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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广州花地馥荫园的前身为东园，两者具有空间延续与递进关系。从园林赞助人及中西赏游群体出发，
通过文献考证及图像分析，并应用层次叠加法，廓清东园时期的园址范围，以及馥荫园的旧园遗存与再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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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空间格局演进的历史逻辑及文化生产等。研究表明：馥荫园继承了东园南侧的宅院区并向南改建、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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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东园时期以北侧荷塘区为主景的布局方向；与东园雅集所形成的诗文等文化产品相比，西方游客通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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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与绘画记录馥荫园的景物，外销画、摄影及铜版画等各类图像作品将馥荫园的视觉形象与文化内涵以更直接
的方式向世界传播。这一过程不仅是营造主体、空间格局与使用方式的转变，也隐含着清末广州园林文化生产
的转向，成为清末岭南园林近代转型及现代性构建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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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owqua’s Garden in Fa-ti, Cant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formerly known as the
Puankhequa’s Garden, and the two have a spatial continuation and progression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rden patrons and Chinese and Western visiting groups, the research, based o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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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logic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garden’s spatial patterns. Inheriting
the courtyard area on the south side of Puankhequa’s Garden, Howqua’s Garden was further reconstructed and
expanded southward, changing the layout direction of taking the lotus pond area on the north side as the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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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qua’s Garden to the world in a more direct way. This transition process not only indicates a transformation
in garden constructor, spatial pattern and usage mode, but also implies a shift in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Guangzhou garde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became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ty construction of Lingnan garde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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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园营造向有赓续传统，即以前人所造

的典型。潘有为喜爱园林胜景，曾于广州河

园林为基础，后人续貂形成新园，清末广州

南潘家祖业建南雪巢为居所，园外陂塘数顷，

花地馥荫园即属此类。由于前后园主意趣品

多种藕花，诗云“半郭半村供卧隐，藕塘三

味及对宅园功能需求的不同，园林营造在保
持相似空间结构的同时，在不同时期呈现不

[9]

月鹡鸰飞” 。后又于广州河南潘园筑六松园，
花地建东园，均以园林花竹为胜

[8]1

赏玩食用。
东园因景色清幽雅致备受士大夫、文人、
画家等青睐。潘有为赏园绝句“水榭风来面面
亲，中央何地可容尘。轻蓑画舫绘竿影，却
讶空潭映着人”[10]283，描写了风景优美宁静、

。

同特点。作为广州十三行 [1] ①时期行商私家园

潘有为建东园一为侍奉母亲，二为寄寓

亲朋相聚的场景。谢兰生在 1819—1820 年间

林的典型代表，东园由潘有为所造，后售予

情怀。作为孝子，潘有为谨遵礼节，侍奉母

多次到花地东园游玩，赏玩桂花、秋菊、牡

行商伍崇曜，改名馥荫园，又称福荫园 。无

亲长达 10 年，自称：“册头村旧辟东园，选树

丹和杜鹃等 [11]。诗人张维屏 1837—1846 年间

论东园还是馥荫园，均有着十分显著的岭南

莳花，为先大夫莫年怡情之所。自庚寅北上，

长期借住东园，其间著书《花地集》等，中

[2]

园林特色，在清末广州经贸与社会活动中扮

[10]282

迄遭讳南还，辛亥奉母版舆来停于此。”

有《东园杂诗序》描写东园景色：“虽无台榭

演了重要角色，19 世纪初广州许多官员和知

文 中 的 辛 亥 指 辛 亥 年， 即 乾 隆 五 十 六 年

美观，颇有林泉幽趣。”[13] 他沉醉于东园的自

识分子都曾到访此园，尤其在馥荫园时期该

（1791 年）， 说 明 东 园 建 成 不 会 晚 于 1791 年。

然趣味，曾作春夏秋冬之诗，描写园林四季

园更以接待西方商人著称。这些中外人士留

所谓“版舆”即晋人潘岳奉母典故，潘有为

景观。借住期间他还在东园内举办各类活动，

下了大量中西文字史料与图像史料，为考证

借指居官奉养母亲。友人张维屏（清，1780—

如曲水流觞、宴请宾客、饮酒赋诗、高歌击

二园历史变迁与空间营造提供了文献基础。

1859，工诗文词，著述宏富）也记述潘氏晚年

节、赏花啖荔等。游赏东园之兴在很大程度

既有研究以馥荫园时期的空间营造为主
体，取得了一定进展。从夏昌世等

[3]

