毒化
区了。
”28 同样，日租界也充斥着鸦片、红丸、白面、海洛因，它成为中国中部最重要的毒品交易中心。
1933 年 5 月，南京政府以“攘外必先安内”为方针，在南昌设立军事委员会行营，由蒋介石全权处理各省军政。
到 1935 年行营又迁至武汉。蒋介石出于以下原因，将三省禁烟发展为十省禁烟（十省即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
湖南、江苏、浙江、陕西和甘肃）
。
日本侵华时期，也从毒品中攫取大量利税。至于黑社会势力，更是依靠毒品而壮大发展起来的。由于本文之篇幅，
不再展开。29
三 鸦片烟与中国人的生活
1 吸食者统计
“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延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贩夫走卒，群起趋之，靡然而不返。”30 时人记载 ；
“其
初不过纨裤子弟习为浮靡”
，
“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憎尼、道士随在吸食”。31 后“食者愈众，
”33
几遍天下，
”
“今日下兴贩者不知几何，开设姻馆者不知几何，”32“海疆商贾码头及通衢繁会之区，吸食者不可胜数。
人们无不以吸食鸦片为时髦事。嘉庆时人程思泽记载 ：
“粤中鸦片烟满地，虽乞儿亦谈之。”34 已到了连乞丐也吸食的
地步了。后来随英军来到中国的海军上尉奥特隆尼曾说 ：
“中华帝国南部诸省的人民多半都是吸食鸦片成瘾的，那真
是一大流毒，一大祸害。
”35 据估计，1835 年时，中国吸食鸦片者在 200 万人以上。从职业上分析，几乎包罗各种职业、
各个阶层。
根据 80 年代的洋药和土药的总量推算，
吸食鸦片的人口约为 2000 万，占全国总入口 42000 万的 5％左右。20 世纪初，
吸食鸦片的人口继续增长。在清末民初禁烟运动中，吸食者有明显下降。但 1917 年开始军阀割据与混战，再加之新
型毒品的出现，吸毒者日益增加，到 1929-1934 年间，全国吸毒者增加到空前的 8000 万人。此后有所下降，但在整
个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毒品继续蔓延。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的吸毒者仍有 2000 万人左右。
2 谁在抽鸦片烟
官吏阶层是吸食鸦片十分普遍的一个阶层。天子脚下的京城，上至贵族、官僚、太监吸台者颇多。1831 年，曾
查获内务府掌仪司太监张进幅等吸食鸦片案，据其供称，吸食已有 30 余年，后因到天津购买鸦片 160 两“事后回朝
阳府，当被弋获”
。36 京城官吏嗜好鸦片连外国人也十分清楚。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到 ：
“从许多严厉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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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可以看出宫中的宦官作着很大的鸦片生意，而在各口之中，以位于北京东南九十英里的天津为最易。”37 据时人
蒋湘南分析，京官中吸贩鸦片者占十分之一二，外官占十分之二三，幕宪占十分之五六，长随、吏胥不可胜数。38 林
则徐指出 ：
“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设，嗜好者十之八、九。”39 即使边远如云南，大小官
吏无不吸台，迤西道员彭毓崧曾记载 ：
“署中厮役多滇人，虽多贫无裤，不烟无以为活也。”40
吸食者中官吏占有不小的比置。公开在衙门内置床点灯，已是随处可见的场景。徐珂的《清稗类钞》称：
“鸦片盛行，
官署上下几于无人不吸，公门之中，几成烟窟。
”有人仿唐诗曰 ：
“一进二三堂，床铺四五张。烟灯六七盏，八九十枝
枪。
”有些官吏不仅“以身作则”
，而且还率家皆吸。光绪年间有一王姓京官，外放后携眷出都，竟设有一吸鸦片的专
车，原因是“车里共有 36 枝烟枪，除王老爷用的以外还有太太、姨太太、少爷、少奶奶、孙少爷、孙少奶奶等用的，
他们都吸鸦片 ；再加上幕友家丁中吸鸦片者所用的，烟枪总数恰好是《水价》上的天罡之数。”41 像这样的烟鬼之家
在晚清并不少见。
鸦片也深入到清军的骨髓。清军包括 20 万八旗和 60 多万绿营官兵，其“将备兵丁内，必有吸食鸦片烟者。
”42
据吉林将军祥康指出，在沿海 7 省的官兵中，不抽鸦片者已是例外。他们出征常身带两杆枪，作为武器的长枪常常生
锈，而一杆烟枪却油光发亮。1832 年，两广总督李鸿宾所部在连州镇压所谓的“瑶乱”之战中惨遭失败，充分暴露
了清军因吸食鸦片而萎靡腐化，丧失战斗力。
军队比鸦片战争前还要依赖鸦片。
《如此官场》描写参将黄龙基“长枪不使使短枪，因犯罪被发配，途中瘾大发，
寸步艰难。
”天虚我生曾作诗讽刺道 ：
“不使长枪使短枪，乌烟老将夜登场，营门破晓点名去，鼻涕横拖一尺长。
”
在内地，民国时期的官府抽吸者十分普遍。如四川各地的国民党县党部，是领导民众的执政部门，它首先领导民众吸
烟。办公处公然摆着几杆大烟枪，来人先过瘾，再议事。其余如公安局、教育局等亦均如此。甚至有些学校，上至校
长，下至校工，都有烟癖 ；教师上课忽地烟瘾大发，丑态百出，不能终堂而下课。连法官中也多有瘾君子，法庭开庭
之中，突然停审吸烟，待法官过足了瘾再继续，是不奇怪的。43 至于军阀开会则更加放肆，训话中途入内过瘾的有之，
连四川的禁烟人员也在鸦片的熏染下而异化了。如重庆市曾规定烟馆只准营业至晚上 11 时，岂料，该市禁烟促进委
员会竟呈文当局，声称 ：
“现秋尽冬临，昼短夜长，本市各公寓（烟馆之雅称）营业时间，限于午后十一时收闭，以
致影响营业，多有倒闭逃扬者，拟请展限一小时，定为午后十二时收闭，俾便营业。”44 禁烟者为业烟者说情，真乃
天下奇闻了。上至军政大员，下至苦力脚夫，人人烟容满面。全川各处的铺店有“买饭则无，购烟则有”45 之语。成
丁必染烟瘾，竟成了真理 ；无论城乡，烟馆林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烟馆中都挂有孙中山的遗像，但经年累月，把孙
总理的遗容熏得灰黑，好像孙中山也变成了老枪。故时人叹道 ：
“总理地下有灵，也要疾哭流涕了”。46
各类有钱人以抽鸦片烟为显示阔绰的手段。有一老媪自述，家中本有数十亩田，种米麦足以自给，后见罂粟利厚
而改之，于是丈夫吸，儿子吸，媳妇也吸，到头来卖田卖屋，家破人亡。47 山西票号的老板甚至设法让子弟吸上鸦片，
以避免在外祸赌博而领家荡产。孔祥熙之父孔繁慈也是一个有名的瘾君子，原为山西太谷县程家庄一秀才，家道殷富，
但中年后嗜好鸦片，最终留给孔祥熙的是一份破产的家业。
一般民众吸食也很普遍。台湾“几乎所有各阶层居民都吸食鸦片”。48 东北自“牛庄开放对外通商以来，本省吸
食鸦片的人数，增加了两倍。
”49 山西过去“力耕之农夫，绝无吸食洋烟之事。今则业已种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
乡村反多于城市。昔之上农夫，
漫假变而为情农矣；又漫假变而为乞丐，为盗贼矣。”50 陕西“人民自种自吸，
不假外求。
”51
而黑龙江流域，则吸食者“咸丰初年尚不能经见，吸食者亦颇自讳，近几家有其具矣，而在官人为尤甚。”52 陕北为
鸦片主产地之一，在历届军阀的“栽培”下，每县几乎都具有生产 3 万两鸦片的能力，据记载，当时陕西全省罂粟面
积达到农田总面积的 90％，53 烟馆无村不有。禁烟局向每家烟店每日抽捐 2—5 元，烟价之低廉每两只需 3 角，因此，
男女老少人人吸烟，瘾士占总人口的 50％以上，商人中不吸烟的找不出十分之一，鸦片是最普通的应酬品。
鸦片也是土匪生活的必需品。土匪往往活动于缺医少药的山区，一旦患病，只能靠鸦片来治病解痛。此外，土
匪的生活艰苦而紧张，而鸦片几乎是缓解紧张情绪的唯一良药。鸦片所特有的舒畅感还能在短期内增强土匪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因此，土匪普遍具有吸食鸦片烟的嗜好。这在被土匪绑架的众多外国人的传记作品里，有大量的描写。如
霍华德曾写到 ：几乎每一个土匪据点都吸食鸦片，“抽鸦片似乎满足了他们的一切需要。它常常可以取代他们的吃饭、
睡觉和娱乐活动。事实上，比起在腾云驾雾中吸食鸦片来，其他任何欲望和消遣都是相形见绌的了”。54
当鸦片烟价格下降，从奢侈品成为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
宁夏一地就有烟店千家，每家烟店月纳烟捐 20 元，全省年销 200 万两，全省吸烟者不下数百万人，煤矿工人、
黄包车夫几乎人人嗜好，连女人小孩也普遍吸食。甘肃的罂粟种植占了农田的 75％。55 城乡各地商业凋敝，不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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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市上无一家卖食货的商店，公开零卖熟鸦片烟土的，倒有好几家，一角钱可以买好几口烟土，真物美价廉广！”56
于是烟毒愈烈。吸食者涉及各阶层。轿夫们“皆吸大烟，皮肤长满疮疥，瘦如骷髅。”57 有些地区，一家就有 5 根烟枪：
夫妻儿女各一，还要留一杆待客。婴儿呱呱落地后，即在鸦片烟雾里成长，因此，孩提之时即能吸食，不吸烟便会夭
亡。时人报导说，甘肃虽贫穷，然所积存的鸦片可供全省用 15—20 年。58
20 年代的西南三省，都是鸦片产地，鸦片充斥各地，且价格极廉，每两川土只需 4—5 角。云南的男子约有 60％是吸
食鸦片的，女子虽少些，但大姑娘抽鸦片也绝非什么新鲜事。四川鸦片产量为世界之最，烟馆之数量亦为世界之最，
平均每县有烟馆 300 家，
全省达 5 万家之多。重庆一地加入熟膏同业会的就有 3000 家烟馆。四川巴中县长常震川报告，
该县不吸鸦片者仅 1—2％，连襁褓罂儿受风寒并湿，亦莫小以鸦片烟熏之，雇佣工人首先不是讲工钱，而是先议定
每天吸食多少鸦片。59 鸦片和烟馆如此普及，因此吸食者当然也是天下之最了。全省计有 20 万盏烟灯，以一盏烟灯
供 5 人吸食计，为 100 万人，再加上自吸户，四川的烟民不会少于 500 万人。
下层苦力吸食鸦片的状况也十分严重。码头工人、人力车夫、拖船的纤夫、观光地的轿夫等，吸毒比例都很高。
如城市人力车 ( 黄包车 ) 夫通常其收入的一半扔入了鸦片烟馆或白面馆。工人中吸食毒品的现象也不在少数。以工
人阶级最集中的上海为例，1939 年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调查指出 ：
“在工人中花样很多，假如各项分开来说，赌博是常
见的坏习惯，嫖妓因多数工人家眷在沪，故不很普遍。抽鸦片烟的仍大有人在。”60 当然，在经过中共组织的引导后，
很多“有觉悟的青年人，都自动地提出戒赌戒烟戒酒”。61
2 鸦片与民俗
鸦片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烟民爱烟如命，鸦片成了他们的第二生命。他们中很多是信奉菩萨的，便拿
他们最宝贵的鸦片，涂满菩萨们的不言之口，于是是黑的鸭片膏代替了红的畜生血。这种烟毒下的怪现象，在四川、
陕西等地均可看到。连上坟也要奉献鸦片膏。
在军阀、黑社会和毒贩的经营下，民国之社会风气日趋奢侈。那个时代的名人政客，甚至学者艺人，亦多是瘾君子，
如严复、杨度等。袁世凯的次子袁寒云，烟瘾极重，平时会客也在烟室里进行。重庆有一名律师吴学礼，不仅自己染
有阿芙蓉癖，连妻子、父母也好此物，与其同院的小学校长刘锡安目睹此景，作打油诗曰：
“律师吴学礼，日高犹末起。
川膏与云膏，一天几两几？一家五口人，个个点烟灯。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
自晚清以来，吸鸦片烟成了时髦的象征，人人以吸鸦片烟为有闲有钱的象征。在不少地区，以烟膏待客如同今日
茶茗招待一样。如贵州省，
“几乎家置烟灯，以为日常生活及供应酬客之必需品”。绥远省“以大烟款待客人，已成牢
不可破之习惯”
。62 天津的“中等以上住户，每以鸦片款客为荣”。63 介绍对象，媒婆提亲，咸以日吸几钱鸦片为标准，
盖因吸得越多，家中财产就越多。结婚典礼，以能摆出多少张烟榻为衡量排场的尺度，有些权势者一次可排出几十张
甚至上百张烟榻。富豪如山西票号的老板们，常以鸦片来拴住后代，因为对于这些巨富而言，抽鸦片无论如何是不会
破产的，但如果陷入了赌博的深渊，则可以瞬间倾家荡产。社会学家严景耀指出，这种行为完全无视吸毒给子女带来
的危害，而把保住家产为第一要务。64 然而，以吸毒避嫖赌、保家产的方法并不一定有效。有个王姓山西富商伯其子
长大后嫖赌败家，在儿子 12 岁时即教他吸食鸦片。10 年后，富商病死，其子因终日一榻横陈，没有任何理财治家之
能力，最后，仍家产散尽，沦为乞丐。
吸食鸦片成了显示等第和阔绰的方式，于是，竞相效尤便是很自然的事了。社会各阶层无不以吸毒为时尚，吸食
者的职业，政界占 21.4%，军界占 15%，商界占 21.67%，学界占 18.75%，劳动界占 25%。65 这是广东省禁烟局的统计，
从中可以看到，军政两界约占全部烟民的 36．4%，数量是惊人的。而学界所占如此高的比例也令人不可思议。另据
万国拒土会的调查，高级官吏和富人中吸烟者达 50%，议员吸烟者达 20%，中下级官吏吸烟者达 25%，普通民众吸烟
者达 5%。66 据《四川月报》社的调查，在该省石柱县一初级小学里，几乎没有一人家中不抽鸦片 ；就是在这群 10 岁
上下的小学生中，50 名男生有 46 人吸食鸦片，在 30 名女生里也有一半以上吸食。很多地方的殷实之家，怕年轻的
寡妇缺乏守节的毅力，而有意教唆她们吸毒。
贵州城乡，到处弥漫烟毒之风。居民家中大多备有成套的烟具，有些尚不止一套。既以自用，又用以待客。甚至
政府机构的办公室里，也可以看到黑油油的烟枪和如豆的烟灯。吸食鸦片是十分普遍的习俗。贵州街头，随处可见形
容枯槁、面色憔悴的来往行人。吸食者中包括官员、警察、士兵、职员、工人、车夫、教师、学生等等。而全省只有
一所省立医院，不到 20 张病床，连有公职之人的生老疾病的治疗都难以满足，更遑论戒烟。因此，民众亦只能用鸦
片来医治病态的身体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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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丁必染烟瘾，竟成了真理；
无论城乡，烟馆林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烟馆中都挂有孙中山的遗像，但经年累月，
把孙总理的遗容熏得灰黑，好像孙中山也变成了老枪。故时人叹道 ：
“总理地下有灵，也要疾哭流涕了”。67
关于吸食者的排场与豪华，杜月笙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可谓代表作。经二十余年的发展，“曲蟮修成了龙”，杜月
笙由浦东一“瘪三”
，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少将参议、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几十个银行企业的董事长、理事长等。
1930 年春，杜月笙集资 50 万元在浦东高桥兴造杜家祠堂，次年祠堂落成，杜月笙于农历六月举行空前的典礼。蒋介
石、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宗昌等馈赠贺匾，中外来宾一万余人到浦东行贺礼，
“四大名旦”、
“四大坤旦”
等京剧名家唱三天堂会。席棚内摆开两千桌酒席、万余客西餐 ；还一字排开几十张烟榻，由杜月笙的装烟手郁咏馥负
责从烟馆内调来 28 个签子手，专门侍候客人抽大烟，三天里竟烧掉上等鸦片烟膏整整 8000 两。典礼共花去几百万两
银元。
烟毒的泛滥，使无数社会财富化为烟云毒雾。尤其是在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烟毒达到最剧烈的程度。全国的
8000 万吸毒者，
以每人每天平均耗毒资 0．1 元计，则一年便消耗 29 亿元，这一数字远远超出政府的财政收入。不仅如此，
社会资金向毒品的倾斜，使城乡建设资金极其短缺，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地方经济的发展，以及正当
娱乐业的拓展。烟馆与赌场和妓院相互为用，使烟赌娼无处不在，无处不有 ；这些腐朽糜烂的销金魔窟，在疯狂吞噬
社会财富、败坏社会风气的同时，又不断地为这个社会制造出无数的乞丐、失业者和罪犯。
富户因每日吸鸦片，久之连家里的苍蝇也染有烟瘾了；主人偶尔外出，苍蝇们如同到了冬季，半死不活地飞不动；
但等到主人一吸食鸦片，便立刻活跃起来了。
还有的是最初主人感到动物吸食鸦片有趣，而有意让动物吸食，从而形成了人兽共吸的奇特景象。给宠物喂鸦片
烟是显示其富有的手段。北京有一曾姓的安徽商人，烟瘾奇大，终日横陈竹榻，养有一哈吧狗，也渐染烟瘾，主人便
另设一榻，每日人狗对吸，分榻而眠。那狗的烟瘾也日益养成，若遇有来客也是瘾君子，要占用它的烟榻，便会板起
狗脸，起而抗争。主人死，那狗即日就亡，因为再也无人能供其吸烟了。一天，上海宝裕里烟馆来了位少妇，旁有一
条小狗，在不停地哀鸣。那少妇吸烟是不吐不咽，而与犬接吻，将烟徐徐吐入狗嘴，约二十口，然后离去，那小狗忽
前忽后，跳跃欢叫。
《点石斋画报》刊有《烟狗》一则，说上海一贵妇每日自牵哈吧狗到法租界的烟馆共享上等烟
膏。 68 可见在清末的大城市里，宠物吸食鸦片已不鲜见，到民国时代则更为普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毒患的加深。
时人目睹此景，作联曰 ：
“一支竹枪，杀尽妻室儿女不见血 ；三更灯火，‘烧’完田土房屋未得灰。”69
在中国近代，毒品成了市场流通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商品之一，毒品与黄金同价，鸦片可充当一般等价物，烟土
被称为“黑粮”；吸毒成为全民族 16．8％人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50％以上的中国人的生计、生活不同程度地
依赖毒品，而五花八门的烟税更是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夺罂粟种植地、鸦片运输通道
和烟税而连年混战 ；在百年近代史上，毒品的影响力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众生活等社会各个领域和官
僚、士兵、商人、知识分子、学生、农民、城市劳动者等社会各阶层。毒品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已经成为中
国社会机体上的一个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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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要旨
リゾウ

清末の釐卡（釐金徴収の税関）と蘇南の市鎮
周 育民

晩清蘇南市鎮の研究の成果は豊富であるが、市鎮の総体としての構造に関しては、包括的、系統的な考察がなさ
れていない。このような研究状況となった原因としては、一つには市鎮が通常、正史には記録されないということ
がある。数少ない鎮志の中にわずかに歴史沿革、風土人情について記されているけれども、その資料は雑多なもの
であり、総合的な把握がしにくい。二つめの理由としては、清代の筆記、地方志はみな系統的な統計資料がなく、
少数の大都市についてはその経済的地位を確定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が、その他、一般の市鎮についてはその優劣を付
けがたい。筆者は近年来もっぱら晩清釐金史について研究を進め、釐金局卡の多くは商業によって繁栄する市鎮や
河川交通の要衝に設置されてい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した。そのため、ここでは釐金局卡の分布の分析を通して、晩清
蘇南市鎮の関係と商業ルートについて考察したい。
本論は三つの部分よりなる。第一部分は江蘇釐卡設置の沿革状況について述べる。第二部分では清末蘇南市鎮釐
卡に繁栄される市鎮の構造と商業ルートについて再び述べる。第三部分では釐金比額より蘇南市鎮の貿易量につ
いて検討する。沿革は読者が江蘇省釐卡設置の全貌を理解するためのものであり、第二、第三部分が本論の核心部
分である。よって、我々はまず方法と史料上から、釐卡設置より蘇南市鎮の構造と商業ルートを分析することの実
現可能性と信頼性という問題を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我々は以前にも行政機構の設置状況より市鎮の規模と地位を
分析した。県治以上の行政レベルの都市についてはいうまでもないが、県以下の市鎮に関しては、いわゆる「有商
賈貿易者謂之市，設官将防遏者謂之鎮。
」のである。ただし、同列に鎮といっても、その商業規模の大小、商業的
地位の高低は区別が難しい。蘇南地区の釐卡は行政区画の分布に則したものではなく、明確に城鎮商業地区として
の重要性およびその商業ルートの設置に基づいている。商業的地位において最も重要な都市である蘇州、上海には
総局が置かれた。次いで分局が設けられ、重要な集鎮および商業ルート上の重要地点に釐卡が設置された。主要で
ないルートには巡卡が置かれ迂回して釐金を逃れることを防いだ。このような設置状況は清朝政府の財政的利益よ
り定められたものであり、行政や軍事、社会治安上の考慮によってなされたものではなかったので、より蘇南市鎮
の経済的地位を反映するものであった。一般に、釐金徴収のコストが基本であり、各種商品の釐金収入が明らかに
徴収コストを上回るという状況においてはじめて、清朝政府はようやくいくつかの市鎮や要地に釐卡を設置したの
であり、コストにみあうか利益がほとんど得られない市鎮には普通、卡を設けて釐金を徴収することはされなかっ
た。そして、農民や行商人が荷を負って商売するような小商品について、清朝政府は釐金張舟を行わないことを明
文化した。このため、一般の基層レベルの市鎮では、比較的市況のよいところもあったけれども、大口の商品が集
中的に取引されることはほとんどなかったので、この種の市鎮もまた卡を設置して利金を徴収する条件には合致し
なかった。このことから明らかなのは、釐卡の設けられなかった市鎮は、蘇南市鎮体系の中では相対的に地位が低
く、貿易体系中では往々にして商業ルート上の中枢位置にはなかった。
本論で依拠する基本史料は清末の江蘇省蘇属清理財政局編纂『蘇属財政説明書』第四軼「釐捐」である。ここには、
蘇属釐卡の分布が詳細に列挙されており、各卡の設置目的、商業ルート、主要な商品の情報が示され、比較徴収額
のデータが記録されており、晩清蘇南地区の市鎮構造と商業ルートの状況を研究する上での重要史料である。公式
な行文書であって、文章の記述は確かであり、誇張や推測を交えた表現は微塵もなく、その信頼性には疑う余地は
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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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厘卡与苏南市镇
周 育民
内容提要
晚清苏南市镇研究，成果其丰。但于市镇总体格局，缺乏全面系统的考察。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一、市镇在
正史中通常不予记载，为数不多的镇志仅记本镇历史沿革，风风土人情，史料杂乱，难以综合 ；二、清代笔记、地方志均
无系统统计资料，除少数大城市可以确定其经济地位外，一般市镇，林林总总，难分高下。笔者近年专治晚清厘金史，发
现厘金局卡多设于商务繁盛之市镇，河道通衢之要口。故拟就厘金局卡分布，来考察晚清苏南市镇关系及商路。1
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江苏厘卡设置的沿革情况 ；第二部分着重谈清末苏南地区厘卡设置所反映的市镇格局
与商路 ；第三部分从厘金比额讨论苏南市镇的贸易量。沿革只是为了使读者明了江苏省厘卡设置的全貌，第二、第三部分
则是本文的核心。所以，我们首先必须从方法和史料上来讨论从厘卡设置探讨苏南市镇格局和商路的可行性和可靠性问题。
我们过去也采用行政设置来探讨市镇规模与地位。设有县治以上行政级别的城市自不待论，县以下的市镇，有所谓“有商
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防遏者谓之镇”，2 但同列为镇者，其商业规模之大小、商业地位之高下，则难以区别。苏南地区
的厘卡不是按照行政区划分布的，而是严格根据城镇商业地区的重要性及其商路设置的。商业地位最重要的城市苏州、上
海设立总局 ；其次设分局 ；重要集镇及商路要津则设厘卡 ；非主要通道则设巡卡以防绕越。这样的设置是出于清政府的财
政利益，而不是出身行政、军事和社会治安方面的考虑，更能反映苏南市镇的经济地位。大体而言，以厘金征收成本为基点，
只有百货厘金收入明显高于征收成本的情况下，清政府才会在一些市镇和要津设置厘卡，仅敷成本或赢余无几的市镇一般
不会设卡抽厘。其次，农民小贩肩挑负贩的小商货，清政府明令不许抽厘，因此，一般初层市镇，有的虽然市面比较繁荣，
但很少有大宗商货集中交易，这类市镇也不符合设卡抽厘的条件。这就表明，不设厘卡的市镇，在苏南市镇体系中相对处
于较为低下的地位，在贸易体系中往往不居商道的枢纽位置。
本文所依据的基本史料是清末江苏省苏属清理财政局编制的《苏属财政说明书》第四轶《厘捐》。3 它详列了苏属厘
卡的分布，提供了各卡设置的用意、商路、主要商货，记录了比较征额的数据，是研究晚清苏南地区的市镇结构和商路情
况的重要史料。作为官方的公务文件，行文朴实，毫无夸张臆断之词，其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

