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一寶

清沈源清明上河圖新詮

沈源︵十八世紀︶，雍正、乾隆︵一七二三

童文娥

一七九五︶時供奉內廷，善畫佛像，並

工山水界畫，所作之︿清明上河圖﹀，淡染淺絳，用筆熟練，界畫橋樑、屋宇、人物
皆極為精細工整，小清新的韻味，足以媲美光彩奪目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圖﹀。

本清明上河圖﹀︵以下稱清院本︶

上河圖﹀共計八幅，其中以︿清院

本﹂看待，然其清新的畫法，原創的

卻鮮為人知，一直以﹁摹本﹂或﹁稿

孿 生 兄 弟 的 作 品 ──
清沈源︿清明上
河圖﹀︵以下稱沈源本︶︵圖二︶，

後一張長七十四公分，合計一一八六

寸相同，均約長一百三十九公分，最

︿沈源本﹀，高三四 •
八公分，
畫幅是由九張紙拼接而成，前八紙尺

畫法與內容

︵圖一︶最受矚目，它是由陳枚
構圖意念，堪稱清宮佳品。本文透過
公分，尺幅較︿清院本﹀長。紙質光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清明

一七四五︶、孫祜︵約
對此作的賞析，探究清宮畫院繪製長

滑細緻，為素箋本。畫幅前後分別鈐

︵一六九四
十八世紀︶、金昆、戴洪、程志道合
卷之脈絡，重新審視其地位。

﹁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

作繪製的長卷，為清宮繪畫品味的體
現。本院尚有一件與︿清院本﹀近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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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

小船

﹁重華宮鑑藏寶﹂、﹁樂壽堂圖書

清明上河圖

局部

記﹂、﹁嘉慶御覽之寶﹂及﹁宣統御

沈源

清明上河圖

覽之寶﹂六方清宮璽印，幅後款識：

101

清

沈源

﹁臣沈源恭繪﹂，鈐﹁臣沈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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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此幅構圖、內容，與︿清院本﹀

幾乎相同，卻因而相形失色，沈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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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房中。然若仔細觀察比對，其實各
擅勝場。
就畫法看，︿清院本﹀為工筆
富麗之作，青綠賦色，流光溢彩；
而︿沈源本﹀幾乎為白描勾畫，古雅
質樸。以極淡的赭筆，起稿勾畫中
人物、建築、船隻、車、轎、貨品
及各式動物的輪廓，再以濃墨就其位
置勾勒，加強形象線條，處處可見修
飾更動的痕跡，例如，停靠在虹橋旁
帆船上的定風旗，或是各式酒帘上下
的變動、往來人物的姿勢等，俯拾即
是，最明顯的鑿痕，莫過於中段城門
之後，小廟旁河道行駛的小船︵圖
三︶，雖以墨筆重新調整勾畫船體位
置，在畫面仍存留些許的淡墨痕跡，
顯見畫家在起稿時，構思的猶豫，下

畫中人物約二至三公分左右，然

筆的遲疑，亦見其刻意經營。

墨筆有力，以釘頭鼠尾描勾畫人物衣

提點勾染，工整細緻。除此之外，桃

構件，具立體效果，並運用赭色稍加

梁、屋架、支撐、屋面板等各種建築

人物精神、風貌鮮活。界畫牆、柱、

紋，再用焦墨點出人物眉目、鬚鬍，

掃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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鑼打鼓聲，吸引村婦、行人觀看︵圖

