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墉	

益鸟图	

设色纸本	

86×68	cm	

1978 年

方楚雄	 	

一家亲	 	

设色纸本	

137×68	cm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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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少其

久别黄山凭梦看

设色纸本

75×83	cm

1991 年

欧豪年	

山水四屏	

设色纸本	

95×29	cm	×4

1978 年

杨之光	

舞蹈	

设色纸本	

69×138	cm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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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人

桂花蜜蜂

设色纸本

29×32	cm

容庚

山水四景

设色纸本

32×21	cm	×4

194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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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劲堃

秋林山风轻

设色纸本

40×498.7cm

林墉

清风

设色纸本

173×69cm

方楚雄

孔雀

设色纸本

145×96	cm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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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正春拍古籍信札文献专场，延续了崇正以往“史学巨擎——陈垣先生重要著作及稿本”专场；“私家话语——近代名人朋友圈”信

札专场的势头。本次古籍信札文献专场分为“名人书札”、“名家稿本写本、批校本、题跋本”、“岭南文献”、“佳椠精刻”四大

版块。内中，晚明官员、著名史学家、岭南惠州张萱（孟奇）的著作《西园史余》的明末誊稿本，为传世孤本，三百余年来首次重现

于世。此书抄写字体为明末典型风格，清代皇帝名讳皆不避，且每卷皆有第几易稿字样，信为明末誊稿本无疑。张萱著作等身，但在

其卒后六年——顺治四年（1647），清兵攻陷罗阳时，他的藏书和著述大多毁于兵火。加上他的著述，每持夏夷之见，对“胡虏、狄夷”

持贬斥态度，故于清代往往遭禁，世所罕覩。《西园史余》从未刊行，仅以稿本存世，明清易代乱后，几不为世人所知。今次此书明

末誊稿在广东崇正现身，诚为我国史学界以及岭南文献领域的一件大事，必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此外，本专场有陈垣（援庵）先生旧藏一批，如：清代尚书毛昶熙手稿《铁如意馆日记》，陈援庵批校英千里家书，伯希和赠陈援庵

的著作单行本；又有启功先生的杂稿一批。

而本专场的广东文献中，如清代翰林番禺林国赓的《从游录》稿本；清代粤东三家之汪瑔《随山馆诗庚稿》；汪宗衍题跋本《忆江南

馆宋词选》；首任广东文史馆馆长侯过批跋古逸丛书本《庄子注疏》；民国张树英手稿《红楼梦研究》等，亦足可观。

至于此场中的“佳椠精刻”，如元代至正己丑庐陵竹坪书堂刊本《破邪显正钥匙卷》，明内府本《大学衍义》，明末汲古阁初印本《后

村别调》、《芦村词》； 黄丕烈士礼居写刻本《国语》；古逸丛书本《杜工部草堂诗笺》等，精彩纷呈，值得期待 !

“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在没有“伊妹儿”的时代，信札是人们之间的重要交流工具，更有了新的意义。15 崇正春拍

将隆重推出“民国信札的那些事儿”，按种类可分为民国政要、军政、文人等信札。题材丰富，专题突出，如“红学研究”信札、《文

艺研究》信札、戏剧研究信札等等；以个人为中心的信札专题，如著名家致于右任、梁寒操、陈纪滢、黄君璧等信札。

政要、军政、文人通过信札维系政局，处理事务，沟通人情。此次上拍的信札不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不少也是书法精

品。信札的书写率意，词句多用俚俗之语，相对书写者一般正经创作的书法作品，轻松可读，别具趣味。伴随着人们对美的追求，书

写信札的相关彩笺制作工艺也更加丰富，也给信札增添了华彩。或许您阅读此次上拍的各种形式信札，在今天没有书信往来的世界了，

似乎有一种冲动：拿起一支毛笔，铺上一张精致的信笺，写上优美的词句，贴上邮票，写上地址，投向邮筒！

古籍、善本、信札 

《姓氏古音考》二册、

《说文谐声谱》一册  

29×16×3

天下有山堂画艺

2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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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杂稿七份

尺寸不一

御制文第二集  

28×18×4

韩文公文钞

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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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致万振环信札含信封 

23×16cm

黄宾虹题朱砚因信札  

15×1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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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致宪子信札  

26×17cm

沈雁冰信札 

 27×1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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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致家勤信札  

24×37cm

 

蒋介石致高应笃含信封、宋美龄致致C.S.FAN信札，含信封 

28×12cm；21×28×2cm

此次秋拍，油画、雕塑专场亦可堪称精品荟萃：写实方面作品有董希文、郭润文、忻

东旺等艺术家，都是中国写实油画的代表；表现主义阵营的代表性艺术家罗中立在

2014 年秋拍取得好成绩，此次春拍将继续与大家见面。具有耐人寻味的历史性是沙耆

的《裸女的野餐》和关良的《静物》。此外， “广东当代艺术”专题我们继续推出了

可以梳理出清晰的、能代表广东当代艺术发展脉络的艺术家作品，这些艺术家的创作

是非常个体化的，不管是中生代，还是新势力，都有着极深厚的潜力。其中李邦耀和

邓箭今的作品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荟萃·中国油画、雕塑 

罗中立  洗脚之三 

布面 油画  

39×54cm

出版：《罗中立·故乡组曲》 P192 四川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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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耆  裸女的野餐 

布面 油画  

53×45cm

附：敦煌艺术中心收藏证书

关良  静物 

布面 油画

30×40cm

出版：《20 世纪中国油画作品集》 P141 广西美术出版社

附：卡门艺术中心收藏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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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东旺  憧憬着的老段 

