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2009/ 2

美术史研究
ART RESEARCH

《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及收藏流传
陈传席

内容提要：本文考证了《清明上河图》的收藏与流传。
关键词： 《清明上河图》
；收藏；流传

学术界公认最早收藏
《清明上河

权 于永 陵。”
“ 陵”即“永 陵。” 印记，也没有和南宋有关人物的题

图》的机构是宋徽宗宣和时期的内府

的简称，是徽宗的陵。
“瘦筋五字”， 记。但却有金国的张著、张公药、郦

［１］。这是不妥当的。我已考证《清明

按赵佶题签的惯例当是“清明上河

权、王 、张世积五人题记及诗。而

上河图》创作于北宋崇宁末至大观初

图”五字。
“双龙小印”应和今北京

且张著题记距北宋亡仅 ５９ 年。说明

［２］，并没有正式进入宣和内府［３］。

故宫博物院所藏杜牧书《张好好诗

此图于北宋亡后流入金国。

卷》上的椭圆形双龙小印相同。因为

据《中州集》卷七金·刘勋《读

一、最早收藏《清明上河图》的实际

当时还有一方方形的双龙印，但比

张仲扬诗，因题其上》云：
“布衣一

上是向宗回家，并没有正式进入宋内

椭圆形的小印大。
“画谱”即《宣和

日见明君，俄有诗名四海闻。枫落吴

府。宋徽宗只是过眼或过一下手而

画谱》，查无张择端之名，更无《清

江真好句，不需多示郑参军。
”可见

已，不久，便被向宗回收藏，并记入

明上合河图》之画。

张著（仲扬）本为布衣，泰和五年

《向氏评论图画记》中。时在北宋崇

可见《清明上河图》上宋徽宗的 （１２０５）才因诗名被召见，始入宫廷，

宁末至靖康二年（１１０６ — １１２７）
。

题签及双龙小印不但元朝有，明朝

则他为《清明上河图》题跋时（１１８６）

据卷后元人杨准题跋中云：
“卷

正德年间还在，说明此图在北宋时

尚在民间为布衣，说明此图在民间。

前有徽庙标题，后有亡金诸老诗若

曾经过徽宗的手。如前所述，
《向氏

干首……”

评论图画记》中记的都是向家的收 《二帝北狩》
“（靖康二年）戊午，金

卷后“正德乙亥（１５１５）三月二
十七日李东阳书于怀麓堂之西轩”
的

藏品。故，崇宁末至大观初，此画已

索大成乐器，太常礼制器用，以至戏

为向氏所藏了。

玩图画等物，尽置金营，凡四日，乃

跋文：“……卷首有 陵瘦筋五字签
及双龙小印，而画谱不载……”
“ 陵”即宋徽宗赵佶。据《宋史·

止。”
“……秘阁，三馆书，天下府，
二、从北宋向氏家流出后，未能进入

州、县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

南宋内府，而流入北方金国民间。 工匠、倡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
”

宋徽宗本纪》
：
“……庙号徽宗。十二 （１１２７ — １２３４）
年八月乙酉，梓宫还临安，
十月丙寅，

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七

宋徽宗后，没有南宋的任何收藏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三记：
“粘罕在
西京，令人广求大臣文集、墨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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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等。又寻……”在《宋史纪事本末》
、 家等。向子 传列《宋史》卷三百七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七、卷七十

十七，谓“向子 字伯慕，临江人，

三、元初入秘府。后归某真定太守，
再归武林陈氏，再归西昌杨准。

八，
《靖康纪闻》、
《宋史》等有关章

敏中玄孙。钦圣宪肃皇后再从

节中记载金人到了开封后，到处搜

也。”靖康之难，他任京 转运副使，

寻、抢掠，
有时也设铺收购宋人的
“图

一直在南方抗击金兵。建炎年间在

辛卯，准寓蓟（今北京城西南角）日

画等物”。
藏在宫廷中的全部运走，
散

安徽的毫州、庐州（今合肥），后至

久，稍访求古今名笔，以新耳目。会

落在民间的也一一追回。蔡 《铁围

江西，绍兴间，移鄂州，配合岳飞率

有以兹图见喻者且云：
‘图初留秘府，

山丛谈》亦记：“……俄遇僭乱，侧

兵拒金，能力虽不大，但抗金十分坚

后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去，而售于

闻都邑方倾覆时，所谓先王之制作， 决。再至广州，再至浙江，本传记其

贵官某氏，某后守真定，主藏者复私

古人之风烈，悉入金营。”［４］但金人 “入见，论京都旧事，颇及珍玩。”给

之以鬻于武林陈某，陈得之且数年。

的管理能力很差，其中很多名画也就

高宗论及京都（汴京）旧事时，还特

坐他事稍窘急，又闻守且归，恐遂速

落在私人手里。
［５］清明上河图就是这

别论及珍玩，可见他对书法名画的

祸怨，思欲密付诸贤士君子。准闻语，

时落入金国人手中。但落入金国哪一

兴趣。他的儿子叫向澹，也参与抗

即倾橐购之，盖平生癖好在是也。
”据

位收藏家手中，尚不得知。

金。向子 和主和派的黄潜善、秦桧

《石渠宝笈三编》，
“杨准字公平，号

（１２７１ — １３６５ 之后）
据卷后杨准跋文：
“我元之至正

据文献记载，宋内府所藏之法

皆不合，并反对他们，后致仕，
“退

玉华居士，泰和（今属江西省）人，

书名画，全被金人运往北方，藏于金

闲十五年”，卒，年六十八。周密《癸

吴澄弟子，履行修洁。欧阳元等荐修

内府中，并诏王庭筠和张汝方共同

未杂识·向氏书画》所记向氏后人应

宋辽金三史不就，见《江西通志》。”

