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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绘画史有一个颇有趣味的现象，就是存在不少同一

主题的双卷绘画作品，如苏州博物馆藏王学浩与徐鉽《种榆仙馆》

（为陈曼生作）、胡远与王礼《邓尉锄梅》（为王伟棨作）、张

深与张崟《临顿新居图》（为潘曾沂作）等即是其例。其中两卷

《临顿新居图》乃是张氏父子二人先后为潘氏所绘私家园林之景。

此作是我们了解苏州贵潘家族发展的重要史料，亦与明清江南特

别是苏州的园林文化传统有关。本文即以此双卷为研究对象，就

其题材渊源、制作始末、绘画风格、家族文化等方面做出考察，

以窥吴门世家文化之一斑。

一　临顿新居何在
在现在苏州古城的北面，由南向北有一条干道临顿路，其南

端与干将路交叉靠北，有一条小巷，名曰“钮家巷”，这里就是

临顿新居之所在（图 1）。此地原名凤池，大抵取“百鸟之王凤来临”

之义。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周代，据《宋平江城考》引韩洽《重修

张武安君庙碑》曰：“夷考凤池，始于周宣王时，有凤集于泰伯

十六代孙吴武真家，故名。”公元前 789 年（即宣王三十九年），

周宣王对东南淮夷用兵，吴国担心淮夷兵败逃过江来或从海上入

门第书香第一家
张崟张深《临顿新居图》双卷研究

钱莺歌

图 1　现钮家巷临顿新居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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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为之设兵防备。当时驻守吴地的王室贵族吴武真，其驻所就

在凤池。1

到唐宋时期，即把现在钮家巷一带的行政区域，划为凤池乡。

而在唐代，此地相传又是著名诗人皮日休、陆龟蒙的隐居之所。

元明无闻，清康熙以后，此地归顾汧。顾汧，字伊在，号芝岩，

清顺治三年（1646）出生于平江路雪糕桥附近，勤学能文，康熙

癸丑科二甲第一名进士，历官礼部右侍郎、河南巡抚等职。康熙

三十四年（1695）顾汧致仕返里，就在老宅附近钮家巷内，购得

这片旧宅第，大事增饰，扩建成一座规模宏大的新园，正式题名

为“凤池园”。 据称园中有赐书楼、洗心斋、撷香榭、岫云阁、

抱朴轩、康洽亭、梅岭、曲溪等十景。其石径逶迤，曲廊回环，

梧桐高标，野卉纷披，规模之大，据说占了钮家巷大半条巷子。

顾汧还特别将自己的诗文集也命名为《凤池园集》，其中吟咏园

池之句即有“知是昔贤歌咏地，风流今日许追攀”，可想见其怡

然自得之况。而此地亦是雅集之所，当时的江苏巡抚宋荦的身影

亦不时出入其中。另一位好友，同科状元韩菼，就住在南显子巷，

与顾汧凤池园近在咫尺，两人在凤池园内也有不少诗文唱和。

乾隆时，顾家后代将凤池园卖给了唐氏，嘉道之间，唐氏将

凤池园陆续售出，最后分归三姓所有。其中，凤池园的东部归了

盐运使陈大业，中部归了王鸿翥药铺王资敬，而西部则归了状元

潘世恩。

关于潘世恩所购买凤池园，有一个美妙的传说。潘家原来居

住在苏州玄妙观西之海红坊。相传潘世恩高中状元后，有一次蒙

皇帝召见，问及家居何处，一时误说成了“苏州玄妙观东”。一

言既出，为了避“欺君之嫌”，遂急命家人速购观东宅第，即钮

家巷凤池园西部，作为状元府第。

现存苏州的名园，除了怡园是晚近凭空结撰者外，若拙政园、

网师园、狮子林、留园、耦园等，皆是在旧有园林的基础上翻建

而成。文人们之所以喜欢购买旧园改筑，这在施工与成本上有着

便利的原因，同时也有着见贤思齐的怀古情结。潘世恩之凤池园

当然也是这样的例子。潘世恩购得部分凤池园后，将其修葺一新，

即建成了“临顿新居”，以奉养其父潘奕基。有趣的是，据说潘

奕基少年也常常梦见造一别墅，偃仰花石水竹间，若固有者。及

见凤池园，恍如梦游，所谓前缘当该如此。2 嘉庆辛未（1811）

年十一月，潘奕基移居凤池园，欣然题壁：

地名銮驾巷，家有凤池园。皮陆昔所憩，羊求今与论。
亭台诗世界，水木道根源。善闭无关楗，何如尘市喧。3

古代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潘世恩却是忠孝兼顾的例子。据

1　本文关于临顿新居的历史沿革，主要参考
王梦沂撰，《古凤池园：苏州最早的私家园林》。

2011 年 10 月博士论文。宅第现存情况该文有
考察，可实地察访。

2　据乃孙潘曾沂，《小浮山人年谱》，北京
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512 页。

3　诗见《临顿新居图》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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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潘佳撰，《潘祖荫年谱》，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13 年。

