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散在海内外的两组晚清宫廷
战图考略

张弘星

内容提要：本文以西方收藏的4幅晚清战图为中心，结合第一历

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论证战图内容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捻军

及回民起义，从而披露了1885年宫廷组织的一项创作67幅战图的

绘画工程。它为重新审视19世纪中国绘画史提供了重要史实。论
文还考证出绘画工程中的20幅“清军与太平天国战图”中有12幅

稿本的作者为吴友如。

关键词：战图  军机处舆图  奕谖  神机营  庆宽  吴友如  曾

国荃  《申报》

    荷兰文化史学者惠津哈在其论中世纪欧

洲文化一书序言中曾感慨，西方史学界长久

以来对起始与兴盛诸主题的兴趣胜于对衰落

或终结的兴趣。他写道}一，当我们研究一个
历史时期，我们总是着眼于现实中那些对未

来有影响的人物与事件”①。在西方最近十多
年来，19世纪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逐渐成为

显学，但其风气正如惠氏许多年前所感慨的

那样，在众多论19世纪的著作中，学者们
投注了巨大的热情去寻找现代中国文化的渊

源，海上画派、广州贸易画、民间版画和早

期摄影已成为l9世纪艺术史的正宗课题。
这种艺术史实践的结果是19世纪仅仅被当

作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童年，许多与其自身

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艺术问题受到严重的忽

视。作为这种忽视的主要表现之一，乃是对

当时宫廷艺术缺乏严肃的研究。

    学界对晚清宫廷艺术的忽视异常突出，

以致宫廷组织的一些重大艺术活动的基本史

实至今仍待确立。本文将暂缓对l9世纪中

国艺术文化的性质作一重新界定，而首先澄

清有关一组关键作品的一些重要史实。这组

作品包括4幅战图，分别藏于加拿大爱德蒙

顿的麦克塔格特(图版一，Cecile Mctaggart，

Edn的nton，Alberta，Canada)的私人庄园、捷

克首都布拉格的国家画廊(图一、图二，

National Gallery，Prague)、以及英国诺甫克散

郡汉皇家行宫(图版二、图版三，Sandringham

House，Norfolk，England)。与此组作品密

切关联的是另外一组战争画，现藏北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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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清人《清军大战捻军·张敏行之役》  捷克布拉格国家画廊藏

图二清人《清军剿捻凯旋》  捷克布拉格国家画廊藏

历史博物馆(图三一图八)。这组画另有复

本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九)。因此本文也
将对这组作品的作者归属及绘制时间等问题

作一考辨。在对这两组作品的研究中，本文

将主要依靠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

的档案，以及其它一些在海内外新发现的文

字和图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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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档案与西方收藏的4幅战图

    1992年，现藏加拿大麦克塔格特私人

庄园的战图首次在美国亚力桑那州凤凰艺术

馆展出②。这次展览的组织者之一，科罗第
亚布朗教授根据画上的黄签确定此画的题材

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一次战役③。在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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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清人《清军奏报与太平军交战图·攻破田家镇贼巢收复蕲州图》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图四清人《清军奏报与太平军交战图·肃清浔江图》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篇文章中，她进一步提出，这幅画并非一件

独幅画，而属于宫廷为纪念镇压太平天国组

织绘制的组画之一④。布朗氏提出这种组画

假说，很可能由于她得知藏于捷克布拉格和

英国散郡汉的3幅画的存在。因为此3幅画

无论风格、材料和尺寸均与麦克塔格特的战

图如出一辙。事实上，支持布朗假说者不仅

是现藏欧洲的3幅作品，北京故宫博物院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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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清人《清军奏报与太平军交战图·克复湖北通城图》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图六清人《清军奏报与太平军交战图·克复瑞州府城图》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藏12幅晚清战图的物理和风格特征亦与麦

克塔格特的战图相仿佛。所不同者，故宫战

图均有一长题在每幅画引首位置。观其内

容，得知这些战图所描绘的并非是太平天国
  4

战争，而是稍晚发生在西北地区的回民起义

(1856—1874年)。统观麦克塔格特及故宫战

图，我们甚至可以把布朗的假说再推进一

步：麦克塔格特战图与故宫战图在题材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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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清人《清军奏报与太平军交战图·克复安庆省城图》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图八清人《清军奏报与太平军交战图·克复金陵图》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区别也许说明，宫廷组织的绘画创作的规模
远远大于布朗教授的估计。至于麦克塔格特