品鉴。而《清明上河图》却落入民间。 该是向子 一系。

吴澄（１２４９—１３３３）是当时名家，
《元

向子韶传列《宋史》卷四百四十

史》有传，云：
“天历三年……明年

皆没有入载《宣和画谱》，我曾经考

七《忠义列传》
：
“向子韶字和卿，开

六月，得疾，有大星坠其舍东北，澄

证怀疑这些名作皆入蔡京私囊。据

封人，神宗后再从 也。……建炎二

卒，年八十五。赠江西行省左丞、上

“……酷意访求天下
其子蔡 回忆：

年，金 人 犯 淮 宁 ， 子 韶 率 诸 弟 城

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
”杨

法书图画。自崇宁始命宋乔年掌御

守……”奋战金兵，后被杀，和他三

准是吴澄弟子，可根据《宋史·吴澄

前书画所。乔年后罢去，继以米芾

个弟弟子率、子衮、子家等“阖门皆

传》对其作大概了解。据杨准所记，

前已述，
《清明上河图》等巨幅名作，

辈。迨至末年，上方所藏率举千计， 遇害，惟一子鸿六岁得存。”淮宁即
实熙朝之盛事也。吾以宣和岁癸卯， 今河南淮阳县，距京城开封不远。
尝得见其目，若唐人……又如顾长

由上述向子

、向子韶事迹看

此图“初留秘府”即元秘府。
蒙古人建立元朝，渐渐强大，先
灭金，后灭南宋，灭金灭宋时都把金、

康则《古贤图》，戴逵《破琴图》……” 来，
向宗回保存的名画可能分给兄弟

宋的公私藏品尽可能的运往北京（大

［６］编《宣和画谱》乃蔡京父子总其

数人。向子 因对书画内行，分得古

都），大部分收入元内府，还有一小

事，他们要偷盗是很容易的。偷去的

代名画。据周密《癸未杂识·向氏书

部分为成宗铁穆耳之女祥哥剌吉所

画就不可以入谱，以免皇帝按谱查

画》所记，
“凡百余品皆六朝神品”， 得，钤上“皇姊图书”的印章。
《清

画。金兵南下时，蔡京仓皇南窜，这

而当时画家画的名画可能分给向子

些画可能留在京师。金人打进汴京， 韶兄弟，
《清明上河图》是当时人所

明上河图》则收入“秘府”。
大概此图辗转日久，需要重新装

到处搜寻，并设店收购名画。
《清明

画。向子韶、向子率、向子衮、向子

裱。装裱时，被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

上河图》可能在此时被金人私下收

家等在淮阳死难后，被金人掠去北

去，真本则售于某贵官。秘府留藏的

去，故落入民间。这是我以前的考

方。如果法书名画全由向子 保存， 则是一个赝本（这个赝本不知还存于

证。现在看来不太确切。因为《清明

可能因其书目太多，他把最重要的古

世否？在存世诸多摹本中也许有此一

上河图》崇宁末已入向家，而向宗

画预先运走，而后辗转到了浙江（见

本），某官后任真定（今河北省正定）

回、向宗良此时也都死了。名画法书

周密《癸未杂识·向氏书画》）。在战

太守，就把这幅画带到真定。但负责

等皆为其后代所有。向家后代，据

乱年代，而当时人的画可能留在京

保管这幅画的人又偷偷的把这幅画卖

《宋史》记载有向子 、向子韶、向

城，后被金人掠去。总之，
《清明上

给了武林（杭州）陈彦廉［７］，画又到

子率、向子衮（依杨时《杨龟山先生

河图》
是由向家在北宋灭亡时被金人

了杭州。在杭州陈彦廉手中数年，陈

集》卷三五《向子韶墓志铭》）、向子

夺去，这是没有疑问的。

因事窘急，又听说真定太守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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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因此图惹祸怨，就想赶紧卖给一位 “李贤”的鼎形印。李贤在《明史》卷
“贤士君子”。杨准寓蓟（北京）已久， 一百七十六有传，字原德，邓（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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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吴宽题跋中云：
“大卿朱公
藏此已久，予始获展阅。”这个朱公，

