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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苏 州 是 我 国 著 名 的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有

2500 余年的建城史 [1]。明清时期，苏州不仅

是江南地区的经济重镇，同时也是重要的中心

城市。清代康熙、乾隆数次南巡，均途经并驻

跸于苏州府。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师徐扬绘制有

《姑苏繁华图》（又名《盛世滋生图》）。该

图纵 36.5cm，横 1280.8cm，从右往左依次

描绘了灵岩山、木渎镇、横山、石湖、上方山、

姑苏城、山塘街和虎丘山，其中重点描绘了木

渎镇和城西盘、胥、阊三门内外的街巷景观。

《姑苏繁华图》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清中期苏

州城镇景观风貌，成为研究苏州历史景观的重

要图像史料 [2]-[4]。本论文从《姑苏繁华图》的

图像内容入手，分析苏州城镇街巷景观的形态

与界面特征，提炼清代苏州街巷景观的特征。

2 木渎镇街巷景观

2.1 街巷的平面形态

木渎处于香溪和胥江相汇之处，是进出太

湖必经之地，商业繁盛，亦是《姑苏繁华图》

前半段重点描绘的内容。图中显示，斜桥一带

建筑密集、商铺林立，是木渎镇的重要空间节

点。此段街巷沿河道呈“T”形展开，沿街店

铺均面河而设，河道与沿街商铺之间形成对所

有人开放的公共空间——街道，还有一部分人

在街道上进行售卖，从水路、陆路而来的人均

能在此停留交易。

2.2 街巷诸业态空间界面及特征

图中，作者对沿街店铺形态与装修进行了

精细描绘。不同的业态呈现出独特的空间界面

特征。

图中描绘的饭馆有两家，分别位于河道南、

北岸。饭馆面向街市界面有明确的入口，标志

物明显，吸引性强。售卖型店铺有杂货店、绸

缎店、银楼、糕点店、馒头店、米行。这些店

铺的标志性不强，只是在屋檐挂有各自的市招。

店铺内大都有长条形的柜台，柜台的形式和放

置的位置有所差别，形成的空间界面也不一样。

第一种是与街道方向平行的长柜台，位于室内

室外空间的交界处，这种柜台将顾客和内部空

间完全隔离，准入性和开放性都很弱。南岸的

杂货店和桥头的太史饼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是

与街道方形平行的“L”型柜台，柜台位于室

内外空间的交界处，但是由于是“L”型，室

内的部分空间是开放的，店铺的准入性比第一

种强。第三种是与街道平行的短柜台，柜台也

位于室内外空间交界处。这类柜台本身长度较

短，所以对经营空间和顾客空间的划分不是非

常明显，更多的是空间领域上的暗示。甚至有

些经营活动向街道渗透，如“状元香糕”就将

香糕货架放到了街边进行售卖（图 1）。 

3 城墙外街巷景观

3.1 街巷的平面形态

图中描绘了城西胥、阊、盘三门外的枣市

街、半截街和山塘街的街巷景观。

枣市街位于胥门外，胥江与枣市街平行，

是苏州至太湖的主要通道，也是胥门至横塘的

必经之路。枣市街同时作为进出苏州的西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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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姑苏繁华图》中的木渎镇街巷（图片来源：徐扬《姑苏繁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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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成为胥门外重要商市之一。由于怀胥桥