战图缺少的长题可能在流失海外的过程中丢

失了⑤。

    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证明了这个假说

的正确性。在军机处档案中有一类为舆图，

此类图像档案源于l8世纪30年代，随着军

机处的制度化应运而生，其材料大都为军机

5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2期总第94期

处奏折附件⑥。舆图按内容可分7类：行政

区及城镇图、长江和黄河水道以及海岸线

图、运河图、战图、行幸图、寺庙图、陵寝
图⑦。查阅战图类，即发现上述西方战图以

6

及故宫战图的粉本⑧。细读粉本上的文字，

再对照有关方略中文字，西方所藏4幅战图

的具体题材不难知晓：麦克塔格特战图描绘

的是太平天国战争中通城一役(1857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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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10日)；布拉格国家画廊的2幅则分别表

  现捻军起义战争(1851—1868年)中清军大

  战张敏行一役(1861年10月)和清军剿捻

  大获全胜的凯旋场面(1868年8月)；英国

  散郡汉皇家行宫一幅则描绘西北回民起义战
  争中在陕西渭河一带由多隆阿指挥的清军与

  回民起义军之间的战斗(1863年8月)。

    从16幅战图粉本编号的连续性来看，

  它们应属清官同一绘画工程的产物。再从舆

·  图同类粉本中寻找线索，可知此一工程一共
  制作了67幅战图粉本，其中描绘太平天国

  战争的占20幅，捻军起义占18幅，西南地

  区回民起义占l2幅，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占
  17幅⑨。

    67幅战图是否反映了这一绘画工程的

  全部?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第一，档案馆里

  的12幅西南地区回民起义的战图粉本与故

  宫博物院藏完成本契合无问。第二，北京大
  学图书馆藏有两本照片册页，经比较确定为

  宫廷摄影师从太平天国及捻军战图完成本上

  摄得。虽然摄影师为何人仍费猜测，而其功

  用则无疑为用来赏赐大臣。遍考其数目和构
  图，均与档案馆粉本一一相符⑩。

    按照军机处存档惯例，舆图类文献进入

  档案房时应与奏折分存。随着岁月的流逝，

  经手档案的人越来越多，其登录方法也并非
  完全一致。加之，不管是粉本还是完成本上

  均无作者款识或他人款题。因此绘画本身无

  法为确定这67幅粉本的绘制时间和具体情

  境提供线索。但是通过对军机处档案的检

  索，笔者发现了该绘画工程的部分原始文

  献，其中包括醇亲王奕误(1840—1891年)
  致军机处的4封信以及军机处各类记录@。

  这些资料清楚地告诉我们，中法战争刚刚结

  束之际，清宫便着手组织大型绘画工程以纪

  念清军在19世纪中叶的3次军事胜利，包

  括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和西南、西
  北两地区的回民起义⑩。由于工程规模庞

  大，奕误被任命为总监。1885年11月(光

绪十一年)，军机处授命为3次战争选择具

体题材，分工为每组3人——达拉密l人、

章京2人，分别负责研究3次战争的文件，

最后整理出一份关于绘画题材的清单⑩。同

时在神机营设立一画作@，专门从事绘画工

作。l886年3月11日，军机处负责太平天

国战争题材的职员完成任务，他们从中筛选

出20个战役作为绘画题材上报当时独揽大

权的慈禧太后(1835—1908年)⑩。慈禧于

同月21日批准，并随即传旨神机营画作⑩。

捻军题材的准备工作于同年九月完成⑩。西

南、西北两地回民起义的题材于何时准备就

绪，档案中未见记载。

    有关此绘画工程的档案至为关键，但最

为可惜的是其中均未提及在神机营画作为此

工程服务的画家。今天要想得知每一位画家

的姓名也许不现实，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是

在一位名叫庆宽(1848—1927年)@的旗籍

画家的指导之下从事这项工程的。这位被美

术史遗忘了的画家，一生创作了无数作品，

至今尚有传世精品，其中1919年《仿戴熙

山水》卷有一署名汪雩的长题(见附录)。

汪氏在其长题中明确地记载，庆宽在奕谡的

推荐下被委派为领班负责战图的绘制。题跋

还详细地记录了画家的生平，具有极高的史

料价值。据题跋所称，庆宽出身于赵佳氏汉

军正黄旗，早年即见知于醇亲王；成年为神

机营、陵工、海部文案，同时以高超的绘画

技能服务于宫廷。自光绪中叶起，庆宽除任

战图总管外，还负责宫中各大绘画工程，如

光绪大婚(1889年)、慈禧六十寿辰(1893

年)及颐和园各类装饰画。由于其工作出

色，连续得到宫廷嘉奖，最终晋升为三院

卿。尤为重要的是，汪氏题跋还提及战图于

1890年竣工，完成本悬挂中海紫光阁。直至

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入侵北

京，进驻三海，这组战图始遭浩劫，流散海

内外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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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藏海峡两岸的吴友如“清军与
太平军作战图"