布面 油画    80×65cm

2005 年

出版：《细节·忻东旺》 P113 人民美术出版社

      《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 P71 湖南美术出版社

      《中国写实画派·忻东旺》 P108 吉林美术出版社

      《村民列传·忻东旺》 P102 河北教育出版社

董希文  陶行知像

布面 油画

90×70cm

1962 年

郭润文  女孩 

布面 油画  

90×70cm

1996 年

出版：《郭润文油画艺术》 P6 天津杨柳青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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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邦耀  包的故事 

布面 丙烯 

80×60cm

2012 年

邓箭今  梦游综合征

布面 油画

30×20cm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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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作为崇正在 2015 年推出的一个特色专场，值得

藏家们的关注。此次“版画”专场我们收集了几乎可以梳

理出清晰的、能代表 20 世纪中国版画发展历程的作品，

其中延安版画是一大特色，黄新波、李桦、赖少其、石鲁、

蔡迪支等在延安的重要版画艺术家代表作品均在其中。另

外，新形式的版画也值得市场期待，中青年版画家及像李

小可的新媒体与珂罗版技术结合的版画都受到了很大程度

的关注，南方艺术市场的自由和多样化，也是版画是催心剂。

雕刻时光·中国版画 

李小可  窗口	

纸本	原创版画		

85×43cm

2015 年

出版：《藏迹——李小可版画作品集》	P4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新波  春华长艳	

纸本	套色木刻		

55.5×37cm

1977 年

出版：《新波版画集》	P115	人民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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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少其  静物	

纸本	黑白木刻		

12×15.5cm

出版：《版画纪程-鲁迅藏中国现代木

刻全集》	P1046	江苏古籍出版社

齐喆  还不是烟花样的人生？	

纸本	油印套色木刻	

76×62cm

2009 年

出版：《烟火—齐喆作品选》	P10	岭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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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庆禄 高原牧女	

纸本	木版油印		

60×90cm

2000 年

石鲁		说理	

纸本	黑白木刻		

13×16.5cm

1954 年

出版：

《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选集下》	P198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十年来版画选集》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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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

崇正讲堂

主办：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                                          协办：《收藏 / 拍卖》                                                 媒体支持：雅昌艺术网

录音整理：林紫鸣				校读：何小特

时间：2014 年 12 月 24 日					地址：广州东方宾馆会展中心一楼会议一室			

傅抱石的“假画”

主讲/许礼平

今天这个题目，其实是模棱两可的。“傅抱石的假画”这个题

目，是我前年在关山月美术馆做的报告的一部分。我回到香港以后，

就写了《傅抱石的假画》这篇文章，在《苹果日报》上发表，后来

也刊登在了国内的《收藏／拍卖》杂志上。但我今天想说的主题倒

不是假画，而是“看似假的实际上是真迹”的画作。我经营了书画

的贩卖和出版大概二、三十年，机构的名字叫“翰墨轩”。翰墨轩

出版了一套月刊，名字叫《名家翰墨》。《名家翰墨》出了十多期

关于傅抱石的专刊。一个画家怎么做那么多期呢？其实是傅抱石在

画坛上的位置十分重要，很多画家和收藏家都喜欢看他的作品，市

场需求比较大。还有就是傅抱石的家属，十分配合，我们得到了很

多有用的资料。翰墨轩在香港、台湾和广州也曾经举办了很多关于

傅抱石的展览。在傅抱石诞辰 90 周年，也是 1994 年的时候，我

们首先将傅抱石的作品引入到台湾做展览。后来又被引荐到了台湾

国立历史博物馆，当时馆长非常担心政治的原因影响到了这个展览。

我们进行了许多努力，才将这个展览办成。这是台湾举办的首次关

于傅抱石的展览。到了 100 周年，我们也把香港的藏家介绍到北京

的中国美术馆、江苏美术馆做一个 100 周年的回顾展。今年是傅抱

石诞辰的 110 周年，南京博物院现在还在办两个关于傅抱石的展览。

我在这个展览上了也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

今天我在这里，想把我在这些年里编辑有关傅抱石的书籍的所

见、所闻、所知、所感跟大家分享。傅抱石的生平，我就不罗嗦了。

许礼平：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著名收藏家、金融家、出版人。1980 年代创办问学社、翰墨轩，1990 年创办《名家翰墨》月刊、丛刊，著有《旧

日风云》等。

按：傅抱石的画作在市场上十分火爆，也因此多了很多的伪作或者仿造，怎么样鉴别和区分，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许礼平先生以实践

经验与大家分享对傅抱石画作鉴别的“干货”。

不如我们讲一讲我们在观看傅抱石的画作的时候经常所遇到的问题

和比较关心的问题。前几个月在香港艺术馆举办了一个名叫“巴

黎·丹青”的展览，其中傅抱石的作品有三张。第一张是《风雨舟

行》，这幅画的左边有两行提款，里面包含了两个信息，一个是傅

抱石的生日（1904 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女

儿傅益璇的生日（1944 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巴黎·丹青”

展览里面有另外一幅作品，名字叫《兰亭雅集图》，这张作品也是

有个很奇怪的地方。这幅画有四个图章，分别放到画作的四个方角。

这个好像不是傅抱石的习惯，所以有人怀疑是否出于傅抱石之手。

其实在傅抱石的画作里面，还有很多搞不清楚的部分。至于为什么

傅抱石需要这样做呢，还需要考证。

傅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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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卖界里面，名家的作品非常火爆，特别是傅抱石的，齐白

石的，所以每次有作品出来拍卖，收藏家都非常关注关于作品真假

的问题。在傅抱石的作品里面，有许多真迹，也经常被人怀疑，因

为假画泛滥。当然除了假画泛滥这个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傅抱石的绘画习惯问题。傅抱石很喜欢将同一个题材，一画再画。