到处访求古今名画，就花巨资（
“倾

南邓州）人，宣德八年进士，历正统、 我曾认为叫朱大卿，看来也是朱文

橐”即“倾囊”）购下这幅画。并于

景泰、天顺、成化诸朝。
《明史》本

徵。因为朱任大理卿，大理寺（最高

次年（１３５２）带到江西西昌（江西泰

传记其成化二年冬卒，年五十九，是

法院）最高官曰大理卿，次曰少卿，

和），于九月写下一个长跋，述其画

知其生于 １４０８ 年，卒于 １４６６ 年。李

故大卿即大理卿，即朱文徵。

流传经过，以及“卷前有徽庙标题， 贤是正统天顺年间的重臣、首辅（宰

希蘧即李东阳五世族组李祁。

后有亡金诸老诗若干首”
，
“ 二百年

相）
，也是十分正直的贤臣，甚至“少

而未甚弊坏，岂有数耶。
”等语，并

师杨士奇欲一见，贤竟不往。”如果 （明英宗天顺五年前）即藏于朱文徵

对图感慨一番。这段题跋被明人朱存

画经过他的收藏，后人为什么没有提

理录入《铁网珊瑚》中去。

到；没有经他收藏，为什么又钤有他

２４年后，李东阳又在后面写了一

的印？如果别人收藏，请他过目，肯

个长跋：右《清明上河图》一卷，宋

刘汉又在后题了长跋：
“余自幼喜画， 定要请他题字，但他只钤有一印。总

翰林画史东武张择端所作……杨准重

学业之四十年，平生所见画古今以轴

之，此画曾经李贤看过（也许是收藏

价购之而具述其故云尔。后又为静山

计者奚啻累千百，其精粗高下，要皆

过）
。李贤是邓人，他只有在宣德八

周氏所得，吾族祖云阳先生为跋其

各擅一绝，
往往不能兼备。壬辰秋，
避

年（１４３３）成进士后，进入北京，才

后，又有“蓝氏珍玩”、
“吴氏家藏”

又一年多，
新喻（今江西新喻）
人

“三十年前见之”，即 １４６１ 年前
家了。

地来西昌，杨君公平以余之专门也， 有机会见到此图。因此，他见此图并

诸印，皆无邑里名字，不知何年复入

出所藏《清明上河图》以示，其市桥

京师。予始见于大理卿朱文徵家，为

钤印时间是 １４３３ — １４６６ 年间。

郭径舟车邑屋，草树马牛以及……乌

李祁于元末乙巳年题跋后，先

赋长句。继为少师徐文靖公所藏，公

乎，此希世玩也，为杨氏子若（及）孙

有吴宽题，再后有李东阳题，李东阳

未属纩，谓云阳手泽所在，诏命其孙

者当珍袭之。至正甲午（１３５４）正月

题跋在“弘治辛亥九月”即明弘治四

中书舍人文灿以归于予，其卷轴完整

望，新喻刘汉谨跋。
”
“壬辰秋”正是

年（１４９１），吴宽题跋没有年月，但

如故。盖四十余年，凡三见而后得

杨准题跋之时，可见是杨准请刘汉这

可断定题跋时间在弘治四年之前。 也。……正德乙亥三月二十七日李东

位专门家来共同欣赏鉴定，一年后， 吴宽（１４３５ — １５０４）字原博，号匏

阳书于怀麓堂之西轩。

又请他为之跋。这时画还在杨准手

庵，明苏州长洲人，成化八年会试、

中。而且是在江西西昌（泰和）
。

廷试皆第一，最后官至礼部尚书，卒

经蓝氏、吴氏收藏过。现可以看到卷

谥文定。他的题跋时间据此可作大

后张著题跋前左数第二排第三夥钟形

四、元代至正后期，１３６５年，藏静山

概的判断。李东阳是李祁的五世族

印，即“吴氏家藏”，左数第四排第

周氏家中。（１３６５ —元末）

孙，他题的是一首长诗，
“宋家汴都

四印应是“蓝氏珍玩”。我的判断，这

据卷后李祁题：
“静山周氏文府

全盛时，万方玉帛梯航随，清明上河

二印应该刻于宋末元初。因为那个时

所藏《清明上河图》乃故宋宣政年间

俗所尚，倾城士女携童儿。……乾坤

期，刻印多用钟形、鼎形、鸟形、葫

名笔也……岁在旃蒙大荒落云阳李祁

仰意不极，世事荣枯无代无。［８ ］

芦形，江浙一带尤甚。后经赵孟頫反

题。”前已述，
“旃蒙大荒落”即乙巳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今大理

对并提倡宗法汉印乃渐止。如是，
蓝、

（１３６５）年，可见此图在杨准手中仅

卿致仕鹤坡朱公所藏也，族祖希蘧

吴二氏乃江浙一带世家。

十年左右，最多不超过十四年，又成

先生之遗墨在焉。予三十年前见之，

为“静山周氏文府所藏”之物了。这

今其卷帙完好如故，展玩累日，为之

师，再入朱文徵家。在朱家三十年以

时，元代也即将灭亡（１３６８）了。

叹惋不能已。因题其后，弘治辛亥九

上，即在北京三十年以上。又到了少

月壬子，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

师徐文靖家，徐文靖即徐溥（１４２８—

五、明宣德至正德年间有李贤印，藏

学士云阳李东阳识。”即是说弘治四

１４９９），字时用，宜兴人，和李东阳

蓝氏、吴氏家，又入京师朱文徵（鹤

年，此图藏朱鹤坡家。又据李东阳

同朝为官，关系密切，
《明史》有传，

可知，此图在明英宗天顺四年前

天顺四年之前至弘治四年流入京

“予始见于大理 “徐溥，字时用，宜兴人……溥，景
年）家，又入宜兴徐溥（文靖）家，再 “正德乙亥三月”跋：
入李东阳家。（１４３３ — １５１６）
在张世积和杨准题跋之间钤有

