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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沧州 王立成

走上收藏之路后，个

人对带题记的老照片收

藏情有独钟，且日益痴

迷。多年来，笔者陆续收

藏了上百幅带有题跋的

民国老照片，其中有两帧

更是意义非凡，它以独特

的方式见证了一段家族

的历史变迁，更是寄托了

一位老人对晚辈后生的

深情，想来至今令人感慨

万千。

两幅照片，一帧为单

人照，一帧为合影照。单

人照上之人为王子华

——一位远离故土为游

食而周游于外的商人。

他于民国十九年（1930）

在烟台老电业局街恒记

照相馆拍了此像，其后作

了题记，从记述中可知，

王子华对烟台印象很好，

寥寥寸语，尽叙民国时的

烟台繁荣景象。

另一帧则是王子华

家人摄于故乡泊镇，其上

有“津浦路泊头镇庆华照

相馆”字样。此帧子华先

生亦作了题记，字里行间

透露出只身飘零于烟台

的王子华思乡之痛，好在

尚有家人照片陪伴左右，

聊以减免挂怀之忧。

这两帧老照片是一

位老人手上传承下来

的。那是初秋的一日，和

朋友去他家乡泊镇办事，

办完后尚还有些时间方

能返程。为消磨时光，朋

友知我好古爱旧纸，于是

邀请我至附近的街邻那

儿访书。那是一座上世

纪初修建的老院落，灰墙

黛瓦，虽有些旧状，但仍

掩不住昔日的堂皇。门

扉虚掩，进得门来，发现

庭院很大，布局错落有

致，花草滋长，自成风景，

别有一番韵味。主人是

一位老伯，年事已高，但

精神依然矍铄，颇具长者

风范。道明来意后，老人

由里屋搬出一个长盒摆

放在梧桐树下的石桌上，

从中拿出五轴清季至民

国时的老字画和三套开

本宏大、刻印精良的诗文

集供我们观摩。

交谈中知老人出身

名门，祖上是读书人，在

有清一代曾出过三名进

士。到了民国，祖父弃文

从商投入实业并经营有

道，置下大片家业，老房

子就是那时所盖。老人

命运坎坷，年轻时开始行

医，但受家庭出身所累挨

过批斗。妻子也因惊吓

过度变得疯癫，但老人很

乐观，悉心照顾，直到前

年古稀之年的妻在他的

怀抱中安详离去。老人

无子，只有一个在美国落

户的内侄。日常的他别

无所好唯爱收藏，尤钟情

于古籍字画，经过多年搜

罗已然蔚为大观，其中不

乏精品力作，让人看了十

分欢喜和艳羡。

物聚物散，自有因

缘。随着寿龄见长，老人

对身外之物已看得很

开。他又如当年行医一

心只想悬壶济世救死扶

伤那般投身于慈善事业，

救助了许多因贫困而面

临失学的孩子，视他们如

自己的亲人。为此，他把

自己的藏品相继散出，把

一笔笔所得作为善款无

偿捐出，他愿一直做到老

去。这真是一位可敬而

伟大的平凡老人。

宾主相叙甚欢。在

交谈中老人坦诚相待毫

不藏私，后又拿出珍藏多

年的家族老照片让我观

赏。其中有两帧带衬板

的民国照片十分抢眼，衬

板上满是老人祖父题跋

的墨泽，详实地记叙了个

人生计艰辛、背井离乡的

漂泊之苦，字体飘逸隽

永，影像品相保存上乘，

真是流传至今大有不

易。自己万分喜欢，奈何

这是人家的家族照，实不

好开口索价相取，只是久

久不舍放下。老人大概

看出我的心思，说：“其他

都可出售，惟先人照片是

放不下的，此属不待售行

列。”我忙说：“理解您老

的心，君子不夺人所好，

更何况是代表家族传承

的老照片。”尽管如此，我

还是放不下念想，最后拍

照以作资存。

话别时，双方留了联

系方式，共约得闲再聚。

就这样，以后的日子慢慢

彼此熟识起来。我有多

次从老人手里买过如意

的老物件，也帮他做过几

次力所能及的事情，老人

亦多次相邀至他府上品

茶叙旧。

时光倏忽，流年不

居，在和老人时断时续的

联络中三年光阴过去

了。

某日忽然接到老人

打来的电话，告知有事相

见，于是放下手头业务赶

到老宅院。老人正在整

理物品，见我到来爷俩便

畅谈起来。他说：“小王，

我最近略感身有不逮，力

有不及，恰内侄又打来越

洋电话要我至国外享天

伦之乐，虽故土难离，心

有不愿，但年长之人独居

倍感不便，再加内侄孝

顺，多次相催，只好投奔

异国他乡。临别之际，家

中除却老屋也惟有这几

张老照片不能带出去，我

已将身老国外，断不能使

祖宗之像也一同流落域

外。知你喜欢，咱俩虽不

同宗但亦同姓，相信你必

会好好相护它们。”