一 江苏厘卡之沿革
江苏厘金局卡之设，始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雷以諴于仙女庙镇设局抽厘，推广至里下河各县，江北江南清
军各营、地方官乃至团练、劣绅、痞棍遂纷起仿效。至咸丰四年（1854），江南有武进奔牛局、小河局，丹阳普安局，
丹徒西新港局、薛家港局 ；江北有江都三江口局，泰兴口岸局，靖江八围港局、六围港局，此外内河尚有阳湖戚墅堰
局、武进西夏墅局等，官私杂出，莫可究诘。4 南河总督庚长等于清江至邵伯一带先后设厘局十余处，咸丰九年（1859）
分数处给漕运总督联英。5 次年六月裁南河总督缺后，所设厘局均划归漕督，设清淮厘捐总局统管。6 十年（1860）
，
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江苏仅江北十余县在清军控制之下，军饷难以为继，长江水师于十月自行在江面设卡抽厘。
十一年（1861）
，候补盐运使金安清总办南北两路粮台，在泰州设筹饷局，其所属厘金局卡有姜堰局、东台局、力发桥卡、
兴化局、新码头卡、宁帮厘局、如皋厘局、邵伯厘局、孔涵卡、大桥局、邵伯分卡、四明公所坐厘、丁堰卡、高邮局、
仙镇局、海安厘局、泰兴局、通州局、泰州局、宝应局、海门厘局等，加重抽厘以应饷。7 八月，水师各卡收归筹饷
局。8 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金被劾声名狼藉，受贿委差，四出需索，民不聊生，谕曾国藩确查。曾复奏称，与
所闻多相符合，请旨即行革职，撤去筹饷差事，不准仍留苏境。9 金去，仍复南北粮台。同年，上海设江南捐厘总局。
二年（1863）
，整理江苏厘局系统，裁并厘卡，上海江南捐厘总局改为松沪捐厘总局，设苏州牙厘总局，均隶江苏巡抚、
江苏布政使 ；设江北捐厘总局，次年改为金陵厘捐总局，隶两江总督、江宁布政使。江督直辖之厘务专局尚有皖南茶
厘局、金陵木厘局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新设之芜湖米厘局。10 四年（1865）五月，侍郎殷兆镛上奏，极言江苏横
征暴敛之害。江苏巡抚李鸿章复奏称，自苏、常叠陷，仅存上海一隅，藩库丁漕丝毫无收，乃扩充厘局以增益之。至
二年夏间，水陆已增至七万余人，饷无所措，不得不专恃厘捐，乃将沪厘大加整顿，并仿照上游楚军办法，克复一处，
即酌添卡局以济军需。至三年四月克复常州后，不再添厘局。11 光绪二年（1876），两江总督沈葆桢奏 ：苏沪设卡抽
厘，初办时卡多捐重。自同治四五年后，年年核减。前督臣曾国藩于同治七年（1868）、十年（1871）大减两次，同
治十二年（1873）前署督臣张树声等奏明，将江南之籼粳米谷停捐，光绪元年（1875）臣吴元炳又奏明将江南之糯米
杂粮停捐，而为害最巨者为洋商携洋票运内地土货，致沪局厘金奇绌。12 二十年（1894），因御史郑思贺奏请饬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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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厘局折，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复奏 ：自前抚臣卫荣光奏明裁并之后，苏局仅留分卡一十四处，沪局二十处，非地当
孔道，即专查绕越，皆系扼要之区，委实裁无可裁，并无可并。13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 ：金陵厘金局历年裁捐并卡，核
计仅存二十七处，光绪十九年（1893）又将大桥一卡并归口岸分卡办理，现计实存分巡分卡仅止二十六处，皆系扼要
之区，无可议裁。14 江苏督抚的复奏混局为卡，完全掩盖了境内共存二百余卡的事实。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张
之洞奏准，江宁所属各府州县厘金及徐州厘金、金陵木厘局、皖南茶厘局及芜湖新设米厘局，统由江苏候补道程仪洛
总办。15 二十三年（1897）三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以江宁所属各厘局，分布徐州、安徽等处，地方极为辽阔，仍各派
，因漕运总督缺裁撤，清淮厘捐局隶江淮巡抚 ；次年裁江淮巡抚缺，清淮局事务并
专员就地督办。16 三十年（1904）
入江北收支总局，隶江北提督。17 宣统二年成立江南度支公所，金陵厘捐总局归并该所，18 江苏设苏州度支公所以统
一江苏财政，裁撤苏州牙厘总局、松沪捐厘总局。19 然徐海厘局，仍由徐海道管理。
金陵厘捐总局管辖江宁、扬州、通州、海门各属所设厘金局卡，与漕督、北路粮台等所辖厘卡犬牙交错。同治三
年（1864）八月江宁将军富明阿漕运总督吴棠奏称，江北扬、通、海门、靖江十三厅州县及扬镇粮台所设沿江内河各厘局，
自同治二年奉旨裁撤多处后，尚存正局 53 处，再度裁并 13 局 59 卡，尚余正局 40 处。20 节经裁并，至光绪十九年
（1893）
，除漕卡外，共留 26 处 ：大胜关、六合、大河口、口岸、荷花池、任家港、靖江、海门、通州、如皋、车逻、
宝应、仙女镇、吴淞口、湾头、驻苏镳货捐分巡、下关、周圩港、力发桥、丁堰、泰兴、姜堰、东台、樊汉、昭关坝
大桥、孔涵。光绪三十一年（1905）
，金陵厘捐总局下共设 27 局 172 个分局。21 宣统二年金陵厘捐总局并入江南财政
公所，内设厘务总巡，下辖大胜关、六合、湾邵、靖江、高邮、瓜泗、大河口、海门、周圩港、姜堰、泰兴、如皋、
荷花池、下关、东台、孔涵、宝应、界口、樊兴、通州花布捐、上元铺捐、江宁铺捐、江宁认捐、运北统捐、驻苏镖
捐、吴淞验补和直属木厘局共 27 个厘捐局。22
苏州牙厘总局管辖苏州、常州、镇江各属所设厘金局卡。光绪八年（1882），裁撤常昭内河之西庵分巡、李泾分
卡；宜荆之凤沟河分巡。23 节经裁并，至光绪二十年（1894）共留 14 处：苏城、木渎、车坊、同里、盛泽、常昭海口、
常昭内河、锡金、奔牛、宜荆、江阴、溧阳南渡、镇江上游、镇江下游。24 光绪二十四年（1898），镇江上游厘局改
归金陵厘捐总局，更名为瓜泗厘局，其米厘收入仍归苏局。光绪末年下辖 13 个厘局，8 个分局，164 处分巡、分卡，
分别为 ：苏城六门厘局设苏捐落地、丝捐两分局，辖 16 个分巡卡 ；木渎厘局设洞庭山丝捐局，辖 5 个分巡卡 ；盛泽
厘局，辖 15 个分巡卡 ；同里厘局，辖 18 个分巡卡 ；车坊厘局，辖 11 个分巡卡 ；常昭内河厘局，辖 23 个分巡卡 ；常
昭海口厘局，辖 9 个分巡卡；江阴厘局，辖 10 个分巡卡 ；镇江（下游）厘局设绸捐、小河口两分局，辖 11 个分巡卡；
奔牛厘局设常州土绸、丹阳土绸两分局，辖 14 个分巡卡 ；溧阳丝捐局，辖 3 个分巡卡 ；宜荆厘局，辖 12 个分巡卡 ；
锡金厘局设锡金丝捐局，辖 17 个分巡卡。25 宣统年间增设苏州铁路厘局，辖 4 个分巡卡。26
松沪捐厘总局于同治元年（1862）六月奉新任苏抚李鸿章札设立，管辖松江府及太仓州境内之厘务。上海厘金始
于咸丰四年（1854）七月豆行认捐，27 次年分设三局，丝茶局专收丝茶两项厘捐 ；城局设上海县城，专收城厢店业并
豆行各厘捐 ；乡局设闵行镇，专收乡镇各业厘捐。28 后扩充至行厘。九年（1859）添设吴淞口船厘运分局。29 同治元
年（1862）
，江苏巡抚薛焕通知英驻沪领事麦华陀，因洋商运土货由江海关进口，须按各省内地例，逢关纳税，遇卡抽厘，
在江海关南卡设立卡船，凡遇各国洋商贩运土货进内地销售，一律抽厘。30 光绪八年（1882），裁并布货捐局暨东沟
厘卡四处，撤古山水桥巡卡。次年，再裁东沟、华泾两处巡卡。31 光绪末共设 9 个捐厘局、4 个分局、4 个正卡及 53
个分巡卡 ：上海筹饷货捐公局，设闽广局、绸捐北局、吴淞货捐分局，辖 5 个分巡卡 ；糖捐总局，辖 1 个分巡卡 ；树
木捐局 ；商船杂货出捐局，设布捐局 ；吴淞沙钓船捐局 ；浏河正卡，辖 17 个分巡卡 ；吴淞江正卡，辖 13 个分巡卡 ；
闵行正卡，辖 12 个分巡卡；
五厍正卡，辖 5 个分巡卡；捕盗捐局；震泽丝捐局；崇明厘局；浙江丝捐局。宣统二年（1910）
松沪捐厘总局裁撤后，正卡均改称厘局，增设沪宁铁路厘局，沪嘉铁路旱卡属之。32
宣统三年（1911）三月，继宁属改办统捐之后，苏属亦试办统捐，拟三个月后归并局卡，设苏城统捐兼落地捐局、
镇江统捐局（下游局改）
、锡金统捐局、武阳统捐局（奔牛局改）、宜荆坛溧统捐局（以南渡局并入）、木渎统捐局、
松江统捐局（以闵行、五厍两局合并）
、江震统捐兼紬捐专局（以盛泽、同里、车坊三局并为江震、昆新两局）
、昆新
统捐局、吴淞江统捐局、江阴统捐局、常昭统捐局（海口、内河两局合并）、浏河统捐局、江震丝捐专局、上海统捐
兼落地捐局（货捐局改设并附设绸捐南北卡）、上海出口布木统捐专局、吴淞江钓船捐专局、崇明货捐专局。33
木厘局下辖上新河木厘局及镇江、北河口、下关、大胜关、十二圩、三汊河等 6 个木厘分局和仙镇、三江营两个
分巡。直属木厘局初设于镇江鲇鱼套，同治十年（1871）九月，改设于上新河龙江关旧址。34
芜湖米厘局系光绪二十一年（1895）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设，在大胜关、大河口、泗源沟三处设立专卡，抽收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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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运往芜湖米市粮食之厘金。35
皖南茶厘局，原由皖南厘局札委委绅办理，同治七年（1868）以后改归江督主政。36
清淮厘捐局管辖扬州、淮安、海州等地漕督专属厘卡，所设局卡史无明文。咸丰四年以后，南河总督杨以增、庚
长以办防堵需饷，
在江北和安徽等处设有厘局十余处，漕督等亦在江北设卡抽厘。九年，安徽境内之蒋坝厘局移交皖抚。
咸丰十年裁南河总督，其所辖厘金局卡由漕督接管。漕督裁撤后，清淮局亦裁撤，徐海所属厘局划归徐海道兼管，至
宣统时，有微湖、窑湾、宿迁、海州、青口５个厘捐局。37 淮安府属之厘卡划归江北提督，由江北收支总局经管 ；其
在扬州府之仙镇、车逻、戚家汊、子婴闸四处漕厘局及各分卡裁撤。38
综上所述，苏南地区的厘卡，除扼通往苏北之吴淞口厘卡、征收长途运输货捐的驻苏镖货捐分巡卡属金陵厘捐总
局管辖外，余均分属苏州牙厘总局和松沪捐厘总局，覆盖江苏境内镇江以下长江以南的全部地区。
二 苏南厘卡分布与市镇商道之关系
苏南地区厘卡主要是水卡，旱卡均设于宣统年间，专收铁路货捐，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苏南传统商货运输主要为
水运。苏属水卡共一百六十一处，分隶于十三个厘局。沪属水卡共五十四处，分隶于五个厘局。因此，我们亦可以推
断，设立厘局的城镇，是苏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重镇。
在苏南地区商业地位最重要的城市是设立厘捐总局的苏州和上海。
苏州厘捐总局所辖苏州城局在进入苏州城的六城门设有阊门卡、盘门卡、胥门卡、娄门卡、齐门卡、葑门卡，所
有进入城关一带交易的商货均须在城门卡交纳厘金。城外设有寿星桥、南桥、新塘桥、蠡口、虎丘五个厘卡，此外另
设有十字港、西龙桥、三板桥、新造桥、官渎桥五个巡卡。除城门卡，城外各卡设卡之意图，“以虎、新及十字港
为一路，阊、寿及西龙桥卡为一路，盘、胥及三板桥卡为一路，娄、齐、葑及官渎、新造桥卡为一路，皆设在省垣附
郭，为到苏要隘。
”39
除运河一路已由浒墅常关征收通过税外，围绕苏州的厘局有木渎、车坊、盛泽、同里四局。但各局设置的立意各
有不同。木渎厘局设木渎镇，下设横泾、光福、胥口三卡，下沙、后巷两个巡卡。“该局正分各卡，滨临太湖，为
浙省渡湖入苏之首途。
”车坊厘局设车坊镇，下设斜塘、高垫、江田、陈墓、甪直、正义、唯亭、渔泾桥、白塔头、
驷马关十卡，
“地当苏沪孔道及苏浙往来所必经，河港分歧，皆零星日用之物，无甚大宗。”同里厘局辖尹山桥、
花泾桥、碓坊头、洪桥、大埔桥、南厍、七里桥、芦墟、镇北、汾湖、周庄、镇西、叶泽、度善桥卡，碓坊头卡另设
鲇鱼口分巡卡，洪桥卡另设陆家港分巡卡，镇西卡另设南厍分巡卡，合共十七处。盛泽厘局设正卡的有震泽、平望、
士古桥、下三里桥，唐家路、南麻、澄溪、东泾桥、太平桥，其中平望卡设暮虹桥、梅堰两个分巡卡，唐家路另设巡
卡一个，南麻卡另设副卡和巡卡各一个，正巡各卡共十四处。因与浙省毗连，港汊分歧，同里、盛泽两局设卡众多，
本地出产绸货及部分浙货经均此区运销苏沪。
由苏城、木渎、车坊、同里、盛泽五局设置，我们可以看出，除于商业繁华之区抽厘之外，苏州城厢及东西两路
商道为木渎、车坊两局厘卡设置重点，扼浙货及本境出产运销苏沪要道为同里、盛泽两局厘卡的设置重点。太湖为浙
省至苏州地区的主要商道，横泾、光福、胥口为其入口，而汇于木渎。车坊厘局所属各卡所在，陈墓今名锦溪，驷马
关卡当设在昆山丽泽门外的驷马关桥，正义卡设在正义镇（今属昆山），白塔头位于昆山城外娄江与青阳港交汇地方，
渔泾桥在今跨塘镇，高垫、江田则位于通往车坊的镬底潭东西两侧，从各卡立意看，车坊除本局外，有高垫、江田两
卡拱卫，昆山有驷马关、白塔头两卡扼东西两路，故两镇地位明显高于陈墓、甪直、唯亭等镇。昆山地近上海，民国
以后日益坐大。车坊远离铁路，民国以后地位显著跌落，渔泾桥近铁路而兴起了跨塘镇。从同里各卡分布情况来看，
同里、芦墟、周庄三镇地位特殊。同里镇除本局外，镇北设尹山桥卡，东边同里湖、南星湖之间的水道设花泾桥卡，
镇南有叶泽卡。芦墟镇除本卡外，镇北有镇北卡，镇西有汾湖卡。周庄镇除本卡外，另设有镇西卡。与之同理，在盛
泽地区，盛泽、震泽、平望、南麻四镇地位比较特殊。盛泽镇位于苏浙边界的京杭大运河边，除本卡外，还另设有太
平桥、东泾桥、三里桥等卡。40 平望镇除本卡外，设暮虹桥、梅堰两个分巡卡。南麻镇除本卡外，又设副卡、巡卡，
镇南乌镇通往吴江的水道又设澄溪桥卡。
根据上述，我们作苏浙商路及设立厘局厘卡的重要商业城镇示意图（一）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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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以上至镇江下游，有常昭海口、常昭
内河、锡金、奔牛、江阴、南渡、镇江下游八
个厘局。锡金、宜荆、常昭内河厘局仍在环太
湖和运河一线，南渡厘局扼皖南入苏之要，余
均为长江线厘局。
锡金厘局辖分卡十六处。无锡、金匮县治
位于运河、太湖间，黄埠墩卡、普济桥卡、五
河滨卡、南桥卡、南桥卡、大渲卡、堰桥卡、
四河口卡、清明桥卡及泠渎分巡卡，均设于两
县城一带。望亭卡设苏州至锡金的运河重镇望
亭，茅塘桥卡位于苏州至锡金另一河道上的梅
村镇上。雪雁桥即今雪堰镇，位于太湖至武进
的河道，观音墩卡、马口卡、白亦山卡位置不
详，估计均在常州、武进境内。
宜荆厘局位于江苏境内太湖西岸，共设分
卡十三处。乌溪、沙崇 [ 塘 ] 港、分水墩三卡
卡设太湖岸边，徐舍卡设宜兴通往溧阳的徐舍
镇，西圩、和桥两卡设在宜兴通往武进的纪亭
镇与和桥镇，南港、北港两卡均在武进境内。
其他各卡多为巡卡，扼小港汊河水道。
常昭内河厘局各卡主要扼苏州、昆山、锡金通往常熟、昭文的商道，内有尚湖、阳澄湖，河道丛杂，故设卡多达
二十三处。常熟、昭文两县县治同城，围绕城垣，有三里桥卡、水仙庙卡、通河桥卡、虹桥卡及沿城分巡。与无锡交
界处设王庄卡、羊尖卡，与苏州交界处设界泾桥卡。在上海、太仓、昆山的内河通道上，徐六泾卡设于今徐市镇，支
塘卡、长桥卡均设支塘镇，白茆新市卡设白茆镇，蔡泾卡设任阳镇。此外，吴塔卡设辛庄镇，湘城卡设湘城镇，吴塔
卡所属吕厍分巡卡，万庆庵卡、强芜卡、白塘港卡、小泾底卡及所属钓仙桥分巡、斜堰卡及所属山塘子卡，位置不详，
当均扼阳澄湖、尚湖水道之要。
从上述三局厘卡设置来看，以无锡、金匮为中心的重镇有望亭、梅村、雪堰三镇，以宜兴为中心的重镇有徐舍、
和桥两镇，以常熟为中心、扼内河要道的重镇有王庄、羊尖、徐市、支塘、白茆、任阳、辛庄、湘城等镇。其中，在
常昭与昆山、太仓的商道上，支塘镇的地位明显高于白茆、徐市、任阳等镇。
南渡厘局辖分卡二 ，一为中桥分巡，一为施家桥卡，“地接皖南，为长江进东坝口入苏之冲要”。东坝口位于
今苏皖交界的东坝镇，芜湖、宣城经此可与苏常贸易往来。唯施家桥、中桥地名无考。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将三个城市及其与皖南的商道作示意图（二）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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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厘捐总局管辖的沿江厘局，镇江以下有镇江下游、江阴、奔牛、常昭海口四个厘局。
镇江下游厘局在镇江以东设立局卡十二处，
有越河卡、象山卡、都天庙卡、运河卡、南门水关分巡、东门卡、八濠口卡、
七濠口卡、新河口卡、新开河卡、簰湾卡和绸绢分局。“各卡濒临大江，稽收上下船只百货捐暨运苏出江各项货捐”
，
并无重要集镇交易之所。
江阴厘局下设九卡 ：夏港卡、新沟卡、申港卡、芦埠港卡、横丹港卡、桃花港卡、黄山港卡、黄山港卡、石牌港
卡、石头港卡，均为江阴沿江入内河之港口，除江阴本城外，并无重要集镇交易之所。
奔牛厘局各卡分辖附近临江及河道，局卡十五处，有扁担河卡，邹堰卡、小河口卡和石桥、水塔、夏墅三个分巡
卡，魏村卡，圩塘卡，了河桥卡和查堰分巡卡，青河桥卡，七里桥卡和阳庄桥分巡，此外还有丹阳、常州两个绸土捐
局。奔牛镇位于常州府至镇江的京杭大运河畔，扁担河、小河口、邹堰等卡设在由太湖通往长江的水道，常州府、横
林镇、万绥镇为扼守重点，魏村、圩塘两卡设在长江通往常州的魏村、圩塘两镇。就厘卡设置而言，武进明清以来所
谓三大重镇奔牛、阜通（万绥）
、横林，奔牛之地位已出其他两镇之上。
常昭海口厘局辖分卡八处，即浒浦卡、福山卡、耿泾卡、先生桥卡、徐六泾卡、白茆卡、鹿苑卡、川港分巡。浒
浦卡位于今常熟新港镇，福山卡设福山塘，耿泾卡设耿泾塘，白茆卡设白茆塘，鹿苑卡设今鹿苑镇，徐六泾卡设今徐
市镇，先生桥卡设在常熟城外入江河道，各卡均设在由常熟、江阴一带入江的要道或要口。
考察苏属沿江各口厘卡，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现象，那就是除镇江、江阴等城市外，各口厘卡所在地均无重
要市镇。而城市的入江水道沿岸却兴起一些重要市镇。这与物产物流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很值得深入探讨。
沪属水卡以上海为中心，控制通往长江和苏州一带的商道。
吴淞钓船捐局，设在黄浦江与长江交汇的吴淞口，无分卡，专收入浦入江钓船船捐及入江出江钓船船货捐。
吴淞江厘局兼丝茶北卡，辖分卡十二处，赵屯港卡，龙嘴卡、小南翔卡、大泗江口卡、大场卡、小泗江卡、真如卡、
虹桥卡、关港卡、张家塘卡、沈家堰卡、朱家行卡。吴淞江是太湖到黄浦江的重要河道，其上海段俗称苏州河，可见
在上海人心目中，这是通向苏州的最重要的河流。吴淞江流域水道港汊纵横交错，因此，吴淞江厘局所设各卡，实际
控制了上海、嘉定、青浦境内通向苏州的所有水道。沿吴淞江一线的厘卡，赵屯港卡位于今青浦赵屯镇，为昆山经吴
淞江进入青浦的首卡。龙嘴卡位置不详，顾名思义，可能在青龙江入吴淞江口。由上海通往嘉定一线各卡，小南翔卡
设南翔镇，位于吴淞口蕴藻浜至吴淞江、贯通吴淞江至嘉定的横沥的交汇处。真如卡设真如镇，位于吴淞江与中横沥
交汇处。大场卡位于由黄浦江经江湾至嘉定的走马塘中段大场镇。沿黄浦江其他水道进入吴淞江各卡有，朱家行卡位
于今梅陇镇，沈家堰卡在朱行镇，虹桥卡在今虹桥镇，张家塘卡设在通向浦汇塘的黄浦江口。大泗江、小泗江两卡位
置不详。值得注意的是，毗连上海法租界的龙华、法华两镇，位于黄浦江进入上海市区的要道，明清两代十分繁盛，
而清末竟至不设厘卡。推其原由，盖因运往租界商货，除纳关税外，不纳厘金，故沿江商货多由海关进入公共租界和
法租界，两镇遂至衰落。
浏河厘局控经由太仓内河或长江进入上海地区的商道。该局辖分卡十七处 ：新镇卡、时家桥卡、浏河东卡，新塘
市卡、杨林卡、岳王市卡、南码头卡、沙溪卡、双凤卡、河川塘卡、七鸦卡、新造桥卡、东门外卡、横泾卡、项桥卡、
直塘卡、王泾仓场巡船。该局正分各卡，大半地滨海口，捐款以浏河东卡、七鸦、杨林等三卡进口北货酒豆饼咸猪等
货及各卡出口子花花衣为大宗。七鸦浦（今名七浦）是阳澄湖通往长江的重要河道，七鸦卡设在入江口。杨林卡设在
今浏家港镇的杨林闸一带，三卡实均在浏河镇附近。
闵行、五厍厘局各卡控浙江经杭州湾或内河与上海的商道。
闵行厘局辖分卡十二处，闵南卡、白庙堂卡、闸港卡、杜家行卡、泾渭桥卡、周浦塘卡、北桥卡、沙港卡、天塘
桥卡、东沟卡、严家桥卡、界浜卡，闵行镇位于黄浦江畔，闵南、白庙堂、杜家行、北桥、沙港等卡均设该镇附近，
闸港、周浦塘、天塘桥、东沟、严家桥、界浜等卡则均设在江对岸，俨然为上海西南重镇。
五厍厘局控嘉兴、湖州前往上海的商道，辖分卡五处，泖港卡、石河塘（即石湖荡）卡、得胜卡（在今黄浦江得
胜港）
、明正庵卡（在平湖）
、泗浦塘巡船。
根据沪属厘卡分布，我们可以作上海商道示意图（三）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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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厘金比较征额中的苏南市镇物流与货币流通信息
《苏属财政说明书》不仅详细列出了苏属、沪属厘卡设置情况，而且列出了各局比较征额和主要大宗抽厘商货，
其中蕴含着苏南市镇丰富的物流与货币结算信息，很值得探研。为了说明方便，我将《苏属财政说明书》中的相关内
容，编列下表。
苏沪厘局比较征额及主要抽厘商货表
总局
苏州捐厘总局

分局名称
苏城

分卡数
17

主要大宗抽厘商货
落地绸缎，认捐丝经、洋货

木渎

5

烧酒、夏布、菜子

车坊

10

零星日用之物

同里

17

零星商货

盛泽

14

本镇所产绸货，由浙运苏木材、药材、南腿等

常昭内河

23

棉、布疋

比较征额
银 57300 两
洋 14400 元
钱 176900 千
米厘钱 22400 千
洋 7000 元
钱 13400 千
茧捐洋 10000 元
米捐钱 3100 千
钱 33500 千
米厘钱 22400 千
银 300 两
洋 700 元
钱 43900 千
米厘 12600 千
银 400 余两
洋 6900 元
钱 66500 千
米厘 2900 余
洋 68 元
钱 67600 千
米厘钱 35000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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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捐厘总局

锡金

16

丝茧、米粮

宜荆

13

窑货

南渡

2

丝茧、米谷

镇江下游

12

桐油、柏油、白麻

江阴

9

茧、落地木捐

奔牛

15

茧、米、麦、豆

常昭海口

8

鱼汛

吴淞钓船捐

0

建木、鲜猪

局
浏河

17

进口北货、酒、豆饼、咸猪，出口子花、花衣

吴淞江

12

南北杂货、油、豆饼、米粮

闵行

12

南北杂货、油、豆饼

五厍

5

窑货、纸、酒、竹簰、柴炭、米粮、鱼羊、瓜果

合计

银 7200 两
洋 34000 元
钱 94700 千
茧捐洋 177500 元
米厘钱 64300 千
洋 900 元
钱 27200 千
茧捐洋 1900 元
米厘钱 29700 千
银5两
洋 26400 元
钱 9700 千
米厘 10300 千
银 400 两
洋 1100 元
钱 199400 千
米厘钱 12500 千
厘钱 70100 千文
茧捐洋 34700 元
米厘钱 5300 千
洋 1000 元
钱 56400 千
茧捐洋 46900 元
米厘钱 28200 千
钱 43600 千
米厘钱 500 千
银 1100 两
钱 93600 千
银 9500 两
钱 53000 千
米厘钱 1800 千
钱 91900 千
米厘 59100 千
钱 118000 千
米厘钱 1300 千
钱 63700 千
米厘钱 39100 千
银 76205 两
洋 92468 元
钱 1323100 千
茧捐洋 271000 元
米厘钱 350500 千

从上表看，苏属百货厘金收入，茧捐、米厘系专列收入。其他百货厘金大抵遇卡抽厘，而茧捐、米厘一次征收后，
不再重征，我们可以先从米厘、茧捐入手。
宣统年间，
米厘钱收入达 35 万千。当时江苏米厘每石抽米厘一钱，四厘义捐。41 而实际抽收则以钱数，加以滥铸铜元，
钱价跌落，其银钱折价即为厘卡人员浮收开一方便之门。我们尚无宣统年间江苏钱价的确切资料，光绪二十六年钱
价大体在 1220 余文，42 估计宣统年间当在 1600 文左右。43 银钱比价是厘局人员中饱的渊薮之一，规定抽银而比较定
额以钱计，这就为厘局人员中饱开了方便之门。如按实际钱价计算，反而与事实相背。此修订米厘米捐标准于光绪
三十二年确定，上年钱价在 1400 文左右，以此计算，比较额抽米厘钱 269615 两，苏南地区交纳厘金的粮食流通量为
1788265 石，概言之在 180 万石左右。从米厘收入的比例分析，我们亦可推测苏南地区粮食流通的分布情况。
苏州、上海作为苏南两个最大的工商
厘局名称
苏城
木渎
车坊
同里
盛泽
常昭内河
锡金
宜荆
南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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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厘（千文） 比重（%）
22400
6.39
3100
0.88
22400
6.39
12600
3.59
2900
0.83
35000
9.99
64300
18.35
29700
8.47
10300
2.94

厘局名称
镇江下游
江阴
奔牛
常昭海口
浏河
吴淞江
闵行
五厍
合计

米厘（千文） 比重（%）
12500
3.57
5300
1.51
28200
8.05
500
0.14
1800
0.51
59100
16.86
1300
0.37
39100
11.16
350500
100

业城市，是最明显的粮食流入地区。就苏
州而言，主要由木渎一带输入粮食，这可
以从木渎厘局只抽米捐可以看出（比较征
额中唯木渎厘局注明为米捐钱）。该两局
与车坊厘局所征米厘占 13.66%，计 24.6
万石，大抵为流入苏州城的粮食数量。沪
属厘局所抽米厘占 28.9%，其中由浏河流