卿朱文徵家，为赋长句。”是知朱鹤

泰五年进士第。……孝宗嗣位，兼文

坡即朱文徵，弘治四年已致仕了。

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旋进礼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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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弘治五年，刘吉罢，溥为首辅， 明上河图》由李东阳后人之手到了

据文嘉《钤山堂书画记》云，陆

屡加少傅、太子太傅。……与同列刘 “陈湖陆氏”之手，“陈湖”距吴县

完的儿子“负官缗”
（欠官债），把此

健、李东阳、谢迁等协心辅治，……

不远，即今之苏州吴县东南三十五

图卖给昆山顾氏。这昆山顾氏，吴晗

十一年，皇太子出阁，加少师兼太子

里的澄湖，即“长洲陆完氏”。陆完

考《昆新两县合志》卷二十《顾梦圭

太师，…… 年卒，赠太师，谥文靖” 得图后，还题了一个跋“图之工妙入

传》，应为梦圭子顾懋宏。［１２］顾懋

［９］可知文靖是徐溥谥号，徐溥传中

神，论者已备，吴文定（宽）公讶宣

宏和严嵩同时。所以，此图在顾氏家

几次提到他和李东阳同被
“召见”
，
李

和画谱不载张择端，而未著其说。近

不久，便到了严嵩、严世蕃手中。

东阳的传中也提到徐溥。
但徐溥已于

阅书谱，乃始得之，盖宣和书画谱之

严嵩（１４８０ — １５６７）字惟中，传

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去世，在世时曾

作，专于蔡京，如东坡、山谷，谱皆

列《明史·奸臣传》，江西分宜人，弘

诏命其孙中书舍人徐文灿把此图赠与

不载，二公持正，京所深恶耳。择端

治十八年（１５０５）进士，授编修，移

李东阳。李东阳当时在朝中是举足轻

在当时，心亦非附蔡氏者，画谱之不

疾归故里。读书钤山十年，有《钤山

重的大臣，国家大事大多取决于他。 载择端，犹书谱之不载苏黄也。小人

堂集》。严嵩是明代著名的奸相，后

徐文灿将这幅画送给他，用意可知。 之忌嫉人，无所不至如此。不然，则

其子严世蕃被处死，严嵩被革职为

李东阳得此图后，于“正德乙亥三月

择端之艺其著于谱成之后欤。嘉靖

民，寄食墓舍而死。［１３］其家被抄，有

二十七日”（１５１５）写了长跋，并加

甲申二月望日，长洲陆完书。”前钤 《天水冰山录》［１４］记其金银财宝字画

钤“怀麓堂印”、
“大学士章”二印于

二印，上“陈湖”，下“青泉白石”。 颇详。文徵明之子文嘉被委派去严家

其上。李东阳是大文学家，又是书法

后 还 钤 一 印 “ 吴 郡 陆 氏 ”。 陆 完

专门查收鉴定字画，其中有《张择端

家和鉴赏收藏家，本传上说他“工篆 （１４５８ — １５２６）字全卿，号水村，长

清明上河图》。文嘉在《钤山堂书画

隶书，碑版篇翰流播四裔……自明兴

洲（苏州）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 记》后记云：“嘉靖乙丑五月，提学

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

后为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因和宁王

宾涯何公，檄余往阅官籍严氏书画，

奇后，东阳而已。立朝五十年，清节

朱宸濠交结并支持其建立卫队，朱

凡分宜（严嵩）之旧宅，袁州（严世

不渝。既罢政居家，请诗文书篆者填

宸濠后叛乱，于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 蕃）之新宅，省城诸新宅所藏，尽发

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
”据本传所

八月被平。抄家时，见有陆完信件。 以观，历三阅月始勉毕事……”［１５］

知，李东阳（１４４７ — １５１６）字宾之， 不久，陆完被捕，将被斩首。但武宗

嘉靖乙丑是公元１５６５年，说明《清明

号西涯，卒谥文正，有《怀麓堂集》
，

死，世宗立（１５２１），因念陆完曾平

上河图》于公元 １５６５ 年由严家籍没

《怀麓堂诗话》、
《燕对录》
等遗世。
《明

定刘六、刘七起义（平贼）有功，免

入官，进入明内府。又说明《清明上

史》有传。［１０］他于题跋后一年即正

死，改判流放戌福建。嘉靖甲申二

河图》是藏于严氏江西分宜（今江西

德十一年去世了。他家境富裕，在他

月，他正在福建大武山（今漳州龙海

分宜镇）。

手中不会卖掉此画。

市的南太武山）服刑。［１１］他的跋文

明·田艺蘅《留青日札》记抄没

《清明上河图》于１４６１年在朱家， 应写于在福建太武山服刑期间。后

严嵩“江西家产，略载其大纲。嘉靖

之前有李贤钤印，又在蓝家、吴家 ， 二年，陆完死。陆完能诗文，收藏品

四十四年（乙丑，１５６５）年八月也。
”

