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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创作缘起、时间
及《宣和画谱》没有著录的原因
陈传席

内容提要：本文解决三个问题。一、
《清明上河图》及同时创作的《千里江山图》
、
《江山秋色
图》等浩大的工程，在蔡京当权后忽然出现（以前是没有的）
，必有重要的背景，即创作缘起。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人研究。二、创作时间，学术界普遍认为此图创作于北宋宣和后期，本文提
出不同看法。三、为什么《宣和画谱》没有收录此图以及《千里江山图》
、
《江山秋色图》
，这也
是古今学者困惑之处。前人作了种种判断，皆非。
关键词：清明上河图；创作 起；创作时间；宣和画谱

研究《清明上河图》，卷后第一

记载。如果他就是题跋的张著，应该

据《金史·王庭筠传》
：
“召为应

个金·张著的题跋最为重要，必须重

是认识张择端的。但题跋的张著于

奉翰林文字，命与秘书郎张汝方品

视。跋文曰：

金大定丙午（１１８６）为《清明上河

第法书、名画，遂分入品者五百五十

“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

图》题跋，这时距北宋灭亡已５９年， 卷。”王庭筠于泰和二年（１２０２）卒，

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

而且，他若在南宋画院为画家，也不

年四十七。王庭筠卒后，张著才得以

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

会写“大定丙午”，应写宋淳熙年号。 进入内府顶替他品第书画的职务。

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

《石渠宝笈三编》记：
“谨按：张

张著记载是根据《向氏评论图

论图画记》云：
《西湖争标图》、
《清

著，字 仲 扬 ，永 安 人 。泰 和 五 年

画记》，同时还有宋徽宗的题签（详

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 （１２０５）授监御府书画。”按《中州

下），何况张著距宋徽宗时代不远，

大定丙午（１１８６）清明后一日，燕

集》卷七记：
“著，字仲扬，永安人。

所 题 可 信 。 张 著 说 ：“ 翰 林 张 择

山张著跋。”

泰和五年（１２０５）以诗名，召见应

端……游学京师。”画家而授予“翰

制，称旨，特恩授监御府书画。”这

林”者始自五代南唐和西蜀，但史家

《图绘宝鉴》卷四记南宋画家张

个永安即金大兴府所属，即燕山。 认为南唐和西蜀属于梁唐晋汉周的

著和胡舜臣，
“俱学郭熙山水，与张 《石渠宝笈三编》的作者就是根据

附属国，虽建都金陵、成都，而张著

浃、顾亮同门，各得熙之一偏……著 《中州集》记载而定的，是正确的。 不会称其为“京师”
（后人无一人称
画重山叠 ，颇繁冗……”。同书记

张著于大定丙午（１１８６）为《清明

其为“京师”）。此“京师”指北宋都

张浃、顾亮“宣和画院待诏，……绍

上河图》题跋，说明他虽以诗名，但

城开封。
《清明上河图》所画的内容

兴间复官。”这个张著是北宋宣和年

很早就好画，对画有研究，故于题跋

也是开封的景象。这说明，张择端是

间的画家，后复院到南宋画院。
《绘

后 １９ 年被授予“监御府书画”而进

北宋画院画家，原籍东武（山东诸

事备考》和《南宋院画录》也作同样

入金内府。

城），后居北宋京城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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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择端是北宋何时人呢？
《清明上河图》作于何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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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著并没有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

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

图》画于宣政年间。张公药写的诗， 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卷后有张公药诗，其中写道：