开始，馥
[2]

荫园在行商园林的研究中反复出现，彭长歆 、
任文岭
[5]

[4]

对其园史的初步梳理，薛思寒和肖
[6]

毅强 、陈哲舜 、陈谢炜

[7]

[9]

好声乐，曾在园中排演戏剧以娱乐母亲 。
东 园 紧 邻 策 溪 涌。 谢 兰 生（清，1760—
1831，博学嗜古，工诗善画）诗有“东园啖

上激发了官商士绅在花地造园的热潮，著名
园林有杏林庄、康园等，张维屏本人也在花
地建听松园作为养老之所。

[11]341

，说明了东园与策

荔……遂与泛舟策溪”

等对其空间格局

溪的关系。另外，该地北有大通寺，即花地

2 东园易主与空间流变

及意匠的研究等，为世人展现了馥荫园时期

名胜“大通烟雨”所在，周边环境清幽，景致

2.1 东园易主

的风华片段。然而，由于学界普遍对东园时

迷人，不仅是潘有为侍奉母亲暮年养老的居

东园的衰落始于同文行潘氏对行商贸易

期缺少关注，既有研究有着十分显著的结构

所，亦是抒发文人意趣所在。因北上为官多

的疏远。潘有度（潘有为之弟）、潘有为相继

性缺陷，存在的问题包括：1）在尚未甄别旧

年，潘有为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游园赏玩经验，

去世后，同文行由潘有度之子潘正炜主持，

园遗痕的前提下，馥荫园的造园思想几乎无

其中包括清漪园（颐和园）等皇家园林，曾自

潘振承的侄孙潘正威协理。此时潘氏对行商

从谈起；2）从东园到馥荫园，空间流变所蕴

述“昆明湖畔筑堤植柳，夹以桃杏，春时红

贸易渐生厌倦，潘氏后人逐渐转向仕途 [14]。

含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恰巧正是馥荫园深入研

绿相间成阴，纡回十馀里”[10]290，描述游赏清

其中，潘振承一脉后人和潘正威居住于广州河

究的基础，也有助于发现后者不同于前者的

漪园昆明湖畔春季美景的情景。南归广州后

南潘园，诗文歌赋也集中此处，而潘正威之子

性格所在。通过文献考证及层次叠加法的应

他闲居于河南潘园并营建六松园。其诗云“野

潘仕成在荔湾泮塘修建著名园林海山仙馆 [15]。

用，结合图像史料与图像分析，本研究尝试

竹锁烟移槛远，长萝牵翠补篱疏”[10]288，与潘

据此可以推测潘氏园宅营造逐渐转向河南潘

廓清东园时期的园址范围，以及馥荫园时期

氏崇尚高雅的审美观念和避世隐居的士人情

园和荔湾泮塘附近，对花地东园则疏于管理，

的旧园遗存与再造部分，并对不同时期的空

节高度吻合。

东园的变卖成为必然。

间格局、造园艺匠以及文化生产进行讨论。

1 同文行潘氏东园

不同于普通的宅地园林，东园尤以花木

东园的变卖分为两部分。据广州芳村人

胜。花地自古为广州花卉生产与贸易的集散

谢璋介绍，北部主景区被辟为群芳园 [16] ③，南

地。东园园外即“花市”（又称“花圩”），为

部宅院区于 1846 年由伍氏购入并进行改建，

[12]