比如说刚刚所展示的《兰亭雅集图》，他曾经画不同构图的，长的、

方的。那么在这些兰亭图里面，最精彩的图谱藏于台北。藏于台北

的那幅兰亭图，和中国美术馆的兰亭图，一模一样。我曾经请教过

傅二石，在我们编辑傅抱石的材料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很多作品

都一模一样，有些流传到了收藏家手里，有些在美术馆里面，地域

跨度非常大。傅二石就回答我，说傅抱石画画非常喜欢用皮纸，因

为皮纸经得起傅抱石的大笔刷。那么傅抱石就利用皮纸可以分开的

特点，把一张画分开两件，在下面一层那件再修修补补又成一件作

品。所以经常有两幅画大体上是一样的，但是细节又有所不同。这

个就是我们称为的“同画异幅”。

再说回这幅《兰亭雅集图》，也是有来历的。林百里手上的《兰

亭雅集图》比中国美术馆的《兰亭雅集图》早十几年。原来为容庚

先生的学生所藏。这幅《兰亭雅集图》怎么看都是“正确”的作品。

尽管我们认为这幅作品是好的，傅二石也认为是“正确”的，但在

我们展览期间，也有很多批评家、鉴定家都说这是假作。可见，尽

管是傅抱石专家，对同一幅作品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今年九月下

旬，在傅抱石在南京的展览上。有他取材自日本的女画家野口小苹

的画作。傅抱石的那幅《兰亭雅集图》现在挂在日本的美术馆，在

日本的书籍上也有明确的流传记载。野口小苹这个名字经过历史的

沉淀，已经鲜有听闻了。傅抱石的厉害之处，也在于他能很好地吸

收别人的作品的优点，成就自己的作品。

北京嘉德拍卖在 2001 年曾经推出一张傅抱石的《竹林七贤》，

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论。“竹林七贤”是傅抱石很喜欢的题材之一，

在抗战时期曾经反复绘制。北京嘉德是从钱昌照的后人收了两幅《竹

林七贤》图。其中一张是大张的，很多人鉴定都说是假的。这张大的，

和蔡辰男所藏的《竹林七贤》一模一样，但是蔡辰男所收藏的《竹

上：傅抱石《兰亭图》 60.8 x 100.2cm  北京中国美术馆藏

下：傅抱石《兰亭图》 60 x 106.7cm  私人收藏

上左：傅抱石《兰亭图》 

张德粹旧藏

上右：傅抱石《兰亭图轴》

私人收藏

下：野口小苹《兰亭图》

题款钤印、野口小苹《兰亭图》

傅抱石《竹林七贤》 64.5 x 76.8 cm 钱昌照旧藏

傅抱石《竹林七贤》 64.5 x 78 cm  蔡辰男旧藏

傅抱石《竹林七贤》祖本 64.7 x 75.5 cm 私人收藏

傅抱石《竹林七贤》55.5 x 76 cm 私人收藏

林七贤》是被众人所知的，因此很多人都认为那张在钱家收回来的

《竹林七贤》是假的。后来是一位香港的导演以极低的价钱拍了下来。

这位导演后来转手拍卖以后，赚了一千几百万，期间不过三年。

傅抱石有另外一张传世的名作，名叫《风雨归牧》。这张画作

非常有名，但是画内没有签名。这幅画因为没有签名，所以在“文

革”期间保存了下来。这幅画是傅抱石的女婿叶宗镐，在房子的垃

圾堆里面，发现了一团纸。那团纸他拿出来摊开，就是这张《风雨

归牧》。然而这幅画幸而没有签名才免于灾难。这幅画其实还有另

外一幅同样的。

我们还能见得到的是一幅《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诗意

画》，藏于南京博物院，另外一幅相似的则为陈毅先生的旧藏。在《菩

萨蛮·大柏地》中，傅抱石用墨中五色，把毛泽东诗句里面的意境

表达得淋漓尽致。但是菩萨“蛮”的“蛮”字，傅抱石写成了“恋”

字。当时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但是傅抱石非常喜欢这张作品。

在朵云轩印刷木板水印画的《菩萨蛮·大柏地》，他们将“恋”字

改成“蛮”字。后来，政治局面显得开放点了，人民出版社才把那

幅“恋”字的画标示在“蛮”字的木板水印画旁边，以显示为原作。

傅抱石的画作非常有意思，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我今天

先抛砖引玉到这里，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提问者 1：许先生您好，我想请问一下不知道您对傅抱石的人

物画有什么心得吗？

许：其实我也一直在学习。如果南京博物院展览出傅抱石的作

品，我一定会过去看的。画作，只有看得多，才能鉴别，否则机会

也会因此流失。大概 90 年代，有一幅关于傅抱石绘制的人物画在

深圳出现，当时我们去看，觉得这幅画的线条太弱了。尽管我们出

了很多关于傅抱石的书，我们也不能完全鉴别。每个画家都有不同

的阶段，不是每个时期都一样的，有青涩的，有熟练的时期。我们

不能以画得好或者不好，来判断这幅画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仍然

在学习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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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琵琶行》私人收藏 傅抱石《琵琶行》南京博物院藏