从老人手中接过包

括带题跋的那两帧照片

在内的诸多影像时，我倍

感责任之重大，这其中不

仅有老人沉甸甸的相托，

更饱含一位长者的无比

信任与期冀。我知道，纵

然旧物不言，但无论是谁

都绕不开那一抹定格在

旧日时光的乡贤记忆。

多年后，当笔者再次

目睹这些旧时的影像，重

温那段昔日的真挚情怀

之时，内心仍然激动不

已；不仅有感于它的精

美，更得益于它传承下的

独特魅力，沉浸其中，内

心亦平：不忘本心，勿忘

初衷。

有它，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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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艺术相伴的每一天都不白过
余德耀做艺术的快

感，跟之前做企业家时的

快感完全不同：企业家的

快感大多来自数据，而数

据背后很多烦心事，股票

涨跌，心情就涨跌。但是

投身艺术之后，很多事情

让他心里美滋滋的，根本

不需要别人奉承。

余德耀系印尼华人

企业家、艺术慈善家和收

藏家。他的收藏始于中

国当代油画，如今已建立

起一个相当可观的中国

当代艺术收藏体系。

作为亚洲的顶级收

藏家，他的收藏也逐步拓

展到亚洲艺术以外的西

方艺术。

一直以来，余德耀举

办藏品展览，并大力支持

国际专业艺术机构的借

展，以增进公众对中国当

代艺术的理解和欣赏。

交足十年学费
余德耀生于雅加达，

长于新加坡，他从生产畜

牧业起家，后成为印尼很

成功的农业企业家。

2004年开始介入收藏，一

开始纯粹出于兴趣。这

种完全基于个人直觉的

收藏并不总是正确的，他

买过不少事后让他后悔的

烂东西，但也在这个过程

中迅速磨炼出了判断力。

收藏界有个共识，积

年的藏家有时甚至比鉴

定专家更专业。无他，只

因他们要自掏腰包真金

白银买东西，不像鉴定专

家只需动动口舌，不担太

大风险，较真程度也就天

然缺了一截。

他有意识地补充相

应的艺术知识，也交了许

多诚挚的艺术圈人士，向

那些学问人品都出色的

学者和策展人请教，浓厚

的兴趣加上学习能力让

他没有走太久的弯路，待

到第四年、第五年，他明

显上了正轨，收藏的眼光

和藏品的品质都有了质

的飞跃。

2008年的金融危机

反而成了余德耀在收藏

上的丰收年。包括尤伦

斯流出来的作品，他也在

随后的几年里从拍卖会

上接手了不少。

把收藏永远留在中国
除了“贾柯梅蒂回顾

展”“安迪�沃霍尔：影子”
等国际级大师的个展，余

德耀美术馆还做了大量

旨在弘扬本土艺术家的

学术性很强的展览，如

“南辕北辙：杨福东作品

展”“秦一峰展”、周力的

“白影”、孙逊的“谶语实

验室”、周铁海的“必须”

等，“我希望我们的美术

馆能发掘和帮助本土的

艺术家，而不是只有别人

的东西。现在美术馆有

一点国际上的名望了，国

外顶尖学者、策展人、馆

长都会过来，他们以前对

中国艺术是视而不见的，

我要逼他们去了解。就

像小汉斯这次看到周铁

海的展览就很受刺激，问

了很多问题。包括之前

周力的展览也很轰动。

我们不会选择那些被市

场裹挟着、不断复制自己

的艺术家，我希望把我们

对真正优秀的艺术家的

关注和判断呈现出来，默

默地去帮助本土的艺术

家，尤其是那些被严重低

估了的艺术家。”

他常常告诫手下：收

藏家可以买下一堆错的

作品，但美术馆不可以做

一个错的展览。收藏一时

冲动，事后后悔，这很常

见，但是美术馆一定要在

学术上经得起推敲，因为

任何一个展览，都牵涉到

整个团队两年以上的筹备

和反复沟通，如果还选错，

那就是原罪，就说明美术

馆出现系统性bug。这样

的错误他不讳言，余德耀

美术馆也曾犯过一两次，

今后要极力避免。

余德耀基金会曾多

次赞助中国艺术家在海

外的展览，也多次为海外

艺术机构捐赠作品或赞

助项目，如向蓬皮杜艺术

中心捐赠丁乙重要作品

等，这些事情，如果对方

不宣传，余先生自己也就

不吭声。

他刚刚牵线了蓬皮

杜和西岸的结缘，如果未

来有一天，蓬皮杜能落户

西岸，他就会觉得自己的

工作是有价值的，不白

过。 （蒯乐昊）

安迪�沃霍尔《玛丽莲�梦露》

两幅民国时期老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