故以天顺元年（１４５７ 年）计。李东阳

除《清明上河图》之外，还有《怀素

其中有“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
，

１５１６ 年死，以 １５１６ 年仍在其家计。

自叙帖》、苏轼《前赤壁赋》、米芾

又云：
“《清明上河图》，乃苏州陆氏

《苕溪诗卷》、马远《水村图》等等。

物，以千二百金购之，才得其赝本，

本传记陆完于正德十年（１５１５）任

卒破数十家。其祸皆成于王彪、汤九、

六、嘉靖甲申（１５２４）年，为长洲陆

完所藏，继归昆山顾氏。再归严嵩、 吏部尚书。而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八

张四辈，可谓尤物害民也。”

严世蕃父子。嘉靖乙丑（１５６５）入明

月宁王朱宸濠叛乱被平后，陆完就

内府。

厄运当头。因之，他购买或以势得到

七、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入明内府，万

李东阳家藏的《清明上河图》必在此

历六年（１５７８）为太监冯保所得，大

据文嘉《钤山堂书画记》：
“张择
端《清明上河图》一图藏宜兴徐文靖

前。而又必在１５１６ 年（李东阳卒年） 概至 １５８２ 年。

家，后归西崖李氏，李归陈湖陆氏， 之后。因而陆完得《清明上河图》在

卷后有冯保跋：
“余侍御（万历

陆氏子负官缗，质于昆山顾氏，有人

１５１７ 年至 １５１９ 年初。画在陆完手中

皇帝神宗朱翊钧）之暇，尝阅图籍，

以一千二百金得之……”即知，
《清

不到十年。

见宋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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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界画之精，……虽隋珠和璧不

