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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ng Dynasty was a prosperous dynast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Its genre paintings and literati 

paintings blended and influenced each other to form an aesthetic taste of "elegant and popular appreciatio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Li Song's "Trading Lang" integrated folk customs and sentiment, and became a special image 

of Song Dynasty genre paintings. express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functions and deeper meanings behind the 

pictures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visual presentation, schema formation, and reality reflection through the study of Li 

Song’s "Picture of Goodsma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alyzing the civic culture, aesthetic taste, and 

business economy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visual data of its image provides valuable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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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代是中国绘画历史上及其繁荣的朝代，其风俗画与文人画一起相互交融影响形成“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味，

南宋李嵩的《货郎图》集民俗与情趣于一体，成为宋代风俗画特殊的图像表达,本文通过对南宋李嵩《货郎图》

的考究，并以图像学的解读方式从视觉呈现，图式形成，现实反映三个层次来剖析在其画面背后的功能及更深

层含义，由此来分析宋代的市民文化、审美趣味以及商业经济面貌，其形象的视觉资料对如今研究宋代经济文

化生活提供宝贵的素材。 

关键字：风俗画  市民文化  审美趣味 商业面貌   
 

1.前言 

两宋作为中国历史艺术辉煌的时代，创造了丰富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

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成为古代中国，

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1]宋代为中国古代时期的

一个转型期，社会的转型使得整个社会经济文面貌也

发生转变,在发达的城市中聚集了大量手工业劳动者

与商人，形成一个广大的市民阶层，城市经济的发展

带动了周边农村小农经济的发展，随着城镇市民阶层

不断地扩大，市民阶层开始成为审美对象以及审美需

求的群体，在文化艺术方面便开始出现反映市民生活

并且适应他们审美趣味的文化艺术作品，而两宋大量

出现的风俗画便是恰当的体现了这一点。另外两宋人

物画的绘画题材不再是局限于道释壁画以及宫廷贵

族，而是开始描绘各个阶层的劳作与生活场景，风俗

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运而生，李嵩的《货郎图》

正是这一题材的代表。整体上来看，李嵩的《货郎图》

描绘的是一幅货郎在乡野贩卖货物，孩童们欢呼雀跃，

温馨的美好生活图卷，反映宋代社会市民生活情境及

宋代商业面貌，具有情趣与民俗生活气息，是宋代风

俗文化形象的图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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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嵩《货郎图》的视觉呈现 

从风俗画的描绘内容上看，主要以当时的人物生

活场景为主，体现出当时的社会风俗。风俗画的流传

从某种意义上讲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历史画卷，将宋代

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场景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宋代