5　参考王伟伟撰，《清代中期江南地区的慈
善事业：以潘曾沂为中心》，2007 年苏州大
学硕士论文。

《清史稿》宰相列传潘世恩传记载：“嘉庆十七（1812）年，擢

工部尚书，调户部。母忧归，服除，以父老乞养，会其子登乡举，

具疏谢，坐未亲诣京，降侍郎。帝鉴其孝思，仍允终养，居家十

载。”在这十余年中，潘世恩在“留余堂”遍读群书，研究学问，

著成《读史镜古编》三十二卷、《正学编》一卷。道光七年（1827）

四月，父丧满，潘世恩离家北上，回到了京城为官、最后也终老

京城。4

历经近二百年变化沧桑，凤池园东中二姓皆隐没无闻。惟有

潘世恩所购买者，虽然也屡经改建（图 2），多非旧观，却以“养

亲园”或“太傅第”之名流传至今，并被辟为状元博物馆。其间

太平天国时英王陈玉成曾在此暂住，故又呼之为“英王行馆”“英

王府”者。

二 《临顿新居图》双卷之绘制与风格问题
潘世恩有四子，曰曾沂、曾莹、曾绶、曽玮。明清家族中有

一个普遍现象，一般子弟多者，其中如有考上功名者，其余未考

上功名或仕途不达者往往会回籍主持家务。潘世恩之长子曾沂大

致也是这样。曾沂原名遵沂，改名曾沂，字功甫。因梦前身为浮

渡山僧，故自号小浮山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举人。五应礼

部试不第。道光元年（1821），援例得内阁中书。道光四年（1824）

辞官归里，遂不复出。长斋礼佛，究心佛典，亦以济世利民为务。

其在苏州地方慈善事业上尤为著名 , 道光朝吴门乐善好施与谢元

庆并称。5 佐其父经营丰豫义庄，又创放生会。后以赈灾叙功得

光禄寺卿衔。诗文上为清代中期吴门七子之一，造语通俗质朴，

常有潜心悟道之语。友人林则徐称其“《楚游》一集，皆超悟悬

图 2　现凤池园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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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考潘曾沂《小浮山人年谱》。

7　王学浩画过的证据见注 2，第 543 页。

解之作”；吴嘉洤称其诗“冲淡蕴藉，有樊榭遗响，诵之者翛然

自得弦外之音。中年以后，耽味禅悦，闭门礼佛，时多妙语，有

未易骤解其意趣者”。著有《放猿集》《桐江集》《江山风月集》

《船庵集》《闭门集》《功甫小集》等。6

临顿新居建成之后，作为潘家长子的潘曾沂做了两件有意思

的事情，事关家族文化与风雅：其一就是请自己的好友黄寿凤题

写匾额，据潘祖荫《文存·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序》曰：

吾乡黄荛圃解元好藏书，尤好宋元本，与先祖文恭公相善。
……其子同叔茂才寿凤，善篆刻，其篆专师钱十兰，与先世父小
浮先生最相得。犹记道光甲辰（1844）乙酉荫归里时，无日不见
于凤池园坐上，园中楹联匾额皆其所篆。

其二即主持《临顿新居图》双卷之绘制。考诸文献，当时为

潘氏凤池园绘制的清代画家，先后有张深《临顿新居图》、王学

浩《临顿新居第二图》7、张崟《临顿新居第三图》，另外张崟

还画过的《临顿郊居唱和图》。目前张深《临顿新居图》、张崟

《临顿新居第三图》现藏在苏州博物馆，王学浩《临顿新居第二

图》、张崟《临顿郊居唱和图》则存轶不明。

张崟，字宝岩 , 号夕庵 , 晚号且翁 , 所居曰饮渌草堂。江苏

镇江人，祖籍江西，高祖张滔迁居镇江薛家巷，以摆布摊谋生；

传至其祖父张标时，布摊发展成大布庄。其父张自坤，能诗善画，

多蓄古人真迹。张崟幼年开始学画，因其父和王文治、潘恭寿是

好友，得以随侍左右，请教诗书。早年曾纵游江浙名胜之地，31
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遂靠卖画和看风水为生。35 岁至 44
岁曾任丹徒县修志局纂修，晚年常避居于市郊诸山寺中，迹益晦