入者不到 1 万石，由吴淞江流入的 30 万余石，闵行流入的仅六七千石，五厍流入的约 20 万石。除浏河外，我推测这
50 余万石粮食应为浙江所产，其中近 20 万余石经由杭州湾运入上海。盛泽、江阴、常昭海口所抽米厘计近 5 万石，
显然为本地消费。同里 6 万余石除本镇消费外，可能也分流苏州、上海。镇江下游所抽约 7 万石估计系苏常一带运到
镇江米市的粮食。苏常本属鱼米之乡，常昭内河、锡金、宜荆、奔牛四局粮食贸易量 80 万余石，除本地消费一部分
外，估计其中大部分流入上海。安徽从南渡进入江苏的约 5 万石粮食，从运道分析，大部分当进入镇江米市市。根据
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苏南地区的粮食流通大致得出以下结论 ：浙江经由太湖运入苏州城的粮食约 6 万石（据木渎厘
局所收米捐计算）
，附近地区输入苏州城的粮食约在 24 万石，总计在 30 万石左右。由浙江运入上海的粮食约 50 万石，
苏常地区运入上海的粮食保守估计也当在 60 万石。也就是说，苏南地区经过厘卡流通的粮食，约有四分之三为苏州、
上海两大城市消费。应该指出，上述数据仅就抽厘粮食而言，实际在苏南地区流通的粮食远不止此数。江西、安徽地
区运入江苏的粮食，苏北地区运往苏南地区的粮食，相当部分已由金陵厘捐局抽取，44 经由海关转口贸易的粮食数量
也为数不少。45
苏南地区茧捐洋比较定额收入共 271000 元，主要经征的厘局有木渎、锡金、宜荆、江阴、奔牛五局，说明太湖、
阳澄湖的苏常一带，
是苏南蚕桑产地。上海地区农村虽然有植桑养蚕，但数量不会太多。46 清季江浙茧捐，每百斤 12 元，
依此估算，清季苏南蚕茧产量近 226 万斤，合 2.2 万余担。47
粮食、茧捐而外，其他大宗抽厘商货也反映了苏南市镇商品流通的特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本地大
宗产品，如宜兴一带盛产陶瓷，盛泽一带盛产丝绸，苏常一带盛产棉花土布，均由本地运销出境。松江府明清以来
盛产棉花土布，而在沪局所属分局中，除浏河分局有棉花、土布列入大宗抽厘货物外，其他各分局未予列入，反映了
20 世纪初这一地区土布生产严重衰落的局面。二是苏南境内商货的流通，如车坊、同里厘局所抽商品多为日用零星
之物，常昭海口多抽长江渔业产品，而渔业产区厘卡均设长江进入内河的交汇处，而不以为市镇依托，反映了沿江居
民居住分散，缺乏较大规模的水产品市场。三是外省运销苏南地区的商货，南货一般经由苏局所属厘卡，北货则经由
沪局所属厘卡。由浙江运入苏南的商货除浙丝（主要出口，领子口税单，故厘局未列入大宗抽厘商货）以外，有木材、
药材和火腿等，盛泽一线是最主要的商道 ；浙江的水产品、瓷器等则经由五厍一线运销上海地区。北货如豆饼、油料
等，主要经由沪局各卡运销苏南，主要有浏河、吴淞江和闵行三条线路。
厘金比较定额还反映了苏南地区国内贸易量的分布情况。苏南地区百货厘金，除米厘、丝茧外，多逢卡抽厘，出
口商货多采取领子口税的办法，因此，抽厘商货基本上可以排除出口商品。江苏厘则，采取从量抽厘的办法，我们无
法根据厘金定额估算苏南国内贸易的货值，只能根据厘金定额估计苏南各分局所辖地区的贸易量分布比重。
粮食贸易的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
从上图可以看出，苏南地区苏州、常州、镇江和江宁四府
苏属厘局辖区内的抽厘粮食贸易量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松江

松江府
29%
苏州府
28%

府沪属厘局抽厘粮食的贸易量不到百分之三十。另外，苏州、
松江两府沿江、沿海地区常昭海口、浏河、闵行仅占百分之一强，
表明这些地区粮食基本自给，外销和流入的数量均不大。盛泽
地区以桑蚕丝业发达，但粮食贸易量仅占 0.8%，我们无法确
定是粮食流入还是流出，但作出基本自给的判断大概也不会离

镇江、江宁府
7%

事实太远。
常州府
36%

苏南地区的丝茧交易分布集中在无锡、常州一带，高达
95% 以上。这一带的茧丝除运销丝织业中心南京、苏州外，当
有相当数量出口。其情况有如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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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百货厘金比较定额有制钱、银两和银元三种，

奔牛
17%
江阴
13%
宜荆
1%

要据此估测苏南各地的贸易量分布的必须弄清楚三种货

木渎
4%

币在当时的比价，然后按一种币值进行计算。为与米厘
计算方法相统一，我们仍以光绪三十一年的银钱比价资
料为依据，该年钱价上半年为 1413 文，下半年为 1425

锡金
65%

文，为计算简便，统一以 1400 文合银一两计算 ；库平
银一两合银元 1.515 元。48 据此，我们将苏南地区除粮食、
丝茧以外的其他抽厘百货的贸易量分布情况制表如下 ：

总局

分局名称

分卡数

比较征额

比重

苏州捐厘总局

苏城

17

193162

17.19

木渎

5

55776

4.96

车坊

10

23929

2.13

同里

17

32119

2.86

盛泽

14

52454

的是该地区国内产品的流通贸易量。以比较定额为依据，

4.66

常昭内河

23

48331

4.30

可以大致推算，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占 27.65%，苏州府占

锡金

16

97285

8.66

31.81%，常州府占 25.60%，苏属厘局管辖的江宁、镇江

宜荆

13

20023

1.78

两府的抽厘商货占 14.94%。由此可见，即始到清末，苏

南渡

2

24360

2.17

州在国内贸易的地位仍略强于上海。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镇江下游

12

143554

12.77

江阴

9

50071

4.46

奔牛

15

40946

3.64

常昭海口

8

31143

2.77

吴淞钓船捐局
浏河

0
17

67957
47357

6.05

吴淞江

12

65643

5.84

闵行

12

84286

7.50

五厍

5

45500

4.05

合计

207

1123896

100.00

前文已经指出，江苏地区的厘金对象，基本上反映

的常州府，在国内贸易中，也上海也难分伯仲。当然，这
个数据排除了由上海口岸的进出口贸易因素。值得注意的
是，向来被视为苏南地区名镇的同里、车坊、盛泽等镇，

上海捐厘总局

远低于闵行镇，五厍镇的厘收也高于车坊、同里。车坊厘
局各卡扼苏州到昆山的要道，同里各卡则扼太湖、阳澄湖
通往上海的另一通道，两局厘额偏低，表明这两条商路与
上海的关系并不十分重要。盛泽厘局扼苏杭运河，与吴淞
江相连接，盛泽局比较定额占 4.66%，吴淞江局占 5.84%，

4.21

表明由浙江运往上海的商货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运河转入
吴淞江运入上海的。浙江嘉兴一带的商货则经由五厍进入松江、上海。由杭州湾海道的浙沪商货运量，从比较定额看，
相当于运河 - 吴淞江、嘉兴 - 松江两条内河商路的总和，可见其重要性。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苏南市镇贸易的货币使用问题。清代货币使用的量化分析，过去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从未能
予讨论，原因在于缺乏有关的资料。大宗交易用银，零星交易用钱，这是基本的判断。清朝财政收入数据既有银、也
有钱，但是由于田赋、海关统一以白银兑收，扭曲了国内经济货币化程度的实态，其收入的银钱比例，也与商业交易
中货币的实际使用情况距离很大，不足为据。厘金比较定额的货币种类数据分布，为我们探讨清末货币使用情况提
供了可供讨论的依据。根据苏南厘金的比较定额，各类厘金货币收入为银 76205 两，洋 92468 元，钱 1323100 千，茧
捐洋 271000 元，米厘钱 350500 千。按照前文所用的估算标准，银两使用占 5.04%，银元使用占 15.87%，制钱使用占
79.09%。49 其中，银元厘收中，茧捐占到全部银元收入的 74.56%，这说明，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丝茧价格基本上
是在银元基础上形成的。从制钱使用量高达近 80% 看，直到清末，国内贸易的商货基本的价格基础仍然是铜钱。这对
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它表明在晚清苏南市镇中，普遍使用的流通手段是铜钱，在货币史
研究中向来十分重视的银两，在民间交易中的实际使率仅占 5% 略强，还不如银元使用普及。在清政府积极推进银本
位币制改革的情况下，从厘金比较定额中所透露出的这个实际货币使用情况的信息，如何评估，具有什么意义，笔者
将在以后另文分析。
四 几点结论与评估
清末苏、沪厘局的比较定额透露了苏南市镇以下的一些重要经济信息。苏州、上海作为苏南地区的两大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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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上海虽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城市，但处于太湖、阳澄湖间的苏州城在苏南境内的贸易地位依然
十分重要，略重于上海。从商道的角度看，浙江经太湖到苏州的商道与通过运河经平望到苏州的商道相比，后者更为
重要。常州与苏州的经济联系的纽带主要是大运河，苏州与常熟的商道则是阳澄湖一带的河道。车坊、同里等局卡所
在的市镇，大体上仍属苏州城的卫星城镇。即使像昆山这样毗连上海的市镇，在 20 世纪初叶，其经济运行依然没有
摆脱苏州城的引力。上海与苏州两大经济中心的经济联系，主要有两条商道，一是由苏州经昆山到上海，一是由运河
经吴江折入吴淞江到上海，后者更为重要。青浦、嘉定、松江等城市，从厘卡布局来看，显然已属于上海的卫星城市，
横泾与淀山湖至黄浦江的河道是这些城镇与上海的主要商道。浙江与上海的商道主要有三条，一是由湖州、嘉兴沿运
河经平望、吴江折入吴淞江，一是由嘉善、平湖经五厍、泖港折入黄浦江，三是经杭州湾至浦东经闵行折入黄浦江。
淀山湖畔的同里、周庄、陈墓、甪直等名镇与上海内河交通虽然便利，但在苏沪、浙沪商道上的地位并不突出。闵行、
梅陇、真如等镇扼上海与沪浙、沪苏及卫星城市商道之要，地位特殊。长江是上海与南通、常州、镇江、江宁各府、
长江流域各府及北方各省经济联系的主要商道，苏州府属的常熟地区也有部分通过长江与上海往来商货，在两个主要
入口浏河、吴淞中，后者的地位明显重要。常州府及常熟、无锡地区，从交通条件看，无锡由运河与苏州、上海两大
经济中心往来商货，武进则由运河或长江与镇江、南京及上海发生经济联系的概率较大。宜荆、南渡两局厘卡，跨常
州、镇江、江宁三府，而不隶于金陵厘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镇江、江宁两府的南部地区与苏、常的经济关系可能
重于府城一带，与安徽虽然商货往来，但在商道上的地位并不重要。
从主要物流的情况看，粮食、茧丝是苏南地区最大宗的物产。茧丝的主要产区是环太湖和阳澄湖地区，无锡地区
的产量占苏南产量的三分之二，除供南京、苏州生产消费外，相当部分用于出口。苏南地区流通的粮食除本境生产外，
苏北、安徽等地也有大量输入。苏南本境生产的粮食，除生产者消费外，投入流通的数量至少在 130-150 万石之间，
其中流入苏州的约 25 万石，流入上海的估计在 50 万石以上，由浙江输入上海的粮食大约也在 50 万石。
从比较定额的货币比例看，制钱定额占近五分之四，表明苏南地区商品物价的基础基本上是在制钱基础上形成的。
这反映了清末民间使用制钱依然十分普遍的情况。在小生产方式十分普遍的情况下，单个农户出售的粮食、农副产品
或小手工业者出售的手工产品，数量有限，商品收购者只能支付价值较低的铜钱，茧丝价值较高，收购时才可能用银
洋支付。1900 年铜元铸造以后，中国发生了所谓的“价格革命”，正在颠覆以制钱为基础的商品价格，但是，从厘
金比较定额看，即使到清王朝覆灭前夕，这个所谓“价格革命”的影响依然是十分有限的。另一方面，进口货物在
进入零售以前，一般均以银洋计价，剔除茧捐的因素，其他抽厘商货采用银洋结算的仅占 10% 左右，这说明清末洋货
及国内工业品在苏南市镇的销售量不会超过 10%。
上述结论是根据清末苏南厘金比较定额的分析研究中得出的。这些数据和结论会发生与有关地方志的记载不相吻
合的情况，我们应该考虑到比较定额资料和地方志记载各自的局限性。比如，苏南地区的棉花、棉布的产量巨大，但
比较定额资料仅在常昭内河和浏河两局中列为大宗商品。在市镇中交易的商货，如果不经过厘卡，也无法在上述数据
中体现出来。因此，我对上述结论的基本评估是，它们所反映的是苏南地区的主要商道和经过这些主要商道商品流量
分布情况。坐落在这些主要商道上的市镇，在基层市镇结构中的地位未必重于所在区域的邻近市镇，但在区域经济联
系和在财政上的地位，明显高于一般市镇。随着苏南地区两大商业中心苏州、上海拉动力的消长、商道重心的位移，
处于商道枢纽的市镇地位会逐渐发生变化和兴衰。在特定时间内编修的地方志记载未必能反映有些市镇的所经历的这
种变化。50 苏南市镇在近代所经历的兴衰过程，是近代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侧影，晚清厘卡在苏南地区的布局在一定
程度透露了其中的轨迹。

註
1.

本文撰写得到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SJ0703）资助。

2.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

3.

江苏苏属清理财政局宣统三年编，除原刊本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第十六、十七册收
入其影印本（2007 年出版）
，
江苏省财政志编辑办公室编《江苏财政史料丛书》第一辑第四册中重新标点横排（方
志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

4.

王茂荫奏报江苏捐局林立官私杂出并请敕查折（咸丰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
85

16 册第 584-587 页。
5.

乔松年 ：
《密陈访问河臣物论沸腾折》
（咸丰十年三月十九日），《乔勤恪公奏议》卷一。

6.

清淮厘捐总局设立年代不详。光绪三十三年七月端方在《归并厘卡统收分解折》中称 ：
“江北扬州淮安海州各属，
从前本有清淮厘捐局卡，向归前漕运督臣管辖”。咸丰十一年金安清、乔松年会详筹饷情形中提到“高邮一军
（此饷与清淮局分任之）
”
（
《吴煦档案选辑》第六辑第 422 页），可知该局于咸丰十一年即已存在。咸丰十年五月，
乔松年奏请淮海推广厘金，由漕督就近察看办理（《乔勤恪公奏议》卷之二）。根据上述材料，可以推断该局设于
咸丰十年南河总督裁撤之后。

7.

金安清禀整理江北厘捐情形（1861 年 9 月），《吴煦档案选辑》第六辑第 482-485 页 ；乔松年致吴煦函（1861 年
11 月 26 日）
，同上第 499-500 页。

8.

金安清禀（1862 年 1 月）
，同上第 504 页。

9.

曾国藩：
《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款折》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 1763-1768 页。

10. 《江苏省财政说明书 • 岁入部乙编》第 1 页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241 第 6-7 页。
《复奏殷兆镛等条陈江苏厘捐折》
，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
11. 李鸿章 ：
《江苏厘源日竭拨款日增折》
，光绪二年闰五月初七日，《沈文肃公政书》卷六。
12. 沈葆桢 ：
《厘卡无可裁并循旧办理折》
，光绪二十年，《张之洞全集》第 2 册第 949-950 页。
13. 张之洞 ：
《复查厘金巡卡无可裁并折》
，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刘坤一遗集》第 2 册第 811-812 页。
14. 刘坤一 ：
《筹议整顿厘金办法折》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九日，《张之洞全集》第 2 册第 1087-1089 页。
15. 张之洞 ：
《宁属厘务未便专员督理片》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刘坤一遗集》第 3 册第 980 页。
16. 刘坤一 ：
《归并厘卡统收分解折》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端忠敏公奏稿》卷八。
17. 两江总督端方 ：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18. 据《江苏省志 • 税务志》
19. 《宣统政纪》卷 38，第 20 页。
20. 资料据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第 232 页。
《在清国帝国各领事官清国厘金税调查报告集》，明治四十二年（1909）刊印，第 224 页，
21. [ 日本 ] 外务省通商局 ：
金陵厘捐总局所属各局及各分局所在地并光绪三十一年新定比较收入表。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22. 据《江苏省志 • 税务志》
23.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241 第 12 页。
24.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241 第 6-7 页。
25. 据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第 237 页。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26. 据《江苏省志 • 税务志》
27. 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记为咸丰四年秋，罗玉东《中国厘金史》曰“上海抽厘，大约系在咸丰六年后
半年至七年初之间”
。查松江知府袁芳瑛禀查议上海厘捐情形及抚藩批示（1856 年 9 月）附清单中有“豆捐自
四年七月起，至现今为止，由豆行郁丰泰等按月收缴，由县报解”（《吴煦档案选编》第六辑第 172-183 页）一语。
可见上海办厘始于咸丰四年秋是有根据的。
28. 袁芳瑛禀查议上海厘捐情形及抚藩批示（1856 年 9 月），《吴煦档案选编》第六辑第 172-183 页。
，
（1859 年 2 月 7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六辑第 270-272 页 ；陈旭彩等
29. 吴煦议设分局征收船货厘捐禀（底稿）
请于吴淞口酌收船捐以济嘉定宝山防堵之需（1861 年 4 月），《吴煦档案选编》第六辑第 426 页。
，1862 年 8 月 1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六辑第 527-530 页。
30. 薛焕致麦华陀函（底稿）
31.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241 第 12 页。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32. 据《江苏省志 • 税务志》
《筹办统捐草案条目》第 10-11 页，上海图书馆藏。
33. 江苏布政使陆锺琦详文，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34. 据《江苏省志 • 税务志》
《皖政辑要》卷 32，黄山书社 2005 年版第 350 页。
35. 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 ：
《皖政辑要》卷 32，第 345 页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上谕，《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
，
36. 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 ：
第 22 册，第 89 页。
《筹议整顿厘金办法折》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九日，《张之洞全集》第 2 册第 1087-1089 页 ；
《江苏宁属
37. 张之洞 ：
86

财政说明书》第 58-59 页。
《归并厘卡统收分解折》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端忠敏公奏稿》卷八。
38. 两江总督端方 ：
，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39. 《苏属财政说明书》第四轶《厘捐》
40. 士古桥卡位置不详，待查。唐家路卡疑在今唐家场地方，位于太湖茭白港进入吴江的水道旁，唐家路巡卡当设在
附近由太湖进入吴江的另一支流边。这些卡当均为扼要之卡。
41. 前两江总督周馥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奏，《光绪朝朱批奏折》第 905-906 页。
《中国近代对外经济关系研究》
，第 149 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42. 郑友揆 ：
43. 据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下册第 503 页，光绪三十四年江苏上半年钱价为 1601 文，下半年为 1617 文。
“米捐。来源在皖、赣各省及本省里下河一带产米之区。”
44. 《江苏宁属财政说明书》第十九章 ：
1910 年，
上海华界 671866 人，公共租界 501541 人，法租界人数 115946 人，共 1289353 人（邹依仁：
《旧
45. 据邹依仁统计，
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 9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根据海关报告，上海县城内外 215000 人，闸北地
区 23000 人，13 个镇和浦东 7 个镇还有居民约 355000 人，这些人口合计约 60 万（徐雪筠等译编 ：
《上海近代社
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
》第 145 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即以城镇人口 100 万估计，120 万
石粮食至多只敷半年。
46. 戴鞍钢《港口 • 城市 • 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第 150-151 页谈到了上海地区
桑蚕的发展，但沪局于蚕茧捐未列专项，说明直至清末，沪地蚕茧仍在百货厘金中统收。
47. 1892-1901 年海关十年报告称江浙 1901 年产茧约 9000 担（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下册第 693 页，
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显然偏低。根据 19 世纪 80 年代海关根据厘金总局的统计，苏州、常州、镇江三府输
出的生丝产量，1878 年为 355335 斤，1879 年为 392840 斤。（参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73-74 页，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
48. 据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下册第 503 页，该表“库平银每两合洋（元）”栏下各年数据有误，如光绪三十一年
为 1,515 元，显然是 1.515 元之误。
49. 限于篇幅，本文不对苏南各府的银、洋、钱使用比例进行分析，有兴趣的学者可以根据有关参数自行分析。
传统与变革》中特别介绍的苏南名镇有盛泽、震泽、同里、黎里、周庄、甪直、
50. 比如，樊树志先生的《江南市镇：
南翔、安亭、真如、罗店、朱家角、枫泾，这些明清以来兴起的市镇因其历史悠久、市面繁荣而引人关注。但清
末以后，由于上海经济的迅速崛起，其中有些市镇在苏南经济网络中的重要性显然已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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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要旨

冲、繁、難
——蕭山歴史と蕭山経験

銭杭
清代、地方区域経済と行政等級別の運用区分に基づいて、蕭山では職務標記上「冲、繁、難」の三字が付された。
清代の行政用語として一般的に緊要な地域にあたる府県（州）は、交通往来が頻繁であると「冲」、公務が繁雑で
政治的に敏感な地域は「繁」
、複雑な歴史があり統治、管理が容易でない地域は「難」とされた。蕭山は浙江全省
の７つの「冲繁難」県の一つであり、県レベルの行政組織の職務等級の上で明らかに代表的な特徴を具えている。
清代の職務標記が示す特徴は、地域の経歴に対応した長期的な歴史発展の結果の概括であり、決して短期間で形
成され定まったものではない。蕭山が「冲繁難」と職務標記されたのは、宋代（特に南宋時代）から清代に至り、
民間の歴史が発展する過程と符合して確実なものとなった。南宋が杭州に都を定めなければ、政治、経済、交通、
軍事上、浙東に対してこのような高い要求を示す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ばかりか、政府への利益を最大化する原則の
下、蕭山の統治に対してこのように多大な心血を注ぐことも不可能であり、蕭山の地域的な重要性もまた形成され
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しかし、蕭山の発展の基礎は結局のところ南宋時代前に第一段階が定まっていた。それは、浙
東運河の西の部分にあたる「西興運河」が晋代に建設され、北宋時代には「蕭山の根、蕭山の魂」と誉れ高い湘湖
が形成されて、蕭山と紹興、寧波二大経済地区間の交通網ができたことにあり、蕭山の前で運行していることに南
宋の皇帝が大きな関心を持っていたのである。歴史は蕭山にチャンスを与えたが、ただこの恩恵の一切を肯定し推
進していっただけに過ぎない。蕭山について今後の発展の問題は、杭州に依拠し続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だけでなく、
そのうえ上海にも依拠し始めたこと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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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繁、难
——萧山历史与萧山经验
钱 杭

内容提要
按清代对地方区域经济和行政级别进行的分类，萧山在职守标记上被冠以“冲、繁、难”三字。在清代的行政用语中，
凡府县（州）地处要冲、交通繁忙者称为“冲”，公务纷繁、政治敏感者称为“繁”，历史复杂、治理不易者称为“难”。
萧山为浙江全省 7 个“冲繁难”县之一，在县级行政机构的职守等级上具有相当明显的代表性。
清代职守标记所显示的特征，都是对某地经历的长期历史发展结果的概括，绝非短时间所能形成和定格。萧山之获“冲
繁难”职守标记，是与宋代（特别是南宋）至清、民的历史发展过程相符，因而是准确的。没有南宋建都于杭州，就不可
能在政治、经济、交通、军事上对浙东提出如此高的要求，就不可能在政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框架下对萧山的治理倾注如
此多的心血，萧山地位的重要性也就不可能形成。但是，萧山的发展基础毕竟是在南宋之前就已经初步奠定了——浙东运
河之西段“西兴运河”始建于晋代，被誉为“萧山的根、萧山的魂”的湘湖成形于北宋，萧山与绍兴、宁波两大经济中心
之间的交通网络，早在南宋皇帝关注萧山之前就已经在运转。历史赋予萧山的机遇，只不过是对这一切的肯定和提升而已。
对于萧山来说，今后的发展问题，不仅是要继续依托杭州，而且要开始依托上海了。

一
萧山位于浙江省北部，钱塘江南岸，临江近海，地形类型多样。总面积 1420.22 平方公里，平原约 909 平方
公里、山地约 259 平方公里，东西宽约 57.2 公里，南北长约 59.4 公里。属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南缘，年平均气
温 16.1℃，降水量 1402.5 毫米，常年无霜期 248 天。地理坐标为东经 120° 04'22'' ～ 120° 43'46''，北纬 29°
50'54'' ～ 30° 23'47''。
萧山与浙江省会杭州一江之隔（相距 15 公里），东接绍兴（相距 59 公里），南邻诸暨（相距 100 公里），西连富阳（相
距 150 公里）
，位于上海（相距 190 公里）和宁波（相距 200 公里）的中心点。
1949 年 6 月以前，
萧山归浙江省绍兴府建置，
1949 年 6 月底划归绍兴专区，1952 年为省直属县。1957 年划归宁波专区。
1959 年起改属杭州市。1987 年 11 月 27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萧山县，设立萧山市（县级），仍属杭州市。2001
年 3 月 25 日，改为杭州市萧山区。2008 年末总户籍人口 120 万。下辖 22 个镇，4 个街道。
二
明、清绍兴府的前身是隋、唐、北宋的越州，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升越州置府，辖今浙江诸暨市以北的浦
阳江和曹娥江流域及余姚市以北地区。下领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剡县（嵊）、新昌八县。八县中，
山阴和萧山两县地位相当特殊。按清代对地方区域经济和行政级别进行的分类判定，山阴、萧山同属一个级别，在职
守标记上都冠以“冲、繁、难”三字。
《清史稿》卷 65《地理志·浙江》“绍兴府”记载 ：
绍兴府：
冲，繁，难。……领县八。山阴，冲，繁，难。……会稽，冲，繁。……萧山，冲，繁，难。……诸暨，
简。……余姚，疲，繁，难。……上虞，繁，疲。……嵊，冲，繁。……新昌，简。1
在清代的行政用语中，凡府县（州）地处要冲、交通繁忙者称为“冲”，公务纷繁、政治敏感者称为“繁”，历史
复杂、治理不易者称为“难”
，钱粮难徵、困扰官府者称为“疲”。确定府县级别的高低，关乎国政程度的疏密，牵动
君臣关注的强弱，
与对某地所用职守标记字数的多少成正比。“冲繁难疲”四字俱全的府县，称为“最要”或“要”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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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有冲繁难、冲疲难、繁疲难三种）为“要”缺；二字（有冲繁、繁难、繁疲、疲难、冲难、冲疲六种）为“要”
缺或“中”缺，一字或无字的府县，称为“简”缺。关于“冲繁疲难缺”等职守标记的形成历史及使用惯例，台湾中
央研究院刘铮云教授有相当严密的考证，读者可以参见。2
绍兴府治下虽无“四字县”
，却有“三字县”三（山阴、萧山、余姚），
“二字县”三（会稽、上虞、嵊），
“一字县”
二（诸暨、新昌）
，总评与“三字县”中的山阴、萧山相同，都是“冲繁难”。由于山阴、会稽为绍兴府两首县，萧山
又比会稽多一“难”字，与职守难易程度相应的行政地位之高，于此也可见一斑。萧山称得上是一个“较大城市或较
高级的经济中心地”
。3