风俗画往往以一种活泼欢快的形象出现，从欣赏者的

角度来说，视觉上是愉悦轻松的，例如李嵩的《货郎

图》里面所绘制的，画家通过生动细致的描绘，画面

采用细笔勾勒,方寸之精细无比，画中还以极小的笔

迹写下“三百件”的字样，反映出在当时的宋代有着

大量奇技百货。画面整体来看首先进入眼前的是一位

货郎担着货架，一些孩童妇女欢欣跳跃的迎面奔跑过

去，左边的货架位置一位孩童探出一个小脑袋，右边

一位妇女带着一位孩童在认真挑选货物，婴孩多是穿

着破旧，光着脚丫，甚至光着屁股的农村小孩形象，

他们对货郎担中的各式玩物非常好奇。画面左边则是

货郎，几位孩童欢欣地围绕着他，货郎与孩童彼此之

间似在交流的神情场面成为焦点，孩童听闻货郎来，

蜂拥而至喜相迎的情形，给观者带来一种生动活泼的

趣味。画面中线条雅致而细腻，人物衣纹则使用颤笔

的手法勾勒，顿挫转折恰如其分的表现下层妇孺身穿

布衣的朴实形象，货但上的物品用笔如丝柔韧般圆转，

再使用细劲线描的手法，传神地勾勒出其劳动人民朴

实的形象。画面中的货郎架上百物陈杂，货郎无所不

卖，为了推销他的物品，招徕顾客，其身体活跃表情

作戏剧性的夸张。 

以市井百姓生活为创作题材,描绘在百姓与城市

中不断四处流动的小商贩在两宋时期风俗画是很常

见的。“许道宁喜画市井往来者，从侧面反映了当时

风俗画的流行,相传许道宁在长安的时候，凡在街上

见到相貌怪异或丑陋者，必图其小样挂于酒肆茶馆中。

有一次，一位被画者遭到众人取笑，非常恼怒，竟殴

打了许道宁”。[2]正如记载中的一样，市井百姓的生

活成为画家描绘的对象，形象记录这一时期的市民生

活情境，以视觉的图像来表现宋人生活面貌。宋代人

物画题材有很多钟类型，其特别强调对人物内心的深

度刻画。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3]中提出：“今之

画者，但贵其姱丽之容，是取悦于众目，不达画之理

趣也”可见当时的人物绘画不仅仅拘限于对其外表的

描绘，也注重内心的深度刻画，着重人物性格的表达，

即所谓“写心唯难”。图中的货郎虽是衣着破烂，但

却是与乡下的孩童打成一片，呈现出去积极乐观祥和

的氛围，描绘出底层劳动人民生活态度，图中的妇女、

孩童皆是朴实的形象，天真而又自然，呈现出宋时期

乡村的生活画卷，画面的神情举止动作，仿佛是静止

的无声电影。 

3.李嵩《货郎图》的图式形成 

在宋代“重文抑武”的政策下，“雅”文化成为

整个社会多数人推崇的文化形式。在这样的文化氛围

中，以“诗画相映”为主流的艺术创作形式得到大多

数文人画家的推崇。由于文人画家的文人地位受到世

人的尊崇，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话语权。因此，文人

画的思想意识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宫廷绘画、民间绘画、

以及风俗画。但由于宋代科举制度的大力推广，使得

大批底下的庶民阶层得以进入上流社会，使得世俗化

的审美标准也进入其中，并且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俗”文化与“雅”文化两者互相交融互相影响，促

