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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勢寫真畫」是民國初年風景照中的一種視覺樣式，它以「圖畫地圖」的方

式全景呈現具有特殊意義的地景，通過對風景秩序的視覺再現建構民族認同。風

景照以客觀記錄的形式主觀再現地景地貌，風景攝影成為書寫歷史和文化記憶的

重要媒介。本文聚焦《真相畫報》所載「地勢寫真畫」，旨在分析圖像製作和生產背

後的技術推力、思維方式、社會觀念、文化心理等因素，以管窺民初風景照建構

民族認同的方式、機制和社會動因。

關鍵詞：「地勢寫真畫」　風景照　「圖畫地圖」　《真相畫報》　民族認同

從攝影史的角度來看，風景照是中國攝影發展初期的重要類型，這也吻

合世界攝影史的發展脈絡，「廣義的風景攝影幾乎與攝影術的誕生同時」1。

受制於早期攝影術對曝光時間的要求，固定景物如風景和靜物成為主要的拍

攝對象。隨着攝影術的革新和照相機的便攜化發展，一切可攝之物皆可為照

相機鏡頭所捕獲，雖然攝影題材日漸多樣化，但風景照仍然是攝影中長盛不

衰的類型。無論從現實、審美，還是功能性的角度來看，風景照在其自身的

發展過程中總是被深深契入到社會歷史中，「隨着攝影功能的延伸，風景攝影

與人類各種目的的社會歷史實踐發生了關係與交疊」2。所以從社會史的角度

看，風景照成為解讀一個時代、一段歷史的重要視覺文本。

風景照是風景文本的視覺形式，也是風景研究的一部分。在傳統的話語

敍事中，風景常被視為現實世界的客觀存在，它可以成為人們借景抒情和託

物言志的對象。隨着人類學、人文地理學、藝術史、文化研究等領域對風景

的深入探討，風景逐漸被闡釋為具有再現和建構功能的主客統一體。美國圖

「地勢寫真畫」：
民初風景照中的民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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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學術論文 像理論家米歇爾（W. J. T. Mitchell）認為二十世紀風景研究經歷了兩次轉變：

第一次與現代主義有關，主要觀點是以風景畫的歷史來閱讀風景的歷史；第

二次與後現代主義有關，試圖去除繪畫和純粹視覺形式的中心化地位，代之

以符號學和闡釋學的路徑，將風景視為心理或意識形態的隱喻3。不論是「自

然而然」的風景再現，還是注入意識形態的風景改造，風景闡釋和風景研究都

逐漸擺脫了風景的被動狀態，而將風景置於歷史、文化、社會的關係和互動

中加以考量，「風景的再現不僅事關國內政治，民族或階級觀念，也是一種國

際的、全球的現象，與帝國主義的話語密切相關」4。

米歇爾重點考察了風景如何作為一種權力的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 of 

power）發揮帝國建構的作用5，美國人類學家達比（Wendy J. Darby）則從人類

學和歷史學的角度闡述風景與身份認同的關係，認為風景既是建構英國民族

認同的資源，也成為展示階級—文化差異的場所：「風景，無論是再現的還是

實際的，都是身份的附屬物。」6風景深植於權力和知識的關係中，風景的民

族性正是這一關係的體現。英國歷史學家沙瑪（Simon Schama）立足於風景與

文化的關係，通過對傳統風景視界的開掘，「重新發現隱藏於表面之下的神話

和記憶的脈絡」7。從風景作為文化記憶的角度來看，風景是帝國、民族賦予

自身理念的自然形式，如薩義德（Edward Said）所言，「記憶及其再現涉及到身

份、民族主義以及權力和權威的問題」8。風景既是建構民族認同的方式，民

族認同也成為風景內涵的題中之義，因此沙瑪指出，「風景首先是文化，其次

是自然」9。

可以說，不論風景被視作權力、身份還是記憶，它都成為文化表達的媒

介，也因此勾畫出風景與民族認同關係的不同面相。此外，對風景予以再現

的多種媒介也豐富了風景的內涵和意義，「風景本身是一個物質的、多種感受

的媒介，在其中文化意義和價值被編碼」bk；訴諸文字、繪畫、攝影等形式的

風景，映射出不同視域的多重風景和文化景觀bl。

對風景多種形式的呈現和再現，都試圖通過與風景的對話來表明言說者

的立場。就風景攝影來說，風景照不僅成為觀看風景、表達風景的載體，也

成為反思攝影、映照時代的方式。本文基於風景的文化建構功能來闡釋風景

照中的空間觀念、權力意識和社會價值，特別聚焦民初（1910至1930年代）

《真相畫報》中的「地勢寫真畫」bm，對風景進行「在地化」考察。一方面是因為

民初風景照在攝影術和印刷術「雙重機械複製術」的革新下，成為印刷文化和

視覺文化的重要文本和類型；另一方面是因為清末民初社會的轉型與變動為

風景的表達和再現提供了豐富的話語空間，風景照因而成為解讀民初歷史、

社會風貌和文化心理的重要媒介。本文旨在揭開民初風景照的神秘面紗，解

析風景照中的文化記憶與民族認同建構。

一　民初風景照的視覺先鋒

「地勢寫真畫」是民初風景照中一類特別的視覺樣式，源於1912年在上海

創刊的《真相畫報》bn對風景照的分類，其在〈本報圖畫之特色〉中言明所載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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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照包括兩類：一為「地勢寫真畫」，二為「名勝寫真畫」。簡言之，前者是「地