象山县 ：简。

我们可将清代绍兴府与同时代浙江各府县的职守等
级作一比较（资料来源同上《清史稿》卷 65《地理志·

台州府 ：疲难。

浙江》
）：

临海县 ：繁疲难。

杭州府 ：冲繁难。

黄岩县 ：繁疲难。

钱塘县 ：冲繁难。

天台县 ：简。

仁和县 ：冲繁难。

仙居县 ：疲难。

海宁州 ：繁疲难。

宁海县 ：简。

富阳县 ：冲繁。

太平县 ：简。

余杭县 ：繁难。
临安县 ：简。

金华府 ：冲繁难。

于潜县 ：简。

金华县 ：冲繁。

新城县 ：简。

兰谿县 ：冲繁难。

昌化县 ：简。

东阳县 ：繁难。
义乌县 ：疲难。

嘉兴府 ：冲繁疲难。

永康县 ：疲难。

嘉兴县 ：冲繁疲难。

武义县 ：疲难。

秀水县 ：冲繁难。

浦江县 ：简。

嘉善县 ：繁疲难。

汤溪县 ：简。

海盐县 ：繁难。
石门县 ：冲繁难。

衢州府 ：冲繁难。

平湖县 ：繁疲难。

西安县 ：冲繁。

桐乡县 ：繁难。

龙游县 ：冲难。
江山县 ：冲疲。

湖州府 ：繁疲难。

常山县 ：冲繁。

乌程县 ：繁疲难。

开化县 ：简。

归安县 ：繁疲难。
长兴县 ：冲繁。

严州府 ：简。

德清县 ：繁疲难。

建德县 ：简。

武康县 ：疲难。

淳安县 ：简。

安吉县 ：疲难。

桐庐县 ：简。

孝丰县 ：简。

遂安县 ：简。
寿昌县 ：简。

宁波府 ：冲繁。
鄞

分水县 ：简。

县 ：冲繁难。

慈谿县 ：繁疲难。

温州府 ：冲难。

奉化县 ：疲难。

永嘉县 ：冲繁。

镇海县 ：冲繁。

瑞安县 ：冲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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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县 ：冲繁难。

缙云县 ：简。

平阳县 ：冲繁。

松阳县 ：简。

泰顺县 ：简。

遂昌县 ：简。

玉环厅 ：简。

龙泉县 ：疲难。

处州府 ：简。

庆元县 ：简。

丽水县 ：简。

云和县 ：简。

青田县 ：简。

宣平县 ：简。

景宁县 ：简。
定海直隶厅 ：简。

在浙江全省十府一厅七十县中，
“四字县”一个（嘉兴县），
“三字县”16 个，其中“繁疲难”县 9 个（杭州府海宁州，
嘉兴府嘉善县、平湖县，湖州府乌程县、归安县、德清县，宁波府慈溪县，台州府临海县、黄岩县），
“冲繁难”县 7 个（绍
兴府山阴县、萧山县，杭州府钱塘县、仁和县，嘉兴府秀水县，金华府兰溪县，温州府乐清县）。萧山为浙江全省 7 个“冲
繁难”县之一，在县级行政机构的职守等级上具有相当明显的代表性。
明清以来，官场中不敢任事之投机分子一向视标有“冲繁难”的府（州）县为任职畏途，避之唯恐不及，想尽办
法请托行贿，徇私取巧。康熙朝云南道御史田从典，曾上疏揭发州县官的“请调”内幕，并提出整顿方案 ：
督抚不拘成例，请调州县，有秉公者，即有徇私者。州县求调，其弊有三 ：图优缺，避冲繁，预为卓荐地。
督抚滥调，其弊亦有三 ：徇请托，得贿赂，引用其私人。名为整顿地方，简拔贤良，实乃巧开捷径。屡经败露，
有骇听闻。嗣后请除江、浙等省一百一十余县钱粮难征，及边远烟瘴地，仍旧例调补，其他不准滥调。4
萧山是“冲繁”加“钱粮难征”的“三字县”，当然更在舞弊者躲避之列。然而，有弊亦有利。“三字县”为有抱
负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一旦承前启后，治理得法，即可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正如清代萧山乡绅来集之《萧山
县志序》所言 ：
萧蕞尔一区，顾乃分吴界越，右海左江，发脉引源，遂成千岩万壑，偪处省会。每见虚往实归，似宜英材
之蔚起，物产之殷繁矣。然东西隔而舟车凑，应接之冲疲为艰壤，地高而巨波环，旱涝之生灾最易。具经世之
略者，岂无深虑而卻顾者乎？……考之有明，凡三四更定矣，况今者乾坤朗辟，云雷满盈，夏商周之损益可知，
汉唐宋之遗踪，俱在天禄、石渠之间。……嗟乎！大禹会计，执玉帛者必由萧以达越，斯王风之遗也；勾践入吴，
临水祖道，军阵固陵，斯伯业之盛也。一钱投于西小之江，片石载于钱塘之浒，清风袭人，今古一辙。萧虽蕞尔，
亦足以雄矣！ 5
三
清代职守标记所显示的特征，都是对某地经历的长期历史发展结果的概括，绝非短时间所能形成和定格。
萧山水陆交通便利，因有浙东运河东西横贯，钱塘、富春、浦阳三江境内汇流，位于连接两浙水陆交通的要害之处，
恰如明朝黄九皋《萧山三政或问》所总结 ：
“萧山地当水陆之冲”。6 浙东运河是一条始建于晋代的古代运河，因起点
为萧山县西兴镇，故称西兴运河，也是对钱塘江、姚江间人工运河的总称，后通称为浙东运河。浙东运河的西段西起
西兴，东至绍兴钱清，故又称萧绍运河。萧绍运河在萧山境内的长度约为 21.6 公里，流经北干、城厢、新塘、衙前
等镇（街道）
，横贯整个萧绍平原，沟通鉴湖与湘湖水系，涝以排水，旱以溉田，使萧山数十万亩良田得益。运河的
河床宽 30 米左右，水深 1.5 米至 2 米。为便于排涝灌溉，运河两岸建起许多节制水闸，与无数河、港、湾、塘相通。
鸦片战争后，萧绍运河成为宁波港对外通商口岸的重要通道。运河两岸成为萧山最富庶之地，培育了像西兴、城厢、
衙前这样的街市重镇。
浙东运河由萧山至绍兴，过曹娥江、上虞至通明坝，接余姚江，经余姚至明州（即宁波），与奉化江会合为甬江，
东流至镇海县入海。浙东运河沿曹娥江上溯可至嵊县 ；东入杭州湾可出海外 ；北入杭州闸接江南运河。浙东运河是古
代浙东地区的交通干线，并与中原、海外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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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锦鹏先生的总结，浙东运河在北宋以前的航运价值和重要性并不高，南宋建都杭州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浙
东运河被赋予了重大历史使命，其重要性可与江南运河相提并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
第一，浙东运河是首都杭州城市居民生活消费品的重要供应线。水产、稻米、水果、薪柴、木材等生活生产资料
均需通过浙东运河运入杭州。
第二，
浙东运河是国内外进出口商品的重要中转航道。运河最东端的明州港为南宋时期重要的对外交通贸易港口，
众多的海外舶来商品通过明州港转浙东运河运抵杭州。
第三，浙东运河是南下温、台、闽、粤等沿海地区的重要水道。7
萧山位于浙东运河的西端，其“要冲”地位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除了有运河分段连接大江大河以外，当地湖泊众多，彼此连接，成为沟通平原、山区、沿海交通网络的重要中
介。绍兴府所在的山（阴）会（稽）平原约有大小湖泊 217 个，平均 20 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大湖，8 是浙东著名水乡。
萧山县的湖泊也很多，在交通上同样起到了很大作用。据清康熙十年《萧山县志》卷 5《山川志》记载，萧山共有湘
湖、落星湖、白马湖（石姥湖）
、净林湖（杜湖）、瓜沥湖（临江湖）、童湖、牧马湖、女陂湖（孔湖）、属市湖、通济
湖、清霖湖、周家湖、杨家湖、桃湖、大小湖、干湖（游湖）、徐安正湖、詹家湖、梓湖、涝湖、卸湖、戚家湖（庄湖）
、
后山湖、
马社湖等二十多个自然及人造的湖泊。其中最大、最著名的就是位于“邑西者”的湘湖。同上《县志》卷 11《水
利志》总结道 ：
湖在邑东者四，邑西者八，邑南者十，每湖不过周数里，溉一乡耳。若周八十余里，灌疏九乡者，惟湘湖。
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编《湘湖调查计划报告书》之六《湘湖与杭嘉湖甬绍严及本县之交通》
，9
详细介绍经由萧山湘湖通往省内各主要地区的交通情况，可说是四通八达 ：
一、湘湖与杭嘉湖之交通
下湘湖之湫口坝，离萧山县丞仅二里。由萧山县城至杭州交通甚便。陆路汽车，水陆轮船民船。十五里抵
钱塘江边之西兴。三十里达杭州之南星桥。上湘湖之东汪坝，离闻家堰仅三里。由闻家堰至杭州之闸口二十二里。
至南星桥三十里。每日皆有轮船及民船往来。由杭州拱宸桥至塘棲四十五里。塘棲至菱湖五十四里。菱湖至湖
州三十六里。小火轮皆通。杭州城站至长安八十三里，长安至硖石四十九里，硖石至嘉兴五十一里，皆直达火车。
二、湘湖与甬绍之交通
下湘湖之湫口坝，至萧山县城水陆皆二里。由萧山县城至钱清四十里，至柯桥六十里，至绍兴九十里。汽
车需一小时，轮船需四小时，民船需一天。绍兴至百官九十里，通轮船民船。百官至余姚五十三里，通火车。
余姚至宁波水路八十里，通轮船。陆路九十一里，通火车。故自湘湖至宁波二三天可矣。
三、湘湖与严州之交通
上湘湖之东汪坝，至钱塘江滨之闻家堰，水陆均仅三里。由闻家堰溯江而上至富阳五十五里。富阳至桐庐
九十里。每日皆有小火轮来往。桐庐至严州水陆皆九十里。每日有快班船来往，与桐庐之小火轮相衔接焉。
四、湘湖与萧山本县之交通
湫口坝外之内河，通萧山县西门，水陆均仅二里。湖西坝外之内河，北流约半里即注于萧绍运河。东流达
萧山县西门约三里，西流达西兴约十五里。横塘坝外之内河，北流入萧绍运河，并通白马湖。故下湘湖各坝之
内河，均通萧绍运河，水路交通极为便利。
塘子堰坝外之内河，西流二里注于白马湖。经白马湖至长河镇约七里。陆路如之。长河镇至西兴约十里。
萧绍运河经过白马湖之北端，舟楫相通。西流止于西兴。东汪坝外之内河，西流经闻家堰，折北流注于白马湖。
闻家堰为钱塘江下游重要市镇，亦为水陆交通之要道，与东汪相距甚近。故东汪坝之交通地位实为重要。
横筑塘坝外之内河，东流经仪桥，注于西小江之支流。10 西小江者，起于浦阳江滨之临浦镇，经所前抵萧
山县城，注于萧绍运河。所前、仪桥之间为其支流，均有舟楫之利，故横塘坝为湘湖通临浦之要道。临浦者，
浦阳江流域之重要市镇也。陈家堰坝外之内河，东流入西小江，直达绍兴百官。闻家堰之货船木筏，往往由此
处入西小江，为湘湖通绍兴百官之要道。
淳安坝外之内河，东北流抵萧山县之南门约三四里，亦通西小江及萧绍运河，故交通亦便也。
至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湘湖水面的逐渐缩小和现代化交通设施的逐渐完善，这个交通网络呈现出退化态势，已
不能发挥原有作用，但仍然一直作为萧山县内交通的重要补充。
此外，湘湖还与绍兴山阴的鉴湖相通。
《清史稿》卷 65《地理志·浙江·绍兴府》载 ：
93

山阴……鉴湖，古镜湖，周三百五十里，今只存西溪及会稽若耶溪为其别源，湘湖为其正源，仅十五里矣。
萧山……湘湖汇西南诸山水贯之，又东南入山阴。11
斯波义信先生的眼光非常敏锐，他提到在绍兴府八县中，至少有四县——余姚大部、上虞、剡县、新昌东部——
“部分属于宁波的商业经济腹地范围”
，12 而另外四县中，山阴、会稽、萧山同处浙东运河流域。诸暨因与山阴之间有
会稽山相隔，河川与浙东运河属不同流域，另有浦阳江流经境内向西北汇入富春江。所以，从水利和交通运输这两个
农业、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来看，山阴、会稽、萧山同属一个经济区。尤其是萧山，靠着有利的地理位置，牢牢地扼
住了杭州至明州（宁波）
、绍兴的咽喉。
这也就使得萧山必会成为政治上极其敏感、政务上极其繁忙的地区，一个“繁”字已呼之欲出。萧山的“繁”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南宋建都临安后，与杭州近在咫尺的萧山，13 对朝廷来说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保卫京畿地区的安全
及物资供应，萧山的江堤、海塘、河堰成了朝廷必管的公务。南宋时期，由朝廷拨款对浙东运河进行治理的两次较大
工程中，一次就是孝宗乾道三年（1167）对萧山西兴镇钱塘江水闸的修葺。“募人自西兴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并
浚闸里运河十三里，
通使纲运，
民旅皆利”
。14 位于杭州湾口的萧山海塘工程更是受到高度的重视。据斯波义信先生《宋
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前篇《宋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状况》表 2《两浙地区的重要水利工程》统计，15 从北宋仁宗庆
历（1041 ～ 1048）至南宋度宗咸淳（1265 ～ 1278）年间，萧山至定海共修建海塘 500 华里，其中位于萧山境内的主
要有捍海塘（萧山东 40 里，长 500 丈）
、北海塘（萧山东北 20 里，长 1090 丈）等。
至明清两代，萧山海塘的修建工程同样是当地政府的一大要务，不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力保不发生毁堤倒灌、
破坏京城的重大事故。
对萧山境内湖泊尤其是第一大湖湘湖的创建、管理，亦为中国水利史上的奇观。从北宋政和二年（1112）萧山县
令杨时（龟山）力促成湖，至 20 世纪 80 年代湘湖功能退化，历时近 9 个世纪，政府参与了与湘湖建设、管理有关的
每一个环节。由政府主要官员主持制定的重要法规有 ：北宋县令杨时的“均包湖米”；南宋高宗绍兴九年（1158）萧
山县丞赵善济的“均水法”；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萧山县令顾冲的《湘湖均水利约束记》；南宋宁宗嘉定六年
（1213）萧山县令郭渊明的确定“金线”标准 ；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萧山知县张懋的《湘湖水利图记》；明武宗
正德十五年（1520）钦差大臣巡视浙江兼管南直隶徽州一带地方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中丞许庭光，会同浙江等处提刑
按察司副使丁沂公布的《禁革侵占湘湖榜例》等等。笔者所著《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萧山湘湖水利集团的兴与衰》
一书，16 对此已有全面系统的考察，此不赘言。
第二，萧山与杭州一江之隔，鱼米之乡，丰饶无比，又有湘湖之胜可供休闲徘徊，因而成了南宋权贵功臣谋取私
利的理想场所。毛奇龄《湘湖水利志》
（以下简称《毛志》）卷 1“乾道年清占湖者”就提到这批运用各种方法企图染
指湘湖的人 ：
孝宗乾道二年，湖民许彦明私献湖与恩平郡王璩，使请为田。而招讨使李显忠亦谋据之为外墅。又大节使
周仁暗乞佃种若干亩，彼此纷纷，诸论并发。时县丞赵善济以他事渡江入朝，诣朝堂，有论及佃湖事者，善济
力争之。侍郎单君（原注 ：侍郎一作中丞，亡其名）直善济，为之具奏。会史丞相浩知绍兴府，17 善济至府又
极言其利害于浩，浩悟，为榜禁之，得免。18
这位被毛奇龄惜“亡其名”的“侍郎单君”
，
就是钱塘人单夔。此人既有胆识，又有文名，官也做得不错。《吴郡志》
、
《会稽志》
、
《江南通志》
、
《浙江通志》
、
《江西通志》等文献中有相关记载。《宋会要·食货六一·赐田》乾道七年十月
二十六日“臣僚上言”：
近有百姓裴咏等屡经御史台陈状，诉百姓汪念三等将湘湖一千余亩献与总管李显忠，19 遂将湘湖填筑为田，
侵渔不已。湖尽废，则九乡之田一遇旱乾，何以灌溉？其害非细。欲乞下绍兴府差官看视。若委是将湘湖为田，
令给还民间，复以为湖。如是曾给赐与李显忠，乞别行改赐。从之。20
在朝廷重臣单夔、史浩的理解支持下，赵善济保护湘湖的理念终获皇帝赞同，从而纠正或阻缓了这些人对湘湖的
蚕食。
公权力在护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使湘湖的实体得以保存、延续，而且极其强烈地宣示了湘湖水利的公
共性质。
萧山“冲繁难”之“难”
，也因湘湖而起，并且不是一“难”而是“两难”、“多难”。对于生活在湖泊周边的人群
来说，废湖、保湖可称得上是一个极难两全兼顾的永恒主题，任何一种选择都只能满足某一部分人群的某一部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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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产、生活方式并不完全一致的库区内各类居民来说，维护、保护不仅可能存在不同的内容和方式，而且某类居
民因维护、保护而获之水利，对另一类居民来说或许就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水害，至少是无利可图。更何况还有因水库
建设而直接受损，或因生产方式与水利性质相悖的一部分库区居民，他们面对来自强势（或曰主流）人群的种种压力
（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等等）
，不仅发展权无从谈起，就连“靠湖吃湖”的生存权也经常得不到必要的尊重和保障。
对于朝廷及地方各级政府来说，
“两难”情况亦然，甚至更为棘手。政府固然由具体个人组成，不能、不会（亦不应）
没有“私利”
，但政府毕竟又不能仅代表个人，其所负之社会管理职能无论得自于何方授权，都具有高度的公共性，
“政
府代表”所作选择一旦经程序而获公权认可，就要上升为延续一个时期、面对所辖各地、影响社会大众的普适性公共
政策，意义非同小可。北宋庆历四年（1044）正月二十八日，宋仁宗下诏 ：
自今在官，能兴水利、课农桑、辟田畴、增户口，凡有利于农者，当议量功绩大小，比附优劣，与改转或
升陟差遣，或循资、家便，等第酬奖。即须设法劝课，不得却致扰民。其或陂池不修、桑枣不植、户口流亡之处，
亦当检察，别行降黜。仍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常切纠举，无自旷慢。至于省徭役、免赋敛，使百姓乐于务农，
亦所以广劝民之道也。仍令逐处臣僚，今后举奏见任知州、通判、知县、令佐者，并先言有何劝课劳绩，方与
依条理为举主施行。其提点刑狱朝臣并转运判官，今后并带兼本路劝农。
一旦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及其效果与对官吏的考课相联系，就是朝廷发出将高度重视农田水利事业的明确信号。
至北宋熙宁（1068 ～ 1077）年间，宋神宗更强烈地希望通过变法来富国强兵，其中第一要务就是“兴建水利，垦辟
荒田，户口增，民获安”
，
“兴置水利，招添人口，开广闲田”，21 于是，
“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22，
全国出现了一场疏浚淤塞池塘（陂）
、修复坍圯圩岸（堰）、大办农田水利的热潮。但由于变法的总策划王安石对这一
政策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角度（特别偏向于增加农田的绝对数量），因此，使得“熙宁新政”的农田水利政策在总目标
既定不变的前提下，具体措施一直不大稳定，经常陷于“兴复水利”、“疏导水患”与“废湖为田”、“增田扩税”的两
难选择中。
农田、水利本是可以互相协调的统一体。充分发挥水利设施的优势，大部分农田自然因受及时灌溉、排涝而收成
改善，政府也因此可得稳定的税赋，也就是对国家财政具有基石意义的所谓“常赋”。北宋以来，各级政府对某项水
利政策实施效益的评价标准，主要集中在是否能为政府增加实际的税赋数量上。政府利益之最大化原则，很大程度上
淡化和覆盖了对水利与水害各种复杂关系进行细致评估这一关键环节本身。这或许也是中国水利史的一个基本特点。
当然，对追求“常赋”效应的热衷，会使朝廷偏向于制定一种能体现长效收入预期的政策。许多官员认为，政府
利益的最大化，应该是维持实在稳定的“常赋”收入，而不是去增加豪华浮动的虚数。农田水利建设中应以远、近利
益兼顾的“兴复水利”为主，而不要去推动只重眼前利益的“废湖为田”，那样做的结果必定是因近失远，得不偿失。
北宋宣和三年（1121）
，徽宗下诏批评 ：
越州鉴湖、明州广德湖，自措置为田，下流堙塞，有妨灌溉，致失陷常赋。23
《宋史》卷 173《食货志上》载两宋之际名臣李光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虽然比较笼统，所提措施建议也有理想化倾向，
但问题确实存在 ：
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无水旱之灾。
本朝庆历、嘉祐间，始有盗湖为田者，其禁甚严。政和以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
旱之患。余姚、上虞每县收租不过数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赋，动以万计。莫若先罢两邑湖田，其会稽之鉴湖、
鄞之广德湖、萧山之湘湖等处尚多。望诏漕臣尽废之。其江东、西圩田，苏、秀围田，令监司守令条上。
”于是
诏诸路漕臣议之。其后议者虽称合废，竟仍其旧。
明州，指宁波府，那里湖泊众多，自然环境、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思路与越州（绍兴府）的萧山大同小异。后来
甚至连皇帝也意识到，
“废湖为田”虽可迅速增加耕地数量，吸引安置人口，使政府在财政方面得到明显的实惠，但
从长远看却并不合算，因此是一种短视的经济政策。
封建政府既然在总体上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它的态度、政策就会随这个“利益”的多元和变动，出现上下不
一、左右摇摆。一方面，
“废湖为田”会因赈灾而影响“常赋”，导致财政收入在一个较长时段内得不偿失；另一方面，
为扩大耕地、救济贫民、安置移民，政府又存在鼓励或默许“废湖为田”的强烈动机 ；加之湖田又是第一等肥田，若
能增产、增收，在一个以解除或缓解积贫积弱痼疾为王朝第一要务的时代足以令人心动。
仅就“废湖为田”本身而言，不过是为解决不同自然环境下的农耕问题、具有明确功能目标的经济政策之一种。
出于政治、
财政和社会管理的不同理念，
人们对此持不同的看法和偏好，有时分歧还非常尖锐，应属正常。读《宋会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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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盗湖为田”与政府主导的圩田、
湖田有非常直接的渊源关系，在某种意义上，
“盗湖为田”不过是“废湖为田”
“变
、
湖为田”的进一步失控而已。长江中下游地区之所以会出现持续不断的“废湖为田”，其基本动因是人多地少，生活
在湖区的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不遗余力追求水稻高产，对优质农田具有特别迫切的需要，于是从中唐以后就逐步开
始围湖排水，形成所谓的圩田、围田、24 垸田、淤田、湖田等。这些优质农田的增加，对改善财政和民生均有正面意义。
北宋庆历三年（1043）十一月，仁宗下诏 ：
访闻江南旧有圩田，25 能御水旱，并两浙地卑，常多水灾，虽有堤防，大半隳废，及京东、西亦有积潦之地。
旧常开决沟河，今罢役数年，渐已堙塞，复将为患。宜令江淮、两浙、荆湖、京东、京西路转运司辖下州军圩田，
并河渠堤堰陂塘之类，合行开修。26
皇帝的态度如此，处于这一生态环境中的人们，自然也不会对“废湖为田”本身表示特别的反感，只要不是瞒着
官府的“私圩”
，只要理由充分，方式恰当，条件具备，他们都会积极参与。
当然，对某项经济政策的施行效果进行评估，若要做到恰如其分，也绝非易事。如前引李光所提建议，道理固然
不错，但为何最终“议者虽称合废，竟仍其旧”？若暂且搁置其中的利益纠葛不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变湖
为田”一旦成为现实，一般情况下就是不可逆的，绝无随意恢复的可能。不仅在技术上难以确保成功，而且还会因各
种弊案的发生，引起公、私两损的后果。如果说，盲目轻率改变生态的“变湖为田”在许多情况下应受指责的话，那
么，特意、刻意反其道而行之的“变田为湖”则将导致更大的失误。更何况无论皇帝还是政府，都已经从湖田的租税
中分得了巨大利益。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
，绍兴府上虞县令赵不摇的上奏就说到这一点 ：
本县所管夏盖等湖一十三处，自废湖为田，租米皆属御前，省税即隶户部。官吏知有湖田数千硕之利，而
不知夺此水利，检放省税，岁乃至万硕。建炎以后，湖租尽入户部，然未之废，废之诚便。27
若想动摇这一利益格局，已是难上加难，遑论“废之”！当然，“废湖为田”、“变湖为田”确实会在发生灾害、
赈济灾民的情况下“失民田常赋”
，给政府带来新的财政困难，甚至会出现一些相当负面的后果，这笔帐谁都会算，
因而上至皇帝、廷臣，下至地方官吏，都倾向于谨慎从事，不添新例。在湘湖历代禁、垦之争中，官府之所以大都表
现出因循苟且、眼开眼闭，绝少敢于任事者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官府所代表的国家机器对“常赋”、对租税分成现状
的高度依赖，在于国家一直将“常赋”作为高级官员政绩最重要的考课标准之一，28 而与所谓的“阶级属性”没有
直接的关系。对于负有公共协调责任的官府来说，废湖、保湖实近乎双刃剑，两者利害相埒，常陷两难之境。古今中
外，概莫如此。
当然，主流意见和基本共识应该还是明确的，那就是在坚持政府利益（亦即“常赋”）优先及最大化的前提下，
尽力维持现有的各类湖泊，使之成为发生旱涝灾害时有所依恃的屏障，正如美国学者萧邦齐所说：
“国家对造湖的兴趣，
主要是在赋税上”29，真是一点都不错。正因为如此，政府与湖区那部分靠这些水库调节排灌的农民利益，发生了多
重契合关系。万历《府志》卷 16《水利志·湖溪河江》称 ：
今八邑，自嵊、新昌外，其六邑俱以湖为水库，农夫望之为命，盛夏时争水或至斗相杀。
对于能为“争水或至斗相杀”的“农夫”来说，现有水利工程以及水利规则之应受保卫和严格遵守自然不言而喻。
为此，
他们必须、
也愿意接受政府精心制定的一系列补偿性的制度安排。其基本的政策精神，宋神宗在熙宁五年（1072）
已经做过宣布 ：
十二月二日诏 ：应有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岸之类，工役浩大，力所不能及者，许受利
人户于常平仓系官钱斛内，连状借贷支用，仍依青苗钱例作两限或三限送纳，只令出息二分。如是系官钱斛支
借不足，亦许州县劝诱物力人出钱借贷，依乡原例出息。官为置簿，及时催理。30
也就是说，农田水利工程所需的各类成本费用，原则上应由“受利人户”即直接受益人承担 ；承担方式如上所述
种类很多，如联名申请政府的低息贷款（粮）
，分期归还；或者向民间贷款，政府将监督借款人及时归还本息等。此外，
还有最常见也最便捷的一种，那就是由得利者均摊。
这种利益 - 成本的均摊模式，在推动水利事业呈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将地方政府推向了难以两全的境地。有关分
析，可参见笔者前引专著，这里不再展开。
四
综上所述，萧山之获“冲繁难”职守标记，是与宋代（特别是南宋）至清、民的历史发展过程相符，因而是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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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没有南宋建都于杭州，就不可能在政治、经济、交通、军事上对浙东提出如此高的要求，就不可能在政府利益
最大化的原则框架下对萧山的治理倾注如此多的心血，萧山地位的重要性也就不可能形成。但是，萧山的发展基础毕
竟是在南宋之前就已经初步奠定了——浙东运河之西段“西兴运河”始建于晋代，被誉为“萧山的根、萧山的魂”
的湘湖成形于北宋，萧山与绍兴、宁波两大经济中心之间的交通网络，早在南宋皇帝关注萧山之前就已经在运转。历
史赋予萧山的机遇，只不过是对这一切的肯定和提升而已。
对于萧山来说，今后的发展问题，不仅是要继续依托杭州，而且要开始依托上海了。
本文为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研究成果，编号 SJ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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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要旨