说法也是很含糊的。倒是李祁的五

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

“通衢车马正喧阗，只是宣和第几

世族孙李东阳在《清明上河图》卷后

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

年。当日翰林呈画本，升平风物正堪

二次题跋中的一些说法值得注意。 游……

传。”似乎说张择端是宣和年间画

一是弘治辛亥九月题云：
“……翰林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书中所

家，
《清明上河图》也画于宣和年间。 画史张择端，研朱吮墨镂心肝……

记酒楼、桥、河、清明等繁华景象皆
和《清明上河图》中相类。

明确道出此画出于宣和政和年

丰 亨 豫 大 纷 此 徙 ，当 时 谁 进 流 民

间者，是卷后李祁［１］题字：
“静山

图……”二是正德乙亥三月二十七

周氏文府所藏《清明上河图》，乃故

日题云：
“此图当作于宣政以前，丰

京每为帝言，今泉币所积赢五千

宋宣政年间名笔也……”李祁是元

亨豫大之世。”这就纠正了李祁“乃

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

末明初人，他的题跋末云：
“岁在旃

故宋宣政年间名笔”的说法，而把时

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

蒙大荒落”，即乙巳（１３６５），距北

间推前到宣政以前了。这一推前，意

作《大晟乐》，制定命宝。……凿大

宋之亡已 ２３８年，因此他的说法，已

义十分重大，道出了《清明上河图》

无太大史料价值。

创作的缘起和背景。但是李东阳这

役，无虑四十万。 两河之民，愁困不

一说法至今无人注意，无人提及和

聊生，而京 然自以为稷、契、周、

明代董其昌说：
“张择端《清明

上河图》，皆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 理会。

《宋史·蔡京传》又记：

三山，创天成、圣功二桥，大兴工

召也。……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尚，而

有西方美人之思。”［２］詹景凤、孙

据《宋史·蔡京传》记：

延福宫、景龙江之役起，浸淫及于艮

承泽也作如是说。

……五年，进司空，开府仪同三

岳矣。

还有很多学者认为张择端是金

司，安远军节度使，改封魏国。时承

《水浒传》中描写的“花石纲”、

人，
《清明上河图》作于金朝。其说

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 “生辰纲”等一纲一纲的财富纷纷输

无太大价值，也无甚影响，故暂置而

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

送到汴京，也是有史实根据的。财富

不论。

扫地矣。
［７］

既多，蔡京又自比与古代的圣人，因

现代学者郑振铎则认为张择端

五年是北宋崇宁五年（１１０６）， 此，他要在各个方面建造丰大的奇

成名于宣和之末。他说：
“《宣和画

因为承平已久，没有战争，经济确实

迹和景象（包括绘画作品），创桥建

谱》里没有张择端的名字，可见他的

是十分发达的。这在很多文献中皆

堂立观造宫，更为丰大。所以，蔡京

成名是在宣和之末（约 １ １ ２ ５

可查到根据。

当权，为了谀谄徽宗皇帝，
“倡为丰

年）……”
［３］。郑振铎是权威学者，
此说一出，响应者云集。国外的学者

洪迈《容斋诗话》中说：“国
家承平之时，四方之人以趋京邑

研究《清明上河图》，如英国的韦陀、 为喜。”
日本的古原宏伸等，都承袭这一说
法。［４］
当代研究《清明上河图》最用力
的学者黄应烈、戴立强则说：
“北宋
宣和（１１１９－１１２６）后期，张择端完成

都城东京汴梁是当时的政治经

亨豫大之说”，且“视官爵财物如粪
土。”《易经·丰卦》云：“丰，亨，
王假之；勿忧，宜日中。”根据《十
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丰卦》等注

济文化中心，拥有二十万户居民，尤

疏，丰，象征丰盛、丰硕、充满；亨，

为繁华。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王假之，财多德大，谓之丰；又谓德

序》中记：

大则无所不容，财多则无所不济，无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

所拥碍谓之为亨……然非有王者之

其成名之作《清明上河图》
”
［５］
。徐

到京师，卜居于州西……太平日久， 德不能至。全句歌颂皇帝大德，至财

邦达则说：
“……不过清明上河图，
却

人物繁华，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

多丰亨，而无忧，又如日中天，君临

可以肯定在宣、政年间画的。”
［６］

白之老，不识干戈。……举目则青楼

万国，遍照四方。豫卦象征欢乐。
“利

可惜都没有讲出根据，虽言之
似成理，而持之却无据。最早题字的

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 建侯行师”
；豫卦《彖》曰“豫之时
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

义大矣哉”总之，
“丰亨豫大”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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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歌颂，对时代财丰人乐的赞