理全圖」，正所謂「山重水複，攝影地理全圖」；後者是「名勝陳迹」，其言曰「故

凡名勝之區，一一存其真相」bo。從形制來看，前者製成長圖，後者單幅呈

現。用今之眼光視之，「地勢寫真畫」即全景照或地景照bp，由於開幅較大，

通常以橫幅分段式（《新民叢報》的做法，圖1bq）或長圖摺頁式（《真相畫報》

的做法，圖2、3、4）置於報章雜誌中。

從數量上來說，雖然「名勝寫真畫」比「地勢寫真畫」更多，但從「地勢寫

真畫」視覺樣式本身的先鋒性來說，具有獨創性，並且頗受刊物重視，凡有刊

載多置於卷首。「地勢寫真畫」何以在民初視覺文化中脫穎而出？其一，攝影

術的發展使民初風景照興盛一時，得益於攝影技術的改良和照相設備的便利

化，攝影逐漸成為人們留影存真的時髦方式，「清末民初，各地出現了照相攤

和風景書店，專門出售各種風景照片，供人們觀賞」br；其二，交通方式的 

改良擴展了人們的活動半徑，人們得以「日策杖於湖山間，探幽選勝，意興不

衰」bs，風景攝影成為人們旅行遊記的重要方式；其三，印刷術的改進尤其是

照相製版技術的使用，使照片在報章雜誌上大量刊行，風景照借助印刷媒介

增強了其與生俱來的「公共性」bt，放大了其表情達意之效，而「地勢寫真畫」

以極具視覺衝擊力的形式成為傳達出畫外之音的時代先鋒。

作為民初第一份攝影畫報的《真相畫報》ck，在風景攝影上以「地勢寫真

畫」見長。《真相畫報》不僅將「地勢寫真畫」置於卷首，還用長圖摺頁的方式

予以呈現。在其出版的十七期刊物中陸續刊載了五期「地勢寫真畫」，包括：

〈武漢三鎮全勢一覽〉（第一期）、〈東南第一名區（南京）〉（第二期）、〈杭州西湖 

北望圖〉（第五期）、〈杭州西湖南望圖〉（第六期）、〈武勝關圖說〉（第九期）cl。 

除〈武勝關圖說〉為小開張單幅照片外，其餘四幅都以長圖摺頁形式插入刊物

中，有的展開更長達1.5米有餘。僅從圖像製作和裝幀的角度看，這在當時報

圖1　〈杭州西湖全景〉（圖片來源：《新民叢報》，第34期〔1903年5月29日〕，頁10。）

接
下
之
右
端

接
上
之
左
端

c165-201505008.indd   67 18年1月31日   下午3:16



68	 學術論文 章雜誌界稱得上是先鋒之舉。此後報刊如《旅行雜誌》、《藝風》、《科學畫報》

等雖亦載「地勢寫真畫」，但以此形制和視角呈現者幾無所見。受制於當時的

攝影技術，單次拍攝難以取得180度視角的全景照，所以《真相畫報》採取的

做法是多圖連綴，即在一個視點上連續拍攝多張照片，再通過後期製作將照

片拼接成一幅180度視角的風景長卷。

《真相畫報》何以如此重視「地勢寫真畫」？其言曰：「山重水複，攝影地理

全圖，原非易易，而形勝所在，東鱗西爪，何足以饜閱者之心，本報對於兵

事上名勝上之關係地點，必制為長圖，庶人手一編，山川關塞，千里咫尺，

如在目前。」cm可見《真相畫報》將「地勢寫真畫」視為具有軍事意義的風景地

圖，有意突顯風景照的政治文化象徵意義。《真相畫報》之所以大手筆攝取和

呈現「地勢寫真畫」，還與其主創人員的身份和背景有關。《真相畫報》的創辦

者高劍父、高奇峰兩兄弟俱是同盟會成員，早年投身廣州的革命運動，後棄

政從文，在上海創辦了《真相畫報》。《真相畫報》大篇幅的攝影報導來自其專

門的攝影組織「中華寫真隊」，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支攝影報導的專業隊伍。據

記載，民國成立後孫中山曾授意高劍父創建一個專業的攝影報導團隊，中華

寫真隊遂於1912年誕生，該隊事務所設在廣州長堤二馬路。「寫真隊成立後，

原計劃出版戰士畫報，因故未行，所攝照片主要提供《真相畫報》刊用。⋯⋯

中華寫真隊實際上是《真相畫報》的攝影採訪機構。」cn由於中華寫真隊的官方

屬性和高氏兄弟的政治立場，《真相畫報》通常被視為革命黨人的刊物，如其

〈出世之緣起〉所言，「本報執筆人皆民國成立曾與組織之人，今以秘密黨之資

格轉而秉在野黨之筆政」。從某種意義上說，《真相畫報》是新成立的民國政府

的傳聲筒和發聲器，旨在「監督共和政治，調查民生狀態，獎進社會主義，輸

入世界智識」co。

《真相畫報》所載「地勢寫真畫」具有指示和示範意義，它為此後民國報刊

中的「地勢寫真畫」提供了取材和取景的範式，這些全景照亦多取景武漢、 

西湖兩地，間或有上海、廣州、青島等口岸城市的全景照。就武漢全景照而

言，1919年，《青年進步》刊載了〈武漢全景〉；1934年，《漢口商業月刊》刊載

了〈由漢陽龜山上俯瞰之武漢全景〉；1935年，《振華季刊》刊載了〈武漢三鎮全

景〉cp。就西湖全景照而言，1929年，《瀋水畫報》刊載了〈杭州西湖全景〉；同

年，《良友》刊載了郎靜山和陳萬里所攝的〈西湖全景〉；1933年，《我存雜誌》

刊載了東北和西南兩幅〈西湖全景〉；1935年，《新報圖畫專刊》陸續刊載了兩

幅〈西湖全景〉cq。