傅抱石《前赤壁图》私人收藏 傅抱石《前赤壁图》私人收藏

傅抱石

《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诗意》

南京博物院藏

傅抱石

《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诗意》

陈毅旧藏

提问者 2：许老师您好，我想请教您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鉴

别原作和印刷品，第二个是您觉得怎么样的笔墨才是“好”的笔墨？

许：生产者和研究者是两种不同的人。分不出，不是生产者的

问题，是研究者的问题。好几年前，我们差一点上当。有一幅毛主

席的字，是从美国来的。我们看照片，是没有一点问题的。但是原

件传过来香港给我们看，我们就觉得这个墨水十分平坦，就拿给了

中央档案馆。后来经过成分的鉴定，的确是印刷品。现在听说雅昌，

几十亿像素地扫描，那应该是十分逼真的。我记得嘉德也拿过仇英

的复制品去展览，现场也有一些资深的收藏家也分不出来。如果隔

着玻璃，的确很多分，但是肉眼敏锐的，或者拿高倍数的放大镜还

是能看得出来。

另外一个问题，“好”与“不好”是见仁见智的。很难三言两

语说得明白。对研究者来说，总归学点“笔墨”是有益处的，因为

这更加能体会到作者的精神。

从吴荣光到天蠁楼

主讲/吴泰

由于讲得内容时间跨度太长，所以我尽量精简一点。人生是十

分乏味的，因此要培养多点兴趣，从兴趣而起，至兴趣而终。以前

很多的收藏家，不是以收藏作为买卖手段，而是他的爱好。比如说

吴荣光，他就喜欢收藏古董、字画。这可能跟祖上也有这种爱好的

传承有关。吴荣光的父亲，是广东的富二代，是一名盐商。他从福

建到新会，再转到佛山居住。他的父亲，也很喜欢收藏字画，所以

吴荣光很早就有收藏的嗜好。吴荣光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就收藏了

一张宋朝的名画，还是一件孤本。古代的藏家，都喜欢收藏孤本，

越古越好。他二十二岁就和书画有这种“缘分”。比如还有一卷《高

隐图》，就是南宋李唐的手卷，在吴荣光三十多岁的时候就买到了。

那时候吴荣光在北京做官，在琉璃厂的附近见到一幅《高隐图》，

他就觉得很奇怪，因为那幅画的题跋是流传有序，但分明不真。后

来，他回佛山，大概大年三十左右，有个姓黄的人敲门说有真本的

《高隐图》。这个姓黄的，祖上在北京做官，所以这幅《高隐图》

是祖传的。《高隐图》有三个版本，吴荣光在北京琉璃厂看到的那

幅是赝品，黄姓这幅才是真的。吴荣光曾经拿到过殿试第三的好成

绩，后来被陷害，辞了官。没有了收入来源，他就开始变卖字画。

那时他才三十来岁。但是也因此，他在古董店认识了一些喜欢收藏

的人，其中一名是翁方纲。他也因而搬去了翁先生居住的胡同那边

住，日夜与他们讨论字画。这也对吴荣光以后的鉴定有所裨益。

翁方纲比较喜欢苏轼的作品，也带动了吴荣光收集苏东坡。上

次在北京保利有苏东坡的竹子图。那幅画有点破烂，但是那幅画的

提拔没什么问题。那幅画吴荣光以前分析过，那幅画原来也是有三

个版本得，因此题跋也是有三个版本。字画有三大灾害，一是自然，

二是人为，三是古董商。古董商最喜欢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真的

假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浑水摸鱼，得到最大的利益。但是吴荣光还

是很谨慎地在上面题了字。

《辛丑销夏记》，是吴荣光的著录书。好的东西，可能经过年

月的洗礼，就没有了，因此文字的记录，也是很重要，但是这里面

的内容，不一定都是他收藏的，也有他读过的看过的。吴荣光有些

东西他买不到，比如米芾的杜诗轴，所以这就变成了他晚年喜欢临

写的范本。吴荣光看过很多作品，比如说吴镇的山水，周文钜的重

屏图。他看过的东西，都记录在《辛丑销夏记》里面。当时在没有

按：广东的收藏风气，是从嘉道间的吴荣光等人开始的，这些文人墨客之间的交流促进了收藏书画、钟鼎礼器的风潮。吴泰先生为我

们讲述了广东地区人们进入收藏的过程，其中吴荣光、罗振玉、康有为等藏家的轶事听众是不多知道的，从中我们也可知，广东藏家的收

藏行为是一脉相承的。

吴泰：著名书画家，祖籍广东南海，为吴荣光后人。父为著名画家吴子玉，自幼从父学习书画。精瘦金体、善细笔人物、山水、花鸟。

文徵明行书卷《风入松》（现藏广东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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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影印的情况之下，他这本书也是举国闻名的。他的后辈，也以