进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互相交流同时也促进了

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互相融合。从北宋张择端绘制的

包罗万象的《清明上河图》就可以看出各种的商业活

动，大酒楼、茶馆、布店等，以及各类形形色色的人

物形象，有农民、船工、车工、小手工业者和各种摊

贩、走江湖的医生、看相的先生以及肩挑背扛的劳动

者等下层劳动人民，还有一些富商、官吏等人物，都

形象的出现在整个画面中，阶层之间互相交流互相融

合，往返来回于大街小巷中。 

但是宋代虽是一个富庶的朝代，但是除了少数达

官贵族与地主大商人，大部分民众的生活水平还比较

低下。因此大量风俗画中出现底层劳动人民风尘仆仆

的形象，另外宋人各社会阶层的思想观念对于生子传

嗣的观念极为看重，正如李觏所说“寿考人之愿而夫

妇皆老，有嗣家之幸，而其子知道，四者得之，固已

足矣。”[4]因此，一些充满天真的孩童在宋代风俗画

经常出现。社会对孩童极其的重视，城市乡镇经济的

不断发展，孩童的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市面上也因

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的儿童玩具等商品，来讨孩童们

的喜爱。 

李嵩的《货郎图》，货郎扁担上的货物品种数不

盛数，货郎腰间也别着繁多的货物品精细而繁杂，乱

而有序，货郎手中拿着拨浪鼓，作为一种吸引吆喝孩

童的小玩具，极具有生活气息。李嵩作为南宋的一个

宫廷画家，他少年时家境贫寒，曾为木匠，后成为画

院画家李从训的养子。或许年少时的经历，他善于把

握下层社会人民的生活面貌 他从宫廷贵族的文化层

次中汲取艺术灵感，又从平民百姓的生活中提取世俗

之韵，将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并把自己的文化修养、

审美意识、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融入到绘画当中，达

到一种以内心之情现外在之理的境界，将底层的劳动

人民的“货郎”形象加纯真的儿童妇女形象形成《货

郎图》图式。 

4. 李嵩《货郎图》现实反映 

4.1 李嵩《货郎图》宋人审美趣味 

风俗画本身所特有的“俗”的特质与两宋文人审

美思想相互交融，使得风俗画在大众审美趣味与文人

审美矛盾中形成雅俗共赏的美学特征。六朝时期刘勰

在《文心雕龙》在定势篇章首次提到关于“雅俗”的

论述，他说“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

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熔范所拟，各有司匠。虽无

严郛，难得逾越”。[5]意思是绘画应讲究色彩，文辞

要尽力表现情感，调和颜色，画的狗马才有形状区别，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71

396



情感交错融合，才使得文章雅俗各具不同体势。从六

朝首次的提出至两宋时期逐渐形成了“雅俗共赏”的

审美风尚，此后在文艺历史的长河里，两者形成一种

动态辩证的关系。 

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雅致的诗词氛围中也偶尔

会有“俗话”并情感直抒的诗句，如柳永的“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在直抒胸臆的情感里，雅俗并不是对立。[6]如果说

“雅”追求的是一种清静、恬淡、雅致、内心宁静的

艺术，那么“俗”追求的则是一种自然、洒脱、随性、

情感直白的艺术。“宋代士大夫对雅俗观念的看法其

核心是尚雅忌俗，但是与前朝或者说前朝士人那种远

离社会现实尘嚣、追求隐遁绝尘的心境是不尽相同的，

其审美的追求不仅是精神或者是内心世界的探索，同

时也开始意识到进入世俗生活的体验。”[7]《货郎图》

于生活中常见的“货郎形象”以及贩卖场景并在画家

对生活的细心观察下于画笔中呈现出来，与当时的

“文人画”一起成为流行，可见到了宋代，雅与俗已

经不是有那么明显分界线了，宋人心理更追求一种内

心情感的表达，不是“”隐忍”、“避世”“逃遁”的

出世观，也不是“克己复礼，追求仁义”的入世观，

而是在两者相互影响中，展现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在艺术的表达上则是更加“随性情”，艺术创作更加

自由，艺术取材范围更加广泛，所体现的审美趣味上

则是呈现出“多元”的面貌，这种“多元”面貌使得

宋代绘画百花齐放，从达官贵人到市井商人皆能享受

绘画乐趣，形成浓厚的绘画艺术氛围，因此在两宋，

大量不同题材的绘画在这一时期尤为兴盛，人物，花

鸟，山水，各见其长，宋人对艺术的“包容性”及其

广大，各个阶层的审美趣味选择性也就更多，随之可

供各阶层欣赏的艺术种类变得繁多，由此两宋绘画艺

术到如今仍旧是难以逾越的的艺术顶峰。 

4.2 李嵩《货郎图》宋代商业面貌 

随着宋代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手工业、农业的不

断进步，宋代的商业发展也随之进入到另一个高峰。

宋代的都市管理制度做了很大调整。打破了唐以来的

严格的坊市制，在商品交易的时间和地点等制度上，

将限制降到最低。允许商户在任何地点开店，并允许

夜市的开放，甚至通宵经营。在城市中，一个一个城

镇不断地聚集形成了区域市场，在北方形成了以首都

汴梁为中心的区域市场，南方形成以成都地区为主的

川蜀市场以及东南市场与西北市场。区域市场的布局

对城镇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据陆游《入蜀

记》记载的诗句：“市区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

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8]

由此可见当时商业经济繁荣面貌，发达的交通，成熟

的区域交易市场，开放包容的经商环境为宋代文化艺

术的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货郎图》同时也是一种

职业风俗和社会风俗的反映，图中货郎所携带的商品，

繁多而精致，众多货物的流行并且收到儿童妇女的的

喜爱，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文化风俗，货郎受欢迎的形

象，体现出宋代“货郎”成为一种职业风尚，同时琳

琅满目的货物商品反映出在宋代手工业能力的不断

进步，以及在手工业制造能力的超群。 

“货郎”穿梭于偏远的乡间与城镇之间，在城镇

收集订购好货物，再到乡村将货物卖出，货郎作为中

间交易人类似唐代出现的“牙人”的职业，如《武林

旧事》中所描绘的“都民矫惰，凡买卖之物，多于作

坊行贩已成之物，转求什一之利。或有贫而愿者，凡

货物架盘之类，一切取办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

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此亦风俗之美也”。[9]