「地勢寫真畫」取材取景的依據何在？一方面取決於地景本身所具備的地

理特色，如口岸城市水城相接的地形地貌適合用全景方式予以再現；另一方

面則依據地景所具備的政治文化象徵意義，主要取景歷史文化名城、交通要

塞、軍事重鎮、政治中心。如作為內陸城市的武漢，其革命歷史成為該地備

受矚目和屢次「聚焦」的重要原因：「武漢為必爭之地，辛亥十月十日，革命於

茲起義，良有以焉。」cr有評論甚至說：「以武漢位置之重要，起義之聖地，

而國人莫之知焉，或知焉而不明，是亦國人之恥也！」cs與之類似，西湖也因

其人文歷史之積澱，成為可以灌注民族記憶並被反覆書寫、再現的景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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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元趙孟頫之嘆岳飛而哀山水：「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

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近有西湖博覽會之榮光而譽風景：「將於本年

〔1929〕六月間，開博覽會於西湖，借山川之明聖，集國產之菁英，以現代之

物質文明，點飾湖山，如電光電力之類，皆為毛奇齡輩所未曾夢見。而中山

先生東方大港之計畫，亦已在籌備中，一旦告成之後，歐美數萬噸之海輪，

均得駛入杭州灣中，則西湖可望成為世界之公園；恐瑞士之日內瓦，對之有

愧色矣。」ct

民初攝影以留影存真的方式和客觀記錄的屬性為人們所重視，風景照亦

藉此優勢不斷在報刊上複製呈現。從「地勢寫真畫」之名可以一窺「攝影」與「寫

真」的對等關係，吳稚暉曾對這一關係進行梳理：「我國於照相術之命名，或

曰照相，或就音義並通之字，名曰照像，間名其事曰攝影。日本採用我國畫

像術，稱曰寫真者，名照相曰寫真。近來我國亦通用之。」dk攝影基於化學和

光學原理的科學性賦予了它寫真紀實的功能，「地勢寫真畫」以地景為「寫真」

對象，用攝影複製術將風景定格凝固，並通過印刷複製術對捕捉的風景進行

再生產，以印刷媒介的大眾傳播方式使風景得以為眾人觀賞。

風景攝影既是記錄的方式，也是表達的方式；風景照既是寫真，也是象

徵。以「地勢寫真畫」為代表的民初風景照不僅讓風景留存，還在風景呈現之

中訴諸國家觀念和民族認同。然而，民初有關風景照與民族認同的明確表述

極為鮮見，這或許與攝影術的尷尬地位有關。民初風景照處於攝影術引入中

國的初期，時人對攝影的認識介於「術」（技術）和「藝」（藝術）之間，攝影常常 

被認為是「雕蟲小技」而未被藝術界所重視。即便當時不少藝術家從事攝影實

踐，如山水畫家陶冷月，月份牌畫家鄭曼陀、胡伯翔，漫畫家葉淺予都是攝

影愛好者，但鮮有人從理論上為攝影正名。因此，作為「術」的風景攝影難以

被知識份子納入民族認同的精英話語體系進行闡述。直到1920年代「畫意攝

影」的集中出現和發展，風景攝影才真正得以建立自身地位。尤其是郎靜山的

「集錦攝影」，用中國繪畫理念「謝赫六法」來拍攝和創作風景照片，使風景照

因有畫論而為藝術界所關注、因具民族性而為世界所關注dl。這也恰好從攝

影實踐的層面說明了風景照對民族認同的建構作用。

此外，時人對風景的認識以及對風景的文化實踐，足以說明風景已經成

為民初的一種文化資源，並用於建構民族認同：

其一，主觀的風景。當時的藝術理論家時常在涉及風景畫的論述中，闡

明風景具有主觀性和文化象徵意義，可用於表情達意和建構認知。如認為「因

時因地，特別是因人，『自然』有着不同的色彩，不同的音響，不同的姿態，

一句話，不同的『感情』」dm；「一切圖畫之形態，一切風景畫是這樣的，較主

觀的，較抒情的」dn，甚至強調人要成為風景的主宰者，「不要屈服於自然之

前！要意識自己是一個有偉力的人！描繪的時候，須當完全的意識者」do。著

名上海畫會決瀾社創始人倪貽德意識到，人們對主觀風景的大聲疾呼實際深

受西方自我觀念和主體性的影響：「哲學者笛卡爾，發現了『我思故我在』的一

種真理。由這樣的思想，近代的精神，就受了大的變化。在藝術上，也看出

了強烈的自我的發動。⋯⋯在現代，當取材『自然』的時候，『自然』倒在其次，

最重要的卻是對於『自然』的『藝術家的態度』了。」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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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學術論文 其二，政治的風景。正是基於對風景主觀性的認識，不少論者在風景地