易名“馥荫园”，又称福荫园。伍氏在旧园基

广州十三行之一同文行 家族成员潘有为建

花卉种植及贸易的功能，东园中遍植松、柏、

础上拓建营造并用于接待、商谈、休憩和居

造。潘有为，字毅堂，同文行创办人潘振承

木棉等植物，四季林木葱郁，时花如菊、桂、

住等，园林名声较东园更甚，馥荫园成为西

的次子，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中正榜进

金铃花、丁香等依时盛放，潘氏有诗“日给

方人来粤必游之地 [17]。1887 年春广东南海人

士，曾官至内阁中书，后从京中返粤不再复

园丁卖碎花”[10]283，即描写每日清晨园丁采集

康有为在此著书《人类公理》，其日记云“春

出，著有《南雪巢诗钞》 。其个人意趣丰

园中花木进行买卖交易的场景。园中还颇多

居花埭伍氏之恒春园”[18]，并作诗“假寓花埭

富，晚年好林泉声乐，诗名籍甚，善设色花

果树，潘有为称“园中香荔种极佳……夏至

伍氏福荫园两月……哀感徘何而去”[19]，其

卉，收藏书画鼎彝甚富，是传统文人士大夫

收其实……”[10]283 另有枣和梅树于园中，可供

中“恒春园”和“福荫园”皆指伍氏馥荫园。

潘氏东园位于广州花地策头村，由清末
②

[8]1

花地重要的花卉市场

。因兼具行商园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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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群芳园”

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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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屏寓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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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有为建园

听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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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此游玩的西方人渐多

修禊

易主伍氏，易名“馥荫园”

被毁 1

易主罗氏
1909年《广州市地图》局部
（广州陆地测量局绘）

《清代花地园林示意图》
（谢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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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潘氏东园—伍氏馥荫园历史沿革

茶     滘

Diagram of gardens in Fa-ti in Qing Dynasty[16]

接龙里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Puankhequa’s Garden to Howqua’s Garden
2 清代花地园林示意图 [16]
N

3 基于层次叠加法的花地水系分布图
Distribution of water systems in Fa-ti, Canton based on the hierarchical overlay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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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 纪 末 随 着 行 商 贸 易 的 衰 落， 花 地 罗 氏

位于策溪北岸，谢璋记载东园易主被拆分为

地理图册及图像资料的综合叠加，可基本确

“罗时思堂”集资购入馥荫园，并将园林辟为

两部分 —馥荫园和群芳园，依据它们的位

定东园园址的大致范围（图 2~4）。

6 个园子作为出售花卉的苗圃，1938 年广州沦
陷后被毁（图 1）。新中国成立后，馥荫园中的

置可以反推潘氏东园的大致园址。
比对历史地图和谢璋所画《清代花地园

群芳园位于馥荫园西北侧。根据 1854—
1855 年广东按察使在花地群芳园审问叛匪的记

部分园林构筑物被纳入今醉观公园内，其中

林示意图》，经实地调研并应用层次叠加法，

载 [20]，可以确定群芳园早在 1854 年之前已经

六松园石桥据称为馥荫园遗物。

可以确定花地水系分布状况（图 2、3）。结合

建成。参考谢璋所绘示意图，可以确定群芳

2.2 园址与园建

格雷的“大通烟雨码头—鹫峰寺—翠林园—

园位于现今合约街的北部，比邻花地河和策

关于伍氏馥荫园的具体地点与园界范

[20]

群芳园—馥荫园”

水路游线等文献材料，

围，英国牧师约翰·亨利·格雷（John Henry

可以进一步确定策溪为现今涌岸街与东漖北

Gray，1830—1884）曾描述进入馥荫园的路径：

路一带。馥荫园处在策溪北岸，位于东滘北

“这块地位于一条小溪入口的左边，该小溪连
[20]

路、大策直街和瓦土地直街一带。在英国学

溪涌。综上，东园园址大致在策溪涌北侧西
面、花地河东到现今瓦土地直街一带。

3 伍氏馥荫园的改造与续建

可见这条小溪连

者 威 廉·S. 弗 雷 德 里 克· 梅 耶 斯（William S.