︵圖九︶，強調﹁悲喜同日度，唯有

其次，在人物互動與情感交流

清明節﹂的特色。

韆，宛如蝴蝶般優雅飛舞︵圖八︶；

的表現上，極為傳神細膩，如起首沃

七︶；貴門宅第仕女在庭院盪著鞦

各種各樣的京戲、雜耍、走索等表演

花以洋紅填染︵圖四︶，在以墨色為
主的畫面中，頗有畫龍點晴之妙，饒
富清新雅淡的韻味。
就內容的安排而言，無論是段
落、情節，或是人物、舟車、動物的
位置，幾與︿清院本﹀如出一轍，甚
至數量上，亦難分軒輊。關於兩者內
容異同之辨識，在筆者的︿稿本乎！
摹本乎！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的孿生兄
弟﹀一文中，已作初步討論與歸納，
不再贅言。本文著眼於︿沈源本﹀內
容的呈現與詮釋。
首先，︿沈源本﹀對於﹁清明上
河圖﹂畫名有相當明確的界定，即以
﹁清明﹂節日為描寫對象。﹁清明﹂
是掃墓祭祖、寒食禁火的日子，承載
慎終追遠的精神，亦因﹁寒食禁火﹂
而衍生春遊踏青、放風箏、盪鞦韆的
體育競技活動，全部變成了繪畫的素
材。畫卷初始，一群人順著河岸放起
風箏；土坡上兩座土墳，描繪了孤兒
寡母哭墳的場景︵圖五︶，這種上墳
的畫面，︿沈源本﹀一再出現︵圖
六︶，祭祖掃墓的圖象鮮明，卻是其
他版本較少著墨；一列迎親隊伍，敲

牛隱身在樹幹間，似有平疇呼犢之
意。︵圖十︶迎親隊伍中，手持旌幢
的僕役，抬著頭小心護持，轎夫、喜
娘，前呼後擁，皆顧盼有情，活潑靈
動，隱約流瀉著歡言笑語；﹁松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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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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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麗。

工千行，爭奇鬥豔。有些在︿清院

鑑﹂、﹁演禽﹂都包含在內，可謂百

﹁本閣藏書﹂，甚至算命卜卦的﹁風

︵圖十五︶ 、﹁揭裱字畫手卷﹂、

人用品的﹁顏料舖﹂、﹁簡箋紙張﹂

齋虔制清遠合香﹂的香舖，或是文

﹁銀絲掛麵﹂店、磨房、藥局、﹁本

十四︶、各式的飯館，﹁豆腐﹂店、

酒帘，寫著﹁玉液瓊漿﹂的酒店︵圖

銷銀兩﹂、﹁本齋雅造金銀﹂，掛上

臺﹂的旅店，及媲美現代銀行的﹁傾

引官鹽﹂︵圖十三︶、﹁安歇仕客行

代表交流買賣的﹁船行﹂、﹁發賣有

集合了江南、京城兩地商行百貨，如

名，尚有實物展示，提綱挈領，幾乎

市招則多元精采，多數以文字標

廷建築則展示了清宮苑囿的華美瑰

建，近似清麗綽約的江南水鄉，而宮

觀、街道、橋樑等磚木結構，沿河而

活重心的江南和北京城，如園林、寺

兩代基本的建築形制，應取法畫家生

畫中的各式建築，涵蓋了明清

段有趣的小插曲，譜出包羅萬象的樂

遺︵圖十二︶；其他在酒店飯館中喝

局部

十一︶；後段河岸邊，幾隻狗兒把食

清明上河圖

布﹂店前鬥毆的兩人動作激烈，一人

沈源

酒、品茗的各色人等，互動熱絡，賦

圖12 清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市招

盒撞倒，兇狠搶奪，抬食盒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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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腳踹向另一人，圍觀的眾人幾乎拉

群架

予畫面情感豐富性與敘事能力，一段

局部

單腳站立，不知所措的慌亂，表露無

清明上河圖

不住，無可避免地將引起大爭端︵圖

沈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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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近平民生活，又將人物表現得活靈