理與民族國家之間建立起聯繫。有人把長江流域的地理文化視作中華國風的

代表，因其「在文化上自然趨於調和適中，在政治上力求演進而忌極端，教養

有道，富於家國觀念，所以我覺得惟有大江流域的文化，始足以代表真正的

中華國風」dq。抗戰時期，淪陷的北國風景也被賦予了民族危難的象徵意義：

「荒涼的北國，為了『國防』的關係，已竟成了全國人士注意的中心；不單青年

學子，衞國健兒，紛紛前往邊疆，要在朔風飛雪中為祖國盡一份力氣，爭一

點光榮。」dr

其三，風景的中國意境。無論是風景畫還是風景攝影，時人都主張汲取

中國傳統的繪畫理念來指導實踐創作，以彰顯獨具民族性的山水意境。風景

攝影「能以清楚之中而稍含模糊，則趣味愈無窮矣。攝風景最忌者莫若正而

近，一亭一寺，正正中中，留入照片，則毫無意味」ds。風景攝影的「意味」不

僅在於隱而不露，還要通過角度變化來實現，「風景常能賴不平凡的觀點而更

超特，例如仰攝，俯瞰，在俯瞰時尚可傾斜，俾可得特殊的角度」dt。攝影角

度的選擇既決定成像效果，也影響風景意義的表達。「地勢寫真畫」正是以高

位俯拍獲得地景全貌，展現風景「意味」，以傳統繪畫理念彰顯民族認同。

如果從媒介建構現實的角度來整體觀照民初風景照中的「地勢寫真畫」，

印刷媒體連篇累牘地登載和聚合地景地貌，是以聚沙成塔的累積效應向眾人

呈現關於中華民族的地理圖景，由此在視覺認知上建構民族認同。英國文化

史家伯克（Peter Burke）說：「如果自然風景是一幅可以解讀的圖像，那麼一幅

風景畫就是圖像的圖像。」ek風景照也是關於圖像的圖像，正如圖像會影響人

們對外部世界的感受一樣，風景照也會影響人們對風景的認知。

二　圖式上的民族認同

「圖式」（schema）本是認知心理學的概念，指個體知覺、理解和思考世界

的方式和結構。藝術學上的「圖式」指圖形的構成樣式和模式，它不是純粹的

主觀物，而是藝術家的經驗、知識、文化背景等因素綜合作用於視知覺（visual 

perception）的產物。藝術圖式具有相對的穩定性，當它定型為藝術家的個人風

格時，也會成為其爭奪藝術話語權的資源，可以說，圖式是「藝術主體在藝術

系統範圍內經驗現象世界的相對穩定的框架結構」el。

圖2　〈武漢三鎮全勢一覽〉（圖片來源：《真相畫報》，第1期〔1912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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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式」的角度來看，「地勢寫真畫」是中國「圖畫」觀念在近代的創新性

表達，它以全景視角（panoramic view）和地圖思維em承襲了中國傳統的「圖畫」

模式，用現代器物照相機「繪」出了融抽象和具象於一體的「圖畫地圖」en。 

中國文字中的「畫」實質包含雙重含義：一指繪畫，二指地圖。很多情況下，

圖即是畫，畫即是圖。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將張衡的《地形圖》和裴秀的

《地形方丈圖》歸於古代珍貴圖畫一類eo，這說明至少自宋以來，地圖與繪畫

之間的界限並非涇渭分明。「圖畫地圖」將地圖和圖畫要素相結合，具有三個

主要特徵：其一，表示實際的地方；其二，有意促進對該地方空間的了解；

其三，表示某種程度上的空間組織抽象化ep。

「地勢寫真畫」實為照片，卻命名為「畫」；實為多幅風景照，卻在形制上

無縫連綴成地景長卷，構成了具有空間指示性和景觀可視性的具象地圖。「地

勢寫真畫」以照相機鏡頭攝取實際的地理景觀，並以全景視角抽象地表明空間

位置關係，它通過轉換拍攝視角和調整取景框的位置來捨棄或強調人、物、

景，用「以何入畫展其景，何以攝景顯其貌」的方式表情達意、建構認知。

與其他類型的風景照相比，「地勢寫真畫」與眾不同的地方首先表現在它

具有地理學和地形學的意義，借助全景攝影的方式來描繪地形地貌。《真相畫

報》所載〈武漢三鎮全勢一覽〉（圖2）全景再現了兩江鎖三鎮的地貌景觀，「前

幅為漢陽漢口之全勢，中幅為漢河揚子江之全勢，後幅為武昌之全勢」eq。整

幅照片以漢口為立足點，對漢陽、武昌全景掃「攝」，三鎮以各具特色的地標

性建築標顯其身份：煙囪林立、濃煙滾滾是漢陽的標誌，這代表了漢陽鐵廠

和漢陽兵工廠；縱橫東西的京漢鐵路是漢口的標誌；漢口與武昌隔長江相

望，江上點點帆船，一派煙波浩渺之勢。由於立足點高，中幅得以展現漢江、 

長江兩江匯流之景。〈武漢三鎮全勢一覽〉自詡「披覽湖北輿圖」er，「輿圖」之

說正是地圖思維的體現。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序曰：「謂地為『輿』者，天

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es可見

〈武漢三鎮全勢一覽〉本意就重視對地形地貌的記錄和再現。

從畫頁裝幀的形制來看，〈武漢三鎮全勢一覽〉以摺頁形式插入刊物，全

幅展開有十二個頁面之長。雖然多圖拼接的形式難以完美銜接畫面，但這一

做法至少說明「地勢寫真畫」具備全景觀念，並有意識地用照片來模仿中國傳

統山水畫卷的全景圖式。此外，文字說明中「右圖前幅—中幅—後幅」的介紹

順序，也意在引導讀者以傳統繪畫賞析的方式從右往左展卷讀圖。畫面的全

景視角和文字說明以氣貫山虹之勢讓讀者有高屋建瓴、指點江山之感。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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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學術論文 曰：「披覽湖北輿圖，漢水經襄陽城北而東南流至潛江縣北，東會沔陽諸湖，