接着花地河和馥荫园，是游览花地风光的必

Frederick Mayers，1831—1878）所著书中有指

清代蜀中画家田豫④曾作《馥荫园图》对园林

经路线，与谢兰生所称“策溪”对应。东园

馥荫园位于花地策头村之东 [21]。历史记载、

全貌进行描绘。田豫自称石友，咸同（1851—

着花地河和伍家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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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园园址范围示意图
Diagram of of the scope of Puankhequa’s Garden
5 田豫《馥荫园图》

Howqua’s Garden drawn by Tian Yu
6 《浩官花园》（煜呱绘制 , 约 1850 年）[23]

Howqua’s Garden (drawn by Youqua, c. 1850) [23]
7 从船厅一侧望向桥亭（摄影佚名）
Looking towards the bridge pavilion from the side of the

6

boat hall (photograph by anonymous)

7

1875）年间寓居广州，曾为多个广州名园绘

接待西方商人的场所，空间的娱情化、公共

时，船厅东侧水面已被填埋拉平，并营造了

画，自述受伍氏所邀做客园中并绘制《馥荫

化成为必然。

巨大的石山。

园图》（图 5）。画中可见：馥荫园全园以西侧

1846 年东园易主后，伍崇曜马上对东园

伍氏的改建使馥荫园具备了更加完善的

主入口和桥堤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北侧园

进行了改造。伍崇曜原名元薇，字良辅，号

接待与居住功能。1857 年 3 月 3 日馥荫园举

区为围合式布局，建筑环绕大荷塘紧密布置，

紫垣，商名绍荣，清末广东南海人，其父死

行修禊雅集 [24] ⑤，张维屏受邀再访旧地，有

分别布置回廊、曲桥、平台等串联主楼、画

后主掌伍氏怡和行（怡和行为广州十三行之

诗“四面楼台三面水，摊书人坐百花中”[25]，

舫和六角亭等主体建筑，并在塘边加筑假山、

一）。他被西方人称为伍浩官，故而馥荫园也

可见馥荫园围绕原有方形池塘加建了更多亭

台榭等景观节点。南侧园区以园墙为界分辟

被称为“浩官花园”
（Howqua’s Garden）。道光

台楼榭。伍氏于入口旁设二层主楼用于园主

3 处小园。其中，与北侧园区相邻处为长方形

二十六年（1846 年）春珠江宴会，包括张维屏

居住，便于及时接待来客，甚至还可接纳贵

水塘，有桥洞相通，上设桥亭；另 2 处小园

在内的 60 余位本地文人雅士泛舟珠江，吟诗

宾暂住。除加建建筑外，伍氏加入更多景观

较为隐秘，均以水池为中心构建，并设草屋、

作赋，番禺人刘湘华以诗《春游次南山先生

要素。如见于田豫所绘、设于旧园东北角的

亭、榭等。从园外策溪涌的走向及各园关系

韵》唱和张维屏，诗中题记“先生东园，著书

大假山（图 8），可供人停留并有曲折洞天之

[22]