此为榜样。在广东以后的藏家，都力寻吴荣光见过的、收藏过的东西，

把他所记载的东西都当做是精品、珍品来收藏。这大概是一个传统。

宋徽宗的《祥龙石图卷》，吴荣光是看过的，他借过回来。当

时他在湘西认识了一位按察使，他曾借过《祥龙石图卷》来临摹过。

他三十岁被贬官以后，有官员建议他去考一个军职。那时的文官和

武官是分开的，他亦考上了，从此一路高升，做湖南巡抚的时间亦

不短。李唐的《高隐图》对吴荣光来是说极其珍贵的，他出行都带

着，在一次到贵州赴任途中，坐船时被浸湿了，第二年就被人偷了。

别人都知道他很珍惜，因此又高价卖回给他，他也购下了。

《辛丑销夏记》里面，第一个就写了赵子固的“落水兰亭”。

那是他收藏的。藏了以后，有一名清末的外交官看过吴荣光临终的

遗嘱，吴荣光期望“落水兰亭”成为陪葬品。因此，吴荣光在广东

花都的墓，被人盗过很多次。

在广东，以前收藏东西是很麻烦的，因为天气很潮湿。以前祖

辈留下了一些东西，但是他们不会保存。旧画，能够经过岁月的洗

礼，还能保存下来，是很珍贵的。更多的字画，都被侵蚀掉了。以

前没有空调设备，没有防潮的设备。但是在北京，天气就不是问题，

反过来要防干燥。容庚教授以前在北京收藏了很多东西，带到广东

来，都被人质疑，说东西太新了。

吴荣光在嘉庆做了十五年官，六十八岁退休以后就回来广东。

广东那时候有位名家，名字叫叶梦龙，字仲山，号云谷，南海（今

广州）人。职位是官户部郎中。祖上也有收藏东西的传统。叶梦龙

和吴荣光是乡里，而叶梦龙的儿子又娶了吴荣光的女儿，叶家和吴

家成为了姻亲关系。叶梦龙后来也回来了广东广州居住。

孔广陶的父亲叫孔继勋。孔继勋对吴荣光的藏品也情有独钟，

特别推崇《辛丑销夏记》里面著录过的作品。孔继勋和孔广陶两代，

都收藏了许多珍品。然而到了孔广陶的儿子——孔昭薰却守不住家

业。他是经营盐业的。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把盐法改制，私人办

石涛《诗画册》有张维屏、孔广陶、张大千题（现藏广州艺博院）

仇英《停琴听阮图》（现藏广州艺博院） 

沈周《鹅》孔广陶曾收藏（广东崇正 2014 春拍拍品）

变成了官办，收回买卖权。孔昭薰一下就败落。败落以后，家

里面的东西就开始被瓜分。其中，书籍的那一部分到了罗振玉手上。

分光以后，还有一些残留的东西，赠与了康有为。

吴荣光的功劳，就是把北方的收藏习惯传来了广东。广东这个

地方，在古代是一个移民的地区。第一批南下的人留在了福建，不

来广东了，宋朝以前还是很荒凉。第二批移民潮，是清人入关遗民

南迁。吴荣光等人就是在第二批移民潮的时候南下。到了清朝，广

东才正式以商业发达起来。

其实在广东那时候有很多商人，有钱人都很喜欢附庸风雅。喜

欢收藏，是会上瘾的。那时候有很多富家弟子收藏的东西，都是从

吴荣光手上拿来的，因为他们觉得吴荣光的东西，很有收藏价值。

吴荣光主要收藏唐宋元明的东西为主，以高代为贵。比如宋朝，年

代久远了，留下来的东西就很少，那个价值是很高的，无论是艺术

价值还是历史价值。

那时候还有挺多收藏家的。还有一名叫辛耀文，也收藏了一些

东西。他号“仿苏”，又号“芋花庵主”，别号芋花庐主人。顺德

北滘人。清末广东著名书画收藏家，泰山“五岳独尊”旁，“昂头

天外”的书写者。光绪末年举人，家世经商而饶于资，富收藏。

另一位叫莫元瓒，1940 年在香港大学图书馆参加广东文物的

展览，回来的时候坐的花尾渡不慎着火了。他的藏品中年代最为久

远的是宋代文同的《墨竹图》。这是一幅至少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

便已收藏在广东的宋画。后来捐赠给了广州美术馆（现在的广州艺

博院），现在的作品上面还有吴荣光的题字。当时情急之下，莫元

瓒就直接拿着《墨竹图》跳水了，其实船上还有很多作品真是令人

惋惜的，比如说黄公望、石涛、龚贤等等，都被毁于一旦。。。

黄咏雩的家里是经营大米的，“文革”的时候被称为“蛀米大

虫”。他们家在孙中山发起辛亥革命的时候，捐献了一些军需、粮

食。黄咏雩可以说是一名“老运动员”，建国以后每一次运动，都

会牵涉到他。所以后来变得非常胆小，他收藏了什么东西，都不和

别人说。土地改革以后，南海那边拿他去批斗，只能把家里的东西

卖给博物馆，变现后全部给了当地政府，也是这样才能把他的命赎

回来，故此黄咏雩的藏品很多都进了博物馆。藏品现在多藏于广州

博物馆和广州美术馆。他的藏品里面有一幅仇英的《停琴听阮图》，

是博物馆的一级藏品，非常难得。还有石涛的作品，那幅作品最后

还有张大千的题跋。

这次拍卖的最好一个手卷，是王时敏绘制的。实际上，王时敏

的作品在市面上流传的也不多，容庚教授专门收藏“四王”的作品。

但容庚恰恰没有收藏到王时敏的作品。黄咏雩曾经拿过给容庚看，

容老很想要。一直想跟黄咏雩作个交换。黄咏雩应允了又反悔。每

个藏家都有自己的喜好，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黄咏雩

收藏的天蠁琴传为唐代成都名琴匠雷氏所制，原为唐代诗人韦应物

所有，嘉庆年间一位姓石的秀才以千金购归岭南，是广东历史上四

大名琴之一。上世纪三十年代黄詠雩以重金收得，黄大喜过望，即

时将书斋命名为“天蠁楼”，并请叶恭绰亲笔题匾额。1940 年，

1940 年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 

 

  

黄咏雩与夫人、八儿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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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蠁琴曾参加广东文物展。现在天蠁琴也进了广州博物馆。但是很

少拿出来展览，可能因为广州博物馆的展厅比较小，非常可惜，希

望将来可以多点举办展览。

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我的演讲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观众 1：刚刚我听到吴老师您说道，吴荣光藏品的一个流向。