横跨胥江连接两岸，形成了一条与枣市街垂直

的“T”型街巷空间，两条轴线均沿胥江和护

城河道展开。

胥门城外往西为“万年桥”，桥下靠城墙

的商业街为半截街。半截街沿河形成了两排长

短不一的商铺，两排商铺之间形成一条街道。

商铺均面向河道，靠近护城河的商铺为一层，

靠近城墙面的店铺为两层。

山塘街始建于唐代，依托山塘河堤岸，连

接城西与虎丘山。山塘河东起阊门渡僧桥附近，

西至虎丘望山桥，长约 7 里，故俗称“七里山

塘到虎丘”，是重要的商品运输河道。山塘街

的街巷空间主要受山塘河的影响，沿街店铺全

都向河面开放，街巷与河道平行。

3.2 街巷诸业态空间界面及特征

图中所绘枣市街店铺类型繁多，有棉花铺、

布行、复兴号杂货店、香水浴堂、钱庄、烟店、

三进斋朝靴、米行、客寓、染坊、糖行、灯笼

店等。

枣市街店铺中，售卖店铺占多数。大多数

店铺为一层，因行人遮挡，无法辨识店铺界面

形态。其中“复兴号”杂货行高两层，较为突

兀。里面置有“L”型转角柜台，位于室内外

空间的交界处。另外一处较为明显的“三进斋

朝靴”，店铺柜台为长条形封闭式，开放性和

准入性都较弱。香水浴堂位于怀胥桥桥头，是

全图中出现的唯一一家浴室。浴室开有一扇小

门，辨识性较弱，空间较为封闭。“客寓”即

客店，门面沿街面很窄，主要使用空间在后面

的院落中，门口的窄形店面只是过渡空间。

半截街上有一家馄饨店，高两层，底层进

行制作，二层有客座可供吃饭，店铺完全开敞。

街边书店面阔两间，以短柜台分割了室内外空

间。烟行面阔三间，一层置有转角型柜台分割

顾客和货品储存空间。米行位于河岸边上，长

条形柜台将室内外空间完全隔离。米行旁有制

衣店，店内没有售卖的柜台但是设有桌椅。

山塘街段的街巷空间横向界面比较长。饭

店坐落在水系的交界处，面向水系的两面均开

敞，开放性、行为可达性以及视线可达性都很

强。其他店铺均为售卖店铺，除了竹器店有一

个“L”型的柜台进行空间界定外，其他店铺

均没有设置柜台，开敞性较强（图 2）。

4 城墙内街巷风貌

4.1 街巷的平面形态

《姑苏繁华图》中，徐扬主要描绘了苏州

城内西南一侧的景象，包括阊门内大街、官府

机构、部分私家宅院和庙宇以及大量的普通民

居。对于街市的描绘，主要集中在阊门大街和

官府机构附近。城墙内清晰可认的街巷空间有

三处，第一处为城内的阊门大街，第二处为藩

台衙门东面的街巷，第三处为苏州府衙西面的

学士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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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看出，阊门内大街、藩台衙门东

面的街巷以及学士街的平面形状为“一”字形，

街道的宽度明显大于城门外的街道，两侧的建

筑排列十分整齐。此外，藩台衙门东面的街巷

和学士街靠近官府机构，衙署内建筑院落进深

较大，为店铺提供了较长的临街面。

4.2 街巷诸业态空间界面及特征

藩台衙门东面的街市在辕门外，其商业发

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图中描绘的店铺有生漆

店、菜油店、三进斋靴铺、棉花行、南北杂货

以及纱灯店。纱灯店和杂货店在室内外空间交

界处设有封闭式的柜台，空间的开放性和准入

性较弱。三进斋靴铺面阔四间，是这条街上最

大的店铺。店中也设有长条形封闭式柜台，但

是柜台做了退后处理，留出店铺前面的空间。

学士街上的店铺有衣庄、点心店、馄饨店、

名人字画、金珠、瓷器、帽铺、手巾、桐油、

命馆、考具、名酒等。其中命馆和考具店比较

独特，命馆的入口处有两扇红色的格栅门，门

上写有“命馆”二字，所开入口比较狭窄，空

间的开放性较弱。考具店即为正常售卖店铺的

形式（图 3）。

5 结语

本文采用图像解读的方法，从平面形态和

空间界面两个角度分析了《姑苏繁华图》中所

呈现的清代苏州城镇街巷景观特征。清代是苏

州古城景观格局和街巷形态基本成型固化的时

期。改革开放以后，苏州城市有了巨大的发展，

古城保护工作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历史图

像的解析，提炼清代苏州城乡景观特征，对于

历史街区保护、景观风貌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

的意义。

图 2　《姑苏繁华图》中的万年桥与半截街（图片来源：徐扬《姑苏繁华图》）

图 3　《姑苏繁华图》中的城墙内街巷（图片来源：徐扬《姑苏繁华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