来看，馥荫园北侧园区由潘氏东园南部宅院

之所，今易为船厅” ，说明东园内张维屏曾

感，丰富了园林北侧的空间层次；而曲栏平

区改建而来，南侧三园则为易主后由伍氏改

经的寓居治学之所在易主后迅速改建为船厅

桥呈对角线穿越水面，串联画舫与中路，丰

造拓建而成。

的史实。广州外销画家煜呱大约于 1850 年绘

富了游园动线。而英国海军军官、业余摄影

3.1 对北侧旧园的改建

制《浩官花园》（Howqua ’s Garden ，图 6），详

师约翰·弗雷德里克·克里兹（John Frederick

东园格局以堂为界，分北侧池荷区和南

细描绘了馥荫园北侧园区。从画中船厅建于

Crease，1837—1907）于 1858 年所摄照片显示

侧宅院区，潘有为有诗“堂北池宽卷万荷，堂

水中及水面西绕的细节，可大致判断：船厅是

右侧为船厅，此时馥荫园北侧宅院并无曲栏

。可见堂北以水面为主，

在改造旧堂的基础上，向南侧水面加建而成

平桥，仅有伸出水面的埠头（图 9）。

荷塘一望无际；南侧以堂为中心形成宅院区，

的，曲栏平桥显然也是这次改建的成果，而

通过改造，馥荫园显然也具备了家眷居

有桥亭可做觞咏之所，即北堂南亭格局。易

与船厅相对的桥亭则为东园旧物（图 7）。而

住的条件。行商园宅中，往往将园宅分为女

主后，馥荫园转变为伍氏家族娱乐消闲以及

至 19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田豫绘制《馥荫园》

眷和接待两部分，这样可以保证园主接待客

[10]282

南觞咏一亭多”

131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2/09

8

9

10

11

12

13

8 馥荫园石假山（摄影：黎芳，约 1870—1875 年，作者考辨）[26]

11 馥荫园桥亭（摄影：黎芳，约 1870—1875 年）[26]

Rockery in Howqua’s Garden (photograph by Lai Fong, c. 1870–1875, author’s notes)[26]
9 馥荫园北侧宅院（摄影：约翰·弗雷德里克·克里兹，1858 年）

Bridge pavilion in the Howqua’s Garden (photograph by Lai Fong, c. 1870–1875)[26]
12 馥荫园景门与桥亭（摄影：费利斯·比托，1860 年）[28]

Courtyard on the north side of Howqua’s Garden ( photograph by John Frederick Crease,

View gate and bridge pavilion in Howqua’s Garden (photograph by Felice Beato, 1860)[28]
13 从园区东北角望向中路（从左至右依次为桥亭、景门、轿厅，摄影：约翰·弗雷德里克·克

1858)
10 馥荫园主入口门厅内侧（摄影：约翰·弗雷德里克·克里兹，1858 年）

里兹，1858 年）

Interior of the main entrance foyer in Howqua’s Garden (photograph by John Frederick

Viewing toward the middle road from the north-east corner of the garden (from left

Crease, 1858)

to right, bridge pavilion, view gate and palanquin hall, photograph by John Frederick
Crease, 1858)

人的私密性，同时给家庭成员提供较为隐蔽

访文人的记载表明，东园时期的园林主要集

烈的轴线感，同时中路轴线的设置也使馥荫

的休憩场所。东园早期以侍奉潘母为主要功

中在以北侧“堂”为中心的区域，南侧边界

园具有更加均衡的空间结构。

能，注重环境清幽，园中居住人口较少；而

至亭而止，这说明亭以南部分在东园时期或

馥荫园的大量建设均指向日常的居住与生

为荒地，或在园外。伍氏造园擅长多个庭院

1804—1846）参观潘、伍两行商位于广州河

活。 美 国 医 学 传 教 士 本 杰 明· 林 肯· 波 尔

空间组合的营造方式，18 世纪初伍氏在广州

南的园宅（如潘氏南墅、伍氏万松园等）时

（Benjamin Lincoln Ball，1820—1859） 参 观 馥

河南建万松园，格雷在该园游玩时，描述园

明确指出：“园宅由一系列的建筑组成……一

荫园时发现：“浩官的妻子独自在房子里，如

内有土丘林木、亭台楼榭和大荷塘等多个园

套公寓是为妇女准备的，另一套是为客人准

果我们坚持进去，就会被杀死……”

[27]

明确

显示伍浩官将馥荫园用作安置家眷的住所。

区

[20]

。在购入东园后，伍氏将营造万松园所

积累的经验应用于馥荫园的营建。

美国传教士大卫·雅裨理（David Abeel，

备的。”[29] 这说明行商花园在空间营造时有意
识地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区分开来。在花