東至漢口而與揚子江合，江水則經江陵城南，亦折而東南流，南會洞庭湖，

東北至漢口而與漢河合。綜覈全圖形勝皆在二水流域之內，以漢陽論，則隔

江東望為武昌，隔漢北望為漢口，以武昌論，則東漢口而西漢陽歷歷如指諸

掌也。」et「披覽湖北輿圖」、「歷歷如指諸掌」這些用詞都予人運籌帷幄、決勝

千里之外的實戰感。如其標題所示，全景視角才能「全勢一覽」，由此引導觀

者去暢想武漢三鎮昔日的激戰、歷史的盛衰，「今撮成全圖插之報中，人手一

編，江山形勢，如在目前，古往今來，戰爭盛衰之局，尤感不絕於予心，圖

成因志，數語以垂無窮」fk。

與此相類，《真相畫報》的「西湖南／北望圖」也重新詮釋了「圖畫地圖」的

全景視野和地圖思維。〈杭州西湖北望圖〉（由北而南，圖3）和〈杭州西湖南望

圖〉（從南向北，圖4）分別以孤山、雷峰塔為視覺中心，兩者均被置於畫面中

央，成為方位識別的標誌。雷峰塔位於西湖南面，孤山位於西湖北面，由此

形成南北兩望以窮盡西湖全貌的互補畫面。「全」不僅指全面，景觀繁簡都盡

力囊括其中，由此高位俯拍成為慣用視角；「全」還指周全，即力圖為觀者提

供關於風景所在地的旅遊導覽。湖山相接、山水相連的地景地貌使沿湖標誌

性景點都在西湖全景照中呈現出相對的位置關係。為了避免視覺混亂和地理

方位的錯亂，《真相畫報》並沒有人為線性地拼合「西湖南／北望圖」，而是分開

刊載，使西湖全景顯得秩序井然，「西湖南／北望圖」試圖從視覺上為觀者建立

一個完整的審美體系，引導觀者視覺遊覽西湖勝景，由此全面呈現「風景如

畫」的民國景象。如文字說明所言：「此圖〔西湖北望圖〕撮影時，係由北而

南，自愧滄海遺珠，不能吸收全勝。復再撮一圖〔西湖南望圖〕，係由南而北， 

圖3　〈杭州西湖北望圖〉（圖片來源：《真相畫報》，第5期〔1912年7月21日〕。）

圖4　〈杭州西湖南望圖〉（圖片來源：《真相畫報》，第6期〔1912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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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略有移易，俟下期續出，愛閱諸君，合兩圖參考，則幾席之間，山色湖

光，供我把玩。豈僅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云耶？」fl

從畫面元素的處理來看，此前列舉的武漢「地勢寫真畫」着力盡現兩江三

鎮，西湖「地勢寫真畫」以孤山為視覺中心，這都與地景的政治歷史意義密切

相關，拍攝者／製圖者試圖通過取景構圖來傳達民族觀念。武昌是辛亥革命首

義之地，具有民族獨立的政治意義，時人稱：「三鎮鼎立，形勢雄偉，五色旗

翻，河山頓覆，所謂我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之發祥地者，非歟？斯何地？不

問而知其為武漢矣。」fm在地形上呈鼎足之勢的武漢三鎮各具特色：「武昌居

江東，漢陽居江西，漢口居漢水之北，成鼎足之勢，互為犄角。⋯⋯漢口為

經濟都市；武昌為政治都市；漢陽為工業都市。」fn其中漢口為租界所在地，

通常被視為民族屈辱的標誌，時人感慨：「漢口不是武漢人的世界，有如上海

不是中國人的世界」fo；「一片中華民國錦繡地，竟以九十二兩餘之代價將主

權永租與外人矣！」fp漢陽因有鐵廠和兵工廠，被視為象徵現代化的工業之

城。而武昌因辛亥革命駐存了一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史，被賦予

了民族獨立的象徵意義，時人甚至感慨立足武昌黃鶴樓就能生發「國固山河

在」的民族主義情懷：「與漢口漢陽大異其趣的是武昌。⋯⋯在這上面，看見

江頭日落，浩蕩煙波，你自會知道江山之可愛，抗戰之悲壯，了解勝利是甚

麼，人生是甚麼。」fq西湖孤山則以人文景觀薈萃而聞名，其上有六一泉、文

瀾閣、放鶴亭，其旁有女革命家秋瑾墓，這些負載着中國傳統文化和革命故

事的勝景將孤山凝結為飽含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質的象徵符號。

從圖文關係的角度看，這些「地勢寫真畫」圖文互補、文字詳實，延續了

中國地圖學和文學交錯相生的傳統。中國傳統地圖向來注重文字說明，從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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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學術論文 晉裴秀到唐代賈耽再到宋代沈括，他們都強調地圖與註記的互補關係，「一直