在冯保‘先窃而逃’之列。其画从此

美术史研究
ART RESEARCH

钤有“丹叔真赏”，小长方印，在张

足云贵，诚希世之珍欤。宜珍藏之， 散落民间。可以大概判断，１５８２ 年

著、张公药题之间，郦权题字之中，

时万历六年岁在戊寅，仲秋之吉，钦

张世积题字之后，杨准题字之后，吴

之前，画都在冯保手中。

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兼掌御用监事

最后一首题诗：
“汴梁自古帝王

宽题字之前、之后共６处皆钤有此小

司礼太监镇阳双林冯保跋。”并钤

都，兴废相寻何代无。独惜徽钦从北

印。又在最前最末各钤有方印“陆丹

去，
至今荒草遍长衢。妙笔图成意自

叔氏秘笈之印”。还有“ 士宝玩”重

深，当年景物对沉吟。珍藏易主知多

八，都是陆费墀的收藏印。陆费墀

“冯保印”。
冯保字永享，号双林［１６］，河北
真定府深州人。嘉靖中，为司礼秉笔

少，聚散春风何处寻。鹭津如寿。”钤 （？— １７９０）［１７］字丹叔，号颐斋，

太监。隆庆六年提督东厂兼掌马监

印“如寿印”。我一直没有查到这位

士等，浙江桐乡人。乾隆三十一年进

事。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曾与

“如寿”是谁。鹭津倒有很多，但似

士，次年授编修，再次年，充顺天乡

张居正勾结，权势极盛。万历皇帝神

乎皆与此无关。有人告诉我，如寿是

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二

宗登极时，冯保居然立宝座旁，和皇

清初僧人，居福建开元寺。但我仍没

月，命儒臣校复明代《永乐大典》
，诏

帝一样，接受群臣朝拜。此时，冯保

有查到根据。如果如寿是福建开元

求天下遗书，开《四库全书》馆，陆

既掌司礼，又督东厂，兼总内外，权

寺僧人，那鹭津应该是厦门。因厦门

费墀任总校官，为编修《四库全书》
，

势益张。他题跋中说的“侍御之暇” 岛多白鹭，故称鹭岛，也可以称鹭

勤勉尽心。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擢

指的是侍奉神宗，也可以是侍奉三

津，其岛上确有开元寺。如寿如果是

礼部右侍郎，旋因《四库全书》内语

帝（指世宗、穆宗、神宗）。一般的

清初人，在明后期的冯保之后，时间

有悖谬，未经改正，降一级留任，四

太监多无知，而冯保却颇知书。
《明

是对的。如果他是厦门僧人，说明冯

十九年（１７８４）任《四库全书》馆副

史·冯保传》上说“保善琴能书”， 保之后，这幅画到过厦门。这幅画从

，后
总裁官（正总裁是皇六子永 ）

而且他还著有《经书音释》一书遗

１５８２ 年到 １７７３ 年之间约 ９０ 年，我尚

因《四库全书》等内有“违碍”语（即

世。从他的题跋看来，书法有魏晋风

未查出流传于何处何人之手？书此

有不利于满清统治之语）及脱字等

韵。冯保权倾朝野，甚至可以约束皇

以俟知者。

错误，被革职。乾隆五十五年九月
卒。卒前，陆费墀自己出资修订《四

帝，万历六年是他权势最炽热之时。

库全书》等错误，卒后，查出他的家

所以，他敢于在内府的名画上题字

八、清代乾隆年间（约１７７３）为陆费

钤印。从题字内容倒不能断定他把

“陆费墀
墀所得，在陆费墀家至１７９０年之后。 产 “不下二三万”，谕曰：

此画窃为己有，也可以理解为他在

１７９０年至１７９４年之间，为毕沅所得， 本系寒士，家无担石，向在于敏中处

内府看画后题上字而已。但他钤了

１７９９ 年入清嘉庆内府。

藉馆为业，谅不过千金产业耳。今所

四方印，前二上曰：
“侍御余清”，下

《清明上河图》自冯保手中流出

办三阁书匣等项，及缴出罚银一万

曰“冯永享珍藏书画记”，后二，上

之后，一直不知所向。明后期，因国

两，计其家赀已不下二三万，若非从

曰：
“冯保印”，下曰“永享”。尤其

家财政短少，朝廷取出内府藏画出

前在《四库全书》馆提调任内苞苜

是“冯永享珍藏书画记”，说明此图

售给民间，大收藏家项元汴、梁清标

送，何以有此多赀……”即是说查出

此时已为冯保所有了。在冯保题字

等都购买不少，但《清明上河图》却

他家中不明资产太多。其家产除留

后四年，即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张居

因不在宫廷，也不在出售之列，图上

一千两之数用于家属养赡，其余皆

正卒，神宗渐长。不久，冯保便失

也未见有项、梁等大收藏家的收藏

没收用于三阁办书之资。

势，家产被查抄，冯保也被谪，南京

款印。

但现在见到的《四库全书总目》

安置，后死于南京。冯保家产被查

但可以判断，这段时间，
《清明

中仍有：
“总校官日讲起居注官，文

时，未见有《清明上河图》。
《明史·

上河图》流传在江南地区。因为明末

渊 阁 直 阁 事 詹 事 府 少 詹 事 ，陆费

冯保传》记：
“时潞王将婚，所需珠

清初，江浙等南方出现很多伪作，有

墀。”
《清史列传》卷二十六有《陆费

宝未备，太后间以为言。帝曰：
‘年

的文献记载是某人背临而出，当然也

墀传》。 陆费墀因编校《四库全书》

来无耻臣僚，尽货以献张、冯二家， 有改临、仿临。如果没有祖本，那么 （大约接受有关作者子孙之 送）而
其价骤贵。’太后曰：‘已籍矣，必
可得 。’帝曰：
‘奴黠猾，先窃而逃，
未能尽得也。’”
《清明上河图》也应

多的伪作、赝品也无从出现。

致富，所以，他有钱，也有门路购买

现在看到的收藏印，清代的有 《清明上河图》，甚至是有关大臣或
陆费墀，在陆完和李东阳题跋之间

文人的家人后代因为自己祖上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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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收入《四库全书》内，以画贿送。 能性只有１７９０—１７９４之间。所以，可

紫金城内，
《清明上河图》以及原清

以判断，
《清明上河图》从陆家直接

内廷所藏之名画也仍在原处未动。溥

总之，这时《清明上河图》已在陆费

墀手中。据《清史列传·陆费墀传》 卖到毕沅手中。

仪还在画前加盖了“宣统鉴赏”、
“宣

但此图在毕沅家时间并不长，据

统御览之宝”和“无逸斋精鉴玺”等

不会太富，
“三十八年二月……以墀 《清史列传·毕沅传》记载，他死后

印。但后来，溥仪想离宫出走（留学

充校官，十日充日讲起居注官……” 不久，就有人上告，朝廷查处“毕沅

英国）。于是以“赏赐”给其弟溥杰

记载，陆费墀早年贫困，中进士后也

这时候，他才可能有钱。因此，可以

提用银两及

送领兵各大员银数最

等为名，自监自盗，把大量珍贵书画

判断，陆费墀得《清明上河图》在乾

多。毕沅既经贻误地方，复将军需帑

盗走，尤其是手卷和册页，因易于携

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之后。因为他死

项任意滥支……”
革去其子孙承袭职

带，盗出更多。１９２４ 年 ９ 月，第二次

后，家中仍巨富，后被查抄变贫。所

务，又“
（嘉庆四年）十月追产入官”。 直奉战争爆发，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

以，画在他手中直至死（１７９０）后。 《清明上河图》又进入内府——清嘉
不久，这幅画就到了毕浣手中。
毕沅（１７３０— １７９７）字 蘅，一
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江苏镇洋
（今