    1961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琉璃厂宝
古斋购得一无款手卷，绘清军镇压太平军l2

场战斗，前图后文，文字叙述了每一战斗之

经过。台北故宫博物院亦有一复本。所不同

者，台北本为册页，上图下文④。虽然两本
均无画家款识，从装池来看，属清官旧藏。

    历博本尚未被外界所知，而台北故宫本
已为学界关注。美国学者史乃迁在其1996

年出版的《洪秀全传》里使用了其中4幅作
为插图。更早些时候，台北故宫在一场关于

曾国藩生平材料的展览上展出了册页的全

部@。重要的是，展览组织者冯明珠在一篇
介绍文章中提及宫廷在1885年的绘画工程，

并推测此册页是这个工程的产物，其作者是
庆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推测。一方

面，如果我们把12幅画的题材与上一节提

及的关于太平天国战争题材的清单作一排
比，很显然这l2幅画与1885年的宫廷绘画

工程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另一方面，两者在

数量上并不契合——12幅战图描绘的题材

比开列的清单少了整整8项。再者，无论是

台北本还是北京历博本，其画面尺寸都要比

一史馆的粉本或者流落海外的完成本小得
多，艺术风格也毫无一致之处。究竟谁是这

12幅战图的作者?何时所绘?与1885年宫

廷工程的关系又如何?笔者将参照几件有关
史料，对于这些问题一一作答。

    第一件史料便是现藏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图书馆的l6幅石印本战图。这些战图分别

被贴在16期《点石斋画报》  (1884—1895
年)的首页@。由于尺寸远大于画报，每幅

均被折叠两次@。细查战图，除了最后一幅
外，其余均有海派名家吴友如(1840—1894

年?)的印章。再把北京历博本或者台北故

宫本战图和石印版画作一比较，毫无疑问，
    8

二者同出一人之手。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

说，吴友如不仅是石印画，而且是历博本和
台北本的作者。

    了解吴友如生平和艺术的学者都知道，

他曾经被两江总督曾国荃(1824—1890年)

邀请，图绘镇压太平军战图及功臣像。若追
寻最早的文字根据，很可能是画家本人在创

立《飞影阁画报》时的发刊词o。不过，该

发刊词并没有给出作品创作的准确时间，诸

多推测是由杨逸(1864—1929年)提出的。
杨氏在所撰写的《海上墨林》中暗示，吴友

如在南京被清军攻克不久(即1864年)即

应曾国荃之邀绘制战图④。杨逸是否认识吴

友如，我们今天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可以肯
定，他一定不是从吴友如本人处了解这一段

历史的，而是从《飞影阁画报》发刊词或

《吴友如画宝》(1909年)前言中得知的。与

之不同但更有影响的一种推测是由郑逸梅先
生提出的。1983年，上海书店再版《吴友如

画宝》之际请郑氏为新版写一篇序言，其中

郑氏把战图绘制时间定在《点石斋画报》创

办后不久，即l884年5月后。表面上看，
这个时间似乎比杨逸的推测更为合理。郑逸

梅可能已经意识到关于太平天国战争的一个

历史常识，即清军攻复南京的战役是由曾国

荃指挥的湘军一部完成的。当南京被克复，

曾国荃立即向清廷递交辞呈，要求回湖南养
病。此举事实上是为了打消清廷对他日益膨

胀的政治势璃的猜嫉。因此在这一时刻，曾

国荃断不会如杨逸所推测，在南京开设画馆

为自己歌功颂德。但郑逸梅的猜测也不尽合

理。我们知道，曾国荃是在1884年2月被
任命为两江总督，但直到4月他才抵达南京

正式接印。因此问题是，曾氏为何在上任伊

始便匆忙召吴友如制作纪念性绘画，而且令
其在月内完成任务?

    最近潘耀昌先生又提出了第三种理

论@。他认为吴友如作画的时间不是在《点
石斋画报》即将创办之前，而是在创办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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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理由是吴友如在其《飞影阁画报》的
发刊词提及创办《点石斋画报》和受雇绘制

战图两个事件时，使用了联结词“旋”。依

潘氏之见，这个关键词则被前人忽略了。

    不论是杨逸、郑逸梅还是潘耀昌，在推

测吴友如作画年代时都未能运用除《飞影阁
画报》以外的新材料。这里《点石斋画报》

上的l6幅石印版画再次被证明极为重要。
第一幅石印版画刊登在1888年7月24日的

画报。按此El期回溯，查阅画报的姊妹刊物
《申报》，很快可以发现，7月14日的报纸上

刊登过一则关于l6幅石印版画的出版通

告@。该通告明确指出吴友如受雇绘制战图
的时间是l886年的夏天固。通告还提及，该

工程结束时，战图原作被送交北京，而底稿

则被画家本人带回上海。正是基于这套底

稿，点石斋得以出版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石印
本。

    《申报》上的出版通告没有提及吴友如

的12幅战图与清宫战图之间的关系。不管

其原因是什么，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吴友如

参与的似乎是省一级的纪念性绘画活动，这
个活动与宫廷唯一的联系只不过是战图最后

被进呈御览。但是，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吴

友如的l2幅战图与宫廷战图工程在题材上
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暗示着两者的联系绝