在广东收藏的风气兴起以后，有很多藏品在广东相互流传，那有没

有一种情况是从广东向外流出的呢？而不仅仅在于广东内部。

吴：我知道在北京，上海过来收集藏品的情况也是有的。就像

罗振玉拿到东西带到日本一样，情况是有的，但是很多细节并不太

清楚。其实日本很多博物馆是很喜欢中国的藏品的，但是那么大量

的藏品，很难全部收集完。不过，在后期，我相信广东的藏品也有

流出北京、上海甚至海外的。就我所知，香港有很多的藏品都是来

自于广东收藏界的。

观众 2：吴先生您好，我想请问吴荣光收藏的东西，有流传到

现在的吗？吴荣光先生收藏的东西在吴家是否有传承？

吴：吴荣光到晚年——就是1840年，大概鸦片战争爆发那时，

他有两个儿子在江浙那边做个小官。可能他怕战乱，就把东西全部

卖光了，大多流入到了本地大藏家、本地及江浙一带的官员和大收

藏家之手。

谢稚柳与广东

主讲/郑重

郑重：上海《文汇报》著名记者、作家、书画评论家。著有《谢稚柳》《程十发传》《收藏十三家》等。

按 : 在书画鉴定工作中谢稚柳与张珩（张葱玉）齐名，世有“北张南谢”之说。那么，一直身在上海的谢稚柳先生，是如何和广东画

家吴子玉认识的 ? 谢稚柳先生为什么会选择广东山水作为绘画艺术的母题呢？从上海远道而来的郑重先生，为我们讲述其中的故事。这也

是郑重先生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作关于谢稚柳和广东的演讲。

大家好。其实这个题目对我来说，有比较大的吸引力，所以我

选择了“广东山水对谢稚柳绘画艺术的影响”这个过去没有讲过的

题目。谢稚柳 1910 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他的祖先应该是从南京乌

衣巷走出来的谢家子弟，继承着六朝谢氏不乐仕途的儒雅门风。谢

稚柳的祖父谢养田，为清朝举人，以经商为业，雅好诗文，取常州

钱蕙荪为妻。钱氏亦能诗，谢养田合著有诗集合刊为《寄云阁诗抄》，

钱蕙荪诗集为《双存书屋诗草》。谢稚柳的伯父谢仁卿著诗集《青

山草堂诗抄》、《青山草堂词抄》。谢稚柳的父亲谢仁湛著有《瓶

轩诗抄》、《瓶轩词抄》。谢稚柳的母亲傅湘纫，为菱湖诗词名家

谢宾用之女，对作诗也十分有研究。谢稚柳的长兄谢玉岑与三姐谢

月眉，亦善书画，玉岑夫人钱素蕖，精通《资治通鉴》。所以他家

是一个文化的家庭。

谢稚柳的生平

谢稚柳三岁时家遭火灾，他的母亲把他从火海里抢救出来，从

此家道中落。钱铭山出以援手，把十五岁的谢玉岑接到寄园读书。

谢玉岑聪明好学，深得钱铭山的欢喜，就把长女钱素蕖许配给谢玉岑。

钱素蕖出生时，园内白莲盛开，故取名“素蕖”。玉岑、素蕖结婚以后，

谢家无屋可居，所以住进了钱家。钱铭山之子钱小山又娶谢稚柳的

四姐介眉为妻。谢、钱两家的文化联姻，成为常州的佳话。

谢稚柳十六岁入寄园读书，从钱铭山的藏品中看到陈洪绶的真

迹，在表叔钱铭山的指导下，从临摹陈洪绶的画入手，学习工笔花鸟。

所以谢稚柳的学习、绘画的传承都与他的家庭有密切的关系，可以

说对他有很深刻的影响。一个文人的成长，和他的家庭、所处的社

会、人缘交往关系以及地域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谢稚柳称钱铭山

为恩师，情谊之深远远超表叔与表侄的关系。谢稚柳晚年购得钱铭

山一幅对联：“绚烂归平淡，真放本精微”。一直悬挂在他的书房里。

谢玉岑诗词皆精，当时人们称之为“江南才子”或“江南词人”。

现在我们讲一讲谢稚柳与张大千的关系。本来张大千的题画诗

都由谢玉岑代笔，玉岑去世后，代笔之劳即落在谢稚柳身上。1939年，

张大千为谢稚柳勾了一幅陈洪绶的荷花，并附言：“此老莲中岁（三十

余）极用意之作，其体物之深，平生所见为第一，吾弟老莲后身，

当不许爰为赏音也，其下为瓶供，故不勾，南山老铁轩亦仅见。”

附言又说：“再有恳者，友人严谷声其尊人雁峰先生为湘绮门人，

此公好读书与藏书，为陕之渭南人，今海内数藏书，严亦居其一。

旧有《山寺讽读图》，今佚，索兄补之，乞弟代拟一诗，能仿李长

吉尤感。”这个附言表明，张大千和谢稚柳之间，在绘画和诗词之间，

都相互交流，相互参照，在风格之间，也互为影响。

1953 年，“三反”、“五反”运动，谢稚柳以莫须有的“字画老虎”

罪名，家被抄，抄去了北宋的《仙人楼观图》，赵孟頫的《竹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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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还有陈老莲、石涛画件。张大千在海外得知这一信息，立即致