到清代受到西洋的影響，中國地圖學才完全脫離視覺與文學學科的傳統，成

為一門展示的學科」fr。《真相畫報》的「地勢寫真畫」十分重視文字鋪陳，並以

此來說明地景的歷史淵源和軍事政治意義。如果說有三類基本的記錄與傳播

知識資訊的文本，一是口傳文本，二是書寫文本，三是景觀文本fs，那麼「地

勢寫真畫」就是景觀文本，而文字說明是書寫文本；若要賦予景觀文本明晰的

意義，就離不開書寫文本的輔助。錨定圖像與文字的關係，是拍攝者／製圖者

進行圖像傳播的意圖，尤其針對「宣傳性圖像很少能獨自傳遞訊息」的特徵ft， 

文字說明更顯其要。「地勢寫真畫」以圖文結合的方式，提供風景的文脈背景， 

圖說文化地理，一方面展現新生民國的城市活力和如畫風景，另一方面宣揚

民族獨立觀念，增強民族認同感。

「地勢寫真畫」以「圖畫地圖」的方式既描繪實景，又展現地理位置的空間

關係，兼具傳統繪畫美學和地圖思維。它將「圖畫」與「地圖」融為一體，拍攝

角度、取景定位都傳達出拍攝者／製圖者的主觀體驗和情感經驗，這種將景觀

主觀化和理想化的做法體現出中國繪畫「畫中有話」的審美理念。從這個角度

來看，「地勢寫真畫」可視為「心理景觀」（mindscape），它通過對客觀風景的主

觀再現，表達思想觀念，將民族觀念投射到風景中，通過風景建構民族認同。

三　文化地理上的民族認同

「地勢寫真畫」對中國傳統「圖畫地圖」的承襲，一方面說明拍攝者／製圖

者在心理上和文化上的民族認同感，並以風景照的新形式予以表達和傳播；

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風景建構和民族認同之間更複雜豐富的關聯，試圖通過風

景秩序的視覺再現來傳達文化地理上的民族認同。

「風景」與「民族」之間的勾連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說其偶然，在於民

族國家觀念的表達方式有很多種，而風景文本之呈現是其中一種；說其必

然，在於「風景並不是固設在那裏等着被玻璃版和畫板記錄的客觀存在，而是

由互不相干的個體化的觀者以特別方式拍攝和想像性挪用空間的結果」gk。風

景與人類在同一空間中並存並相互影響，因此風景不僅為人所利用，還被賦

予象徵意義，成為民族國家的象徵物。伯克認為，「民族主義比較容易用圖像

來表達」gl，漫畫、民族藝術和當地風景描繪都是表達民族主義的圖像手段。

這一圖像清單或許還可以繼續添加，僅就風景圖像而言，民族主義的表達方

式就包括：地圖、風景畫、風景照及居於其間的「地勢寫真畫」。

（一）「地理救國熱」的產物

「地勢寫真畫」作為民族主義的表達方式，實際是民初「地理救國熱」催生

的產物和另類表達。隨着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方知識的不斷湧入，中國在內憂

外患的困境中掀起了「地圖學熱」。開眼看世界的知識份子紛紛編撰地圖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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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的《瀛環志略》都藉此介