非偶然。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吴友如的

12幅战图是清廷绘画工程的一部分，更具

体地说，吴氏的画是被作为画稿，进呈御览

实际上是为了让神机营的画家们制作大稿时
作参考?很明显，前面提及的醇亲王奕误的

信支持了这个推测。奕谡在1885年11月11

 Et给军机处的信中建议，宫廷画家制作战图

大稿之前需请当时将帅提供小稿④。但支持

这一推测最关键的材料是曾国荃与李鸿章在
1886年4、5月间的两封往来信札⑦。这两

封信涉及清廷战图初期的若干问题，并清楚

地显示了曾、李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从

这两封信中我们得知，奕谡在3月21 Et接

到慈禧御旨后立即将太平天国的20个题材

分为两组：其中5条留在神机营，15条寄给
在天津的李鸿章，委托李负责这l5条小稿

的制作。4月下旬，李鸿章从l5条中函寄

13条给曾国荃，请他负责小稿，曾国荃至

此被卷进这一工程——因为这13条与湘军
战绩有关。李鸿章在信中还嘱咐曾，战图完

成稿必须是一手卷、一册页，装潢精致，然

后送交李本人，再由李代呈奕帮。
    最后，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如果吴友如

的战图是应李鸿章的要求所作，那么为何不

是13幅而是现在的12幅?答案也许是曾国

荃接到李鸿章寄下的13条后，又退回了其

中的l条，根据李鸿章在其信中所表达的分
组原则，这一被退回的题材很可能是“生擒

逆首石达开”，即军机处清单20条里的第l6
条。

    毫无疑问，现在分藏海峡两岸的战图是
海派名家吴友如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如果

把它们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去看，其意义更

加深远。将它们与庆宽的战图完成本、当时

拍摄的战图照片、点石斋出版的石印本以及

宫中档案书信一起研究，不仅可以加深我们
对清宫1885年战图工程的了解，而且可以

帮助我们重新审视l9世纪绘画史，重新思

考那种把l9世纪绘画等同海派绘画，或是
把海派绘画与宫廷绘画相对立的流行观点。

    附记：此文系本人题为Studies i咒Late

Qng Dynasty Battle Paintin9的论文改写而
成。英文稿将发表在近期的Artibus Asiae。

在论文撰写过程中，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
院的韦陀及汪涛先生曾给予巨大鼓励。本人

借此机会表示由衷的谢意。同时感谢故宫博

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历史博物
馆曾经帮助过本文写作的师友们。

①惠津哈(J．Htfizinga)：《中世纪的衰亡》(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When smdy诹any penod，we are

  always lodang for the promise of what the next is to Kll9．”

  London，Peregrine，1965，页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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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科罗第亚布朗(Claudia Brown)、周汝式：《超越混乱：

    中华帝国晚期的绘画，l796—1911》  (Transcending

    Turmoil：Paintin9础the‰ofChina’s Empi”。l796—

    1911)，catalogue．PlxⅫaix Art Museum：1992，页5。

③同上，页31。布朗氏未确定具体的战役。此画刊印时被

    定名为“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一场战役”。

④科罗第亚布朗：  《超越混乱：中华帝国晚期的绘画，

    179619111，Orientations，1993．4．页6667。
⑤⑩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藏《平定粤匪战图照片》、《平

  定捻匪战图照片》。

⑥关于军机处制度史，见白彬菊(Beatrice S．BattleR)：

    《君主及大臣：清中期军机处之研究》  (Monarch and

    Ministers：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U“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特别是

    第二部分，第五章，页l37—168。关于军机处舆图，见

    秦国经：《中华明清珍档指南》45—48页，人民出版社，

    1994年。

⑦秦国经：《中华明清珍档指南》112页。

⑧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舆图364、380、
    392、395号。

⑨同上，256—422号。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档案·随手档》，光绪十二

    年二月六日，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六日；《上谕档》，无年

    月日，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六日；《交发档》，光绪十二年

    二月十六日；《录副奏折》，无年月日；《杂件类》，醇亲
    王信，光绪十一年十月五日，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