同样，大量纪实性外销画在描绘馥荫园北部

有理由相信，由于对外接待的需要，馥

宅院时（图 6）
，仅有女眷游赏花园也印证了

荫园重建了园区的主入口及相应的序列空

围绕长方形池岸布置有轿厅、景门、桥亭等

这一点。从方位上看，北侧园区位于园门东

间。园区主入口设于馥荫园中路，为三开间

园林建筑。在田豫的画作中还可见环绕水池

北侧，视线隐蔽且较为安静，是女眷居住的

厅 堂 式 建 筑（图 10）， 与 东 园 遗 构 桥 亭 相 对

的园路，显示出空间设计对于游览需求的响

（图 11），强化了礼仪的需要。通过门厅进入

应。水池以南至园界间更是林木葱茏，以类

园内，地面为石铺长甬道，然后有八边形景

似自然的环境丰富了宾客尤其是西方人的游

伍浩官对馥荫园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园区

门，过景门即桥亭（图 12、13），并指向远端

园体验。从某种程度上看，馥荫园的改造与

南侧的拓展。包括潘有为本人在内的大量到

东侧园区。甬道两侧以花台置盆栽，形成强

拓展呈现出明显的公共性 [2]。

佳选。

3.2 向南侧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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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馥荫园中，南侧园区显然是为客人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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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 19 世纪末南华医学堂西方女教师与女学生合影 [31]

15
15 番禺余荫山房浣红跨绿廊桥（摄于 2021 年）

Group photo of Western female teachers and her female students at the South China

“Huanhongkualyu” Gallery Bridge in Yuyin Shanfang, Panyu (2021)

Medical Colleg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31]

达 17 首，诗集中多次描写东园景物，并引用

利 斯· 比 托（Felice Beato，1832—1909）、 瑞

先贤典故暗指自己乐居郊野的避世思想，传

士人皮埃尔·约瑟夫·罗西耶（Pierre Joseph

用方式的转变，也隐含着文化生产的转向。

递归隐山林的精神诉求。总体而言，东园所

Rossier，1829—1886）等均来园游赏拍摄。作

作为清末广州文化艺术的重要赞助人，潘氏、

呈现的是古典时代文化生产的特征，即以空

为一种跨文字、跨种族，乃至跨国家的传媒

伍氏通过园林空间聚集文化群体。由于面向

间为媒介、以文字为载体，即景抒怀、慨叹

媒介，外销画、摄影及铜版画等各类图像作

对象及使用方式的不同，其所生产的文化产

人生。由于雅集所呈现的集体意识与共同追

品将馥荫园的视觉形象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

品呈现出十分有趣的差异，并暗合了清末广

求，东园吸引了大量的志同道合之士，在壮

式向世界传播，成为馥荫园不同于东园时期

州文化的转型。

大群体、提高凝聚力的同时，成为传播观念

的重要文化输出。

4.1 东园与雅集

和意识形态的有效途径。

4 诗文与图像：文化生产的转向
从东园到馥荫园，不仅是营造主体与使

东园频繁雅集，聚集了一大批有影响力

4.2 馥荫园与图像

馥荫园的图像制作也影响到清末广州公
共视觉产品的生产。在 19 世纪末广州南华医

的文人士大夫。自建园起，谢兰生 3 次造访

不同于潘氏东园的精英气质，馥荫园时

学堂的一幅师生合影中，西方女教师与女学

东园，张维屏居住东园的 9 年间，有记载的

期的伍氏视园林为世俗的空间。因承担外贸

生端坐于照相馆的油画布景前（图 14）。有意

文人雅集活动多达 11 次。作为雅集赞助人与

接待的功能，馥荫园天然具备了外向、开放

思的是，虽然有修改及再创作的成分，布景

召集人，潘有为和张维屏凭借其文化特质和

的属性。伍崇曜乐于在馥荫园接待宾客，外

显示的正是馥荫园园景一角，说明馥荫园的

社会地位，在东园聚集了一大批意识形态和

国访客如商人、植物学家、传教士、画家等

图像化视觉产品已经渗透到摄影等社会行业

思想观念相似的特殊社会群体，例如官员林

也纷纷来馥荫园赏玩。伍氏需要一个传递其

中，成为公众喜闻乐见的视觉文化符号。仍

则徐、冯誉骥，举人金锡龄、陈澧，名儒黄

富有商人身份的空间，正如波尔所说：“伍浩

需指出的是，有关馥荫园的图像生产无形中

培芳，画家谢兰生，学者许玉彬，僧人澄波

官是为了有一个漂亮的地方来招待他的外国

也起到了传播园林营造技艺的作用。同治十

[26]