紹西學，「師夷長技以制夷」。隨着印刷文化的發展，各報館書局也加入地圖

繪製和出版的行列。《點石齋畫報》1884年刊載廣告，稱該館出版並發售「中外

地圖」共計十一幅gm。1911年《東方雜誌》刊載「商務印書館地理書及五彩地圖」

廣告，分列商務印書館銷售的地圖及價目gn。民初除了有中外輿圖局、亞新

地學社、中華輿地學社、亞光輿地學社等專業的地圖出版機構外，商務印書

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局、上海《申報》館等綜合類出版機構也兼營地圖出

版，「據統計，民國時期共有民營地圖出版社40餘家，其中較為著名的有亞新

地學社和亞光輿地學社以及兼營地圖出版的《申報》館」go。

美國地理學者蒙莫尼爾（Mark Monmonier）說過，「地圖是國家的絕好象徵

符號」gp。地圖繪製意味着空間的重構和權力的重申，「地圖繪製也像文字記

述一樣，目的在於提供有關某地的『事實型知識』⋯⋯地圖也提供了『操作型

知識』⋯⋯確立某種權力關係並力求構造一種帝國空間」gq。地圖成為民初知

識界表達「民族主義」的載體，歷史學家唐曉峰認為地理學發展到清末民初就

是「救國地理學」，近代地理學家希冀通過中國地理知識的再生產來重塑話語自 

信，「爭回國土上的自強」gr。重磅推出「地勢寫真畫」的《真相畫報》在1913年

曾圖文並茂地報導了以「地理學救國」為己任的白雅余（雨）的事迹。白氏「精

於地學，以為動學者愛重國土之觀念，以此為最易，故本其素蘊益世局之關

係，而編定教科書數種行世」。他是中國第一本地理學雜誌《地學雜誌》的創辦

者，後因革命而殉難gs。1921年竺可楨發表〈吾國地學家之責任〉，亦呼籲地

理學家要考察中國地理，振興中華gt。

「地理救國熱」從清末民初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中葉仍方興未艾，愈是陷

於民族危機之時，愈益增加其發展之勢，1930年代出版的《中華民國新地圖》

和《中華景象——全國攝影總集》都表達出鮮明的民族國家意識。《中華民國

新地圖》由《申報》館編製發行，資助人史量才有感於地質學家丁文江「先事製

圖」的建議，認同地圖有助於「愛群愛國心之所由培成」，且披覽地圖易生民族

情：「斯圖也，幸獲告成，乃轉使我泫然不忍披覽，其有覽此美麗河山，因而

益激發起愛國心，奮袂以圖桑榆之復，斯則我中華國族之光，而非吾人所敢

分功於尺寸也已。」hk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中華景象》彙集了東西南北各地

（除日本侵佔的東三省）照片兩千餘張，以期「民族決心之喚起」，以「純乎客

觀，不誇飾，不隱諱」的景象「家珍敝帚，觸目警心，庶竺舊者知所維新，偷

懦者咸思奮發，不特可補方志遊經之不逮，其於保國強民之業，亦容有秋毫

蟻子之勞」hl。

「地勢寫真畫」是「地理救國熱」背景下催生的產物，它將地理學與攝影相

結合，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針對晚清以降新知識譜系下製圖學和攝影術的藝術

性重組。隨着洋務運動的興起，中國傳統圖譜被重新劃分，地圖與繪畫分

離，同時地圖與攝影並列，「在洋務派的製造局中出現了兩個科目：圖學和工

藝學，行軍測繪歸入圖學，而色相留真的攝影術則被歸入工藝學」hm。從這個

角度來說，「地勢寫真畫」是用「工藝學」來闡釋「圖學」，用「攝影術」來攝製「地

圖」。「地勢寫真畫」對地景有意識地選擇和框定，以「圖畫地圖」的形式彰顯民

族觀念，強化民族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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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的民族主義表達一直貫穿於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和發展過程中。早

期資本主義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關於風景的闡釋對外表現為殖民主義，對

內表現為民族主義，所以「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可視為風景建構民族認同

的一體兩面。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早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就用照相機對準