而名益高，著有《逃禅阁集》。其山水即近师沈、文 , 力脱四王

窠臼，其论画有：“国朝自王麓台司寇以绘事名海内，士大夫莫

不然宗之，号为娄东派；次则务为恬淡者，曰宗恽南田；好为俊

逸者，曰宗王石谷，至元明诸大家直置之不顾矣。吾乡潘莲巢（恭

寿）起，乃追踪文氏法，而予与讱斋则力以白石翁为宗，远溯梅

花，直接正派，时人未之许也”。

张深其名不显，传世画迹亦甚少。查《中国古代书画图目》，

其中仅有一件北京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藏的《麓泉图》。且由

于苏博两卷临顿新居图作成先后关系，甚至有将其与张崟父子

关系颠倒者。近来学者陈家红根据丹徒张氏家集本考证，张深

（1781―1843），为张崟之长子。字渊叔，号茶农，又号浪仙、

退听居士，悔昨学人。承家学、工诗画，嘉庆庚午（1810）乡试

第一，由教习任山东博平知县，改广东补授大埔县、新宁县知县。

道光癸卯（1843）调署漕阳县，以剿匪被难。乾隆癸酉（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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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考陈家红撰，《张崟诗画相彰家族渊源
与地域文化特点》，2008 年苏州大学硕士论文。

入京宦游，得与潘世恩、潘曾沂父子、吴嵩梁等人交往，馆藩邸

十余年，寓琉璃厂，因临街车声杂沓，遂常于灯下作画，每得名

迹，临仿再三，深厚入古。其论画有“取法最上，落笔最高、辄

不作第二人”、“画也，在自发胸中澹远高旷之趣而已，若必曰

此某家山、此某家水，岂知画哉？”8 著有《悔昨轩诗集》。

  张深《临顿新居图》、张崟《临顿新居第三图》皆为潘世

恩长子潘曾沂请绘。张深《临顿新居图》卷（图 3），即临顿新

居第一图，纸本，淡设色，纵 28.8 厘米，横 118 厘米。起手画庭

院一区，瓦屋数椽，曲廊回绕，松林掩映，其中靠南主室为主人

读书处，室内几案上书籍堆叠；庭院中两层阁楼，帘帷轻卷，想

象主人五六月中，北窗下卧，何等惬意。阶前屋后，曲水绕之，

踏过板桥，可至茅亭中，盖主人游目之所；转过茅亭，靠南依水

筑榭，婉曲幽深；朝北则平台空旷，隔水则有翠竹万竿，可供啸

咏。卷尾穷款“丹徒张深制”。

张深《临顿新居图》卷首有潘世恩同年英和题名并系诗一首，

卷后则题跋累累。依次为潘奕隽、潘世恩录其父潘奕基旧诗、潘

奕隽、韩崇、祁寯藻、初彭龄、吴嵩梁、钱仪吉、陈同光、顾莼、

韩崶、徐松、顾翰、卢南石、张祥河、黄钺、许乃普、田嵩年、

戚人镜、朱臶等 19 家。题者或为家族成员、或为潘门友朋弟子，

其内容或为和主人原韵，或叙凤池之始末，或为称述主人之孝德，

例如其好友诗人吴嵩梁（1766 － 1834）则在题诗小序中提到张

深《临顿新居图》绘制始末曰：

临顿新居图者，功甫仁兄属其友张茶农解元所作，地在临顿
里之凤池乡，国初顾氏居之，名曰凤池园，今日养亲园。尊甫芝
轩先生以大冢宰乞归，侍养于此，取杜诗养亲惟小园句名之。余
与先生交在纪群之间，游从籍湜之后。比又与功甫同官西掖，唱
酬甚欢。明春尊大父云浦先生八十雅寿，功甫将归觐称觞，先以
此卷属题，輙成古诗四章云云。

图 3　张深，《临顿新居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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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卷作者没有落具体年款，而综考其题跋时间，大致皆在道