端，也是出于张著的跋语。张著依据

可以考证向氏的家族和《向氏评论

美。徽宗皇帝是十分高兴的。

的是《向氏评论图画记》，此书是手

图画记》的作者了。

蔡京既倡“丰亨豫大之说”，必

抄本，现已佚。宋·周密《癸辛杂识》

现以《宋史》等书记载重作考

然要有表现，布置画院画家创作表

中有《向氏书画》一节［８］，其中

证。向宗回的曾祖向敏中是宋朝的

现“丰亨豫大”的题材，或画家主

谈到：
“吴兴向氏，后族也。其家三

宰相，有文集十五卷，传列《宋史》

动响应而创作此类题材，乃在情理

世好古，多收法书、名画、古物……” 卷二百八十二。向敏中有子四人，曰

之中。

又谈到，在吴兴的向氏后人，其一叫

传正、传式、传亮、传范。传范娶南

画家创作如此巨幅而又工程浩

向士彪，
“所蓄石刻数千种，后多归

阳郡王惟吉女为妻，传列《宋史·外

大的作品，不可能没有背景，也不可

吾家”，其二向公明“呆而诞”，藏

戚中》。传亮有子经，经有子宗回、

能没有上司的支持。完成这一幅作

有法书名画及“画目二大籍”
（按：

宗良，有女儿即钦圣宪肃皇后。

品，没有一年半载是绝对不行的。画

即《向氏评论图画记》）后被狡狯的

神宗钦圣宪肃向皇后，传列《宋

院画家必须听从皇帝宰相的命令而

刘瑄借去“尽录其副”，（即手抄一

史》卷二百四十三《后妃下》，她是

创作。因此，可以断定，张择端的

本），呈献贾似道。贾似道“遣刘诱

决策立端王赵佶为皇帝的最关键人

《清明上河图》就是创作于崇宁末至

以利禄，遂按图索骏，凡百余品，皆

物。本传说她：
“帝仓卒晏驾，独决

大观初，
（下面还有补证）正是蔡京

六朝神品。”后来这些名画法书都被

策迎端王，章 异议，不能沮。”
“徽

倡“丰亨豫大之说”而又权势最炽之

其后代败坏光了。
（“公明视之亦不

宗立，……明年正月崩，年五十六。

时。画中的内容正是“丰亨豫大”的

甚惜，凡博徒酒侣至，往往赤手攫之

帝追念不已，乃数加恩两舅，宗良、

注释和具象化。

而去耳……”）据谢巍先生考证，这

宗回，皆位开府仪同三司，封郡王。

王希孟的巨幅《千里江山图》及 《向氏评论图画记》一名《向氏图画

而自敏中以上三世，亦追列王爵，非

院画家创作的《江山秋色图》巨幅， 记》，其作者即吴兴向氏的先人向宗

常典也。”
［１１］因为向皇后力排异

也应该创作于此时，
（王希孟《千里

回，字子发，开封人。［９］谢巍考

议，立神宗和陈妃（后来也称陈皇

江山图》后蔡京跋：
“政和三年闰四

证十分可信，但他说向宗回“约庆历

后）生的儿子赵佶为皇帝，所以赵佶

月一日赐”，乃崇宁末至大观初创

八年至皇 五年（１０４８ — １０５３）间

当了皇帝后对她特别感谢。但一年

作完成后进献给徽宗皇帝，政和三

生，大观四年至政和七年（１１１０ —

后，向皇后死了，所以，徽宗对她的

年又由皇帝赐给蔡京。
《宋史》记载

１１１７）间卒。”仅有结论，却没有考

两个兄弟，即自己的舅舅宗回、宗

蔡京于大观年末被贬，
“出居杭”。政

证的过程（没有讲出依据）。

良，特别照顾。

和二年又被召会，三年赐画，可能为

还应该补充一条资料，周密《癸

安慰其心）。《清明上河图》、
《千里

辛杂识》前集有《向胡命子名》一

向宗回传列《宋史·外戚中》，“宗

江山图》、
《江山秋色图》等宏篇巨

节 ， 云 ：“ 吴 兴 向 氏 ， 钦 圣 后 族

回少骄恣，有小才。”在向氏子弟中，

制，工程浩大之作，也正是歌颂皇宋

也。……有三子，常访名于客，长曰

唯宗回“有小才”。所以，只有他才

江山“丰亨豫大”，而且画幅之巨大、 涣，次曰汗……宕则多收故物，其子

是《向氏评论图画记》的作者。又说

现在要考证向宗回的生卒年。

堂皇，在蔡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 公明悉献之贾师宪（似道）得一官， 他“钦圣后服除，起奉朝请，继命止
前是极少见的。蔡京“倡为丰亨豫大

以赃败。”［１０］这个向公明和《向

之说”是得到宋徽宗支持的。
《宋史·

氏书画》中说的向公明是一个人。 中，赠检校少师，谥曰荣纵。”

蔡京传》中都有记载。有皇家支持， 《向氏书画》中也说：
“贾（似道）大

朝朔望，卒，年六十二。帝制服苑
他的弟弟向宗良：
“宣和中，卒，

方能创作如此巨作。画作又体现皇

喜……遂酬以异姓将仕郎一译公

家的思想，皆乃情理中事。但这批巨

明……后为嘉兴推官，以赃败而死。 回死赠少师，有谥号，而宗良死，赠

作，
《宣和画谱》中皆没有记载，是

其家遂荡然无子遗矣。”
“ 钦圣后”的

少保，比少师小两个等级，
（少保—

有一定道理的。
（详下）

后是皇后的后，即神宗钦圣宪肃向

少傅—少师），且无谥号，说明宗回

皇后，不是后来的后。我们从这里便

才华在宗良之上。宗良传中未有提

《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张择

年六十六，赠少保。”同是舅舅，宗

美术研究
ART RESEARCH

30

到“钦圣后服除……卒”等等，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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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是 ２６ 岁，而向皇后生于 １０４６ 年，