信张目寒：“连得稚柳、无量消息，为之黯然。前闻有八百万，稚

柳可赎，即去函六侄，速为营救。”也是表明了谢稚柳和张家的交往。

1964 年，张大千赠谢稚柳以南美牛耳毫制作的画笔两管，笔杆

上刻有“画坛盟主”。这支笔，张大千送给过毕加索，非寻常馈赠，

意思是承受者方有资格用这神笔，加上笔杆镌刻的字，无异表示承

认谢稚柳在画坛的地位。历经十年辗转，谢稚柳在 1974 年才得到。

这两支笔现在为香港收藏家所藏。

关于张大千、谢稚柳的艺术，1984 年 3 月 13 澳门《华侨日报》

发表迟居士的文章《谢稚柳的艺术》说：“过去一些鉴赏家以为谢

先生曾学过张大千。两人互为影响是有的，有时谢为张代笔作小诗，

就在大千近期的《黄山图卷》的小竹不是也受谢的影响吗？大千笔

性以纡徐舒展见好，谢先生则以凝静涵蓄潇洒见胜。说个笑话，好

比同是千古美人杨玉环，怎能像赵飞燕呢。张似杨，谢似赵，美丽

则同，风韵各别了。花鸟方面，大千除荷花有特殊的风格外，余者

不能追上谢先生。笔里的蕴蓄，有些地方实在张不如谢。”就是说

大家一般都认为谢稚柳和张大千是风格同源的，但是在很多地方仍

然是有差别的。我认为迟先生的评价仍然是很公正的。虽然张大千

的作品在收藏界一直走红，但是艺术品的价值，有时候是和市场价

值不挂钩的。谢稚柳画的荷花，我个人认为，的确优于张大千。上

海画家刘旦宅论画说“八大的荷花是美女无盐，张大千的荷花是杨

贵妃，谢稚柳的荷花是李清照。”这都是徇知之言，极为中肯。

谢稚柳和广东文士的交往

谢稚柳和广东文士的交往，最早应该与黄君璧和李天马结识。

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都在重庆，谢稚柳和黄君璧同在中央大学艺术

系任教，两人同住嘉陵江北岸，每天同船渡江去上班。还有一位简

琴斋（经纶），他是广东番禺人，篆刻家。谢稚柳在重庆时用的印

章，多为简氏所镌，如“谢稚”、“稚柳”、“柳白衣”、“谢子琰”

等名章，闲章有：还如何孙在扬州，抱月飘烟一尺腰。这为我们鉴

定谢稚柳作画时序提供了依据。1954 年，经李天马介绍，广州青年

画家吴子玉拜谢稚柳门下。子玉说：“是以信函拜师，天南地北会

晤无由，自此以后都是寄去习作请老师教诲，于是寄去一幅石涛《兰

石》斗方并一包海味聊表教贽。”其实吴子玉没有见过谢稚柳，当

然他和李天马也是一种交换，因为李天马想认识容庚，而吴子玉想

认识谢稚柳。如此十多年，吴子玉一直有习作相寄，向老师谢稚柳

请教。

吴子玉的作业《大笑草堂日课册》，习作花鸟、山水二十页，

册后有题：“己巳秋深，日课不觉成册，寄上稚柳老夫子诲正。久

久不寄画海上，师无责其太懒矣。尘世琐琐，奈何奈何。” 1955 年，

吴子玉与岭南画家黄少强幼女黄君素结婚，谢稚柳画《荷花鸳鸯》

为贺，吴子玉临《黄鹤山樵林泉清集图》，寄上海求教，谢稚柳极

为欣赏，说：“玉弟天资聪颖，笔底清奇而生动，洒脱大度，诚可

教也。”说对他这个学生，很是推崇。

1957 年，徐森玉之子徐伯郊来上海，邀请谢稚柳、陈佩秋作

广东之游。与李天马、梁纪、冼玉清、商承祚相见，并共进晚餐于

西湖林苑。第二天，谢稚柳、陈佩秋又与中山大学与金石学家容庚

相见，看了容氏“五百金石书屋”收藏。容氏收藏给谢稚柳留下了

1964 年，张大千赠谢稚柳以

南美牛耳毫制作的画笔两管，

笔杆上刻有“画坛盟主”。

谢稚柳和广东文士的交往，

最早应该是黄君璧和李天马。

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都在重庆，

谢稚柳和黄君璧同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

吴子玉的作业《大笑草堂日课册》

谢稚柳送吴子玉的照片

深刻印象，若干年后致信吴子玉：“闻容老所藏丛帖，均已归广州

美术馆收得。幸弟为我去一查，其中有《长沙帖》、《衮修帖》及《戏

鱼堂帖》否？此三帖中有张旭字也。” 谢稚柳游了罗浮，后到吴子

玉家中，为他作《罗浮山水》，并题曰：“丁酉初夏，游罗浮还广

州，为玉弟戏写粤山景色。”这是谢稚柳教学示范之作。后来，吴

子玉在画上补题：“余方游于门下师经过天马巷寒舍，为余作此小

幅，以示画法，走笔迅疾，而与松与竹则稍缓耳，费三小时即毕。”

吴子玉对谢稚柳也是很尊敬的。

上个世纪 60 年代，谢稚柳、张葱玉、徐邦达、刘九阉组成的

鉴定小组，南行到广州鉴定书画，吴子玉随他们左右，在广东省博

物馆鉴定书画半个多月，不时和他们论画。吴子玉眼力深得张葱玉

赞许：“不愧是稚柳的学生。”有一张画，他的见解和张葱玉不同，

两个人引起了争论。最后张氏说：“我收回成命，奖你一支香烟。”

随从衣袋里摸出一支牡丹牌香烟递给吴子玉。这些故事很有趣，说

明承认吴子玉在鉴定上面的功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谢稚柳被隔离审查，后来又迟迟不得解放，

加上小中风，患眼疾、手颤，他手抖得十分厉害。吴子玉亦遭磨难，

夫人投湖身亡。这种寒冷的岁月中，师徒两人书信往还，不只彼此

送温暖，相互慰籍，而且更深入得探讨书画诗词问题，留下这样一

册《谢稚柳书信集》。这些书信很能给人力量。这些书信为许礼平

收藏。对这批书信，我另有专题研究，这里就不多说了。我觉得这

批书信是文化史是的一个大事件。许礼平先生，是翰墨轩的创始人，

他对提高中国书画家的地位，对中国书画家走出国门有了很大的促

进。现在寄一张照片，可能不以为然，可是当时在“文革”期间，

吴子玉给谢稚柳特地寄去了一张照片，还是专门去拍的，以为纪念。

这种感情，到现在仍然是十分感人的。

当时，上海画家家中都还没有空调，冬天寒冷，画家们纷纷去

广州避寒。1978 年，谢稚柳来到广州，与吴子玉相遇，作诗曰：

戊午 12 月 26 日至广州避寒，

与子玉弟不相见且十六年矣，

喜赠此诗：

冬暖花深地，重逢喜展眉。

回怜纸蕉叶，长笑韤鹅溪。

笔墨成孤往，路途任两岐。

逝将头共白，此道素相期。

我个人认为，广东之所以吸引上海的画家，其中一个原因，就

是因为广东那时候的风气比上海开放。当然也有天气的原因。他这

1977 年，谢稚柳伉俪与吴子玉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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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客广州，还作了一首诗：