國外風景，開始風景殖民化的拍攝運動。論者指出，從1860至1890年由英國

的專職商業旅行攝影師所實踐的風景攝影，就已經將風景觀念和帝國主義的

觀看方式「自然化」了hn。他們逐漸將「文化」與「文明」擴散至「自然」空間，

並視之為自然而然的順理成章ho。當英國把殖民主義視線「攝」向外部世界

時，美國則小心翼翼用民族主義「經營」國內風景，建構民族認同。以風景為

對象的繪畫和攝影與地質學相互合作和影響，共同推進美國民族意識的形成。 

1867至1879年的西部地質勘察運動被認為進一步推動了風景的「民族化」， 

黃石公園正是在「風景民族化」的進程中建成hp。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之

交，朝着現代化邁進的世界各國都熱衷於以風景隱喻和表徵「民族」，風景不

是一個被觀看的對象或被解讀的文本，而是一個社會身份和主體身份建構的

過程hq。

可以說，「地勢寫真畫」是以風景傳遞民族統一觀念的全景式觀照，它試

圖以風景秩序的視覺重構來表達對理想社會的認識，對民族獨立的呼籲；將

風景意識形態化，激發民族意識，重塑民族認同。風景如何建構民族認同首

先取決於風景的既有秩序，即風景本身的文化地理內涵，包括風景已被歷史、 

政治、經濟、文化所形構的過程和結果。對風景的視覺再現是風景秩序的另

一層面，風景秩序被視覺秩序所選擇、框定和表現之後，可轉變為對社會秩

序的隱喻。風景有很大的利用空間：「風景的修辭活動，促成了關於歷史主體

的想像，提供了各方面都能認可的民族價值觀念。」hr

民國初年，中國仍處於傳統與現代、革命與改良、動盪與活力並存且交

互作用的社會轉型期。拍攝者／製圖者試圖以風景照中風景如畫的視覺景象和

穩定的視覺秩序來形塑民族向心力，增強民族自信心。「地勢寫真畫」對風景

秩序的民族性建構主要表現為兩方面：江山已易；江山尚穩。很多「地勢寫真

畫」取景武漢三鎮，意在強調其軍事戰略意義，因為兵家必爭之地既是新舊交

替的戰鬥前線，也是國家維護社會穩定的關鍵。此地既可鑒歷史之勢，又可

觀今世之局。「地勢寫真畫」以歷史名城、戰略要地為拍攝對象，不止於謳歌

「祖國大好河山」式的自然風光之美，還有意識地灌注因時因地的相關敍述。

武昌首義（1911）、辛亥革命紀念日（10月10日）、抗戰初期的武漢轉移（1937年 

7月至1938年10月）、西湖博覽會（1929）⋯⋯都成為武漢和西湖被不斷「寫真」

的契機，同時風景訴諸不同話語，或國難救亡，或工業興國，以激發國民責

任感。

「地勢寫真畫」試圖在風景秩序與社會秩序之間建立聯繫。「攝影，本來具

有一種掩蓋內在分歧、膠合某種裂隙、製造表面和諧的本領」hs，框取和再現

地景的照片成為絕佳的視覺整合器。前述的〈武漢三鎮全勢一覽〉以安定祥和

c165-201505008.indd   76 18年1月31日   下午3:16



		 民初風景照中	 77	

		 的民族認同	

的畫面表現革命後的武漢秩序井然、有條不紊；「西湖南／北望圖」同樣展現了

風光旖旎、平靜如畫的西湖美景。在很大程度上，「地勢寫真畫」的全景視角

是其發揮建構功能的重要手段。在物是人非的桑田變幻中，那些具有歷史意

義的地景得以保留下來，雖然景觀細節在歷史滌蕩中有所「磨損」，但作為整

體的地景「容顏」依舊，全景構圖的宏觀視角淡化或過濾了細枝末節處的荒涼

破敗，全景視角彷彿是一種「駐顏術」，只留下地形地貌的輪廓美和地景的恢

宏氣勢，呈現出「風景如畫」的地景全貌圖。可以說，自然風景的井然有序是

政治穩定的圖像隱喻，以此暗示社會秩序的安定，好政府（行政效能卓越）與

好風景（風景如畫）由此成了對等物。如英國學者安德魯斯（Malcolm Andrews）

在研究「風景」概念時指出：「好風景必須美麗、生機勃勃和整體和諧，我不知

道還有甚麼比這更能定義一個好政府。」ht

「地勢寫真畫」以「全勢一覽」、「披覽輿圖」的方式視覺再現風景秩序， 

正可謂多義的圖像（ambiguous images），如英國社會歷史學者撒母耳（Raphael 

Samuel）所言：「這些圖片的力量在於它將所見留存，我們藉此想像我們將前

往這些地方以了解過去，同時正是對這些風景歷史價值的認知，才讓我們將

或多或少的歷史殘餘轉化為珍貴的圖符。」ik「地勢寫真畫」將歷史與現實、地

理與風景、城市與國家編織在一起，引導人們去觀看、思考和想像；並借助

印刷媒介的大眾傳播效力建構起「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為人

們共同想像民族國家提供視覺素材。

風景秩序是風景的言說方式，如何以風景秩序為基礎，通過視覺秩序來

統合是一門藝術。由於民族認同具有對內和對外的一體兩面性，因此風景秩

序的視覺再現既要有利於建構本民族的民族認同，同時又要防止異民族的殖

民主義視覺語言的入侵和滲透。這或許就是為甚麼《真相畫報》沒有展現洋味

過重的上海全景和廣州全景的原因，甚至也是武漢全景照不刻意突顯漢口租

界的原因之一。從這個角度來說，風景是話語爭奪的場域，正如藝術史學家

汪悅進在研究辛亥革命以降西湖所呈現的風景與感知之間的動態關係和結構

中所言，西湖既是論爭的景點，也是論爭的場域，它在變化中被感知，在感

知中變化，「正是感知方式的變化對西湖景觀產生了持續的影響」il。辛亥革

命以降，革命的意識形態話語和民族認同的觀念不僅妝點了風景，也成為眾

多城市景觀和自然風景的再現者用來標榜意義、建構民族認同的手段和途徑。

四　結語：風景照的意志

借用英國藝術評論家伯格（John Berger）所提「繪畫的意志」一詞，「地勢寫

真畫」同樣體現出「風景照的意志」，它在時空再現中建構歷史記憶和民族認

同。「繪畫的意志」是指繪畫有意或無意地彰顯意識形態，繪畫創作直接導致

意志的產生，「在某個時期，某種既定的對於世界的意識形態解釋似乎為大多

數人所接受，於是繪畫的意志便將這種意識形態包括進去；⋯⋯不論繪畫的

意志如何，繪畫的行為必然會引發某種含入〔包括進去〕的動作」im。風景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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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學術論文 有類似的屬性，「人們對於風景，或者說景觀，其實有着豐富複雜的寄託，而

且人類也善於利用風景服務於各種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的目的」in。「風

景照的意志」是拍攝者／製圖者對風景注入的觀念及顯現，它既包括彼時彼刻

的歷史與關聯，也包括此時此刻的社會現實性、時代緊迫性，同時又隱含拍

攝者／製圖者個人的主觀傾向。不過，攝影的感光再現過程不同於繪畫的創作

過程，風景照以客觀寫實為手段，在隱而不宣的圖像中表達思想、傳遞觀念。

「地勢寫真畫」作為風景照中的特定品種，自《真相畫報》在形制上的先鋒

性實踐後，未見其他刊物有類似「創制」；但「地勢寫真畫」所傳達的全景式構

圖、理念和觀照在此後的攝影實踐中依然延續，尤其是隨着攝影器材和飛行

術的革新與成熟，全景照更易攝取和再現風景。如果將「地勢寫真畫」契入風

景照的整體發展脈絡，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風景照在中國日漸興盛，它

所映射的是一個充滿矛盾和張力的時代：中國逐步融入現代化潮流和世界體

系，同時現代化裹挾着科學技術、自由觀念和帝國主義不斷侵入和衝撞中國

社會。西方現代知識的輸入伴隨着殖民主義入侵，技術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面

貌，也賦予了國人利用技術表達自我、改造世界的能力。處於轉型期的中國， 

在傳統與現代的交織中，在內憂外患的困境中，民族主義逐漸成為揮之不去

的普遍話語。

時代的特殊性促成了風景照中民族主義的「狂熱」，那是一個「覺醒」的時

代：「覺醒過來的自我，並不是一個正在尋找國家的公民，而是一個潛在的愛

國者，他渴望一個能夠激起其情感的理想國家。⋯⋯因為只有一個值得去熱

愛、去犧牲，能夠激起對民族之愛的國家裏，自我意識才能覺醒。」io民初

「地勢寫真畫」充分反映出「覺醒的自我」以風景照的方式建構民族認同的視覺

實踐和努力，以此「激起民族之愛」。蓋爾納（Ernest Gellner）說：「身屬一個民

族，不是人性固有的特點。⋯⋯民族是人的信念、忠誠和團結的產物。」ip人

們常常通過想像來建構身份認同，編織歸屬體系，想像所憑藉的素材是包括

文字和圖像在內的文本，它們以可見的、可言說的、可解讀的形式被編織進

民族主義框架中，共同製造民族「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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