    日，光绪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八

    日。前3封信曾被编辑发表，见方裕谨：《清醇亲王奕

    谡信函选》，《历史档案》l982年第4期。
⑩同上，《杂件类》，醇亲王信，光绪十一年十月五日：

    “愚见此次绘图与从前一事之捷、数人之绩不同。少有

    不详，挂漏实多。可否分为四案，一为发逆，一为捻

    逆，一为回逆(此案凡二，一为云南，一为伊犁)，一

    为法越。”法越即指中法战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中法

    战争图册页一本，是否与此工程有关，待考。从档案馆

    藏战图粉本及现存的完成本看，宫廷很可能在工程的后

    期改变了绘制中法战争的初衷。关于历博图册，见冯宝

    琳：《清代一部反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战图》，  《文物》

    1959年第ll期。

⑩  同上，杂件类，醇亲王信，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

    日：“可否将四案分派达拉密四人，各同章京二人，专
    司其事，俾有责成之处。”

⑩同上，《上谕档》，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六日：“交神机营

    军机处呈递剿办粤匪历奉御旨二十道。本日军机大臣钦

    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著交神机营绘图

    呈览。钦此。相应传知贵衙门钦遵办理可也。此交。”

    另见《随手档》，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六日；《交发档》，
    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0

⑩同上，《随手档》，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六日。20个题材见

    《上谕档》，无年月日：“剿办粤匪历奉谕旨二十道：怀

    庆府解围，咸丰三年八月初四日；攻剿独流逆匪，咸丰

    三年十月十三日；克复临清城，咸丰四年三月三日；克

    复岳州府城，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攻破田家镇贼
    巢，咸丰四年十月二十日；肃清浔郡江面，咸丰四年十

    二月初二日；克复连镇，咸丰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攻克

    冯官屯，咸丰五年四月十八日；克复通城县城，咸丰五

    年九月二十五日；克复武昌省城，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

    八日；克复瑞州府城，咸丰七年八月初五日；攻破桐城

    等处贼垒，咸丰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克复安庆省城，咸

    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金陵雨花台解围，同治元年十

    一月初八日；攻克九州等处要隘，同治二年六月初五

    日；生擒逆首石达开等，同治二年六月十二日；克复苏

    州省城，同治二年十一月初四日；攻克杭州、余杭两

    城，同治三年三月十二日；克复江宁省城，同治三年六

    月二十九日；生擒幼逆洪福璜，同治三年十月十一日。”

    另一件见《录副奏折》，无年月日。

⑩同上，《随手档》，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六日。《上谕档》，
  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⑩同上，《杂件类》，醇亲王信，光绪十二年八月十四日：

    “旨交下平定捻逆上谕，与上次节录相同。”

⑧关于庆宽生卒年，见赵振经：《一位值得重视的画家》，

    《光明日报》l985年7月14日。

⑩见狄楚青：《平等阁笔记》卷一，有正书局(无出版年
    代)。

①  中国历史博物馆将手卷定名为：《清军奏报与太平军交

    战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则定名为《平定粤匪图》。
    12幅图名分别为：克复岳州图、攻破田家镇贼巢收复蕲

    州图、肃清浔江图、克复湖北通城图、克复武昌省城

    图、克复瑞州府城图、逆众图扰怀桐楚军会剿大胜图、

    克复安庆省城图、金陵各营屡捷解围图、攻克江浦浦口

    二城、力破九}伏洲诸隘图、克复金陵图、幼逆洪福琪

    就擒图。

⑤见史乃迁(Jonathan Spence)：《上帝的中国之子：洪秀全

  及其太平天国》(Cnx／’S Chinese Son：HongXiuquan’s

  渤tm如Kingdom)，W．W．N0．on：1996，页318—
  321；台北故宫博物院：《曾公国藩先生文献展》，1993

  年。

①冯明珠：  《曾公国藩先生文献展》，  《故宫文物月刊》

    1993年第3期。其中冯氏未提及结论的根据。

④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点石斋画报》。这l6期刊
    号分别是：卯l、2、4、6、8、10；辰l、3、5、7、9、

    12；已3、6、9、12。16幅题目分别为：克复岳州前图、

    克复岳州后图、攻克蕲州田家镇图、肃清浔江图、克复

    湖北通城图、克复武昌省城图、克复瑞州府城图、楚军

    会剿怀桐援贼图、克复安庆省城图、金陵各营捷解围

    图、破九州诸隘口图、克复金陵第一图、克复金陵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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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克复众陵第三图、就擒幼逆洪福填上图说。
◇狳了亚菲学院图书镲，另一不完全藏本在主海历史薄糖