明清時代における蘇州の宗族観念と文化世族
徐 茂明
宋明以降における宗族観念と宗族組織の発展は常に国家の政治と連関している。中国南方地域においては、蘇州
の宗族と宗族組織が独自の性格と発展の道を保持してきた。安徽省南部、浙江省南部などの辺鄙な山間地帯に比べ
て、江南経済の中心に位置する蘇州は、士大夫が宗族システム構築のうえで先端的な気風を切り開いたが、地理環
境、経済発展、社会風潮などの要素の制約を受けたため、蘇州人の家庭の規模は二、三世代が聚居する小家族の形
態を中心としており、宗族観念は比較的希薄であった。こうした宗族観念の希薄さはなによりも祖先不敬という点
に現れている。自己の経済利益のために、
族人は祖先が埋葬された墓地を盗み取る事例がしばしば発生した。次に、
族人の困窮に関心を寄せないことである。北宋の時代、范仲淹によって創設された宗族と義荘の施設は清代中葉以
前において大きく発展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第三に、祖先を祭る権力と儀式に対して十分に理解しておらず、それ
ぞれが勝手に執り行い、混乱していた。第四に、家譜を編纂するに際して、体裁を飾ることにばかり意を注ぎ、事
実を重んぜず、家譜の偽造が一つの風潮となった。
蘇州人の宗族観念には依然として士庶の分がつきまとっており、異なる階層の間で比較的大きな相違が見られた。
宗族組織の構築は、主に士大夫の理想の追求という側面が強く、宋代の范仲淹から明代の帰有光、清初の顧炎武、
清末の馮桂芬に至るまで、みな宗族組織の復活を唱えた。宗族組織の構築は相当の経済基礎と儒家の文化に習熟し
た人材を必要とした。このため、
大多数の家族組織は都市あるいは市鎮に居住する士紳や富商によって設立された。
これに対して、広大な農村社会においては、農民の家庭組織は多く自然の状態に置かれ、体系的な組織と経済基礎
を欠いていた。蘇州宗族の大きな発展は清末の嘉慶・道光以降、とくに太平天国の戦乱後数十年の間のことである。
これは、同治・光緒年間の時期、国家が社会秩序と家族再建を求めたことと符合している。明清蘇州の士大夫と富
商によって建設された宗族は多くが文化世族の範疇に属しており、蘇州の宗族組織が他の地域の宗族組織と分たれ
る顕著な指標となっている。これらの文化世族はおおよそ三種のタイプに分類される。すなわち、学術型、官宦型、
儒商型である。基層社会において、蘇州の文化世族は、山間地域の単姓村落のような、血縁と地縁が緊密に結合し
ているものとは異なっているが、地方社会に対して絶大な影響力を有していた。それらが文化教育や地方公共事業
等の方面で果たした役割を低く見積もるべきではない。蘇州社会の変遷と文化世族の発展の間には密接な関係があ
ると考えら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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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苏州的宗族观念与文化世族
徐 茂明
内容提要
宋明以来宗族观念与宗族组织的发展始终是与国家政治相关联。在中国南方地区，苏州的宗族观念与宗族组织有着自
己的特色与发展道路。与皖南、浙南等偏远山区相比，地处江南经济中心的苏州，虽然士大夫们在宗族建设上开风气之先，
但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社会风尚等因素的制约，苏州人的家庭规模以二三代聚居的小家庭为主，宗族观念始终比较
淡漠。这种宗族淡漠观，首先表现在对祖先不敬，为了经济利益，族人盗取祖先墓葬的事例时有发生 ；其次，对于族人的
疾苦漠不关心，北宋苏州范仲淹开创的宗族义庄，在清代中叶以前始终得不到大的发展 ；第三，对于祭祀祖先的权力与仪
式理解不清，各行其是，混乱无序 ；第四，编修家谱只图装饰门面，而不尊重事实，伪造家谱成风。苏州人的宗族观念还
有着士庶之分，不同阶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于宗族组织的建构，主要还是士大夫们的理想追求，从宋代范仲淹，到
明代归有光、清初顾炎武、晚清冯桂芬，都曾经为恢复宗族组织而不断呼吁。宗族组织的构建需要较强的经济基础和熟悉
儒家文化的人才，因而大多数的家族组织都是由城市或市镇中的士绅或富商所建立，而广大的农村社会，农民的家族组织
大多是处于自然的状态，缺少系统的组织和经济基础。苏州宗族组织的大发展是在晚清嘉道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乱之后
的几十年中，主要还是由于同光之际国家需要迅速恢复社会秩序与家族重建要求的耦合所致。明清苏州士大夫和富商们所
建构的宗族，有许多都属于文化世族，这是苏州宗族组织区别于其他地区宗族组织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些文化世族大致可
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学术型、官宦型、儒商型。在基层社会中，苏州文化世族虽然不象山区单姓村落那样将血缘与地缘紧
密结合在一起，对地方社会具有绝对的控制力，但他们在文化教育与地方公共事业等方面，同样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苏州社会的变迁与文化世族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

一 六朝以来的国家制度与苏州宗族观念
苏州宗族制度的发展可以上溯到六朝之孙吴时期，支撑着孙吴政权半壁江山的就是当时的吴郡“顾陆朱张”四姓
和吴兴沈氏、义兴周氏等豪门右族。南朝之后，随着门阀政治的衰落，江南宗族组织也开始分化。据刘宋周朗称：
“今
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尽管周朗不满于这一现象，并主张
“宜明其禁，以革其风”
。1 然而这种家庭形式的变化归根结蒂还是由经济发展所决定，当个体家庭（核心家庭）有能
力独立生存下去，并且为避免家族内部因财产发生矛盾而要求独立出去时，这种要求就不仅仅是某个家庭的要求，而
是一种社会的要求，个人是无法阻拦的。
隋唐之后，为了适应新兴的寒门阶层的需要，逐步确立了科举制度，士族门阀制度日趋没落，到宋代已经形成名
副其实的“科举社会”
。在科举社会，科举资格和官僚身份不能世袭，社会阶层流动加速，加之家产均分的继承制度，
士大夫难以避免家族身份和地位没落的宿命。苏轼认为 ：
“今世之公卿大臣贤人君子之后，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
“管摄
远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
”2 为了避免这种宿命，北宋中叶理学家张载最早提出了重建宗族的设想。他认为 ：
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学世族与立宗子之法。”“宗子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
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散族，其家不传，……如此则家且不保，又安能保国家！”3
张载还具体谈了设立宗子的方法，主张宗子的人选应该兼顾嫡长与仕宦两个条件，并优先考虑仕宦的条件。与张
载同时代的理学家程颐也主张以有官职的族人担任宗子，他还认为士大夫应该建立自己的家庙，并且突破以往士大夫
只能祭祀近四代祖先的古制，主张士大夫可以祭祀始祖与先祖，这为宗族由小宗向大宗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在张
载、程颐等人的倡导下，经过朝廷的讨论议定，宋仁宗时，家庙制度得到恢复，但对于建立家庙的政治地位要求更高
了，只有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僚才有资格建家庙。
北宋朝廷对建立家庙所严格规定的官品资格限制，无法满足广大的士庶百姓报本返始、尊祖敬宗的愿望，鉴于此，
南宋理学家朱熹设计了更为详尽的宗族制度方案《家礼》，提出了宗族祠堂与祭礼的具体设想，他主张在正寝之东建
立祠堂，奉祀高、曾、祖、考四代神主。
《家礼》对南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宗族组织与宗族观念影响深远。在理学家们
积极鼓吹宗法理论的同时，苏州士大夫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为宗族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以仿行实践的样板，
对苏州以及其他地区的宗族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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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家庙令最早制定于明太祖洪武年间。据《大明集礼》卷六《宗庙·品官家庙》记载，明初士大夫普遍受《朱
子家礼》中祠堂之制的影响，品官之家在正寝之东建立祠堂，祭祀四世之主，至于庶人则无祠堂，只能在居室中间或
他室祭祀二代神主。至嘉靖十五年（1536 年），由于礼部尚书夏言的奏请，世宗皇帝“诏天下臣民祀始祖”。此举影
响深远，它打破了宗法制度有史以来只有皇帝才能够庙祀始祖的特权，实现了宋儒程颐所提出的士大夫也能够奉祀始
祖的愿望。此前，民间虽然也有祭祀始祖的习俗，但那是临时性的墓祭，而不是永久性的将始祖的牌位放置在家庙或
祠堂中奉祀。由于朝廷在祭祀始祖权力上的宽容，使得家庙向联宗祭祖的大宗族方向发展，在嘉靖朝形成了建宗祠祀
始祖的热潮。嘉靖之后，这一热潮一直延续下去，从而有力地推进了民间宗族组织的迅速发展。4
从苏州来看，虽然国家在宗族制度上有所放松，一些士绅家族的组织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名门
世家，但庶民百姓的家族组织并未普遍建立，他们甚至连祭祀祖先的权限尚不清楚。清朝康乾年间，常熟士人王应奎
发现 ：
“今人拘五庙、三庙、二庙、一庙之说，谓士庶人止应祭一代，而不知其非也。”5 事实上，在苏州真正同财共
爨的大家族还是不多。从《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所收录的 158 个家庭情况看，苏州人的家庭规模比较小，二、
三代同居的小家庭占 77.84%，每个家庭平均 6-8 人 ；四、五代同居的大家庭占 22.15%，每个家庭大约 8-10 人，但这
些家庭只含有两个核心家庭，仍属于主干家庭的范畴，多代同居的原因主要与苏州人的年龄构成有关，从这些家庭情
况看，明清两代平均年龄为 62.66 岁，80 岁以上的占 23%，这一比例与四、五代同居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例是相对应
的。真正构成共祖家庭的只有 4 个。小家庭和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之外，是家庭的另一种格局，即大宗族——小家庭，
这种联宗扩大血缘圈的现象从明代中叶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宗族的扩大与家庭的缩小同步发展。苏州家庭结构以小
家庭为主，大宗族与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居于次要地位，这是由商品经济发达与社会流动性大造成的。6 这一家庭规模
与 1930 年代费孝通对吴江开弦弓调查结果（平均每个家庭 4 人）亦很接近，“中国农村家庭，平均的人数大约是在 4
至 6 年之间。所谓大家庭，看来主要存在于城镇之中，很明显，它们具有不同的经济基础。”7
家庭的小型化也淡化了宗族的血缘观念，以敦亲睦族为宗旨的宗族观念在民间依然比较淡漠。明代中后期苏州
“呜呼！至于今日，
人黄省曾批评说 ：
“今九族昆弟互谋交争，鲜有亲睦者”。8 清初顾炎武对此也是深恶痛绝，他说 ：
而先王之所以为教，贤者之所以为俗，殆澌灭而无余矣！列在缙绅而家无主祏，非寒食野祭则不复荐其先人 ；期功之
惨，遂不制服，而父母之丧，多留任而不去。”9 另据清初大学者魏禧所见 ：
“江南世家大族广园囿第宅，而无宗祠以
安先祖，合其族人 ；著书汗牛马，于谱系则阙然，自高曾以上，有不能举名氏者”。10 世家大族、富商巨贾尚且如此，
遑论寒门庶民！清初唐甄在江南所见，简直令人发指 ：
“吴人发塚，非异人，即其子孙也。贫无所计，则发其先祖父
母之尸而焚之，而鬻其地，利其藏中之物。得利之厚者，有金玉之带，珠凤之冠，千金之木，珍异之宝，盖先世之贵
者也。吴中之人，视为故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11 魏禧、唐甄都是游访或寓居江南的外地人，唯其是外乡
人，才会具有“他者”的眼光，对比出江南人的宗族观念何其淡漠！在安徽桐城，姚氏族规规定，盗葬祖坟者要处以
死刑，12 而吴人竟“视为故然”
，岂不怪哉！
明清苏州人的宗族意识还存在着士人与庶民的差异。明弘治《吴江县志》卷六《风俗篇》指出 ：
“冠礼灭裂，全
不师古。间有行三加礼者，反以为笑。……祭祀薄于祖先，厚于姻亲，急于鬼神。然大家世族能依古礼者多。
”晚清
道光年间，常熟士人邹珏捐献二、三千亩祖传田地，建立义庄、义塾、义冢、祭田、书田、公田等，以保障族人生活，
此举受到江苏巡抚林则徐的高度赞赏，亲自为之撰文立传，朝廷颁发“乐善好施”匾额，常熟籍官绅如杨泗孙、庞钟璐、
翁同龢等人也纷纷撰文或书写墓志铭，以资表彰，然而这一受到士大夫广泛推崇的敦亲睦族的典型事迹，在普通民众
世俗眼中却是一种傻子的行为，
“世多有笑之者。”这种士庶观念的差异，让林则徐也感慨不已：
“嗟夫！士之强立特行，
“宗祠之立，在士大夫家固多，
卓然不囿于流俗者，
其不为众人所笑也几希矣！”13 民国《吴县志》也反映了类似的风俗：
而寒门单族鲜有及之者，以故祭礼愈形简略，奉神主者惟有家堂而已。……至墓祭。则每岁举行两次，春祭在清明，
重拜扫也，秋祭在十月朔，感霜露也。其族大者，长幼毕集，衣冠济济。其祭品必丰必备，而寒素之家则有春祭而秋
不祭也。
”14
苏州人宗族观念之所以形成士庶分隔的阶层差异，虽然有家风传承的文化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因素。人
口繁衍，聚族而居，是在相对静态的农业社会中形成的家族自然状态，而要将这种散漫的家族成员，组织成为一个谱
系清晰、管理严密、生活保障的宗族组织，则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清道光年间苏州《丁氏义庄记》称 ：
“苏郡自宋
范文正公建立义庄，六七百年，世家巨室踵其法而行者指不胜屈。要皆赀力殷富，号称素封 ；或入朝登显秩，归而出
其俸余，以赡支族，势分崇厚，故为之易成也”。15 从苏州的宗族组织看，绝大多数是缙绅所创，
“赀力殷富”的“素封”
之家尚在其次，因为缙绅家族由科举入仕者较多，常常世代蝉联，形成显宦世家，他们不仅资产丰饶，同时享有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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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成为民间的权威人物，由他们出面主持宗族，较之单纯的富室庶民，更易于成事，且能
世泽绵延，使宗族维持发展下去。冯尔康称明清为“绅衿富人宗族制时代”，16 是颇有道理的。
苏州虽然“亲亲”的宗族观念比较淡漠，但从明代开始，通谱联宗的风气却是日渐兴盛。清初有人发现 ：
“近世
人诗文标目，于同姓人称家某人。考宋元以前文字，皆无此称。”据常熟王应奎考证，这种“同姓称家”的风气可能
开始于明代中叶。17 应该说，王应奎的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明代中叶士人“同姓称家”风气的形成，可能与嘉靖
十五年朝廷“诏天下臣民祀始祖”的新政有关。而祭祀始祖的仪式显然扩大了宗族组织的规模，原先已经疏远甚至失
去联系的宗族房支，因为共祖的关系而联结为一个庞大的宗族。“联宗的直接动机，是希望能满足本宗、本姓在某一
功能方面的需要 ；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是希望通过加强某一地域范围内的族际联络，来提高同姓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政
治地位。因此，每一次联宗除了发起时所确定、所宣布的主要目标以外，一定会有一些与之相配合的次要目标，而且
往往还会在联宗的过程中产生一些新的目标。
”18 联宗过程中所包含的功利性目标，侵蚀着血缘性宗族组织的敦亲宗旨。
顾炎武将通谱联宗的功利性归结为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两大类，他批评说：
“近日同姓通谱最为滥杂，其实皆植党营私，
为蠹国害民之事，宜严为之禁。
”19“同姓通宗而不限于奴仆；女嫁死而无出，则责偿其所谴之财；婚媾异类而胁持乡里，
利之所在，则不爱其亲而爱他人，于是机诈之变日深，而廉耻之道尽，其不至于率兽食人而人相食者几希矣！”20
明代苏州人虽也流行编家谱，但有相当一部分人为装饰门面而编造的，少有“敬宗收族”的实事求是之心。为满
足这些人的虚荣，苏州甚至出现专门替人伪造家谱的行当。松江落魄寒士袁铉，因“贫不能自养，游吴中富室，与之
作族谱，研究历代以来显者，为其所自出。凡多者家有一谱，其先莫不由侯王将相而来，历代封谥诰敕名人叙文具在。
初见之甚信，徐考之乃多膺作者。
”后来，袁铉因此受到官府的“究治”，同伙四人亦作鸟兽散。但至清初，苏州阊门
内天库前，造伪谱者竟“聚众为之，姓各一谱，谱各分支。欲认某支，则捏造附之，贵显者则有画像及名人题赞，无
不毕具。且以旧绢为之，或粉墨剥落，或字画糊涂，示为古迹”。伪造家谱不仅规模化，而且专业化。时人李延昰云：
“此古来所无而今始有之者。
”21
二 苏州士人与宗族建设
苏州人宗族观念淡漠，
在士大夫看来，
这不仅仅是一家一族的盛衰问题，而是关乎一个社会和谐与王朝巩固的大事。
从北宋名臣范仲淹开始，
苏州士人就不断为宗族的重建而努力。范仲淹创设的范氏义庄，
“于苏州长吴两县置田十余顷，
其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谓之义庄。”22 范氏义庄除保证族人的基
本生活外，还具备教育子弟、支援族人参加科举考试的体制。日本学者井上彻说，“应该把以族田为经济基础的宗族，
看作是一批未能通过同居共财的小家庭而实现官僚身份世袭化的士大夫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重新构建出来的一种
新的、以血缘关系为团结纽带的社会集团”
。23
从元末明初江南士大夫的文集看，他们还是继承了宋代的宗法主义主张，设祠堂，立义庄，编族谱，实行合爨，
努力形成以宗族为单位的名门家系，相互以“名门右族”、
“衣冠大姓”、
“巨族”、
“世家”相标榜。从当时的情况看，
“成
“元
就名门家系的最重要条件，是在宋朝出过高官，其后又一直保持有读书人的传统。”24 据乾隆《吴江县志》记载，
世邑多豪家，雅尚文辞，骚人墨客，虽远必致”
。然而，构成名门望族的社会条件在明初洪武年间遭到严重破坏，朱
元璋因为苏州张士诚政权的抵抗而迁怒于江南，
对江南士人与富民阶层实施了无情的打击政策，
“芟夷豪族，诛求富室”
，
昆山豪族沈万山、顾阿英均被谴戍远方，客死他乡，至于被杀害的苏州士人名流更不知凡几。在这种血腥的政治环境
中，
“于是人以富为不祥，以贵为不幸，或举秀才，辄相仇讐，故多废诗书而略典礼。”25 苏州世家大族的发展因此而
被阻断。当然，除了这一特殊的政治原因外，中国传统的家产均分制，科举功名的不确定性，以及整个社会淡漠的宗
族意识，都对世家大族的发展规模构成了严重侵蚀。
明代宣德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善，苏州的宗族建设问题再次提上日程，这以宣德年间江南巡抚周忱和苏州知
府况钟对范氏义田、祠堂、书院、家庙等的清理与重建为标志。26 嘉靖以后，朝廷对民间家庙祭祀制度的放宽，更进
一步激发了苏州士大夫们对宗族建设的热情。归有光（1506 ～ 1571）在《家谱记》中指出 ：
“古人所以立宗子者，以
仁孝之道责之也。宗法废而天下无世家，无世家而孝友之意衰，风俗之薄日甚有以也。”27 他还继承程颐的宗法理论，
主张祭祀始祖、复兴大宗，说 ：
“夫古者有大宗而后有小宗，如木之有本而后有枝叶。继祢者、继祖者、继曾祖者、
继高祖者，世世变也，而为大宗者不变。是以祖迁于上，宗易于下，而不至于散者，大宗以维之也。故曰 ：大宗以收
族也。苟大宗废，则小宗之法，亦无所恃以能独施于天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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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代苏州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士大夫的宗族建设活动，井上彻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认为 ：
“明中叶以后，宗
族形成活动在府城、县城相当兴盛。这一现象的背景，是当时由苏州那些开明士大夫的城居化表现出来的时代潮流。
”
不仅如此，这些士大夫们在城居化的同时，并没有完全离开乡村，而是往返于城乡之间，对于自己出生地的乡村宗族
建设，他们同样地关心 ；
“而且就活动内容全部依据宗法观念这一点来说，与府城、县城中开展的活动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不论在府城、县城举行的，还是在乡村举行的活动，可以说都具有同质性。”29 然而，由士大夫们倡导的宗族
建设活动，且不谈是否能被普通庶民百姓所接受，即使是士大夫家族内部，也未能统一思想。如归有光家族，除了其
父祖三代近支外，其他远房族人基本上没有敦亲睦族的观念，“贪鄙诈戾者，往往杂出于其间”，“死不相吊，喜不相
庆，入门而私其妻子，出门而诳其父兄。
”
“平时呼召友朋，或费千金，而岁时荐祭，辄计杪忽。俎豆壶觞，鲜或静嘉。
”
甚至有人用变质发馊的食物来调换祭祀的供品，所以，归有光痛呼 ：
“归氏几于不祀矣！”30 可见，在明末清初，宗
族建设的道路依然是任重道远。
清初顾炎武（1613 ～ 1682）再次指出 ：
“民之所以不安者，以其有贫有富。贫者至于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
有求，而多为吝啬之计，于是有争心矣。
”他说 ：
“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财之义，”如此则
“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矣。”31 顾炎武通过对比汉唐与宋明的宗室用人政策，发现国祚之长短与
朝廷是否重用宗室成员相关联，宋明两朝宗室成员基本上养尊处优、游手好闲，“名为天枝，实为弃物。”在国家大厦
将倾之际，竟无一人可以依峙。所以他认为，“自古帝王为治之道，莫先于亲亲”。32 他在河北闻喜县裴村拜谒唐代巨
族裴氏宗祠之后，更是痛心疾首道 ：
“自治道愈下而国无强宗，无强宗是以无立国，是以内溃外畔而至于亡。然则宗
法之存，非所以扶人纪而张国势者乎！”
“夫不能复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其国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
重氏族哉！”33
义庄作为宗族组织稳定发展的物质基础，其产权属于宗族公有，其来源则是族人自愿奉献，因此捐设义庄，首先
需要族人有敦亲博爱之胸襟。然而，六朝以来苏州人淡漠的宗族观念严重制约了宗族义庄的发展。明代中叶以后，苏
州先后发展起来的世家大族虽然很多，编修家谱者也不在少数，但对于宗族建设的具体实践却没有显著发展。乾隆年
间苏州大诗人沈德潜感慨地说 ：
“吴门非乏富厚之家，为祖父者欲子孙长擅其富厚，多积余藏以遗之，而遵祖敬宗皆
视为不急之务。为子孙者惟裘马是好，声色是娱，挥千黄金不惜，其可尽心于祖若父者，锥刀之末是靳，安望能广其
惠于一族！”34 据范金民教授统计，苏州历经宋、元、明三朝，义庄义田仍是寥寥无几，大体只有宋代设立的 4 个和
明代设立的 8 个义庄。迨至道光末年，义庄的数量仍然有限。35
即使是编修家谱与祭祖仪式，
许多也不符合宗法精神。乾隆时廖鸿章在为苏州西山明月湾吴氏家谱作序时指出：
“近
代士大夫家不鲜谱牒，或曰族谱则绌世宗而详其族，或曰宗谱则略其族而引其宗，或曰近谱，是其先不至于遐远莫考
者，而竟狃于近而不为溯。
”36 这种有宗无族、或有族无宗的家谱，与宋明以来士人所倡导的宗法祭祀原则相去甚远。
即使是主张恢复“小宗”的宋代苏轼，早已指出：
“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无宗也。有族而无宗，则族不可合。
族不可合，则虽欲亲之而无由也。族人不相亲，则忘其祖矣。”37 而主张恢复“大宗”的归有光，则将大宗与小宗比
做树根与树干，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无小宗，是有枝叶而无干也 ；有小宗而无大宗，是有干而无根也。”38 后人
基本上继承了“大宗”的宗法精神。明于宗法的人都认为 ：
“《大传》以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宗其继太祖者为大宗，
宗其继高祖者为小宗。其宗法之明如此者，是以周道亲亲在于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何始？当以迁某
郡者始。
”39 从苏州现存的家谱看，那些士绅家族所修家谱，基本上有比较明晰的大宗与小宗的世系，比较符合宗法
精神，而其他非士绅家族，可能由于家族文献缺征，或族人对宗法知之不深，所修家谱就会出现诸多问题，或牵强附
会，或缺略不全。另外在祭祖仪式上，太湖东西山地区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据乾隆时金友理所见：
“祭先，类用俗节，
疏数惟意，且不遵考亭四代之制，亲疏无杀，男女无别，苟简亵玩，概不中礼。”40 这表明，民间百姓日常家族生活
中所践行的宗法礼制与宗法精神，与士大夫们所倡导的宗法目标尚有一定差距。
至于晚清，时局大变，冯桂芬（1809 ～ 1874）在继承顾炎武宗法思想的基础上，又竭力鼓吹恢复宗法。他说 ：
宗法者，
佐国家养民教民之原本也。天下之乱民，非生而为乱民也，不养不教，有以致之。牧令有养教之责，
所谓养，
不能解衣推食 ；所谓教，不能家至户到。尊而不亲，广而不切。父兄亲矣切矣，或无父无兄，或父兄不才，民
于是乎失所依。惟立为宗子，以养之教之，则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远而宗子近也。父兄所不能
教者，宗子能教之，父兄多从宽，而宗子可从严也。宗法实能弥乎牧令父兄之隙者也。41
在此，冯桂芬对宗族“养”与“教”的功能，以及与官府（牧令）之间的关系阐述得非常明晰深刻。他认为，宗法不
仅能够弥补官府统治之不足，消除“盗贼”
、
“邪教”、“争讼械斗”等问题，而且可以强化政府基层组织的管理功能 ：
103