曹锟任命直系军阀吴佩孚为“讨逆军

庆内府。时间是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十

总司令”，出兵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

月，这从《清史列传·毕沅传》上可

直系军中著名将领冯玉祥奉命率师离

以推算出来。

开北京，又忽然回师，发动震惊中外

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一甲一名进

如果于乾隆年间入内府，乾隆皇

的北京政变，迫曹锟下野，同时将溥

士，官至陕西布政使、湖广总督。毕

帝肯定又会加钤五玺或七玺，又将在

仪等逐出紫金城，并废除帝号。当时

沅文武皆能，他曾帅兵会剿农民起

画面上题诗题文，但此时弘历已死， 任卫戌总司令的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

义，又治学甚广，经史小学、金石、 这幅名画也幸免于此难。

璧，奉命率领二十名短枪手，于１９２４

地理，能诗文，有《灵岩山人文集、

年１１月５日，将溥仪等原清室一批人

诗集》、
《续资治通鉴》
、
《传经表》，又
有《经训堂丛书》等。
［１８］

九、清嘉庆初，进入内府，直至清末。 赶出去。不久，溥仪便把《清明上河
（１７９９ — １９１１）

图》带到天津。

《清明上河图》后有印“毕沅之

《清明上河图》入清内府后，上

章”。
陆元和李东阳题跋之间有印
“毕

加盖的清宫廷印章最早的是“嘉庆御

沅秘藏”。张公药题跋之前也有“毕

览之宝”
、
“石渠宝笈”、
“宝笈三编”、 为伪满洲国“执政”，１９３４ 年 ３ 月改

１９３１ 年底，在侵华日军策划下，
溥仪一伙又潜往东北长春。次年３月

沅秘藏”。
卷首“陆丹叔氏秘笈之印”
， “嘉庆鉴定”等。根据以上分析，此

称“满洲帝国皇帝”。
《清明上河图》

上有“毕秋帆书画记”印。还有“娄

图于嘉庆初从毕沅家查没入内府，收

又随之到了长春。收藏在长春到１９４５

东毕沅鉴藏”、
“毕”等印。说明此图

藏在紫金城内延春阁内，并被著录于

年 ８ 月。

经“毕沅”收藏过。
还有“毕泷审定”印钤两次。毕

《石渠宝笈三编》
（有详细记载）。一
直到清末（１９１１）。

泷是毕沅的弟弟，
《清画家诗史》记

十一、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清明上河图》从
长春“伪皇宫”散佚在长春附近民间。

毕泷，字涧飞，号竹痴，毕沅弟，授

十、民国初，仍留原紫金城内至１９２４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月间，即到张克威

郎中，未就职。善画山水竹石，精鉴

年１１月５日。然后，到了天津至１９３１

手中。１９４８年，入东北文物管理委员

赏，遇精品，不惜重金购藏，故多宋、 年底。自 １９３１ 年底又到了长春，至

会，再转入东北博物馆（沈阳）。１９５３

元，明人珍品。兼工诗。所以，毕沅

年 １１ 月到北京展出。

收藏此画时，他请弟弟来鉴定，毕泷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

鉴定为真迹后也加钤自己的审定印。 朝。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孙中山就任中国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日本投降，溥仪一
伙准备逃往日本，被苏联红军俘获，

陆费墀于 １７９０ 年死后，后人才

民国临时大总统于南京。１９１２年２月

１９５０年８ 月移交给中国。溥仪仓皇逃

把《清明上河图》卖出，而毕沅死于

１２日清帝宣统皇帝正式宣布退位，袁

跑时至被俘获间，所携《清明上河图》

１７９７年，查《清史列传·毕沅传》
，他

世凯于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任总统于北

等散落民间。曾任东北文物管理委员

在任时，挪用、占用公款甚多。至乾

京。新的民国政府制定了《清室优待

会处长、东北博物馆首任馆长王修回

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之后，他被查处， 条件》
，让原清室仍“暂居宫禁”，
“日

忆：１９４７ 年张克威同志从部队下来，

“罚缴”公款甚多，后来他又忙带兵

后迁居颐和园”。所以，已逊位的宣

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任职，他带

打仗等，不久便死了。他买此图的可

统皇帝溥仪及清室一批人仍居住在

来长春伪宫散出的十余轴画卷，交给

57

2009/ 2

美术史研究
ART RESEARCH

林枫同志。这是乾隆“石渠宝笈”所

１１月到北京展出后，即由上级下文调

人”
，未记其字、号。根据他的题跋

藏历代名画中的东西。
可能也就是所

拨给故宫博物院。１９２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

和钤印，可知其字永享（与“保”相

谓《溥仪赏溥杰书画目》一千三百轴

离开这里，２９ 年后又回到这里，
《清

配），号双林。

中的一部分，
《清明上河图》正在其

明上河图》这一举世瑰宝，从此又成

［１７］《清史列传》第七册，卷二十六有《陆

中。林枫同志发现后，立即找来东北

为故宫博物院（北京）的藏品，一直

费墀传》
，记：
“陆费墀……五十五年

文物保管委员会的人进行鉴定，
并交

到今天，
而且还将继续收藏在故宫博

九月，卒。”