    馆。

圆  《飞影溺溉摄》第二号，l890年9胃：“甄擐瘸鑫泰嚣，

  虢肄标新，足以广见闻，资惩劝，余见丽善之，每拟仿

  窜行整，悫焉未逮。适点石膏曾先氆牵，绩余豳绘。赏

  鉴家佥以余所绘诸图为不谬，而叉惜夫余所绘辫每册中

  不过行之二三也。旋瘟辫惑襄公之露，绘平定莓蘸凌

  臣、战迹等图。”

◇榜逸：《海上墨辣》l919年，上海书店，1989年。

⑤潘耀昌：《从苏州劐上海，从点丽斋到飞影阁：晚清酗

  家心态管窥》，《新美术》l994年第4期。

@  《审报》l888年7月4日：“丙戍(1886年)疑，两江
    制府曾公稻画史关嘉猷绘中兴战绩暨文武功臣诸图，将

    以避呈御览。煌熄乎钜制也!逾年，全图告成。吴君

    归，出其稿，凡若干幅。其画硪绩也，某将由某路进

    攻，某帅从某处策应，悉按当时实事；露于山川形势、
    壁垒规模道里远近、方隅向背，皆亲至其地．依据描

    摹，了如攒掌焉。其画功臣也，戏对写寞容，皴追摹遗

    像，莫不添颊上毫，传阿睹神。杜少陵丹青引闷：‘褒

    公酆公毛发动，茭姿飒爽来龚}}战。’吴露扰馋姿与曹将

    军膳先媲荧焉。自军务肃清以来，迄今瓣三十年。当时

    之谍臣、舞±，馋续丰功，虽二三父老虢能追述，未蓑

    是图之详鼠实者。维是进御深宫，非草野所能窥也。而

    镶强骏烈，泰盛煎所许可瞧。谨以此臻慰遘石露。鑫六

    月十六日超冠列确报，按期出书。俾薄海内外成知我国

    家鼗功之豢，震镪隧古，寒始嚣瀵色鸿烂之一端云。癸

    君，字友如，三吴之名画史也。”
0撂笔者翡翔，郑缀文是壤一绘窭这个菱确年代鹃学者。

    见《清代人物传稿》第五卷(368页)《吴友如》，辽宁

    人凝出蔽穰，l989年。蠡然郑经文未撵攒窭处，其资料

    很可能是彭鸿年的《紫光阁功臣小像并湘军平定粤匪战

    舀》(1900年)。冀辩录狡有李鸿章与酱溺荃之阅关予战

    图的通信。

◇串函第一掰史档案镲《军机处档案·杂件类》酵亲王籍，

    光缮十一年十月五日：“战状自窕令当时将帅今尚存卷

    绘其底本，照画方好。”

③彭鸿年：《紫光阁功臣小像并湘军平定粤匪战图》(1900
    年)。曾国荃的信嵌见萧荣爵编《曾忠襄公全集》。

@彭鸿年：《紫光阁功臣小像并湘攀平定粤匪战图》(1900

    年)，李鸿章致曾豳荃信，光绪十二年三月十三日：“避

    启赣。顷豢醇邸来函，以昨准军枧处交出剿办粤匪历奉

    谕旨交神机营绘图呈览。刻下，营中善画者虽不乏人，

    藤菠无依撼，碍礁藩笔。名将传囊，非来谋一麟者所熊

    得其彷佛，请由鄙处代为筹办，并开具节略十溉条寄交

    翦寒。此事兹在都门，酵邸鄄已谈及禳罴之意，欲憋鲻

    办粤匪功服画像紫光阁。谕令醇邸绘图摄进，以备摹仿

    上壤，著嶷藏闺爨。查黢舞苇隧凌，瀑攀战续簸多。巍

文正师暨意世叔立功之地，居其太半。异日凌烟图画，

{孛岱齐名，褒郭英姿，手获不药。虽玲臻浑游，未能

专美于前。即鄙人侥幸附骥，与有荣旌。惟湘军诸将不

尽熬谖，耱麦尊照靛近查访藏乡亲l基，予褒存萼誊垂錾及鼗

老，面目鬓眉当能彷佛一二。其家属子姓亦必有小照流

籍，摹绘较易真穗。至美竹庄等瑞娴之捷、露褥香等石

城之战，皆近在江西，隶公辖境，地势形胜尤易查考。

兹摘掺节酶十三条，呈请鉴核。祈舔邈速瘥觅写生商
手，按照单开各条，每条绘图两分，务将地形、战状攀

写大略，糖赔黄熬注说。篇幅一大一夺，一装成手卷，

一裱作册页。每人身段长约四五寸，务须毫发邋真，装

潢精致。辩请克期绘成，爱寄澈处，以便汇齐转送醇邸

进璺御览。跤祷曷胜，专肃奉恳。敬请勋安。潦维蔼照
不寂。”