上人、退谷等。这类人群普遍担任古籍校对、

朋友。”

馥荫园时常在重要节假日接待西方

年（1871 年）邬氏在番禺南村建成余荫山房

史哲评述、著书立学、行政管理等工作，且

游客，为西方人观察、研究广州社会生活提

（现存岭南四大名园之一），在考察浣红跨绿廊

都擅长诗词歌赋和琴棋书画，他们在东园中

供了绝佳的空间。

吟诗作画、高歌击节、曲水流觞等，使东园
成为清末广州文化生产的空间。
诗文是东园雅集最重要的文化产品。潘
有为建东园后作 10 首绝句来咏诵东园景物，

19 世纪新的图像技术的出现为西方人观

桥（图 15）等园林建筑的原型时，很难不将
其与馥荫园的桥亭等联系在一起。

察、记录馥荫园提供了最好的工具。早期经
过西方透视技法训练的外销画家如庭呱、煜
呱等，受西方人委托创作各种广州风景及人
[30]

，对外开放的馥荫园自然成为重要

5 结语
同为行商，潘有为、伍崇曜两位园林赞
助人在不同时期介入到同一空间的营造中，

采用借物比兴等方法抒发南归隐居的复杂感

文画作

情。张维屏借住东园 9 年间，著书《花地集》，

的题材。自摄影技术传入中国以来，中国摄

这为比较两人的园林趣味提供了可能。潘氏

内含诗文 185 首，明确记载和描写东园的诗文

影师黎芳，以及英国人克里兹、意大利人费

与伍氏的共识建立在园址的自然条件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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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策溪末端的这块园地引水方便、适于造塘，
符合清末广州园林的普遍趣味。但潘氏视东
园为郊野小筑，先奉母 10 年，后居停于此用
以暂离商行贸易的烦扰，其造园意志当然去
繁就简，无台榭之美，却有林泉幽趣。而伍
氏以巨贾入主东园，大事营造以彰显赫，“馥
荫”（或“福荫”）园名诠释了伍氏对祖荫福泽
的感恩。心志与意志的不同决定了空间生产
的强度与密度，馥荫园对宅院区的改造，以

岭南文史，2016（1）：47-53.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M]. New York:

[5] 薛思寒，肖毅强 . 从四所宅园观岭南诗人张维屏 [J]. 中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9: 88-89.

国园林，2016，32（11）：115-119.
[6] 陈哲舜 . 伍家园林 [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
[7] 陈谢炜 . 广州行商园林的图像化研究 [D]. 广州：华南理
工大学，2019.
[8] 潘仪增 . 番禺潘氏诗略 [M]. 潘飞声，校 . 刻本 . [ 出版地
不详 ]：[ 出版者不详 ]，1894（光绪二十年）.
[9] 张维屏 . 国朝诗人征略 [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于广州市档案馆，局部，1923 年）改绘；图 5 引自田豫《馥
荫园图》（纵 54.5 cm、横 131 cm， 纸本设色），广东省

大学图书馆 . 清代稿钞本：第二十六册 . 广州：广东人民出
版社，2007.

格的定位。

[12] 彭长歆，王艳婷 . 城外造景：清末广州景园营造与岭南

的差异性，东园与馥荫园的口碑分别来自广
州士大夫阶层与西方游客。前者在传统知识
精英的主导下，以文字这种相对隐秘的方式
进行传播，文化受众限于识字的知识分子；

民出版社，2014：341.
园林的近代转型 [J]. 中国园林，2021，37（11）：127-132.
[13] 张维屏 . 花地集 [M]// 张维屏 . 张南山全集（二）.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407-470.
[14] 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 . 潘同文 ( 孚 ) 行：广州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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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者伴随着外销画家、中西摄影师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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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视角下的园林图景被大量记录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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