光四年（1824）前后。结合潘曾沂生平，当时正好准备从内阁中

书任上以祝其祖父八十大寿为由辞官归苏之时，故可推知，此卷

即为道光四年（1824）潘曾沂去官之前特意为其祖父所预备的祝

寿礼物，当时张深正好在京师，或许就是在琉璃厂寓所的灯下所

作。值得一提的是，潘曾沂幼年失母，其父潘世恩为官在外，全

靠祖父母养大。故其辞官与绘图皆蕴含了深厚的恩情在内。令人

惋惜的是，道光四年（1824）刚过八十大寿，潘奕基就于当年十

月去世了。次年春天，三松老人潘奕隽和其弟题壁原韵（图 4），

即寄托了对乃弟的思念：

搜箧得遗句，移家赋小园。林亭曾缓步，疏凿记同论。
宿草悲江夏，新篇赏巨源。连床无复日，窗外雨声喧。
弟云浦既逝，侄孙曾沂以是卷并遗笔索题，即用原韵，题此

以志馀哀，道光乙酉春三月三松老人奕隽题。时年八十有六。

第一图作成不久，潘曾沂又请王学浩画了《临顿新居图》第

二图、请张崟《临顿新居第三图》。第二图下落不明，第三图则

亦藏苏州博物馆（图 5），纸本，设色，纵 23.9 厘米，横 201.5 厘米。

画家落款在道光五年（1825）冬（图 6）。画面曲廊遮护、青铜高引、

梅竹繁密，亭台楼阁出没隐现其中，布景中除了室内琴书之外，

可见文士往来其中。引首潘奕隽题名，卷后题跋累累，依次为朱

绶、吴云、屠倬、沈传佳、沈廷照、齐彦槐、张吉安、尤兴诗、

陈文述、吴修、石韫玉、杨文荪、魏原、江沅、悟开、潘曾绶、

潘遵祁等 17 人，大多皆是吴中名流，如吴云题曰：

我无半亩藏春坞，君有三分买夏园。蕉叶长成茶味熟，拟从
乐令听清言。

图 5　张崟，《临顿新居图》卷

图 4　张深，《临顿新居图》 潘奕隽跋尾

图 6　张崟题款



中国美术学院学报，2018 年第 3 期 105

几度闲过绿野堂，梧桐合抱翙朝阳。展图说与中书令，池上
留待小凤皇。

功甫舍人以此图索题，口占二绝应之，兼呈芝翁尚书一笑。

齐彦槐题云：

家声远继黄门集，树色平分绿野堂。三径羊求新入社，五湖
皮陆旧同乡。

秋虫春鸟如仙乐，窗竹池莲总佛香。我欲尽拈书画卖，一廛
来傍尔东墙。

其中状元石韫玉所题，与凤池园之起源与景点尤其详细，而

且也证明也第二图之存在（图 7）：

苏城东北隅有临顿里 , 里中有銮驾巷 , 今人呼为钮家巷 , 即
古之凤池乡也 , 有凤池园在焉 . 园初为顾氏别业 , 康熙间故宗人
府丞顾汧葺而新之 , 尝记其山池屋宇之盛 , 后其园入唐氏 . 既而
唐氏子姓不能守 , 归于今尚书潘芝轩先生 , 尚书令子功甫舍人绘
为临顿新居图 , 征予为之记。

予披图而揽园之胜，则见夫清流绕屋，花竹交映，有亭翼然，
背上面水，曰凤池亭。燕居之室，环拥图书，乔松如龙，亭亭霄
雿之表，曰虬翠居。岑楼岿然，高出林表，芳华迎春，繁英如雪，
曰梅花楼。楼下粉垣迤逦逞，修廊环之，曰凝香径。芳堤夹水，
平桥通步，飞泉漱玉，声如鸣玉，有瀑布声。幽房邃室，众喧不
到，焚香扫地，可奕可吟，曰蓬壶小隐。泉出石间，味甘如醴，
曰玉泉。兰橑东启，空明无碍，曰先得月处。枕水作屋，中贮法
书名画，效襄阳米家，曰烟波画船。竹木交荫，万绿如海，曰绿
荫榭。园之胜，大略如此。

予因思夫古今士大夫，心慕荣观，志存华膴，尽其形寿，驰
骋于名利之场，虽其家有园林池馆之胜，而终身不及一至者有之
矣。功甫门第通华，取科名如拾如芥，早登仕籍，职居禁近，将
致其身于青云之上，一日千里。而乃惟一邱一壑是爱，绘图征诗，

图 7　张崟，《临顿新居图》石韫玉跋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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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潘曾沂撰，《船庵集》《闭门集》，光绪
五年潘祖荫八喜斋刻本，苏州博物馆藏。