“以保甲为经，宗法为纬，一经一纬，参稽互考。常则社仓易于醵资，变则团练易于合力。……今保甲诸法之不行者，
以无宗法为之先也。
”42 也正因为宗族的诸多社会功能，因而在晚清天灾频繁、战乱不断的情况之下，宗族建设成为
从朝廷官员到地方士绅一致的目标，宗族组织因此而获得的迅速发展，苏州的义庄绝大多数建于晚清，总数近 200 个，
成为江南义庄最集中的地区。
三 文化世族与地方社会
尽管明清两代苏州地区的宗族观念比较淡漠，家族组织的普及与社会职能的覆盖范围也远不及徽州等山区，以致
研究宗族制度者都不看好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平原。但是，在明清两代士大夫的努力之下，苏州的家族组织还是获得
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许多家族借助于科举与经商的阶梯而成为绵延数百年的世家大族，苏州也因此而成为文化世族聚
集的中心。
苏州宗族的文化特色早在孙吴时期就已初步显现，陈寅恪曾将孙吴时期吴郡（今苏州）顾氏等士族群体称为“文
化士族”
，以与义兴（今宜兴）周氏等“武力强宗”相对应。孙吴灭亡之后，江南人的价值取向由尚武转为尚文，原
先的武力强宗也大多演变为“文化世族”
，苏州地区则“为其最高文化区”43。隋唐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和经
济中心的南移，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世家大族的文化特色也更加显著。江庆柏将明清江南望族的基本特征归结为文化
型家族，具体表现在 ：
“家族以实现本家族的文化性为自己追求目标，家族成员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他们所从事的
职业也以文化型为主，或具有文化特征 ；家族具有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习惯，充满浓厚的文化气氛 ；家族具有相当
的文化积累，并有一定的文献储存 ；家族内进行着广泛的文化交流。”44 换言之，文化型家族首先要有强烈的文化追
求目标 ；其次，职业要以文化型为主，并有良好的家族文化环境 ；第三，家族要有相当的文化积累。凌郁之对文化世
家还提出了道德的标准，认为世家应该有着优良家风的礼仪之家和道德之家，行善和读书是世家传承的秘法。45 显然，
这些标准对文化世族的形成都是重要条件，但如果将所有条件汇集在一起，必然会限制对文化世族的确认。我们以为，
狭义的文化世族，是指那些世代绵延，并在相关的文化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典型的如艺术世家文氏、文学世家叶
氏与沈氏、经学世家惠氏、藏书世家瞿氏等，按照这一标准，即使是科举世家而无文化成就者也不能够入选。但在实
际生活中，人们对文化世族的确认，主要还应该立足于家族的文化特性，也就是说从家风与家学的角度来甄别，那些
家风清白、家学渊源、尚文尚教，而且世系绵延久远的家族都可以列为文化世族，这包括一心向学的儒商或儒医世家。
清代苏州科第世家潘氏对于婚姻对象的选择有着比较严格的标准，基本是与士人家族结为婚姻，但与世代业贾的吴趋
汪氏有着密切的联姻，从一个侧面表明其态度，即对汪氏的文化认同。
从宽泛的角度出发，苏州文化世族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官宦型的文化世族，这种家族科举功名兴盛，
而且进入仕途的人数也比较多，有的还升迁到朝廷较高的官位，因此而成为声势显赫的官宦大族，即使是致仕归里，
他们对地方社会发展仍有着重要影响力。这种家族也可称之为“科举世家”，如吴县莫厘王氏、昆山徐氏、长洲彭氏、
吴县大阜潘氏、常熟翁氏等等。莫厘王氏在明清两代共有进士 12 人，举人 16 人，其中状元 1 名，探花 1 名。46 昆山
徐氏在清初形成了以“三徐”为核心的科举仕宦并盛的局面，徐乾学、徐秉义兄弟皆为探花，小弟徐元文为状元，徐
乾学官至刑部尚书，秉义官至礼部侍郎，元文则官至文华殿大学士，“一门鼎贵，位极人臣”。后来徐乾学的五个儿子
全部进士及第，徐元文也有两个儿子分别为进士与举人。徐氏成为清初权倾朝野的望族。长洲彭氏是继徐氏之后又一
个著名的科举世家，仅清朝就产生了 14 名进士和 32 名举人，其中状元 2 人，探花 1 人。47 康熙时彭启丰官至兵部尚
书，晚清彭蕴章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前后辉映。大阜潘氏后来居上，成为继彭氏之后的科举世家兼官宦世家，先后涌
现了 9 名进士，其中状元 1 人，探花 2 人，至于低级功名生员则达 140 人。而历仕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的大
学士潘世恩则创造了清代科举与仕途上的多项唯一记录，成为当时江南人艳羡的典型。48 常熟翁氏则在晚清将苏州科
举家族的功名与影响力推至顶峰。
第二种是学术型的文化世族，这种家族虽然也有一定的科举功名，但仕途不畅，大多致力于某一文化领域的研究
与创作，并世代传承，积累了丰硕的文化成就，形成风格独特的家学，在该领域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名人。有学
者说 ：
“文化积累和文学传承是文学世家形成的基本规律”49，其实，除文学之外，其他文化领域中的文化世族，也
可以适用这条规律，如艺术世家、藏书世家、史学世家、经学世家、医学世家等等。在苏州，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化
世族有明代书画艺术世家文氏，文学世家皇甫氏，清代文学世家叶氏与沈氏，经学世家惠氏、藏书世家瞿氏，等等。
明代中叶以文徵明为代表的文氏家族，在诗文、书法、绘画、篆刻和园林、室内设计方面均取得斐然的成就，并影响
一代士风。稍后的苏州“皇甫四杰”
（即皇甫冲、皇甫涍、皇甫汸、皇甫濂兄弟），亦以诗名独步当时，文坛领袖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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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称 ：万历年间，皇甫百泉（汸）先生已名重天下，“海内欲得先生言者愈益迫，贽币之刺，旦暮溢于门，一伺其出
游，捧觚翰而拟其后者踵相接于道”50 晚明张凤翼是著名的戏曲家，与其弟燕翼、献翼并有才名，时人号为“三张”
。
吴人语曰 ：
“前有四皇，后有三张。
”吴中叶氏亦为既是科举世家，又是文化世家，明清两代叶氏共有进士 39 人，举
人 78 人，其中叶绍袁所在的汾湖一支就有进士 10 人，举人 17 人，秀才 95 人。51 汾湖叶氏在明清之际不仅形成了著
名的女性作家群，同时叶燮在诗歌理论上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其代表作《原诗》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我国文
学批评史上最富有创造性的一部文艺美学著作，远远超过清代影响巨大的其他几部诗话，如王士祯的《渔阳诗话》和
袁枚的《随园诗话》
，在一些重要方面，还远超过了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52 而与汾湖叶氏世代联姻的吴江沈氏则
是另一个以曲学名世的文化世族。沈氏肇兴于明代中叶，万历以后，“科名接踵，代不乏人，五龙八凤，誉起江表”
。
“五凤”系指万历年间沈氏五世孙中沈璟、沈瓒、沈琦、沈珫、沈珣五人先后进士及第，被人誉为“沈氏五凤”
，而六
世孙中沈自继、沈自征、沈自友、沈自籍、沈自炳、沈自然、沈自駉、沈自东具有才名，里人呼为“八龙”。沈氏不
仅男性取得了很高的科名与文学成就，该家族的女性，以沈宜修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家族女性作家群，积极影响着七、
八、九世的家族女性，同时还家族子孙后代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都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53
第三种儒商型的文化世族，这种家族大多由商贾起家，然后通过科举之阶进入仕途，但科举功名的数量与层次都
不及官宦型的科举世家，而且其族人始终没有放弃商业，经商与科举成为这种家族内部分工合作的两个重要支柱。这
种家族也可称之为“儒贾迭相为用型”
，如吴趋汪氏、东山席氏等。吴趋汪氏本是从徽州迁居苏州的商贾世家，但始
终没有放弃其科场的努力，在清代中叶先后培养了 4 名进士，14 名举人，到清末民初，汪氏子弟积极向教育界发展，
出现了汪懋祖这样的著名教育家，其影响所及，不仅对苏州乃至整个中国都产生影响深远。54 东山席氏家族是洞庭商
人中的杰出者，早在明代后期就已经是江南的富商巨贾，到了近代，席氏又顺应上海开埠的变化，迅速发展为上海滩
上著名的金融世家。
席氏在商界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对子孙的教育和文化上的努力，江南著名的书坊
“扫
叶山房”就洞庭席氏所开设，前后延续三四百年历史，据 1933 年《扫叶山房书目》统计，该店出书 2000 余种，主要
为经史子集、字典、尺牍、字帖、旧小说、中医药书等。清代雍正年间，席钊、席鏊父子先后考取进士、举人，乾嘉
时期，席鏊的孙女席佩兰是袁枚的随园女弟子之一，在诗词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至于近代，席氏文脉依然，并能与
时俱进，出现了一位数学家席淦，深得李鸿章的推举。55
对苏州文化世族的类型划分只是就其主要特色而言，事实上，各个文化世族内部的职业选择并不是绝对不变的，
他们的特色也常常相互兼容。官宦型文化世族也是通过科举之阶晋身上流社会的，因此其本身就是具有深厚的文化素
养，而仕途宦海的变幻莫测，也使得许多官僚转而退隐乡里，成为乡绅或“专业”的文化人。如书画世家文氏、文学
世家沈氏与叶氏、经学世家惠氏等都是仕途的失意者。而清代著名的科举世家彭氏与潘氏，同样也有部分族人由于种
种原因而淡出官场，钻研理学，潜心诗歌，成为著名的学者或诗人。
苏州的文化世族大多集中于城市或市镇，由于仕宦与经商的流动性，以及经济利益的冲击，致使其与国家基层组
织之关系显然不及皖南和浙南等地区的单姓宗族村落那么密切。在皖南、浙南等山区，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传统
等因素的制约，
宗族聚族而居的现象比较普遍。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卷十一中指出：
“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
千年之冢不动一抔 ；千丁之族未尝散处 ；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近人许承
尧进一步解释说 ：
“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支派
有谱，源流难以混淆。主仆攸分，冠裳不容倒置。……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
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成郭，殊足观也。
”56 像徽州那样理想的宗族状态，在一个充满流动性的江南社会是很难保持的。
因此，尽管江南地区是士大夫麇集之地，他们也始终积极倡导着宗族组织的建立，但宗族组织在乡村中的发育程度却
始终没有相对闭塞的山区那样典型。出生于苏州吴江县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大家族和
宗族是“城市居住倾向的乡绅固有的组织”
，主要存在于村镇之中，在农民当中则是非常少见的。57 因而在江南地区，
国家或士绅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控制与管理，很难像在徽州山区那样，可以借助宗族的组织直接进行。
文化世族虽然在宗族制度上与国家基层组织相分离，但文化世族在地方社会中的文化示范效应始终是士大夫门所
期待的。太仓吴伟业反复强调说 ：
“自古公侯之子孙涵濡教泽，敦诗习礼为天下先，而后遐陬蓬蔚之儒始得奋其智能，
以鸣跃乎当世”
。58“世家大族，邦之桢干，里之仪型，其有嘉好燕乐，国人于此观礼焉，四方于此问俗焉。”59 太仓
大儒陆世仪也说 ：
“予尝慨礼仪由贤者出，今之号为贤豪者，往往营心利禄，而于尊祖敬宗之道则废而不讲，风俗之
不古，世道之不治，未必不由此于此！”60“夫风俗之淳厚，非必尽由在上之人有以风厉之也。一邑之中有一二世家
大族，以礼仪廉耻治其家，则相观而善磨砺，而兴起者多矣。”61 事实上，苏州世族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而且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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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穷，应该说与文化世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示范效应是分不开的。从宋真宗《劝学文》倡言 ：
“男儿欲遂平生志，
六经勤向窗前读。
”到明代江南民间流行的《勉学歌》，无不将乡里科第成功者的荣耀作为激励世人读书向学的榜样，
而文化世族则是科第成功的典范，也正是在他们的引领之下，苏州形成了文风蔚起，人才辈出。正如归有光所言 ：
“吴为人材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龀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居庠校中有白首
不已者”
。62
苏州文化世族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家族，他们通过复杂的血缘关系、师生同年关系与同乡地缘的网络，共同形成
了苏州文化世族群。他们作为社会上流阶层，或为朝廷权臣，或为地方大绅，或为文化领域的巨擘，甚至是地方上有
着巨大影响力的绅商，他们兼跨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始终与国家和社会发生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在承平年代，他们
通过对地方社会公共事务（主要是善堂、善会、义田、义庄、书院、义塾、会馆、公所等）的组织管理，对苏州社会
的稳定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有苏州彭氏与潘氏等家族，而在晚清社会急剧变动的过程中，
苏州的文化世族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太平军攻占苏州之后，许多文化世族中的生员、举人、进士们立即响应曾国
藩檄文之动员，积极筹办地方团练，并策应清军反攻苏州成功。而在战后的社会重建过程中，苏州文化世族之代表潘
氏又积极联络上下，利用其广泛的社会资源，促成了苏州减赋之成功，完成了明清数百年来苏州人减赋之宿愿。63 总
之，苏州文化世族作为苏州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其兴衰起伏不仅是明清苏州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还影响着
苏州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

註
※

本文为教育部规划项目《国家与地域社会多维互动中的江南家族》（08JA770025）、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规划
项目（09ZS155）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资助项目（SJ0703）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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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要旨

近代における江南の士紳結社と社会規制
呉 強華
近代社会の転換期において、近代的都市としての発展と交通条件の利便さにともない、社会資源の優位な位置を
占める中心的都市は、周辺地区に対して輻射能力が大きく増し、さらに中心都市を核として、中小の都市や市鎮、
さらに郷村社会に至るまでも巻き込んだ輻射する空間ネットワークが次第に形成され、中心都市は、このピラミッ
ド型の空間ネットワークの頂点という優位な立場に身を置くことによって、空間ネットワーク中の士紳を中心都市
へと向かわせる流れを牽引した。これと同時に、科挙制度の撤廃にともなって、士紳が安身立命の拠り所とした社
会の文化的秩序も解体したが、これは客観的に士紳が郷村市鎮から中心都市へと流れる動きを加速させた。郷土社
会をぬけ出した士紳が選んだ結社という形式は、都市空間における社会的交流のネットワークを築くものであり、
清末時期における士紳結社のブームを造成した。この情況は、士紳が集中する江南地区において最も顕著に表れて
いる。南社は、清末時期の比較的規模が大きく、持続した時間も比較的長い士紳結社である。南社の創立者は、革
命によって満人を排斥すること・国内外の文学の指導者となることをスローガンにして、江南士紳を主体とし、地
縁・血縁・業界縁を基礎とする地域社会を超えた交流のネットワークを立ち上げた。南社は、その活動の重心を伝
統的都市から近代的中心都市へと転換する過程のなかで、手中に掌握した文化権力を利用して、士紳階層の民間社
会に対する主導的地位を再建しようと企図した。南社のメンバーが上海新聞雑誌のジャーナリズム業に就いている
ことから見て取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清末の士紳は中心都市の豊かな社会資源を利用して、結社形成の規模や効
能を手掛かりに、群衆の社会的声望を操作して、ジャーナリズムという新たな文化権力のネットワークを構築した。
そして、民衆輿論の代弁者というイメージによって、文化権力と政治権力とのドッキングを実現した。中国の近代
化の行程において発揮された重大な影響力はまた、手中にある文化権力のネットワークを通して「保守的な気風を
開けさせ、
社会を一喝」し、
一定程度、
社会や大衆に対して主導的な地位を再建させた。このことからわかるように、
清末の士紳は科挙制度の撤廃がもたらした空前の危機に対応すべき過程において、郷村社会から中心都市への流動
という空間的転換を利用して、結社の自助という形式によって都市での社会交流のネットワークを構築し、中心都
市の社会資源と輻射能力を巧みに利用して、文化権力のネットワークを再建し、中国近代化の道程上に士紳集団の
社会的影響力を繋ぎ止めた。しかしながら、清末士紳士は、中心都市への流動化の過程において、郷土社会から疎
遠になるという代価も支払ったし、また、その民間社会との隔たりが原因で、都市空間の中で獲得した文化権力が
社会の動揺の中で民間社会の有力な支持を欠くという事態を招き、政治権力の侵食に対して抵抗する力もなく、結
局は士紳階層も強力な政治権力に真近に迫られて、しだいに歴史の舞台からフェードアウトしてい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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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江南士绅结社与社会影响
吴 强华
内容提要
在近代社会转型期，随着近代城市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便利，坐拥社会资源优势的中心城市对于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
大为增加，进而建构起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中小城市、市镇直至乡村社会逐级辐射的空间网络，中心城市则以其居于这
一金字塔形空间网络顶端的优势地位拉动空间网络中的士绅向中心城市的流动。与此同时，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绅赖
以安身立命的社会文化秩序随之解体，这在客观上加速了士绅从乡村市镇向中心城市的流动。走出乡土社会的士绅选择了
结社这一形式建构在城市空间中的社会交往网络，造就了晚清士绅结社的热潮，这种情况在士绅聚集的江南地区表现得
尤为显著。南社是晚清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士绅结社。南社的创立者以革命排满、为海内文学导师为号召，建立起
以江南士绅为主体，以地缘、血缘、业缘为基础的跨地域社会交往网络。南社在将其活动重心从传统城市向近代中心城市
转移的过程中，试图利用手中掌控的文化权力，重建士绅阶层对民间社会的主导地位。从南社成员在上海新闻报刊业的作
为我们可以看到，晚清士绅利用中心城市丰富的社会资源，凭借结社形成的规模效应，经营群体的社会声望，构建报业这
一新型文化权力网络，以公众舆论代言人的形象实现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对接，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发挥了举足轻重
的影响，并通过手中的文化权力网络“开通风气，棒喝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其对社会大众的主导地位。由此可见，
晚清士绅在应对科举制度废除所带来的空前危机过程中，利用从乡村社会向中心城市流动的空间转换，以结社自救的形式
建构其在城市的社会交往网络，并成功地利用中心城市的社会资源和辐射力能力重建文化权力网络，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
上维系了士绅群体的社会影响力。然而，晚清士绅在向中心城市流动的过程中，也付出了疏离乡土社会的代价，其与民间
社会的隔膜导致其在城市空间中获得的文化权力在社会动荡中因缺乏民间社会的有力支持而无力抵御政治权力的侵蚀，士
绅阶层也最终在政治权力强势进逼面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关键词 ：士绅