说他在向皇后死后很长时间才死。 向经 ２３ 岁。这在早婚的古人中十分
宣和中即 １１２１ 年。即使向宗回只比

恰当的。

人。元统元年进士，授应奉翰林文
字，改婺源州同知，迁江浙儒学副
提举。元亡后不仕，自称不二心老

宗良大一岁，那么，六十二岁而死的

而周密说向家“三代好古，多收

人。其五世孙乃李东阳。李祁有《云

宗回也是跨过了“重和”而在“政

法书、名画、古物……故尤物多归

阳集》十卷行世。详见《四库全书

和”六年（１１１６）死的。而《向氏

之。”
［１２］宋徽宗又因追念向皇后，

总目》卷一六八。

评论图画记》的写作又在此前，这说 “数加恩两舅”，所以，把名画赠给

［２］ 见《画旨》，刊于《画论丛刊》，第

明《清明上河图》画成绝对不会在宣

他是常理中事。画上有宋徽宗“瘦筋

８７ 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９

和年间，更不能在宣和后期。

书五字”及双龙小印，无政和、宣和

年版。

但向宗回却比宗良年长不止一

印，也说明这画完成于宣政之前，徽 ［３］ 郑振铎《＜清明上河图＞的研究》，收

岁。他的传中有“钦圣后服除，起奉

宗为了感激向皇后而急忙在画上题

入《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文物出

朝请，继命止朝朔望，卒，年六十

五字并加钤双龙小印，把画赠给好

版社，１９８８ 年版。

二。”这里只说他为向皇后服丧期满

名画的向宗回了。向宗回也就把这

后，皇帝只让他每月上朝二次。后来

幅画定为“神品”，记入《向氏评论

辽宁博物馆编，万象出版公司 ２００７

死了，年六十二岁。看来他的死距向

图画记》了。

年版。

［４］ 见《＜清明上河图＞研究文献汇编》，

大观一共四年，则向宗回的《向 ［５］ 见《＜清明上河图＞早期题跋者生平

皇后之死不太远。向皇后于宋徽宗
建中靖国元年（１１０１）死。此后，向

氏评论图画记》必写于大观四年其

事迹考》，原刊《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５

宗回又升官、罢官、复官。本传记其

死之前。综合以上所述，当写于大观

年３月２３ 日，后集入《＜清明上河图＞

“徽宗立，进彰德军留后，历安国、 一、二、三年，不会再早。也就是说，
保信、镇南、保平军节度使，检校司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成于崇宁

空，封永阳、宁海、安康、汉东郡王， 末至大观初。
前面我推断，
《清明上河图》也

开府仪同三司。”这汉东郡王、开府
仪同三司是他最后的职位。
《宋史·徽宗本纪》中多次提到

象出版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版。
［６］ 见《清明上河图的初步研究》
，载《故
宫博物院院刊》，１９５８ 年第 １ 期。

是完成于崇宁末至大观初，还是正 ［７］ 见《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蔡京传》。
确的。
这幅画在徽宗手中不久，便到

向 宗 回 、向 宗 良 。其 中 大 观 二 年
（１１０８）正月“徒封向宗回为汉东郡

研究文献汇编》，辽宁博物馆编，万

［８］《癸辛杂识后集·向氏书画》，第 ７９
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年版。

了向宗回手中，没有进入宣和内府， ［９］ 见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上海

王。”同年九月“削向宗回官爵”。最

也没来得及赶上加钤政和、宣和二

后一次提到向宗回是大观四年（大

印。
《向氏评论图画记》记的是自家

观最后一年，１１１０ 年）六月“复向

收藏的“名画千种”而非内府中名

宗回为开府仪同三司、汉东郡王”， 画。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也在政

书画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
［１０］周密《癸辛杂识》前集，第 ４７ — ４８
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年版，。
［１１］
《宋史·后妃下·神宗钦圣宪肃向皇

这是他最后的职位。以后再也没有

和三年赐给蔡京了，此时皆不属内

提到向宗回。次年（政和元年）二

《癸辛杂识后集·向氏书画》，第 ７９
府收藏。所以，这二画都没有被编入 ［１２］

月，他的“开府仪同三司”的职位

《宣和画谱》中。

被郑绅所代替。这说明向宗回已于

古今学者说《清明上河图》没有

大观四年六月后去世了。则向宗回

被编入《宣和画谱》，是因为张择端

死于 １１１０ 年，年六十二，生于１０４９

得罪了蔡京；或说《宣和画谱》编成

年。他的父亲向经，根据本传记“卒

之后作品才完成。皆不合事实。

于淄川，年五十四。”以及《长兴集》
卷 一 八 其 墓 志 铭 记 载 推 算 ，生于
１０２３ 年，卒于１０７６ 年。他生长子宗

后传》。

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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