附录一：
    汪雩跋庆宽《仿戴熙由水》卷
    (私人藏)

    余与庆公笑山先生枢见甚晚，雨神交在

三十年前。光绪十年客两江爵都曾忠襄公

慕，簿闻先生名，鑫是年天津创立海军学
校，先生承醇贤亲王命，驰往察学，奖励有

加。次年紫光阁成，朝命徵取粤匪回捻三案

战绩并功壁真像，设功臣饕馆子京溪，醇贤

亲王奏派先生总其事。阅六年而全图告成，

计百数十轴。其间十年，随从醇贤亲王、善
将军、直隶爨阁李文忠公靛海巡阙海军及视

察旅顺船坞、鱼雷厂。简阅之余，复任绘

事。菜命绘《巡阕匿》以迸。维时海若效

灵，突现海市蜃楼。复匿状进呈獭览。十蹬

年，颐和园兴工，凡宫殿楼台亭榭以及点缀

各景罄样，壶寄先生手。十五年，奉旨恭绘

《德宗大婚典礼全图》。迨二十年，孝钦皇太

后六旬万寿，先于上年恭绘《庆典点景全
疆》遗呈。委皇典瑟，气象万千。菲先生黪

罗星斗，手断轮圈，曷克臻此?然窃疑先生

于写真、写景为专家也，观此图深得戴文节

公笔意，不觉心拆。瑟详谗之，知先生初从

山左袁瑞寿学，专讲工笔传真。继得戴文节

公传授心法，于山水亦能绘色绘声。后拜王

承摄，始予花弃、键毛、孳虫无一不造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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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潜心好学也如此，其久而且专。其绘

