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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月份牌：社会曲折发展的缩影
张 伟

很 早 就 想 写 《 月 影 及

春———海上月份牌历史与艺

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即将

出版 ）这本书了 ，因琐事繁多 ，

迟迟未能动笔， 但文献资料包

括图像的搜集却始终没有间断

过。去年夏天，张信哲先生造访

寒舍，他的用情诚心与恳言，让

我的惰性无以躲藏， 也让这本

书的写作提前摆上了案头。

熟悉张信哲的朋友都知

道，他不但歌唱得好，也酷爱收

藏，而且藏品颇精。他收藏的月

份牌原稿精美绝伦， 因和上海

这座城市渊源深厚， 他执意要

把展出的地点放在上海， 以表

示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敬意。 如

果不出意外，今年 10 月，“张信

哲收藏月份牌原稿展” 将在震

旦博物馆和大家见面。

他是追求完美的人， 希望

即时观者不但能大饱眼福 ，而

且能融会到历史场景中去 ，还

能知其所以然。所以，他的原稿

展中会同时展出月份牌中曾出

现过的那些文房摆设、 衣冠饰

物； 会同步出版他收藏的月份

牌原稿的精美图录； 还会有我

的这本小书， 讲述月份牌的历

史与艺术……

年画与月份牌
血脉相连 ， 但又不

能混为一体

有很多文章在写到月份牌

时都用月份牌年画这个词 ，虽

然并不准确， 但也不能说没有

道理。年画是月份牌的生母，它

身上一半的血液是年画输送的

（另一半是外国广告画）， 两者

之间血脉相连， 但又不能混为

一体。大约从宣统年间起，也即

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随着社

会局势的激烈变化和彩色石印

技术的进一步成熟， 传统木版

年画的生存空间愈来愈窄。 当

时的工商业已经非常繁荣 ，它

们亟需一种印制美观， 色彩鲜

艳， 既方便大量印刷又价格便

宜的广告载体来宣传商品 ，而

传统的手工作坊式的木版年

画，显然无法与时俱进，承担这

个新时代的需求。 这也给彩印

月份牌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

机遇。 而几乎与此同时，一批曾

经绘制年画的画师， 迅速转行，

投入到月份牌的创作中去。在社

会鼎革巨变之际，正是这群职业

画家紧随潮流，开创新风，在月

份牌领域闯出了一条新路 ，才

有 1914 年左右月份牌画如千

树万棵梨花竞开的繁荣盛景。

创作月份牌画的画家 ，在

整个 20 世纪上半期大约有近

百位之多， 其中作品多、 影响

大、地位高的就有十几位，而且

画作风格鲜明，各有绝招，诸如

徐咏青之风景，胡伯翔之山水，

梁鼎铭之古典传说， 丁云先之

绣像人物，周柏生之年画风格，

谢之光之时尚仕女， 都在当时

独具特色，各领风骚，成为月份

牌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而对月

份牌发展影响最大的关键人物

则是开风气之先的周慕桥 、奠

基础之实的郑曼陀和集大成之

局的杭稚英。 周、郑、杭三位，从

出生年份来讲， 各自相差将近

20 年，从事月份牌创作的时间，

则相距不超过十年， 就艺术辈

分而言，正好是半代之隔，新旧

之间 ， 传续时间十分理想 ；而

且，他们各有师承，艺术功底扎

实， 在创作月份牌前都有过较

长时间的艺术实践，起点高，出

手即不凡，作品丰富，在当时以

及身后都有广泛深远的影响。

月份牌是伴随

着商业的激烈竞争
而诞生繁荣的

关于 “月份牌” 一词的起

源 ， 现在应该比较清晰了 ：19

世纪 70 年代 ， 当时的一些洋

行 、报馆 、彩票庄号 、轮船公司

便已开始向客户赠送或出售广

告画张， 这种广告就被他们称

作 “月份牌 ”，并公开在报上这

样广而告之 。 1876 年 1 月 3

日， 开设在上海棋盘街上的洋

商海利号在《申报》上刊出了一

则出售 “华英月份牌 ”的广告 ，

这应该是“月份牌”一词公开见

诸报端的首次亮相。 1876 年海

利号发行的月份牌， 本身是作

为一件商品来发售的， 其广告

宣传的特性确实不明显， 一样

新生事物的最初萌始期几乎都

有着各种各样的不成熟， 这是

可以想象的。但仅仅几年过去，

颇显成色、 基本合格的月份牌

就在上海滩呱呱坠地了；而且，

这次发行月份牌的商家不是一

家，而是一批，且基本都来自彩

票行， 时间大约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中期。 19 世纪末，彩票

销售竞争激烈，为招徕买主，各

票行纷纷使出各种促销手段 ，

奉送月份牌即是当时奇招之

一， 这也使彩票行成为最早印

刷、发行月份牌的主要机构。这

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 月份牌

是伴随着商业的激烈竞争而诞

生繁荣的。

几乎在彩票行发行月份牌

的同时，提供版面，刊登彩票行

广告的申报馆， 自己也开始发

行月份牌了。 据笔者掌握的资

料来看， 申报馆最早刊印月份

牌的日期当在 1884 年。申报馆

自从 1884 年开始随报免费赠