壮心七十未云老，

自笑远来避岁寒。

小住为佳花竹圃，

客斋暂榜谢东山。

谢东山即是谢安，未入世之前，以畅游山水为乐。谢稚柳以谢

东山自榜，可见他喜悦的心情。1979 年，谢稚柳又到广州避寒，

这次在广州遇元宵节。他有诗记此次广州之行。己未元宵前二日游

西樵山，至白云洞而止，夜宿守真阁，临行得此三诗。

1982 年（壬戌），谢稚柳避寒广州南湖宾馆，与吴子玉小住数日，

并合作画《竹石图卷》，吴子玉画石，谢稚柳画竹，题曰：子玉吾

弟以此宋经笺写石一摹，因为补竹两竿。此时，谢稚柳要画一幅 3

米乘 7 米得大画。此画太大，他画累了，就坐在沙发上与吴子玉闲

聊画事。因画太大，由吴子玉帮忙画了一些细部，吴泰帮助渲染。

这次，吴子玉为谢稚柳画了一幅作画时的速写像《壮暮翁作画图》。

谢稚柳的画风历程

广东山水对谢稚柳山水画的影响极大，促生了他山水画风格的

转变。大家都知道，谢稚柳的书画艺术来源于明代陈洪绶，那主要

是指他的花鸟画，不只是绘画，连书法都是脱胎于陈洪绶。1936 年，

谢稚柳由常州到南京，书画眼界大开，看到了宋代画家巨然的《秋

山问道》图。此图的秀润笔墨，烟岚景象，

打动了谢稚柳，以临摹《秋山问道》图为出发点，在北宋各派

山水中探索。谢稚柳在编《董源与巨然全集》时，认为巨然的画风

是从董源那里来的，是学董源的典范，平淡天真，山头上装点着一

些卵石，即所谓“矾头”，树的干都作蜷曲形，山边长着被风压平

的蒲草，山的阴阳凹凸的形态，都是用长条子皴笔交织而成。巨然

的画风影响着谢稚柳一生，以后他兼容各家，对这一技法进行流行

与扩充，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谢稚柳早期山水主要是模仿宋人作品，我们现进一步看看他摹

仿的进程。他临摹过范宽的《山寺清泉》图、燕文贵《溪风图》、

郭熙《溪山秋霁》图等等，在谢稚柳《水邨图》里，则体现出源于

郭熙的风格了。二十世纪 40年代中期到 50年代初期，谢稚柳的山

水画一直是从北宋的传统中吸取营养，此时的绘画主要是临摹。

谢稚柳真正的画风转变，就是游历了广东以后。谢稚柳的《粤

北胜景图卷》，此图作于 1957 年。题跋：自英德至连江口，江上

层山千叠，景色奇绝。丁酉四月，南游罗浮，将至广州，侵晓，见

此奇景，而车行甚速，窗中凝望，信如驹隙，不得逗留片刻以穷其

目，真王晋卿烟江叠嶂好画本也。

陈佩秋是谢稚柳的书画知音，对谢稚柳绘画了解的最为深入。

谢稚柳为吴子玉作《粤山晴雪图》，1976 年。

她对谢稚柳的绘画艺术评价一尚被认为具有权威性。陈佩秋说：

“自五十年代后期，谢氏多次往返体察英德、罗浮、连江口、西樵

山等地山川名胜，得大自然风物熏陶启示，于是画格大变。所写连

江口横卷，其山石结体皴笔、竹林丛树蒹葭堤柳，其面貌已非古人

所有，而用笔之精到，几与古人在伯仲间。”

我们可以看到谢稚柳取材于广东的作品《山程水驿图》、《鼎

湖胜景》、《丹霞早春》、《丹霞山色》都体现了谢稚柳对广东山

水的喜爱。尽管谢稚柳在四川呆了八年，但是真正影响谢稚柳的绘

画风格的，我认为还是广东的山水。这也是谢稚柳在那几年内画得

最多的。我认为是在广东山水之后，谢稚柳才把自己的风格和临摹

集合起来。粤北山水清音唤醒了他艺术感觉的另一方面，自我创作

的因素多了起来，画也更有生机。这在谢稚柳艺术中绝对是一个飞

越。这种变化，除了粤北自然山水的感染，还有便是在吸收传统上

得到了王诜的艺术真谛。谢稚柳在 1957 年的时候，曾经买过一幅

王诜的作品，使他对王诜的作品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我们可以从谢稚柳的粤中山水中，找到王诜以圆笔尖锋所营造

的爽利、气格峻峭的因素。谢稚柳在这个阶段盘桓了十年，可以说

是他艺术成熟的时期。以后他转向徐熙的落墨法，在墨彩上发挥得

淋漓尽致，赋予艺术的生命力。可惜研治落墨法这段路走的并不长，

由于八年的鉴定及市场的影响，他想回归纤细富丽的画风，但是已

经回不去了，放弃落墨法，又没有回归之路，使他的绘画处于尴尬

之中，不能不令人惋惜。

今天我的演讲完毕了，谢谢大家。

谢稚柳给吴子玉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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