结社

文化权力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农、工、商职业分途的“四民社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
“士、农、工、商之四民，
原为组成此广大社会之不同职业。彼此相需，彼引配合”1，其中，士绅作为儒家文化这一中国二千年文化骨干的传
承者及其特殊的职业出路而成为“四民社会”的主导力量。凭借着垄断知识资源而获得的文化权力，士绅掌控着民间
社会的威权，而凭借着通过科举考试得到的国家正式赋予的功名这一仕途道路上的地位象征，士绅又获得了与国家政
治权力对接的合法身份，这使他们成为“惟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这一
特权从未扩展到其他任何社群和组织”2，
正因为士绅在传统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社会也被学者称为“士
绅社会”
。3 然而随着 1905 年科举制的废除，以职业分途为基础的“四民社会”由于士绅通过功名获取仕途的职业道
路断绝而解体，而士绅从制度上丧失了特殊地位更使士绅的威权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因此，如何重建群体威权，避免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被边缘化成为士绅在科举制废除后所必须直面的现实。晚清以来勃兴的会社成为士绅活跃的舞台，
本文拟以南社为考察对象，探讨士绅在转型期重建威权以实现社会控制的努力与影响。
一
晚清时期，社团勃发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据张玉法先生在《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中的统计，清末 10 年在国
内及海外各埠建立的社团共有 668 个。另据桑兵先生考证，实际数量更大，仅教育会、商会、农学会三者相加就有
2 千有余，而且后期发展速度迅猛，如江苏 1909 年有教育会 55 个，到 1911 年增加到 115 个。在张玉法先生统计的
668 个社团中，1900-1904 年间建立的仅有 37 个，其中还包含了日本、美国等地由华侨、留学生及流亡者建立的组织。
而据《苏报》
、
《国民日日报》
、
《俄事警闻》
、
《中外日报》、《大公报》、《警钟日报》、《申报》、《岭东日报》、《汇报》以
及《东方杂志》
、
《新世界学报》
、
《大陆报》
、
《选报》等报刊的报导统计，1901-1904 年成立的社团共有 271 个，其中
士绅聚集的江、浙、沪三地有 170 个，占全国同期社团数的近 63%。4 从晚清社团建立的主要时间段与区域范围，我
们可以看到，如此大量涌现的社团的背后，士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 1905 年科举废除后士绅的结社自救行动，
成为推动晚清社团兴盛的重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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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结社在传统社会有悠久的历史，结社是士绅社会交往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夫士必有所聚，穷则聚
于学，达则聚于朝，及其退也，又聚于社，以托其幽闲之迹，而忘乎阒寂之怀。是盖士之无事而乐焉者也。”5 但早期
的士绅结社往往规模较小，一般结社之人不过十余人，活动的地域范围大多局限在一乡一邑，且组织松散，多属临时
性聚会，结社的总体数量也较为有限。士绅结社之风大盛始于明朝中后期，谢国桢先生论及明代结社时指出 ：
“结社
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普遍了江、浙、福建、广东、江西、山东、河北各省，风行了百数
十年，大江南北，结社的风气犹如春潮怒上，应运勃兴。那时候不但读书人们要立社，就是士女们也要结起诗酒文社，
提倡风雅，从事吟咏，而那些考六等的秀才也要夤缘加入社盟了。”6 明代士绅结社的繁荣，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激增，
更在于规模和地域上的扩展。清初杜登春在回顾明代士绅结社时称 ：
“社之始，始于一乡，继而一国，继而暨于天下。
各立一名以自标榜，或数十人，或数百人 ；或携笔砚而课艺于一堂，或征诗文而命驾于千里。齐年者砥节砺行，后起
者观型取法。
”7 至于如复社那样汇聚二、三千人，“社集之开，胥阊之间，维舟六七里，平广可渡，一城出观，无不
知有复社者”8 更是发展到了极致。对于当时士绅结社在规模和地域上的变化，明人艾南英感叹道：
“而士因之以缔文，
至于相距数千里，而名之为社，则古未前闻也。”9
晚明士绅结社的风行与社会经济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江南地区，大批新型的工商业市镇随着江南区域
经济的发展迈入所谓的早期工业化时代而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以吴江为例，“吾吴江之镇、市、村，其见于莫志者
有村二百四十九、市三、镇四而已；
徐志之镇与莫同而市增其七，村则互有详略；至屈志而复增一市、三镇焉。曰平望、
曰黎里、曰同里、曰震泽，莫、徐之四镇也；
曰县市、曰江南、曰新杭，莫之三市也；曰八斥、曰双杨、曰严墓、曰檀邱、
曰梅堰、曰盛泽、曰庉村，徐所增之七市也 ；曰黄溪，屈所增之一市也 ；曰盛泽、曰芦墟、曰庄练塘，屈所增之三镇
也 ；凡镇七市十。盖明初至我朝三百余年间，民物滋丰，工商辐辏，月异而岁不同，此三志之市镇所以递有增易”10，
可见从弘治年间三市四镇，到嘉靖年间的十市四镇，再到康熙年间十市七镇（盛泽由市升镇）11，百余年间吴江的市
镇数量增加了近二倍。与此同时，市镇规模的增速也十分可观，如盛泽“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
以绫紬为业，始称为市。迄今居民百倍于昔，绫紬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辑塞港，
街道肩摩。盖其繁阜宜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又如黎里“明成弘间为邑巨镇，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
自隆庆迄今，货物贸易如明初，居民更二、三倍焉”12。数量激增、日益繁华的市镇吸引越来越多的乡居士绅进入城
镇生活，这些进入城镇的士绅在客观上需要建立较之乡土社会更广泛的、与城镇交往圈相对应的交往网络，以适应更
为开放的城镇交往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结社成为士绅在地缘、血缘、学缘之外建构的又一种重要的交往网络。顾炎
武在论及明人结社时曾言 ：
“万历末，士人相会课文，各立名号，亦曰某社某社。……今日人情相与，惟年、社、乡、
宗四者而已。除却四者，便窅然丧其天下焉。
”13 可见，结社已成为士绅在同乡、同宗、同年之外又一主要的交往关系，
其在明代士绅交往体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相较于明代士绅，晚清士绅建构跨越乡土社会的交往网络的需求显得更为急迫和必要，其需要的跨度也更大。一
方面，近代化造就的交通便利使得中心城市的对外辐射力空前强大，坐拥各种资源优势的中心城市可以通过各类媒介
将其影响力直达周边中小城市、市镇甚至乡村社会，进而建构起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中小城市、市镇乃至乡村社会
逐级辐射的空间网络，中心城市则以其居于这一金字塔形空间网络顶端的优势地位拉动空间网络中的士绅向中心城市
的流动。另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造成士绅旧有职业道路的断绝，更重要的是随着士绅以功名为标识的特殊
身份的丧失，其社会主导地位的合法性亦随之变得模糊起来，因此重塑其社会主导地位合法性成为士绅要面对的问题。
梁启超曾提出中国要重建中坚阶级，
“必有少数优异名贵之辈，常为多数国民所敬仰矜式，然后其言足以为重于天下，
而有力之舆论，实多数政治成立之大原也。……国中必须有少数优秀名贵之辈，成为无形之一团体，其在社会上，公
认为有一种特别资格，而其人又真与国家同休戚者也，以之，夫然后信从者众，而一举手一投足皆足以为轻重。
”14
而掌握文化权力的士绅群体无疑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优异名贵之辈的当然人选，然而要实现使多数国民成为自己的信从
者，他们就不得不进入拥有最大影响力的中心城市，安徽旅沪学会诸公即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上海为交通之中心点，
而安徽远处内地，欲结团体、兴学务，以竞争于世界，非立会于上海不可。”15 对于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进入中心
城市这一陌生空间的士绅而言，建立新的交往网络便成为他们首先要完成的任务。
二
许纪霖先生认为 ：
“在一个非人格化的陌生的都市空间里，人们的交往已经丧失了传统社会的地缘与血缘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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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照一种新的规则进行。这种新的规则，不再是寻找共同的历史根源感，而是取决于多元复杂的公共空间。”16 的确，
相对于乡村乃至市镇，中心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人员的流动性，在这种跨地域流动的人员聚散空间中，士绅们很难
依托纯粹的地缘或血缘关系建构起自身的交往网络。当士绅交往网络中的同宗、同乡被城市的流动性冲刷的支离破碎，
同年已成为记忆时，结社便成为士绅重构交往网络的主要手段。
从某种意义上讲，晚清士绅的结社行为与其说是在陌生的都市空间里按新的规则进行的交往活动，不如说是带
有浓厚追慕气息的对明代士绅结社的仿效行为，这一点在南社的创建者身上可以找到明显的印迹。南社发起人之一陈
去病曾详细地描述了明代复社的集会场景 ：
“明季清流冶游之习亦盛，观《板桥杂记》所述，其大略已见。吴中亦然，
据父老传说，第就松陵下邑论，则垂虹桥畔，歌台舞榭相望焉。郡城则山塘尤其盛，画船灯舫，必于虎丘是萃。而松
陵水乡，士大夫家咸置一舟。每值嘉会，辄鼓棹赴之，瞬息百里，不以风波为苦也。闻复社大集时，四方士之拿舟相
赴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迨经散会，社中眉目，往往招邀俊侣，经过赵李。或泛扁舟，张乐欢饮。则
野芳滨外，斟酌桥边，酒樽花气，月色波光，相为掩映，倚栏骋望，俨然骊龙出水晶宫中，吞吐照乘之珠。而飞琼王乔，
吹瑶笙，击云璈，凭虚凌云以下集也。
”17 从其津津乐道的言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复社集会盛况的向往。而在南
社创立的前后，
“几复风流”更是在柳亚子、高旭这些南社发起人的笔下频繁出现，诸如“弹筝把剑又今时，几复风
“鸡鸣风雨故人稀，几复风流事已非”19，高旭的“伤心几复风流尽，忽忽于兹三百年。记取岁寒松柏操，
流赖总持”18、
后贤岂必逊前贤”20 更是明白地说出了南社欲追迹几、复之意。这种对明代士绅结社的追慕从南社交往网络的建构上
也可以看出端倪。根植于中心城市的南社，依然是以士绅交往的传统纽带扩展着自身的交往网络，地缘、血缘、学缘
关系在南社成员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南社的三位发起人中，陈去病与柳亚子同为江苏吴江人，高旭为江苏金山人，
陈去病还与柳亚子父亲同为苏州长洲大儒诸杏庐的弟子。郑逸梅在《南社丛谈》中曾说 ：
“南社社友，以吴江、吴县、
金山三个地方的人占着多数。有人把南社作为一个大家庭，便以吴江为大房，吴县为二房，金山为三房。
”21 虽然只是
戏言，但却也反映了南社成员的构成特点，南社中以江苏籍为最多，其中吴江籍社员为 81 人，占第一位，金山籍为
36 人，占第二位，而吴江、金山所属的苏州府、松江府的会员约占到江苏籍的 65%。22 从南社成员构成，我们可以看
出晚清士绅结社建构的是一种以地缘、血缘为基础的跨地域交往网络。
相比于明代士绅结社，晚清士绅结社更急迫的任务是通过建立士绅交往网络凝聚士绅群体，并通过社团的社会交
往活动经营群体声望，重建其社会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尽管南社的创立者们念念不忘重现几、复风流，但相对于几、
复社而言，创立于科举废止后的南社已不再具备几、复社所拥有的以科举为指归的聚合力，因此，确立社团的政治、
文化目标以凝聚社团成员、促成社团成员的身份认同是晚明士绅结社的基本任务。
南社的政治宗旨是以革命排满为号召的，柳亚子在回忆南社成立时曾说 ：
“到会的 17 位社友中间，有同盟会会籍
的是 14 人，足可证明这一次雅集革命空气的浓厚了。”23 而南社之名的寓意，高旭在《南社启》中称“然而社以南名，
何也？《乐》：
‘操南音不忘其旧’
，其然，岂其然乎！南之云者，以此社提倡于东南之谓。”24 如果说高旭对南社之名
的阐释尚因为时代关系有些闪烁其词，另二位创社者在辛亥革命后的解释则明了许多，陈去病声称：
“南者，对北而言，
“它底宗旨是反抗满清，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标帜了。……我们
寓不向满清之意。
”25 柳亚子更是直指 ：
发起的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
”26 虽然在南社成立前后的文字材料中，南社革命排满的主张只有高旭般
的闪烁其词而并没有直接的宣扬，但从南社以江南士绅为主体的人员结构上看，革命排满的共同意识正是他们汇聚到
南社重要诱因。
事实上，虽然无法在文字上明白宣示，南社的创立者一直通过种种具有象征意味的行为向社会传达着南社的主张。
这些行为包括收集明末反清志士的遗文遗作、编纂鼓吹反满的书籍、祭祠哭陵等。作为南社的创社者，陈去病、柳亚
子、高旭等南社创社人是这些象征性行为主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陈去病等人还常以诗文索和的形式向社友传播这些
象征性行动，使自己的个人行为演化成为南社的群体行为，以此彰显南社的革命反满的立场。
1903 年，陈去病辑《建州女直考》
、
《扬州十日记》、
《嘉定屠城记》、
《忠义殉节记》为《陆沉丛书》，揭露满清暴行，
宣扬反满意识。
《陆沉丛书》出版后，陈去病作《辑〈陆沉丛书初集〉竟题首》：
“胡马嘶风蹀躞来，江花江草尽堪哀。
寒潮凄咽流俱血，残月孤明冷似灰。誓死宁从穷发国，舍身齐上断头台。如今挥泪搜遗迹，野史零星土一坯。”27 黄
天和高旭分别题诗相和。黄天诗云：
“登高唤国魂，陷在腥膻里。巫阳向予哭，黄炎久绝祀。大仇今不报，宰割未有已。
苟非冷血物，读之愤欲死。敢告神明种，按剑从此起。”28 高旭诗言 ：
“妖魅日肆虐，龙泉鸣匣里。轩辕骨已朽，发愿
绵其祀。酒酣掩书哭，壮志乌能已。奴伏丑虏底，我生毋宁死。大振天汉声，兵为复仇起。”29 同年，柳亚子撰写《中
国灭亡小史》和历史小说《陆沉记》
，鼓吹复国革命。陈去病还大量收集明末抗清人士的著作，整理成集的有《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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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伯遗集》
、
《吴赤溟先生遗集》等。1907 年，陈去病与高旭等人自上海赴苏州虎丘谒明末抗清志士张国维祠，事后，
陈去病、高旭等作诗词纪游，陈去病词曰 ：
“短艇轻挠随处舣，又到中丞香火地。神鸦社鼓不成声，哀欲死，无生气，
入门撮土为公祭。痛饮黄龙今天已矣，亮节孤忠空赍志。满园花木又飘零，余碧水，向东逝，盈盈酷似伤心泪。
”30
高旭词曰 ：
“高祠展拜，忆张侯当日，志存匡济。马罪未诛时局裂，缓死文山非计。十载提戈，一篇负国，来者须能
继。楚氛甚恶，鬼雄上诉天帝。谁教十万胡儿，义乌横扫，洪水滔天势。热血东阳拚一洒，绝痛华夷倒置。龙虎无堆，
“头颅昔日悬胡阙，魂魄今犹恋汉州。一
鸡豚有社，千古齐挥涕。忠魂肯死，北廷空自来祭。”31 柳亚子为之和诗曰 ：
水西陵松柏渡，吴山越水怒潮秋。
”32 此外，陈去病曾到浙江访宋遗民谢翱西台恸哭处，到绍兴宋高宗、孝宗六陵哭
陵，到杭州祭扫张煌言墓，到广东凭吊陆秀夫投海处并祭悼南明隆武帝。其他的南社成员也有类似乎的象征性举动，
如朱锡梁、包天笑等在苏州狮子山招“国魂”等。这些活动无不伴随着群体成员间的诗文唱和，通过这些言辞激烈的
反满诗词在成员间的传播，南社成员借以形成、展示群体的共同意识。南社最具象征意义的群体性行为则是宣示南社
成立的苏州虎丘雅集，
虽然在这次雅集上通过的 13 条《南社条例》中没有只言片语涉及革命排满，然而选择游客罕至、
破败不堪的张公祠为雅集之地，其象征意味不言而喻，正如柳亚子所说 ：
“张公名国维，字玉笥，浙江东阳人，明崇
祯年间，做过苏松巡抚，鲁监国时代，以起兵抗虏殉节。我们借他的祠堂做会场，也大有意义吧。”33 这些象征意义
浓厚的行为，对于提升南社的社会声望、塑造社团形象有重要的价值。
南社的文化目标按高旭的说法是“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34 然而高举着“海内文学导师”
大旗的南社事实上并无明确统一的文学主张，其成员中既有主张“共谋保存国粹，商量旧学”35 的好古之士，也有新诗人、
通俗作家，
而日后导致南社的衰落也正起源于其内部在诗词创作上的“尊唐”与“宗宋”之争。不过高旭还曾说过：
“于
同盟会后更倡设南社，固以文字革命为职志，而意实不在文字间也。”36 这段话明白地表明，南社固然是一个文学团体，
但并不仅仅是文学团体。对于掌握文化权力的士绅而言，文学是他们获取社会威权工具，正如南社成员王均卿所称：
“南
社始于清季，而光大于民国，……而以文学家占其多数。诗文歌词，岁出二三册，万流景仰，纸贵洛阳矣。”37 事实上，
“万流景仰”才是士绅结社在文化上所欲达到的目标，
《南社丛刻》的成功所带来的社会关注，提升了社团的文化影响。
对于南社而言，定期举行的雅集和《南社丛刻》的出版是聚合社团成员的主要纽带。相对于数以千计的社员规模
而言，南社雅集的参加者可谓少之又少，这也使雅集的举办更多地带有一种象征意味。然而，刊登在报纸上的雅集广
告能够给散布各地的社员带去社团的归属感，使他们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参与社团的群体性活动，虽然绝大部分的社员
并不能亲临其境参加雅集。 如果说，雅集对绝大多数社员而言提供的是一种虚拟的参与感受，《南社丛刻》则为更多
的社员提供了实际的参与感受，可以使社员得到更切实的归属感。统计得知 22 集《南社丛刻》共收录了分布在 441
名社员的作品，地域分布包含了有南社成员的全部 21 个省，这使得南社这样的跨地域士绅结社有了切实的组织形式，
从而实现社员间的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
三
在南社的历史上，一共有 18 次正式雅集和 4 次临时雅集，其中第一次在苏州，第二次在杭州，从第三次开始，
南社的雅集转入上海举行并一直持续到南社解体。南社雅集地的演变，反射出南社的中心从传统城市向近代中心城市
转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士绅从传统城市流向上海这个近代中心城市的过程。当南社将上海作为社团稳定的
雅集之所时，也就意味着南社所建构的士绅交往网络将是以上海为聚散空间，“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
为背景，展开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和施加公共影响。”38
南社的第三次雅集是南社以上海为雅集地的第一次集会，对于南社的发展而言，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集会，柳亚
子称之为革命。在这次雅集上出现了二个变化。其一是会上形成的《南社第三次修改条例十三条》比之于原来的十八
条有了较大的变动，
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对社员入社条件的修订，原有的条例规定只要“品行文学两优者”就可以入社，
同时没有入社的规定程序，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几无门槛可言，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社团。而新的条例规定“品行文
学两优，得社友介绍者，即可入社。……愿入社者，由本社书记发寄入社书，照式填送，能以著述及照片并寄，尤妙。
”39
这一新的条例提高了加入南社的门槛，同时社团的组织形式也更加正规。由社友介绍的规定使得日后南社的交往网络
的延伸建筑在较浓重的地缘、血缘、业缘等私谊色彩之上。其二是参加雅集的成员基本都是以上海为活动场域，尤其
是其中有不少知名的报业名人，这对于南社日后在报业这一新型文化权力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南社成员的职业分类看，新闻报刊业毫无疑问是南社成员最主要的职业，大批南社成员都曾涉足这一行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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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报刊，也有担任主编、编辑、主笔等。早在南社成立以前，南社成员便已经出现在新闻报刊业，由中国教育会主
办或其成员编创的《苏报》
、
《国民日日报》
、
《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二十世纪大舞台》等报刊中，都有南社成
员的身影，如《苏报》的主持人陈范、
《国民日日报》的编辑陈去病、苏曼殊、
《警钟日报》的编撰陈去病、林獬、
《二十
世纪大舞台》的主编陈去病、
《中国白话报》的主编林獬，为这些报刊撰稿的南社成员则有汪文博、柳亚子、包天笑、
王无生、高旭、高燮、蔡寅等。这一时期，高旭在家乡金山创办了《觉民》月刊，撰稿人也大多是后来南社的成员。
1905 年废除科举后，更多的南社成员加入到新闻报刊业，据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统计，1905 至 1911 年间革命
派在上海出版的 15 种报刊中，由南社成员编创或撰稿的有 11 家之多，参与其间的南社人士包括《国粹学报》主编黄
节、
《竞业旬报》的主编傅尃、
《神州日报》的创办人于右任、
《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的创办人于右任、
《民声丛报》
的主编陈其美、
《中国公报》的主编陈其美、陈去病、陈毓川等。
南社成员选择报刊作为扩大自身社会声望，实现社会影响力的主要手段是有原因的。南社作为士绅结社，其成员
所掌握的文化力是其最重要的群体资本，文字是他们在社会转型期中重建威权的主要武器。柳亚子早年曾有“思想界
中初革命，欲凭文字播风潮”40 的豪言。而曾参与南社筹建的邓实主持的《政艺通报》专栏《风雨鸡声集》对于文字
的重要性也有明言 ：
“人之所以高于动植物者，贵有其精神也。精神何自见？见之于文字 ；文字者，英雄志士之精神
也。
”41 而对于报纸对近代社会中的影响力，南社成员也有自己的认识。柳亚子在 1906 年为《复报》撰写的发刊词中
就指出 ：
“想靠着文字有灵，鼓动一世的风潮……那救祖国的手段，自然是千变万化……这区区报纸，却也好算手段
当中的一分子了。至于列位看报的，总也是热心爱国的人，我又怎敢说没有些影响呢！”42
正因为如此，随着南社将重心由传统城市向上海转移，南社成员开始大规模汇聚上海的新闻报刊业，部分报纸如
《中华日报》
、
《太平洋报》甚至清一色地由南社人编撰，柳亚子在《南社经略》中谈及当时盛况时称 ：
“《太平洋》的
局面是热闹的。大家都是熟人，并且差不多都是南社的社友。不是的，也都拉进来了。那时候，可称为南社的全盛时
代，现在把我们的阵容，揭示如下 ：姚雨平（太平洋报社社长）、陈陶遗、邓树楠（顾问）、叶楚伧（总主笔）、柳亚
子、苏曼殊、李息霜、林一厂、余天遂、姚鹓雏、夏光宇、胡朴安、胡寄尘、周人菊、陈无我、梁云松（主笔）
、朱
少屏、王锡民（干事）
。此外，在上海其他各报中，南社社友也占据了不少的位置，略如下表 ：邹亚云、李怀霜、俞
语霜（
《天铎报》
）
、范鸿仙（
《民立报》
）
、戴季陶、汪子实、牛霹生（《民权报》）、包天笑（《时报》）、黄滨虹、王无生
（
《神州日报》
）
、汪旭初（
《大共和报》
）
、陈泉卿、吕天民、陶冶公、沈道非、林庚白（《民国新闻》）、黄季刚、刘昆孙
（
《民声日报》
）
”43 事实上，柳亚子所列举的还并不完整，仅在上海这个全国报业中心，有南社成员加盟的就有《国粹
学报》
、
《复报》
、
《中国女报》
、
《神州日报》
、
《民呼日报》、《民吁报》、《民立报》、《警报》、《大共和报》、《时报》
、
《申
报》
、
《新闻报》
、
《太平洋报》
、
《民国新闻》
、
《民声日报》、《天铎报》、《中华日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生活
日报》等数十种。
胡朴安在论及南社对民国新闻报刊业的作用时称 ：
“南社本是与国民党先后组织的，国民党为革命实际之行为，
南社是革命文字之鼓吹。民国成立，民党报纸，其任编辑者，多半是南社社员，常与非民党报纸，以笔墨相战斗。
”44
事实上，南社成员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报刊鼓吹革命，以笔墨相战斗的同时，也注意面向下层民众，以期唤醒民众。陈
去病在论及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的原由中即称 ：
“同人痛念时局沦胥，民智未迪，而下等社会，犹如睡狮之难醒，
侧闻泰东西各文明国，其中人士注意开通风气者，莫不以改良戏剧为急务，梨园子弟遇有心得，辄刊印新闻纸，报告
全国，以故感化捷速，其效如响。吾国戏剧本来称善，幸改良之事，兹又萌芽，若不创行报纸，布告通国，则无以普
及一般社会之国民，何足广收其效？”45
从南社成员在上海新闻报刊业的作为我们可以看到，晚清士绅利用中心城市丰富的社会资源，凭借结社形成的规
模效应，经营群体的社会声望，构建报业这一新型文化权力网络，以公众舆论代言人的形象实现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
的对接，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并通过手中的文化权力网络“开通风气，棒喝社会”46，在
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其对社会大众的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晚清士绅在应对科举制度废除所带来的空前危机过程中，利用从乡村社会向中心城市流动的空间转换，
以结社自救的形式建构其在城市的社会交往网络，并成功地利用中心城市的社会资源和辐射力能力重建文化权力网络，
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维系了士绅群体的社会影响力。然而，晚清士绅在向中心城市流动的过程中，也付出了疏离乡
土社会的代价，其与民间社会的隔膜导致其在城市空间中获得的文化权力在社会动荡中因缺乏民间社会的有力支持而
无力抵御政治权力的侵蚀，士绅阶层也最终在政治权力强势进逼面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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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評弾と近代上海の市民生活
洪煜
上海開港以前、蘇州評弾は、城隍廟一帯を活動の主要な拠点としていた。開港後は、上海の社会的地位が急速に
高まり、江南地域における中心は蘇州、杭州から上海へと移った。租界内には江南の富豪、地主、商人など大量の
消費者群が存在し、
租界での娯楽業界の発展を促進した。上海城内で活動していた「女弾詞」（女流講談師、
注参照）
は租界に移動し、
「書寓」
（格式の高い妓楼）方式による「女弾詞」が出現した。この時期の「女弾詞」は職業性が
高く、一定の規模と社会的な名声を具えていた。プロの「女弾詞」の規模は大きなもので、人数も多く、その地位
も決して低いものではなかった。清末以降の蘇州評弾の上海における発展と繁栄は、寄席の数の多さからも当時の
隆盛ぶりを窺い知ることができる。
民国時期、とりわけ二三十年代には、新聞雑誌業界の発展とともに、評弾はジャーナリズムとの結びつきを強め、
評弾の専門誌も出現した。文人が評弾の芸人に肩入れする風潮も、新聞雑誌の発展につれて大いに流行した。この
ほか、近代上海の放送界の発展により、評弾の演目がラジオを通じて、各家庭へと届けられた。評弾番組のラジオ
局は多く、また、長時間の番組が組まれていた。これは市民の娯楽への要求を満足させるためのものである。
蘇州評弾の上海登場以来、しだいに一般市民の日常生活の一部となり、評弾の聴衆は上海市民の各階層にまで及
んだ。まずは知識人層である。王韜（清末の思想家）、李伯元（清末の文学者）などがその代表的な人物である。
次に挙げられるのは女性で、聴衆の中で重要な一角を占め、女性客は上海の寄席における際立った都市風景となっ
た。第三に、経済界の人士、とりわけ名士や豪商である。評弾などの演芸は、彼らの愛好と歓楽の対象となり、社
交の場ともなった。一般市民もまた、こぞって、語り物を聞いては、心なごませた。第四に学生層である。更には、
外国人ですら蘇州評弾芸術に興味を抱き、例えば、ハードン・ガーデンでは、二つの演目が上演されたという。こ
のほか、批評も盛んに行われ、広く普及した。一つは、寄席において、今、聞いたばかりの芸の良し悪しを論ずる
もので、二つめは、愛好家が新聞雑誌誌上で自由に意見を述べ、芸人への批評を発表するものである。
蘇州評弾が上海で隆盛を極めた要因は多方面に及ぶ。まず、江南地区からの移民集団が磐石な基層となった。と
りわけ江南文人が評弾芸人を贔屓にして後援することにより、その勢いは一層増し、近代上海という都市での発展
に大きく寄与した。次に、寄席の入場料が安く、懐がいたまなかったことが挙げられる。しかも、教養の有無に関
わらず誰もが楽しめる娯楽でもあり、近代上海の一般市民から絶大な人気を博した。更に、地域文化の一体性を認
識したことも、評弾芸術が近代上海で発展を遂げた重要な文化的心理的要因である。地域文化の一体性に気づくこ
とが、精神的な支柱ともなったのである。
蘇州評弾の近代上海での発展は近代の都市文化形成の筋道を示しており、近代上海という大都市における文化形
成のプロセスにおける地方文化の生命力と強靭さを示してもいる。蘇州評弾はそれ以外の地方文化や西洋の文化と
も融合し、共に繁栄し、近代上海の都市大衆文化を発展させたの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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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评弹与近代上海城市市民生活

＊

洪 煜
内容提要
苏州评弹进入上海以后，上海繁荣的消费文化促进了评弹艺术的发展繁荣，雅俗共赏的评弹艺术深受上海社会各阶层
的欢迎，丰富了城市市民消闲文化生活。苏州评弹在近代上海的繁兴，首先是大量江浙移民的存在为苏州评弹的发展提供
坚实的群众基础，其次评弹消费成本低廉，以及江南地域文化的认同使苏州评弹能在近代上海多元化的都市市民娱乐市场
中占有一席之地。苏州评弹与近代上海市民之间的互动共同繁荣了城市大众文化。
关键词：苏州评弹 ；上海城市生活 ；地域文化认同