送月份牌后， 将此作为一种有

力的促销手段，年年坚持，且图

案每次均有创新。

令人兴奋的是 ， 申报馆

1889 年发行的月份牌现在还有

实物存世。从这张 130年前发行

的月份牌实物来看，它已经基本

具有了月份牌的几个现代要素：

1、它有明确的发行主体 ：申报

馆。 2、它的发行目的也很明确：

宣传《申报》这一新闻媒体。 3、

它绘制有精美的图案，如 1885

年是十二生肖图，1889 年是二

十四孝图， 都和中国传统文化

有关，但又强调“中西对照”，刊

印的是 “中西月历节气 ”，并标

明礼拜， 和传统的春牛图有着

明显的时代差异。 4、已有色彩

要求，强调“红绿双色套印”，在

当时已属精美，具有卖点。 5、它

本身并非是售卖的商品， 而是

作为宣传 《申报》 的赠品而存

在，具有鲜明的现代广告物的属

性。可以说，到了这个时期，月份

牌作为一种现代广告画，已经开

始逐渐进入了成熟期。

月份牌的发展
命运体现了商业社

会的辩证法

我们可以认为： 所谓月份

牌， 早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添

加了商业信息的石印年画。 由

于其出产迅速，产能巨大，加之

色彩鲜艳，成本低廉，很快就使

传统的木版年画相形见绌 ，并

迅速败下阵来。大约在 1900 年

之后， 月份牌就渐渐占领了日

益衰落的木版年画市场， 不仅

遍及全国各大城乡， 还远销到

海外华侨聚居的国家； 到民国

初期， 月份牌已基本取代传统

年画而一花独放了。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繁荣 ，

月份牌的市场也更加庞大 ，几

乎所有生意兴隆的行业都发行

有月份牌， 以此作为赠品来推

销自家的商品。 而无论是商埠

闹市，还是城镇乡村，月份牌都

是大受青睐的礼物， 其受欢迎

的程度， 有时甚至要超过商品

本身。 月份牌不但在一般市民

群体中受到欢迎， 就是知识阶

层也往往未能免俗。 1910 年蔡

元培在德国留学， 张元济春节

期间特地给他写信问好：“寄上

月份牌十份， 并乞分致同人为

祷。 ”商务印书馆等还曾多次举

行过月份牌展览会， 借以推广

企业文化。 这些都说明月份牌

在当年是十分时尚的礼物 ，不

但一般市民百姓买来悬挂张

贴， 就是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也

彼此相赠，以为礼物，甚至政府

部门也印有自己的月份牌 ，作

为公关之需，用途十分广泛。

月份牌画崛起之初， 主要

面向市民阶层和乡镇富裕农

民，故画面较多表现传统内容，

如戏剧故事、古装仕女等。以后

逐步以城市中产阶级作为主体

消费对象， 因而画面大量出现

飞机、游泳池、高尔夫球等时尚

消费和唱机 、钢琴 、电话 、洋酒

等高档奢侈品， 并以此作为大

众消费的导向和风向标。 在艺

术层次，月份牌的美人画，透露

出清末民初时装化新女性的时

尚、情趣和格调。画家们一般都

用细腻的工笔技法去勾画人

物 ，特别注重细部 ，如五官 、肌

肤、衣服花纹等，甚至连人物头

发也绘制得纤毫毕现。 他们受

传统年画的影响， 一般画面都

撑得比较满， 人体的结构比例

也略有失调，有的画作，更以大

胆的半裸体表现， 以女性的肉

体美色去吸引消费者， 体现了

当时唯美主义的心态和审美取

向。 月份牌画也有一些反映社

会巨变的时事作品， 如反映上

海一·二八事变的《一挡十》，隐

喻抗日的《木兰荣归》等。

1949 年后， 有很多画家用

月份牌画的形式创作了一批表

现新中国初期沸腾生活的画

作， 这不仅展现了画家们力图

以新的内容来改造传统月份牌

画的可贵尝试， 也反映了他们

努力融合于时代的良苦用心。

月份牌画从清末民初的崛

起繁荣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归于沉寂， 再到 21世纪初成为

人们怀旧恋昔的时尚藏品，正是

我们这个社会曲折发展的一幅

缩影。 月份牌因工商业的发展

繁荣而崛起， 而经济的发展是

月份牌画产生的动力，也是其夭

折的原因。 随着广告业的迅速

发展和现代媒体的出现， 月份

牌在商业宣传上的价值逐渐被

削弱， 面对眼花缭乱的现代广

告， 已经很少再有人会去挖掘

月份牌的广告潜能了。 但另一

方面， 月份牌画在近几十年里

却逐渐成为收藏家们的宠儿，它

从廉价的商品附庸升值为收藏

界骄傲的“白雪公主”。这正是商

业社会的辩证法， 所谓“东边日

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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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慕桥绘协和贸易公司

1914 年月份牌

月份牌画从清末民初的崛起繁荣到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的归于沉寂，再到 21 世纪初成为人们怀
旧恋昔的时尚藏品， 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曲折发
展的一幅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