图中的“货郎”则是穿梭于城镇乡村贩卖货物一种职

业典范，在城镇中收集订购好货物，再转至乡村将货

物卖出，往返来回于乡村与城镇，作为货物商品流动

的传达，在当时交通条件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农村

的商品流通相对困难。因此，会经常出现一些货郎用

担子挑着货物进入村中，为那些不能离开家的主妇和

小孩提供方便，人们藉此获得生活必需的日用品、玩

具等，很受妇女和小孩的喜爱，是宋代当时极为普遍

的一种职业行为，在艺术欣赏上也是一种极具市民风

俗的图像表达。另外《货郎图》中大量出现的玩具用

品，妇女、孩童蜂拥而去，反映了当时人们不仅仅是

满足于物质消费，同时开始出现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

类产品的文化消费兴起。宋人在物质文化已经相对满

足的情境下，人们开始追求精神文化类产品的文化消

费。如李嵩《货郎图》里面出现大量的玩具、首饰、

服装等用品，并出现“三百件”字样，货物繁杂众多，

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商品出售对象从孩童到大人。

可见满足当时人们物质消费的同时，也有大量满足当

时人们精神消费的物品。雕版印刷业的发展，经济的

繁荣以及政府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使宋代文化

的发展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从而取得了璀璨夺

目的成就。“文化消费促进了以及带动了相关行业的

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类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可见文化

消费的背后是以大量的物质实现为前提的，宋代在其

文化背后所蕴含的经济繁荣景象。”[10]这样的文化

消费意识一定是基于物质消费相对满足的状态下的

追求。在宋代文化消费的阶层，不仅是局限于达官贵

族、商人贵贾、也有底层下农民百姓，文化消费的队

伍呈现不断扩大化，多元化特点。这种多元化、大众

化的消费行为使得每人必须支付一定的货币，来购买

到自己的货物，可见在宋代货币流通的发达，虽然消

费活动有高低档次，高低价格之分，但从每人均可以

享受到自己用手货币购买货物行为，人人手中持有货

币购买，就蕴含了人人平等的的和谐理念。 

5.结论 

两宋风俗画以描绘社会各个阶层的社会生活现

状，乡村农民的劳动场景、生活习俗为主，形象地展

现出宋代时期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面貌，以人物为主的

的宋代风俗画在创作方面以及创作题材相比唐代都

更为广泛。在宋朝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大批下

层的读书人参加“科举”，形成士人阶层，落榜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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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大量成为商人，因此宋朝的商人也是饱读诗书的

“文化人”，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浓厚的“文化艺术”

氛围。宋朝的统治者尤为热爱书画，例如宋徽宗就非

常擅长书画，统治者也热心于通过风俗画来引导社会

风气和粉饰的太平盛世。统治者的个人爱好，也影响

到整个朝廷臣子，甚至是百姓，都是享受闲来手画丹

青，写词赋曲。加之宋代经济结构的调整，虽有外患

时长侵袭，但是其市民阶层在这一时期历史性地崛起，

形成一种市民文化。宋代在经济状况相对改善的过程

中，宋人也逐渐开始追求文化消费，文化精神类产品

增多，呈现出追求精神文化消费的商业面貌。在审美

趣味上，市民阶层与文人阶层一起相互影响，相互渗

透，形成“雅俗共赏”、“多元”的审美趣味。于这样

的经济文化氛围中，风俗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风俗

画以其绘画的形式形象地记录了宋代社会生活面貌

的方方面面，从乡村生活到市民生活，从达官贵人及

至皇家生活，都出现在画家创作范围之中。宋代风俗

画中在“雅”和“俗”方面得到了近乎完美的结合，

画面中的俗者充满了生活气息而不失之于粗野，雅者

也未因其雅而游离于世俗生活之外。李嵩《货郎图》

作为宋代风俗画的一个突出代表，其对宋代经济，文

化，审美各方面很好的进行折射，风俗画以严谨详实

的绘画风格，真实生动的描绘了宋朝的各个阶层的生

活风貌，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不仅具有欣赏的审美

趣味，也为后世研究宋代经济文化生活提供了宝贵的

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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