东北文管会珍藏。［１９］

物院内。□

张克威的妻子金斐回忆：……那

［１８］ 毕沅传列于《清史列传》卷三十。
［１９］ 见王修《关心东北文物工作》
，载张

是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 １２ 月的事，当时张克

注：

庆泰等主编的《忆林枫》
，辽宁人民

威任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通过地

［１］

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

见杨仁恺《关于张择端清明上河

方干部搜集到《清明上河图》等宋元

图》
，吴晗《＜清明上河图＞与＜金瓶

［２０］ 见庞铁明《张克威献出＜清明上河

古画十余幅……１９４８ 年张克威到东

梅＞的故事及其衍变》
，杨新《清明

图＞》
（此文是记者采访张克威的妻

北行政委员会上任，便把所藏名画，

上河图公案》等等，几乎所有学者皆

子金斐所记）
，载《沈阳时报》２００５

全部交给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同

持宋内府收藏说。见《＜清明上河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志。后来，东北文馆会人从哈尔滨迁

图＞研究文献汇编》，辽宁省博物馆

到沈阳，
书画便放到较为安全的东北

编，万卷出版公司，２００７ 年版。

章，一说是溥仪携带名画等准备逃

［３］ 见陈传席《＜清明上河图＞创作缘

跑，在机场上，人员被苏联红军俘

起、时间及＜宣和画谱＞没有著录的原

获，而所携带的名画等物则散落机

因》
，刊于《美术研究》２００８ 年 ４ 期。

场，被人乘机取走。二是说溥仪准备

手中丢失，
［２１］散落民间，３ 个月后， ［４］ 见《铁围山丛谈》卷四，中华书局，

逃走时，一片混乱，伪皇宫中之文物

当时任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张克威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８０ 页。

即被人乘机偷走。其他的说法有十

可以参见拙作《李唐生卒年考》
（发

余种，皆不可信。似乎前一说比较可

威手中。１９４８年，张克威把画带到黑

表在《美术研究》１９８４．４ 上。笔名：

信。因为后一说，偷者即知其为宝，

龙江省的哈尔滨，
交给东北行政委员

弃病）及《李唐研究》
，
（收入《陈传

地方干部去搜集时，偷者不会上交。

会主席林枫，林枫又交给东北文馆会

席文集》卷２，河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１

前者于机场散落的物件中顺手取走，

收藏。后来，东北文馆会从哈尔滨迁

年版。）

未必知其为宝，金银珠宝则自留，名

银行暂存。
［２０］

［２］

由以上二位当事人回忆可知，
《清明上河图》于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从溥仪

通过地方干部搜查到。
画就到了张克

［５］

到沈阳，
《清明上河图》又到了沈阳。 ［６］ 见《铁围山丛谈》卷四，中华书局，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７ 日，东北博物馆
在沈阳正式开馆，这是新中国的第

［７］

一座博物馆。［２２］１９５０ 年，《清明上
河图》便从东北文管会正式转入东

［８］

北博物馆，从此成为该馆的藏品，卷

［２１］ 丢失的原因，据笔者读到的有关文

画等则可能胡乱转送或弃置，地方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７８ 页。

干部搜集时则献出。至于直接从机

杨准题跋中只说：
“武林陈某”
，但其

场俘获而转交东北博物馆之说，从

后李东阳题跋谓：
“武林陈彦廉”

王修和金斐的回忆文章看来也不太

李东阳此诗收入他的《怀麓堂集》卷

符合事实。

九《题清明上河图》。

［２２］ 参见《辽宁省博物馆简介》
，载《辽

前还钤有“东北博物馆珍藏之印”的

［９］

见《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徐溥传》
。

宁省博物馆概览》
。该书藏辽宁省博

收藏印。

［１０］ 见《明史》卷一百八十一《李东阳传》
。

物馆，展览时出售，但无出版社和出

［１１］ 见《明史》卷一百八十八《陆完传》

版年月。馆长马宝杰赠送给笔者一本。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
《清明上河图》在
东北博物馆举办的《伟大祖国古代艺
术特展》中展出。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又
赴北京展出。
［２３］

［１２］ 见吴晗《＜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
的故事及其衍变（附补记）
》一文。
［１３ ］ 见《明史·奸臣·严嵩》
。

［２３］ 见《清明上河图》研究文献汇编，马
宝杰《序言》
，辽宁省博物馆编，万
卷出版公司，２００７ 年版。

［１４］ 《天水冰山录》，北京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十二、１９５３ 年底，进入故宫博物院

年出版《明太祖平胡录》
（外七种）中

至今

有刊。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
《清明上河图》仍
属于东北博物馆的藏品，但 １９５３ 年

［１５］《钤山堂书画记》，同上。
［１６］《明史·冯保传》只言：
“冯保，深州

陈传席
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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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任编辑 张 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