《真武源流全册》计殴十页，  《崇陵山势全

霆》，仰邀特旨嘉奖。噫!先生何多方多艺

若是也夫。先生岂仅以绘事见哉?先生名

宽，一名筱姗，剐号松月餍士，晚号垒外嚣

叟，又号信叟。旗萋，正黄簇汉军赵佳氏，

由内务府员外郎郎中晋三院卿。筒任江西盐

法道，以提法使记名著江薅按察使。蜜幼恭

醇贤亲王特达知。历充神机营文案，陵工监

修，海军衙门掌股兼绘图帙差。政绩昭昭，

在入耳嚣。有冒史在，姑甏不赘。先生夕卜任

后即废绘事。辛亥解组归来，杜门谢客，燕

理旧学，聊以自娱。而友朋求楮墨者日箍

众。于是簿阉索王之世子涛贝赣，前在欧濒

试乘飞艇飞球，恳先生为之绘图，以记其

盛。图成，维妙维肖，益见先生之予西法亦

无不精也。此卷为先生六卡八岁时抚捺，云

烟毂韩，山雨欲来，洵得文节公神髓。兹详

叙其绘学滴源于卷末，庶后之揽者得以采如

藩徵录尔。乙未静冬吉盐宫笃蕊氏汪雩谨

识。

附录二：

曾国荃致李鸿章信

《1886年5月3国》

    昨奉三月二十二西赐谕，恭审神杭营钦

奉禧圣懿基，牧将剿办粤匪战事绘想进黑，

等因。敬聆之下，荣悚无地。并承我公谕所

开节略，蠢湘军战绩最多，特摘十三条寄
示。饬由鄙处雇觅写生筒手，按照单开各

条，每条绘图两分，将地形，战状摹写大

略，粘黠黄签注谎。篇滔一大一小，一装成
手卷，一裱作册页。每人身段长约四五寸。

务颓毫发逼真，装潢精致，克期绘成，妥寄

尊处，以便汇齐转送醇静，迸呈鬻览，等

因。渥承指示多方，自应遵照办理。粤稽往

载，夙有前闻。凌熘徵钱武肃之形，唐昭宗

以旌勋巅，别室悬椿仁肇之象，宋艺主或鬻
    12

权谋，岂若我朝武功超越前古。如纯庙时

大、小金川诸役，诸溅奋其硫虎之力，恭秉

天钺以讨不庭，逮獭楼靛俘，列爵行赏，复

于紫光阁上特诏图形，所以示戡定之艰难，
轸盛巨之戮力。圣慈汪i萝，万搂犹新，较诸

燕然勒碣之文、昭陵鹤表之像，盖有过之无

不及也!鬟洪秀全以么么小丑倡乱粤西，为
建为蛇，浸不可稠，盗弄黧十五年之久，鼷

躏至十六谢而遥。稔恶既深，神人共愤。其

时忠义诸公投袂竞起，成思出万死不顾，一

生之计为黧家势滁枭獍。甏先冤文歪公漪噬

一旅，率湘中子弟执殳前驱，举宗效命，由
肃清江面洎克复金陵，万险备尝。濒危者屡

托命矢石，无意生还；幸告成功，卒歼大

憝。此皆上赖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沦浃人

心，文宗显皇帝十余年霄肝忱勤，慎选将

烛，推毂落门，发纵指使于上。洎乎毅癌中
兴，元会盥太后垂帘训政，益极焦势用能，

大告武成，重光{藩耪。国荃适缘际会，饕镑

功名，无非上寒宸漠，仰叨慈荫。面延世之

赏，锡土之荣，恩宠联翩，久惭非分。每念

显塞常静武之爨，及当穗患难琵弟以冤豢事
之迹，皤皤鬓发独得至今。视息人间，中夜

绕床，辄不禁感深而泣。兹复蒙禧圣垂光不

照，念及蓠劳，誊兹鼙鼓之声，孛驭丹青之
信，国家觐光扬列，不惜善善从长。而一介

书生乃获厕国初群辅之列，上感圣怀眷注之

逾掺，重以拽簪奖拨之过情。发缄动色，不

自知躯命之所厝也!窃以前朝所传画苑钜

制，其奉敕而戏者，每令分手各献所长，集
众美丽成尽美。如宫观之图，则主御容者有

人，主台阁者有人，主树石、翎毛、花卉者

有人，行幸之懑，涮主由用、遭墨者有人，

主仗卫者有人，主驼马、甲仗、帐屋者又有
人。盖流连光景之笔墨，其慎重也已如此。

近来垂史如鼷瞧之、吴邀子辈，诫不多魏，

第事关进呈御览，自应遵谕雇觅高手，方足

胜任。尤必遴选熟于地图者，分往湘鄂、江

秀、安徽、金宁等处，勘耀从前战地，先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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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由川之匿背、道里之远近、城隘之扼塞、

水遂之莹折，一一了然于手，然后按照从蒋

奏摄情节，分荆牯签标爨某处为进军之地、

某处为设伏之施、某处为翘抄获胜杀贼之

蟪，其克复城隘，踏毁贼巢者仿此，诧来谕

地形之说也。其摹写战状，则督队者若褥
入，冲锋者若稻入，犄角接应者若衙入，予

义皆得牵连并绘，以奖其血战之烈，仍予每

罄附总说一方，叙明是授本朱，庶凡乙览了

然，诧来谕战状之说也。而大舜运筹帏键，

不皆一一亲履行间，胬中篇幅有限，既无从

另立间架，若并绘于金戈铁马之间，又不足
稻核实，且图中人数较多，诸人面庞其势不

过浑写大意，简既登睿鉴，当以得见庐山真

面为宜。似来谕所谓每人身段长约四五寸，

务须毫发逼真者，应由善于传神之画史各绘

一像，另订一份并呈，以补战图所未及，但

求神似，不褥点缀景物，亦予摹仿上壁并庋
藏阁内圣意庶乎有合。

    惟是自粤繇滋事以至今日，盖三十年于

兹矣，诸臣中其功成名立，以寿终，以战

殁，以劳瘁死者，事迹咸昭昭在入耳目，庄

武北亭之容，君实雒社之像，不难近取，即
是其或从军未久旋即物故，立功甫始便作国

殇者，盖亦指不麓届。古人有畜：激液之心

未骋，遽鞭修鳞；凌云之志将腾，先灰劲

漱。英雄无命，每一念及，未尝不为呜咽而

三叹也!当时捷报之内，联缀并书，丽忠骨

久寒，子姓不振，畴昔之面貌，盖亦仅有存

者，诧若予无可摹仿者也。现存诸公如雪
琴，厚庵两宫保，鲍春霆，黄舀岐两军门，

刘藩司连捷，陈枭司浞诸君，燕出处不同，

而其纵迹未远，其或羊裘大泽，子陵自晦于

客星猿臂蓝田北平，久称为废将者，则必须

辗转物色而后得之，而终隐而不见者，想亦

不乏其人。计此事即从今日分手赶办，非稍
宽时日未能集事，约略计之，若能尽秋后冬

初缴卷，便属幸事，鄙意所以慎重如是者，

期不至如袁令伯作北征赋叙次未及，陶荆州

致胡奴拔刀相劫之患，第云衣己变，入琴不

存，即使竭力搜罗，将来呈时，终不免一二

沧海遗珠之憾。此亦不能不预白于执事者

也。以上鄙拟各节如尚不戾于尊指，即求就
近面呈醇邸，早日裁夺训示，俾得遵照奉

行，以仰副朝廷旌功恤劳之德意，幸甚，幸

甚。祗叩钧祺，伏惟垂鉴。

(责任编辑：张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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