作为江南雅俗共赏的民间艺术——苏州评弹，晚清以来开始进入上海。随着评弹艺人的大量涌入，促进和繁荣了
上海娱乐文化的发展。苏州评弹为上海市民的休闲文化生活带来新的视听娱乐，并逐渐在近代上海多元娱乐文化格局
中占有重要地位。苏州评弹在近代上海的繁兴，首先是大量江浙移民的存在为苏州评弹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
其次是评弹艺术消费成本的低廉，以及江南地域文化的认同使得苏州评弹能在近代上海多元化的都市市民娱乐市场占
有一席之地。苏州评弹与市民之间的互动共同繁荣了近代上海城市大众文化。关于大众娱乐文化与近代上海城市市民
日常生活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而对于苏州评弹与近代上海市民生活的关联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文在这方面
作一讨论。
一 开埠以来苏州评弹在上海的发展
上海自开埠以来，商业经济、娱乐文化逐渐繁荣，尤其是太平军在江南地区与清军的战争，江南富绅大户纷纷避
乱上海租界，上海商业文化发展更为迅猛，城市社会地位迅速上升，“江浙一带富绅大贾，争趋沪滨，以外侨居留地
为安乐土”
。
“沪北弹丸之蕞尔之地，而富丽繁华，甲于天下。”2 江南城市中心从苏州、杭州转移至上海。上海租界大
量江南富豪、地主、商人等庞大消费人群的存在，促进了租界消闲娱乐业的发展。租界内的茶馆、烟馆、妓院、说书
等消闲娱乐业相继开设，娱乐业日趋繁荣。据统计，1869 年，租界内的妓馆就有数千家，3 烟馆有 1700 余家，4 其他
茶楼、酒楼、戏园如雨后春笋，比比皆是。有报刊描绘了当时上海娱乐业之盛况：
“上海之洋泾浜甚胜地也，中外杂处，
商贾辐辏，俗尚繁华，习成淫佚，故妓馆之多甲于天下。辅之以戏场，衬之以酒肆，又有茶居、烟室以点缀也。月地
花天，灯山酒海。耳谋郑卫之声，目熟冶荡之态。”5
苏州评弹艺人在上海的活动出现很早。开埠之前，城隍庙一带是城市民众唯一的游乐场所，苏州评弹艺人在此安
营扎寨，卖艺为生，丰富了市民文化娱乐生活。其时茶馆书场如群玉楼、得意楼、柴行厅、船舫厅等等皆是。也出
现一些著名的弹词女艺人。道光中有杨玉珍者，色艺双绝，善唱《玉蜻蜓》。咸丰中有陆秀卿，吴人，避乱至沪，貌
绝色，艺绝技人，争招致一曲。兹二人为沪上女弹词之最著名者。6 女弹词进入上海以后，以其色艺倾动听众，成为
上海市民消遣娱乐的对象。随着上海租界消费文化的繁荣，活动于上海城内的女弹词移居租界，并创办“书寓”
，卖
艺为生，出现了“书寓”式的弹词女艺人。她们精于棋、琴、书、画，有一定的知识涵养，更有吴侬软语的说、噱、
弹、唱、演的评弹技艺。
“书寓”本为女弹词的居所，“创自朱素兰”，“同治初年，最为盛行”7。其时说书人又称先
生，朱素兰被称为女先生。
“先生”即古人所称之歌伎也。这一时期的女弹词职业性比较强，具有一定规模和社会声
望。上海说书女弹词有二三十家，以朱氏最盛。
“说书人唤女先生，朱氏门中最有声”。8 女弹词艺人在租界一带十分
活跃，据《海上冶游备览》记载 ：
“说书而易男为女，亦取其易招人听之故，女而肄业说书，亦取其引人入胜之意。
……所说之书为《三笑》
、
《白蛇》
、
《玉蜻蜓》
、
《倭袍传》等类。目下愈来愈多，北市一带，各里聚集，竟有三十余户
焉。
”9 说明了女弹词艺人活动范围扩大，规模也随之扩展，弹词一业发达。
1870 年代，上海租界娱乐业的勃兴为苏州评弹女艺人的发展提供平台，众多女说书艺人的身影频繁穿梭于各书
场中。作为近代报刊媒体也争相刊登她们的消息。《申报》自创刊以来，刊登了大量女弹词的信息，记载她们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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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中刊登女弹词又名曰“女先生”
。她们大多技艺超群，所说之书有《白蛇传》、《倭袍传》、《玉蜻蜓》
、
《双珠
凤》
、
《落金扇》
、
《三笑缘》诸部。并对色艺俱佳的女弹词进行品评。如“色艺兼优者曰袁云仙，色少衰而艺独艳者曰
严丽贞，别立一调足新耳目者曰朱素兰，艺为色掩者曰朱素卿、朱幼香，以小曲擅长者陈爱卿也，其貌亭亭，状如美
男子者王幼娟也。汪秀卿则神清而意远。施月兰则态丰而音腴。陈月娥、陈月贞略有闺阁气。姜月娟、姜月卿艳无门户。
习风首推钱丽卿，妖娆自让王月琴。他如唐云卿之流动，钱雅卿之端庄，俞翠娥之惹人怜惜，吴丽琴之动人心思。丽
如徐雅云，静如张秀娟，淡如张云卿，韵如胡兰芳，各得其妙。”10 王韬在《瀛壖杂志》卷五中，也述及当年海上之
女弹词盛况云：
“道咸以来，始尚女子，珠猴玉貌，脆管幺弦，皆令听者魂消。向时多在城中土地堂罗神殿，日午宵初，
聊为消遣。徐月娥、汪雪卿，皆以艳名噪一时，兵燹以后，都在城外，推为此中翘楚者，则如袁云仙、吴素卿、朱幼
香、俞翠娥、吴丽琴，并皆佳妙，今时继者，则又有朱丽卿、陆琴仙、陈芝香、金玉珍、张翠霞，吐属雅隽，颉顽前秀，
每一登场，满座倾倒 ；其声如百转春莺，醉心荡魄，曲终人还，犹觉余音绕梁，此又于裙钗中别开生面矣。”在 1872
年 7 月《申报》刊登的《女弹词新咏》
、
《咏弹词女诗》中提到名字的女演员已有 31 人之多。11
在日益发达的近代上海都市，市民的文化娱乐消费日趋繁荣，消费群体日益扩大，女弹词群体不仅可观，其身价
亦不菲。
“女号先生名最著，爱听弹词闲步寻书寓，引上高楼多雅趣，故高声价教人慕。”其生意也极佳，往往是“唱
得开篇才几句，客来又要周旋去。
”12 书场生意热闹，一些茶馆书场为了宣传，“笙箫动地，锣鼓喧天”，门前招
呼听客者，一句“开书哉”悠扬清脆。待先生轿子到门，即抢前迎之，前呼后拥。而茶馆书场内，场面阔绰，坐客
盈庭。13
苏州评弹在上海的发展繁荣亦可从书场数量以窥其一时之盛。光绪年间，上海的书寓达到鼎盛期，仅四马路上就
有天乐窝、小广寒、桃花趣、也是楼、皆宜楼、万华书屋、响遏行云楼、仙乐韵天楼、淞沪艳影楼、九霄绝云楼、四
海论交楼、引商刻徵羽楼，共十二家书场。据称，晚清以来的三四马路大新街附近一带以及南市城隍庙等处，简直是
五步一家，十步一处，到处悬挂着书场灯笼与招牌。14 书场之盛，可见一斑。
另外，茶馆也是评弹艺人演技的重要场所。近代上海的茶馆众多，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上海指南》（1914 年 11 月）
列举英租界就有著名茶馆 95 家。城隍庙的茶馆兼书场很有名。如群玉楼、春风得意楼、四美轩等便是。茶馆是市民
的好去处，也是娱乐的场所。一般市民居住狭窄，借茶馆品茗会客，所费不多，喝茶、聊天、听书同时兼顾。上海中
小型茶馆，
特别是郊县乡镇茶馆往往附设书场，许多茶馆本身兼作书场。这类茶馆深受一般市民尤其是下层市民的欢迎。
郑逸梅《茶馆酒店旧闻》中对茶馆的评弹盛况有以下的描绘：
“凡附设书场，茶室间列置长几若干，便于安置茶壶茶杯，
茶客可随听随唱。室隅筑一小坛，应聘的评弹艺人登坛弹唱，具居高临下势。壁上左挂三弦，右挂琵琶，馆门悬一黑牌，
用白粉写上艺人姓名和书名。每逢阴历年底前四五天，有说会书之举，规定每一场为四档书，茶馆主邀说噱弹唱兼檀
的名艺人所谓‘响档’登台表演。有说叱咤英雄的大书，有吃缠绵儿女的小书，或弦索悦耳，或醒木惊堂，各尽所能。
茶馆主为容大量听客，竟把几凳全部拆除，茶也不备了。一般听客，为了一年一度难得的会书，站立着听，不计较座位，
也忘了疲累，攘攘挤挤，几不成茶馆了。
”这类场所多下层市民如车夫、商号店员、摊贩，他们大都是一边喝茶聊天、
一边听书赏曲。
民国时期，尤其是二三十年代，评弹在市民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随着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评弹与报刊日
益结合起来，出现了专门介绍评弹的报刊。如戏剧小报《罗宾汉》即是，大量刊登苏州评弹著名的弹词家及演唱风格
以及评弹演出信息，其中也有大量文人及听客撰文品评评弹。文人捧角之风也随着报刊业的发展成为风气。15
另外，随着近代上海电台的发展，评弹节目通过无线电走进了千家万户。电台中评弹的频道、时段密集，满足市
民大众的娱乐需求。30 年代，评弹尤其是电台评弹内容大增。据《中国无线电》１９３４年四月刊载上海 28 家电台
节目表，娱乐节目共 317 档（非娱乐节目仅 39 档）其中弹词 90 档，位列第一，其次才是昆曲，26 档。《申报》也有
有同样的记载，1936 年 11 月 29 日报道统计，文娱节目中以评弹播出为最。各民营电台每天设有评弹节目共 103 档，
每档以 40 分钟计，共 4120 分钟，相当于一个电台连续广播两天两夜零二十小时。16 如此密集的苏州评弹电台节目的
安排，更主要的是为了满足市民大众娱乐文化消遣的需求，苏州评弹日益成为市民休闲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民
国时期的苏州评弹在上海进入繁荣发展时期。
二 苏州评弹与近代上海市民娱乐文化消费
在繁荣发达的近代上海城市消费娱乐文化中，评弹占有一席之地。听评弹是上海市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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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弹听众遍布市民社会各个层次，
反映了苏州评弹艺术大众文化特质。大众文化是民众所接受并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
是市民日常娱乐文化消费的对象。苏州评弹艺人在江南各地流转献艺（“走码头”），听客遍布江南社会的各个阶层，
形成了评弹艺术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评弹艺术产生于民众之间，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娱乐文
化，是“满足人的休闲需要、美感需要和情感需要”17 的大众文化形式。
随着近代上海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市民之间物质空间距离缩小，而心理距离拉大，导致市民对于大众共同关心、
共同感兴趣的大众文化的追求。作为地方戏曲艺术形式——苏州评弹在上海的勃兴发展，为上海市民文化娱乐生活提
供新的内容，也丰富了市民消闲文化生活。道、咸以降，随着上海近代化程度的加深，戏园观剧、听评弹逐渐成为市
民的主要文化娱乐活动。
“酒兴方阑戏馆招，才听弦索又笙箫”。18 茶馆、书场等场所热闹非凡，各色人等流连于此，
成为近代上海城市休闲文化生活一道繁华的风景。“书场哄闹夕阳天，馆主堂官共胁肩。报到先生油壁至，人人青眼
看云仙。老辈风流严丽贞，登场一盼似多情。
《倭袍》荤素人争听，弦索声中字字清。素兰京调也堪夸，清韵悠扬蝶
恋花。更有扬琴推独步，声声歌曲浪淘沙。
”19 在晚清文人笔记中多有女弹词的身影 ：
“小拓璃窗近水楼，美人高座说
风流。听来不是生公法，
顽石如何尽点头。
”
“一掐檀痕便有情，佳名艳羡唤先生。如何未嫁浮梁贾，也觉琵琶带怨声。
”20
评弹艺术走进市民生活。
苏州评弹进入繁荣大都市上海，促进了近代上海市民文化消费，同时也刺激了评弹艺术的大发展。苏州评弹进入
市民日常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评弹艺术的大众化，评弹听客涵盖上海市民的各个层次，各式人等。
首先是上海开埠以来服务于洋场外国报馆、文化出版机构的传统士大夫以及民国时期云集上海的大大小小的知识
分子（文化人）
，这一群体是苏州女弹词追捧的主要阶层。他们与评弹艺人的交往，一方面促使了市民大众文化的发
展繁荣，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评弹艺术自身的发展。晚清以来，苏州女弹词进入上海以后，她们在沪上开书寓，卖艺为生，
成为沪上传统士大夫寻访的对象。与名伎的交游是自古以来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一种生活方式。同时，评弹艺术也是他
们日常生活休闲娱乐之一。王韬是近代上海传统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瀛壖杂志》卷五中，述及了当年
海上女弹词之盛况。
“平生好作冶游”的他放情于青楼勾栏的欢场情场中，一有空闲，便与一班“长三倌人”斗诗侑酒，
《花国剧谈》
《艳
、
并演绎了一场与书寓陆小芬的莫逆之交。21 他与书寓女弹词之间的交往故事，都记录在《海陬冶游录》、
史丛钞》
等笔记小说中。另如晚清上海著名文人李伯元，他不仅是这些女弹词交往甚深，而且为她们创办了文艺小报
《游
戏报》
，开近代上海小报之先河，被称为近代上海消闲文艺小报“鼻祖”。他曾经数次在小报上开花榜，选出色艺俱佳
的女弹词。其后，其他小报文人亦纷纷创办消闲文艺类小报，并效仿开花榜，成为当时市民生活中一件重大娱乐事件。
小报文人吴趼人与女弹词过从甚密，对上海书场女弹词弹唱情形有过详细的记载 ：
“上海书场，在四马路尚仁里口与
荟芳里相望，是书场之始祖，集诸妓歌于台上，客则环座而听，点戏者，度一曲酬以一金。不点戏，则茶资外，无他
费用。
”传统士大夫阶层与女弹词交往在当时是一普遍现象，他们也是追捧女弹词的重要阶层。
20 世纪 30 年代，活跃在上海洋场的知识分子和报刊文人在工作之余，也以听评弹作为自己业余生活的消遣。陆士谔
就是其中之一代表。
“晚餐之后，诊病之余，往东方书场听说唱大小书以自遣。余为该场老听客之一，每晚入座甚早，
因该场听客众多，稍迟一步，优良之座位每不易得。” 而且在书未开场之时，座客任意纵谈，不异茶楼酒肆。不仅谈
论女弹词的色艺问题，而且书场中常有人讨论新旧文学问题。22 可见知识分子阶层喜听评弹的也不在少数。
其次，
妇女是评弹重要的听客群体之一。
评弹尤其是弹词以其爱情故事打动女性。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认为，
弹词为妇女们所最喜爱的东西，故一般长日无事的妇女们，便以读弹词或听唱弹词为消遣永昼或长夜的方法。更有一
些有文才的妇女们把自己的心怀，把自己的困苦，把自己的理想，都寄托在弹词里了。开始了女性弹词的创作。23 因此，
弹词对于女性而言，更具吸引力。在晚清上海书场中，女性听客大量涌现。如《图画日报》中记载：书场“另有女坐，
凡小家荡妇，富室娇娃，公馆之宠姬，妓寮之雏婢，莫不靓妆艳服，按时而临”。24 这样的书场在英租界三、四马路之间，
所在多有。著名的有飞丹阁、留春园、乐琴轩、一言楼、明园等。一般情况下，听说女客相对集中就坐，而且妆饰也
多雷同，在晚清图像资料中多有描绘，她们大多是“象篦高卷髻云松，一朵鲜花艳缀胸”。25
20 世纪初，城市市民文化逐渐繁荣，评弹艺术对于女性更有吸引力，女听客成为上海书场一道特别的城市风景。
女性尤钟情于弹词即小书。
“彼女子等听惯小书，如《果报录》、《玉蜻蜓》等，游词狎亵，戏语轻浮。说者娓娓不倦，
听者津津有味”
。26 钟心青《绘图二十世纪女界文明灯弹词》“方今社会，无论何等人，均竞尚弹词、小说。以沪上论，
不下数百处。而弹词尤为妇女所信用，往往履舄交错，笑语相间，而隅坐者唱开场，则肃然无一哗者。既毕，口讲指
划，津津乐道之，甚或形诸梦寐，其感人之深如此。然其书，不过《三笑因缘》、《落金扇》等淫奔苟合之事，共美其
名曰才子佳人……。27 评弹对于女性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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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商界人士也是评弹艺术消费的对象之一。尤其是士绅商贾，评弹等戏曲成为他们娱情声色的消遣对象和社
交活动场所。经济上宽裕的商人，既可以请艺人在家唱堂会，也可以去高档的书场听书。买办阶层保持着江浙人的文
化娱乐爱好，喜欢听苏州的说唱、评弹，以及昆曲等。他们经常在家中开堂会，邀请评弹响档在家中奏艺。同时，评
弹等戏曲活动也成为一些士绅商人炫耀身份和豪富的手段，他们竞相开堂会，戏园成为他们争奢斗富的场所，
“不夜
之芳城，销金之巨窟”
，令其他观众惊叹“习俗豪奢，至于此极”。28 这部分听客多为显示自己的豪富而参与其中，为
其所喜爱的女弹词捐献缠头无数。
其他一般小商人是评弹听客的重要组成部分。书场也是他们娱乐社交及洽谈生意的场所。他们来到书场，一则听书，
二则谈生意。如有报纸记载，临近菜市街的小茶馆里，到了傍晚的辰光，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在碧绿的煤气灯光之下，
映出了大半都是些商界中人物，不是掌柜，便是老板，大家聚着闲谈，顺便讲讲生意经，或者有什么买卖可以成交。29 绸
缎商人王永灿，是听书成癖的老听客，风雨无阻，终年不辍，尤喜听评话。他最仰慕王效松，不论遐迩，必追踪往听，
而且记忆力极好，书中关节，听过不忘，常常能将听得的书，转告同事。其演形说法，居然揣摩得像。30 评弹在商界
人士中有着一定的吸引力。
20 世纪 30 年代后，市民阶层壮大，中小商人和一般市民构成城市大众主体，商场游乐场、戏院影院乃至各类艺
术形式都为之一变。在一些私园、游乐场所等都有评弹演出活动。如在张园这一游乐中心，就有弹子房、跑球场、脚
踏车，有书场、滩簧、髦儿戏等，张园成为“集花园、茶馆、饭店、书场、剧院、会堂、照相馆、展览馆、体育场、
游乐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场所”
。31 在“楼外楼”屋顶花园游乐场每天也有两档评弹说书的节目。32 在当时上
海的市民看来，
“尤其在盛夏之夜，邀上两三知己，登上琼楼高处，泡上一壶清茶，彼此把茗清谈，听听说书，望望
夜景，乘风纳凉，是为当时上海人所公认的赏心乐事。”33 在大世界游乐场的各类游戏每天演出时间中，评弹节目达
11 小时，与杂耍类游戏节目同登榜首。34 随着近代上海城市化的发展，市民文化消费日益发展，一般职员及普通市
民也将评弹作为自己的娱乐文化生活一种。
“海上繁华闹震人，能于暇时一聆说书，亦消遣之一法也。”35 一般市民皆
以“听说唱大小书以自遣”36。可知评弹艺术受欢迎的程度。
另外，近代上海现代企业的发展，公司职员队伍日益庞大，书场听评弹也是公司职场人员业余娱乐生活的好去处。
自然也是娱乐消遣的好方式。对于他们而言，听书不打紧，只要不妨碍职务，确是一个极妙的消遣方法。因为它所费
有限，而消磨的时间又长。37 何乐而不为。即便是居住在石库门的普通小职员，尽管居住条件恶劣，他们也寻找自己
的娱乐生活，精神生活仍然十分惬意，能干的苏州女人的丈夫每天空下来的消遣就是去书场里听评弹。38 舒展一天紧
张的神经，释放一天的辛劳。
苏州评弹在小学生阶层也是很大的市场，听评弹成为学生阶层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一些知识分子曾回
忆起学生年代都有着美好的听评弹的记忆。如张健帆著文回忆，我在小学读书的时代，每逢寒暑假和星期假日，便会
独自一人，带了十几枚铜元——那是节省下来的点心钱，——到城隍庙书场里去听书。那时上海的书场，都荟萃在城
隍庙的豫园里，租界上的书场，要推汇泉楼最老。39 书场对于小学生一般是免费开放的。因此，一些小学生，放学之
后，书包还背在肩上就折向书场，不过只能靠着后壁站着听，只要不占座位，书场照例是不收钱的。40
苏州评弹也是一般社会下层民众消遣的文化娱乐形式。由于评弹消费价格的低廉，人力车夫就是其中的一个群
体。这一群体规模很是庞大，20 世纪 30 年代仅公共租界就有四万余人，41 到 30 年代末发展到十万余。这众多的人
力车夫文化层次低，30 年代对城区的 304 个车夫进行的调查中，26 人“有较强的阅读能力”（8，55%），120 人“识字”
（39，47%）
，158 个“不识字”
（51，98%）
。42 这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娱乐活动主要是去茶室聊天、打牌，
或者听评弹。43 评弹也成为他们文化娱乐的一种形式。由于竞争的激烈，评弹艺人也在这些社会低层的劳动群体居住
区如棚户区设立的书场演技。如在新闸路酱园弄口的露天游艺场，就有说书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如变把戏的，唱小曲
之类。在江北大世界、沪西大世界等贫民游乐场都有说书人的身影。44 其实，评弹艺术产生于民间，是流行于市镇农
村的大众文化艺术，尤其在农村，评弹艺术定位于社会下层民众，在“乡下茅草屋的小茶馆里，聚集了许多黄泥腿的
乡下人，静悄悄地恭候着说书先生上台，一块醒木，一只弦子，是安慰劳苦大众的恩物。”45 遍及上海都市的大小书
场尤其是贫民窟区域书场的存在说明了评弹艺术已成为一般普通市民的主要文化娱乐生活之一。
甚至外国人也对苏州评弹艺术产生了兴趣，并邀请评弹艺人去做堂会。如在哈同花园里曾经表演过两档大书，一
档是杨炳奎的东汉，一档是田怡良的七侠五义。46
评弹艺术成为近代上海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听客遍布市民社会各阶层，听客与评弹艺人之间的互动，也说明了评
弹艺术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随着苏州评弹在近代上海的发展繁荣，听客群体日渐扩大，评弹艺人与听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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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也有着积极的互动。书场中，书迷们或凝神聆听，或随和轻轻哼唱，发噱之处更是轰堂大笑。一些老听客为自己心
仪的评弹艺人鼓掌捧场。有的更是风雨无阻，自开书到结束一场不落地全部听完，被称为“坐庄听客”。有的是观
摩技艺，甚至拜演员为师，成为票友。
民国时期，听客评戏日益成为普遍现象。一是说书场里现场对评弹艺人的现场品评，而评弹艺人的口碑也因此而
形成，或褒扬，或贬低。一般来说，书场口碑，多出之“听专书”者，而倒面汤（逐客令也）也由此辈脱口而出，因此，
老听客愈多，弹词艺人于此等处必战战兢兢，惟恐失若辈欢。“若辈又好于说书先生兜搭，得其欢心，则招呼尤殷勤。
所谓先生者，亦必笑颜承迎，与之酬答，此辈之势力可知”。47 尤其是老听客，对评弹艺人的演技更是挑剔。他们对
于演艺差的艺人会当场驱逐，或者“抽签”而去，如果演出质量及内容不符他们的要求或其他原因，未等演出结束，
便离座而去。48 这类听客对艺人的批评是毫不留情的，即使是名家、响档也是如此。如，张步蟾弹唱《双金锭》
，至
王小姐拦舆喊冤之际，忽交代有八名戈什哈，为韩巡抚护卫，及至落回。戈什哈是清代才有的，清以前没有这样的称
呼，于是有老听客对张正色道：
“余家藏宋版康熙字典，足下久在绅宦家做堂唱，乞代为兜售，余顾出让。”张笑曰：
“康
熙乃清朝皇帝年号，彼之字典，何来宋版，或者是仿宋版，足下误为宋版也。”老听客笑答之曰 ：
“君言诚然，清朝所
出之书，无宋版之理，但足下适云韩巡抚有八名戈什哈，为之护卫，亦知戈什哈乃清朝制度，《双金锭》是明朝故事，
君既有明朝大臣，可适用清朝制度，独不许我清朝字典，用宋朝版本乎？”这拐弯抹角的批评，顿时令张步蟾面红耳
赤。49 更有听客带着出版的弹词书目进书场评判艺人的。如 20 世纪 30 年代言情小说《啼笑因缘》在报纸上连载以后，
一时哄动上海。文明戏、电影都把它编成戏，拍成电影。上海评弹界也根据报纸上连载的《啼笑因缘》小说编写弹词
演唱，后来《啼笑因缘》弹词出版，来听书的听众百分之八十的人手中都捧着一本书，我唱一句，他们对一句。唱错了，
他们就摇头或喝倒彩，给评弹艺人很大压力。50 书场之内，台上台下，说书先生与听客之间，你演唱我纠错，煞是热闹。
二是评弹书迷在报刊上自由讨论，发表对评弹艺人的评价。这类听众的欣赏水平也较高，经常三五成群评书、论
书。报刊评戏也是听客所喜欢做的事，是听客积极参与评弹艺术活动的重要方式。评戏风气在当时十分活跃，上海报
刊专辟评戏栏目。投稿者多为戏迷，不论身份高低，都可以自由讨论。说明了上海市民对于评弹艺术的热情，也反映
了听客水平的提高及评弹在普遍市民生活中所占有的地位。
由上可知，苏州评弹在近代上海市民文化娱乐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评弹听客包括市民社会各个阶层，上自官僚
阶层、绅商，知识分子、学生阶层，下及社会低层的贩夫走卒。评弹观众群体包括社会各个阶层，而在每一阶层群体
中，既有评弹艺术的忠实戏迷，也有别具用心的听客，更有以观看女弹词色相为目的的。这群人“非迷于书，实恋于
醉娘之玉臂皓碗，及纤纤春葱耳”
。 他们非遣兴于弹词，也不审其中之情节，然排日听歌，几无虚夕。51 此类人对评
弹没有兴趣，醉翁之意不在酒。苏州评弹在近代上海繁荣发展及受众群体的庞大由此可见一斑。
三 苏州评弹在近代上海发展原因
19 世纪中叶以后，上海逐渐成为一个商品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文化繁荣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不单是全
国的工商、金融集中的大都市，对于娱乐事业也是全国的汇合场所。”52 各种地方文化艺术形式同时并存，昆剧、京
剧、徽调、沪剧、越剧、苏剧、淮剧、粤剧、闽剧以及评弹、鼓词、滩簧、滑稽等，在上海都有一定的市场。苏州评
弹进入上海以后得以兴盛发展，与上海庞大的市民消闲文化消费群体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消费群体的娱乐文化消费
倾向又受到诸多社会因素和文化心理因素的影响。
首先，江南地区移民群体对于苏州评弹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上海是一移民城市，尤其在太平天国运
动后期，江浙一带的大批移民涌入租界。随着移民潮的高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出现，大量的江南富饶乡村和文化重
镇的地主和文化精英，以及上海繁荣的商业所吸引来的商人群体和大批寻求生活的手工业和农民等。这些地域性很强
的移民群体的存在为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前提条件。不同方言在移民群体中有着重要的凝聚作用。以江南吴语为弹唱
特色的评弹艺术为同一地域的移民娱乐消闲提供文化服务。绝大多数移民之间很少沟通和交流，基本上是同乡之间的
交流。因此，不同地域的移民有着不同的宗教仪式，听不同的地方戏曲，在上海出现了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地域性。53
江浙移民在上海城市中占居重要的比例。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期，外来移民一直占到上海城市人口的 80% 左右。54
在这移民潮中，江浙移民是上海移民的主体。以 1915 年上海公共租界各省移民人数来看，毗邻的江浙两省受上海城
市化影响较大和辐射较重，两省迁移的人数也占绝对高的比例。江苏人口达 23 万余人，其次是浙江人 20 万余，广东
移民只有 4 万余人。55 又据日本人在支那研究号中，曾对近代上海的语言类型进行研究，并将其分为三大系统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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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占 75% ；宁波系占 10% ；广东系占 0.5% ；其他占 14.5%。56 从这几方面来看，江浙移民在整体移民中所占的比重之
大是显而易见的。
江浙地区的移民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文化水准上也较其他地方的移民要高。据统计，到 19 世纪
后期，江苏粗识文字的男子占 60% 左右 ；学者文人占 5-10% ；有阅读能力的妇女占 10-30%，其中会做诗的占 1-2%。57
这一移民群体为苏州评弹在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听客基础。
这些涌进上海的移民群体中，上层精英阶层也同样表现出江浙移民的主体分量，“江浙两省富商巨族避乱而出，
皆以上海为桃源，两省精华荟萃于此”
。58 据统计，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 90 位著名买办中，江浙籍占 74 人，广东
籍仅有 7 人。59 他们适应了新的上海现代生活，这些具有文化修养又懂得休闲的人，喜欢和朋友一道，富商士绅或在
家开堂会，或在书场聆听评弹或观剧表演。他们或上茶楼餐馆，一边与朋友聚会，一边听女弹词演唱助兴。书场女弹
词为他们的生活增添高雅而热闹的气氛。文人雅士喜欢在他们创作的小报上品评这些色艺俱全的女弹词。尤其是江南
文人对于苏州评弹艺人的捧角活动所造成的声势，推动了苏州评弹在近代上海都市的发展。文前所述小报鼻祖李伯元
创办《游戏报》
，为女弹词事业发展提供舆论支持。其他江浙著名文人如陆士谔、高太痴、包天笑、姚民哀（朱兰庵）
、
平襟亚、程瞻庐、范烟桥、陆澹安、陈灵犀、姚苏凤、张健帆等等或为评弹忠实听客，或为评弹艺术撰写新书目，或
亲自演唱评弹。报人朱瘦竹更创办小报《罗宾汉》，专门报道评弹艺术家及戏剧内容，与著名的评弹艺术家过从甚密，
是评弹艺术的追随者，自称 ：
“尤嗜听书，于太夫，子之三笑倾倒备至。”60 他们为本土评弹艺人及评弹艺术的发展极
力宣传和支持。其他地方文人亦为本地域戏曲及艺人的发展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如粤籍吴趼人就曾为广东戏班“群
芳艳影”的花旦李雪芳出版《李雪芳》一书，叙述李之生平及 1919 年演出盛况，
“雪芳之声名，亦从此雀起焉”
。61
更有康有为给李雪芳“加尊号曰雪艳亲王”
，62 使她在上海大舞台声名大振。同样，大量涌入上海的江浙文人对于评
弹曲艺的认同和帮助也促进了地方曲艺在都市上海的繁荣发展。他们在上海创刊各类报刊宣传评弹艺术，为评弹撰写
书目，促进了评弹艺术进一步发展。
其次，进书场听评弹所费甚少，价格低廉也是苏州评弹雅俗共赏的特点。苏州评弹艺人在江南区域的演艺活动范
围，一开始主要市场在市镇，它之所以能够繁荣发展起来，除了其雅俗共赏的内容及表演方式吸引人之外，另一个重
要原因是评弹艺术消费低廉，老百姓能够负担得起。在上海城市的书场、茶馆以及娱乐场所，评弹消费亦是如此，所
以能吸引大量的听众。评弹消费在市民日常生活花费中所占比例甚少。“听书比较其他娱乐经济实惠，为数不多，只
化一二角钱就可以听到各家的弹唱或开讲。
”63 而在上海戏院听戏，价格就得加倍。如大约 1891 年左右在上海戏园听
戏，
“戏价或三角，或四角”
，
“戏价外略付手巾小掌数十文”。64 更有的戏园票价如满庭芳、丹桂等茶园曾达到一元一
张票，而那时的米价才二元一担。65 这样的娱乐场所只能为一般中层以上市民所承担得起。而在一般茶馆书场听评弹，
将吃茶、听书、交友、谈生意等几种功能融合一体，其时，茶馆茶资便宜，且环境幽雅，更受市民喜爱。《沪游梦影》
中记载：
“夫别处茶室之设不过涤烦解渴，聚语消闲，而沪上为宾主酬应之区，士女游观之所，每茶一盏不过二三十钱，
而可以亲承款洽，近挹丰神，实为生平艳福。”品茶、听书、赏曲，十分惬意。竹枝词有云 ：
“茶楼高坐有红妆，半面
琵琶歌羽裳。一笑回头谁属意，状元台上状元郎。”66“状元台”就是旧时上海茶馆中的说书台子。
廉价的娱乐消费吸引了大量社会下层群体参与其中。近代上海在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市民阶层壮大，但作为一般
的市民群体构成部分的产业工人、苦力等，他们的文化水平较低，如纺织工人中“一字不识的男工有 50-60%，女工
有 80-90%”
。内外棉厂 700 多男工中，
“能勉强看报的不过十几人，女工三千多人，能识字的只要五六十人，其中只
有极少数能够看报的”
。苦力更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群体，无论是码头工人还是人力车夫，“十分之八是文盲，十分
之二略识几个字”
。67 他们生活水平很低，
“本世纪 20-30 年代，一般来说上海产业工人家庭是可以维持低水平的家庭
生活，接近温饱水平的。
”68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开支中，基本上没有多余的钱来进行文化娱乐消费，他们只能是一般
街头说唱艺术或者视觉艺术的消费者。而评弹的价廉满足了这一群体的娱乐文化消费。这一群体是评弹艺术重要的
受众，使得评弹有了更广大的群众基础。近代上海报刊上时有刊登评弹书场廉价消费对于市民大众的吸引力。
“说书
取值廉而听众多，颇引人入胜。
”69“书场之书资，颇廉。北市汇泉楼听书四时，只费小洋一角，未有越二百文上者。
此外除手巾小帐铜元几枚，并无其他之杂费。且纳此微廉之书资，又得晨啜茗一壶。在消遣中，可谓极便宜矣。
”70
在上海各项中外娱乐中，评弹艺术的娱乐消费代价是最为低廉之一种，所谓“说书是大众化，惠而不费”，且雅俗共
赏，深得近代上海市民大众的欢迎。
地域文化认同也是评弹艺术在近代上海得以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文化心理原因。根据受众理论分析，一般而言，
在一个群体中，所有成员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和地理边界内，相互知晓，彼此互动。他们清楚意识到彼此共同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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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的身份，并且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而受众一起分享一种社会文化娱乐，会增强人们的地域意识和归属感。71 评弹
听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江南地区尤其是吴语地带人们对于地域意识和文化的一种认同。熊月之《乡村中的都市和都市
中的乡村》中分析了上海民众文化的地方性。上海移民大多保持着对家乡和上海的双重认同。他们在上海，说家乡话、
吃家乡菜、听家乡戏、守家乡风俗。因此，在上海的一些文化娱乐场所，就有各种地方戏的演出，包括平剧、越剧、
苏滩、本滩、甬滩、大鼓、扬州戏、昆曲、滑稽、文明戏、口技等，每个场子都是人山人海。上海江南人多，江南人
爱听的说书场很多。书场本以城隍庙为发祥地，吴侬软语，叮咚弦响，逐渐扩展到租界，因此，有东方、大中、汇泉、
湖园、西园、南园、南京、中央、跑马厅等书场。72 又如 1939 年，避难香港的江南人为寄托乡思，邀请评弹艺人赴
港演出。演出期间，江南地区的上海人、江浙老乡纷纷赶来听书。吴侬软语的乡音，听众倍感亲切，场场爆满。73 同
样说明了民众对于地域文化的强烈认同。在近代上海这种高度异质性、移民流动性强的都市社会中，苏州评弹在增强
市民的身份和价值观念的认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由上可知，苏州评弹在近代上海的繁荣发展，与江南地区大量移民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江南文人在上海创办
的报刊、电台等现代媒介为家乡的曲艺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评弹廉价的娱乐消费使评弹有着更为庞大的消费群
体成为可能，更由于移民上海对于家乡戏曲文化的认同同样促进了苏州评弹在近代上海的繁荣发展。
小

结
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小市民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有选择娱乐消闲的自由。市民观赏评弹等戏曲文化既从中获得一

些知识，也能得到一定的精神享受。随着城市近代化的发展，近代上海城市人际空间距离缩小，心理距离拉大，导致
市民对于彼此关心、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也就是对大众文化的追求，也是市民大众工作之余心理宣泄的需要。评弹艺
术正是市民所需要的大众文化之一种。这对于近代上海高压生活下的小市民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调节和情绪释放。
作为评弹曲艺这一雅俗共赏的民间艺术作为近代上海城市流行大众文化之一种，在近代上海城市化过程中也发生了相
应的变化，从内容到形式，以满足近代化发展过程中市民娱乐文化多元化的需要。评弹艺术为城市各阶层的市民闲暇
时间，提供了一种满足其娱乐口味的消遣形式。
近代上海是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其城市文化也显示出多元发展的海派风格。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碰
撞交融，现代娱乐形式的诞生发展与传统娱乐文化的融合共存，体现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城市“混合
文化”特征。苏州评弹这一地方娱乐文化在近代上海的发展繁荣与城市移民及城市海纳百川的风格有着一定的联系。
江浙一带的吴语区域移民的存在，为流行于上海都市评弹曲艺的发展繁荣准备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评弹艺术的雅俗共
赏的文化特点吸引着社会各个层次的民众，听客囊括城市市民的各个层次，而低廉消费也是评弹曲艺成为其时广为流
行的大众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因素。城市文化形成过程中，城市移民群体的文化认同同样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体
现了地域文化认同的精神力量。当然，近代上海商业经济的繁荣以及近代中国文化中心的形成也为苏州评弹艺术在近
代上海的繁荣发展提供有力的经济和人文基础。苏州评弹在近代上海的发展也说明了近代城市文化形式的发展路径，
体现了地方娱乐文化在近代上海大都市文化形成过程中的生命力和文化韧性。苏州评弹与其他地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
的互动共融共同发展繁荣了近代上海城市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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