10　潘曾沂撰，《闭门集》，卷一。

一而再，再而三，此其中必有自淂之趣，非夫流俗人所能知也。
群公赋诗，斐然成章，因为小记，以附于后。

有意思的是，我们将第一图与第三图并几而观，显然结构大

有不同，景致与植物也基本不同。其原因显然其第一图因为作成

在北京，所以带有想象性的成分，而第三图作于潘曾沂归隐之后，

当是作者参照宅第园林实景而作，画面显得更加丰富生动。然而，

虽然张深《临顿新居图》、张崟《临顿新居第三图》父子构图布

局不同，但在风格上却有着家学的传承因素：张深《临顿新居图》

有着吴门文派园林山水的特色，与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徵明为

华夏所作的《真赏斋图》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与张崟早期仿吴门

的风格相当类似，当是受到其父的直接影响，而张崟《临顿新居

第三图》其典型的细密清润风格也出自吴门的影响。

乾隆中叶 , 书法家兼鉴赏家王文治（1730 － 1802）退官林下

之后，成为京江士人的文化领袖，在他周围形成了一股吴门画派

复兴的趋势。王文治一生收藏与鉴赏过不少吴门的作品，他认为

对于古人传统承继的典范并非四王正统派，而是董其昌与之前的

沈周、文徵明。 他这种迥异时流的观念和趣味，不但影响了当

时京江地区的收藏取向，也直接影响了当时京江画坛的风气。其

中即可以张崟为代表，苏博此卷《临顿新居第三图》则是其典型

风格的代表，而其子张深的《临顿新居图》则为美术史提供了其

绘画家学传承的难得的资料。

三 《临顿新居图卷》与主人的林下生活
作为诗人和学者的潘曾沂，乃是第三代主人，可是展开他所

主持绘制的两卷《临顿新居图》，我们却找不到他的题咏。但考

诸其诗文集，我们却发现其辞官后的诗作，9 不少就有吟咏临顿

新居之景的，这为我们欣赏《临顿新居图》双卷提供了历史情境

的参照，其《凤池园花下醉歌》10：

长日闭门如在野，脱巾独步桃花下。人爱秋山明净妆，花为
时世娇憨者。

缘憨恰得君王眷，海棠睡足深深院。绿章苦奏银烛尽，到后
终成不相见。

闲来曵杖涧边行，三月时光百感生。芳草似袍连径合，一番
风雨一番晴。

且看绿尽桥西柳，莺歌燕剪休回首。拔地饱餐诸葛菜，仰天
大醉淳于酒。

金屋春眠昨夜浓，一春将尽五更风。褰衣步月踏花影，觅郎
不见见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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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考范景中著，《中华竹韵》，中国美术
学院出版社，2011 年。

12　潘曾沂撰，《闭门集》，卷二。

13　按，此主要以潘世恩的孙子为代表。又清
末三大家族收藏各有侧重，相较而言，顾氏以
书画、吴家之玉器、潘家则以古籍为独出者。

14　潘曾沂撰，《船庵集》，卷二，按宝铁斋
与凤池园比邻，即代指韩崇。

文人未有寄意风雅而不爱竹者 11，《临顿新居图》双卷中亦

皆可以见到修竹的描绘，翻检诗文集，我们也可以找到其来历和

看到一位爱竹者的想象，其《凤池园老竹八九竿向从支硎山徙植

于此二十年后始一把倚觉其清介绝俗真吾友也赠此诗》载：

修竹吾故人，把玩不能已。褊性少谐合，憩息止有此。
坐中那可少，既见心甚喜。渐久渐疏阔，相过不一倚。
平生所拂拭，半以枯槁死。存者八九辈，蓬头瘦无比。
气到滋生发，龙孙迸地起。听其自撑立，辛勤可怜子。
秋来幸成竹，嫩叶光薿薿。老竹益奇瘦，相望空云水。
落落吾寡情，清介不失尔。12

在明清流行的文人私家居所园林的图像中，《临顿新居图》

双卷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其中室内陈设的物品尤其强调

书籍的存在（图８），这显然与潘氏尤其重视诗书传家的家风有

关。潘氏在清代吴门科甲无疑是首屈一指，而且稍后崛起的清末

藏家顾、吴、潘三大家族，潘氏在古籍版本的收藏与对古籍刊刻

的兴趣上也是位居首位的 13。所以，披览此图，我们即可明白其

渊源有自。在潘曾沂诗文集中，潘曾沂也留下了在凤池园中读书

博古的形象——正可与《临顿新居图》第二图中出现的文士形象

相映照，其《野竹山房间坐从宝铁斋借书》14：

青山作伴可招呼，方竹为邻德不孤。去岁续成销夏记，来僮
能语供春壶。

老苏自是云斋侣，野陆疑为日观徒。接迹君家两高士，不知
名可得闻无。

图 8　张崟《临顿新居图》中的书籍陈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