正秋石﹂的藥材店。︵圖十七︶正因

﹁甘州枸杞﹂、﹁官楝人參﹂、﹁真

﹁誠製咀片丸散﹂及﹁沙苑蒺藜﹂、

在︿沈源本﹀則清楚標示，如寫著

本﹀中無法確認的商店︵圖十六︶，

賞陳枚、孫祜、金昆每人大緞一匹，

於本月二十八日，內大臣海望謹擬得

上河圖陳枚等，著海望擬賞。欽此。

月︶十九日，太監毛團傳旨：畫清明

的三則，其一是：﹁乾隆元年︵十二

於︿清院本﹀的記載甚少，較有關

與步驟，可惜的是，︽活計清檔︾關

本﹀及︿沈源本﹀繪製脈絡的釐清，

人皆江南名工。﹂此記載對︿清院

林、人物各工其藝，亦繪林佳話，數

於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城郭、山

﹁圖始於雍正六年︵一七二八︶，成

製詩初集︾卷八有二行小字註記：

起稿或呈覽的記錄。不過，卻在︽御

無之處，回奏。﹂並未載明何人奉命

回南時將此稿子帶去，著薩載查明有

錄︶此清明上河圖係陳枚所畫，恐伊

江南的記載：﹁︵乾隆二十七年記事

度以為陳枚告老還鄉時，將稿本攜回

卷一卷。欽此。﹂最後，則是乾隆一

交清明上河圖一卷，傳旨：著托裱手

久、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毛團

年 裱作︶︵二月︶十八日，司庫劉山

此謹奏請旨。﹂其二是：﹁︵乾隆二

賞程志道、戴洪每人官用緞一匹，為

活現，成就此件作品重要的地位。

︿沈源本﹀新定位
︿沈源本﹀與︿清院本﹀為傳
移模寫的最佳範例，然不管是構圖意
念的創造性，或筆墨的精到，︿沈源
本﹀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
及。最先關注此作的是英國藝術史學
者韋陀，他認為從圖繪內容可推測
︿沈源本﹀可能就是︿清院本﹀的前
身底本，對︿清院本﹀來說，是相當
重要的過程。陳韻如則認為﹁︿沈源
本﹀所流露出的未完成性質，確屬一
種畫稿。﹂筆者也曾討論此卷作為稿
本的可能性。
據清宮內務府造辦的︽各作成
做活計清檔︾︵以下稱活計清檔︶記
載觀察，清宮畫院畫家作畫都要經過
﹁起稿呈覽﹂、﹁准時再畫﹂的程序

具有關鍵地位。以此推論，在雍正六
年命人繪製︿清明上河圖﹀，歷經起
稿、呈覽、修改、再呈、准畫及完成
的各項工序，終於在乾隆二年裱褙完
成。
事實上在︽活計清檔︾的記錄
中，起稿人與繪製完成畫家非同一
人的情況比比皆是，如：﹁︵乾隆三
年 畫院處︶︵七月︶十八日，七品首
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同
樂園圓光門通景畫著冷枚起稿呈覽，
准時再著人畫。欽此。﹂甚至，乾隆
派專人至江南陳枚家找尋，也一無所
獲。陳枚、金昆、沈源︵元︶等人在
雍正初已進入宮廷供職，從畫家在
宮中的活動及︽御製詩初集︾的記載
推論，最有可能便是雍正六年沈源奉
旨起稿，經過反覆來回呈覽、更改之
後，再由陳枚等人就稿本，奉旨作小
幅度修改繪製。據此，︿沈源本﹀是
︿清院本﹀的稿本應是無庸置疑。
︿沈源本﹀雖然只是稿本，但
與其他清宮畫院存世稿本相較，在創
作理念及表現手法上均大相逕庭，如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清郎世寧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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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圖稿本﹀，只以墨線白描圖像，此
作側重中國傳統繪畫方式，先以淡
赭打底起稿，再運用墨筆勾勒人物、
建築等形象，慢慢構思，一再修改，
工整考究。其賦色用彩，更非稿本的
慣用手法，如屋頂修茸之覆蓋物、虹
橋商店欄杆、船帆、波渚、水紋︵圖
十八︶，甚至人物的服飾披帛點綴，
皆加上赭石、藤黃等顏料，具創作完
整作品的意圖，可謂﹁創稿如真﹂。
畫中桃花且以洋紅點染，別有一番清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新俊逸的韻味，確屬清畫院中少見之
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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