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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尚沉浸在前夜从美东
迎回翁万戈先生捐赠 "翁同龢
日记 #手稿的喜悦之中 !周巩
平兄来电告知 !蒋星煜先生已
于

"%

日驾鹤仙去 ! 心头顿时
如被大石压迫一般 ! 难受得
透不过气来 $ 近四十载的忘
年交情 !一朝山颓木坏 !呜呼
痛哉$

之前不数日! 我还去上海
第六人民医院探望过他$ 人虽
消瘦了些!精神尚可!也能吃些
平素喜欢的食物$ 不过言谈间
突然问起顾廷龙% 潘景郑二老
之享年!答曰顾九十五!潘九十
七 !他说 &我已九十六 '(又说 !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但与侬几
十年从未红过面孔 ! 也属难
得'$ 之后久久不语!略显不祥
之兆$告别时我说&等美国出差
回来再来看侬 '!他说了声 &保
重'!孰料竟成永诀$

星
煜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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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初到
上海图书馆 &暂栖生'

的 ! 那年他
#%

岁 ! 虽已从
&牛棚' 解脱出来! 但 &文革'

余波尚存 $ 好在分配工作时
&对口 ' 安排在古籍组 )即后
来的古籍部 *! 前后共待了九
月余$ 对他而言! 不啻老鼠跌
进米缸里 ! 因祸得福 ! 其于
"西厢记 + 版本研究就是从这
时开始的$

记得他刚来上班时! 穿着
笔挺的深褐色中山装! 头发梳
得纹丝不乱 ! 皮鞋擦得锃亮 !

戴一副秀郎架眼镜 ! 眼神深
邃 ! 举手投足 ! 一派绅士风
度 $ 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背
景 ! 我们都叫他 &老蒋 '! 连
&先生 ' 两字都不带的 $ 后来
熟稔了! 不仅习惯! 更因该称
呼包含着那段特殊的历史而倍
觉亲切! 我甚至一直到自己变
老了都未改口 ! 若叫他 &蒋
老 '! 反而觉得扭捏了 $ 而他
也从不以之为忤! 平素通电话
或写信 ! 每自称 &老蒋 '! 实
在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头$

他很快发觉其一本正经的
着装与我们勿大协调! 于是就
勿讲究了! 我们旋即与他热络
起来$ 有人暗示!他是个特殊的
&临时工'!要与他保持距离$ 我
那时虽也是个要求进步的青
年 !但很同情他 &文革 '中的遭

遇!何况他是位令人敬佩的大学
者!故始终勿接上方的&翎子'$

当时每周工作六天! 周六
下午是我们年轻人业务学习时
间! 部门领导曾安排他给我们
讲戏曲史常识!至今记忆犹新$

地点就在夹层古籍组办公室 !

在靠南墙一排张元济先生曩昔
使用过的书橱前! 挂上一块小
黑板!他站着演讲!我们围坐聆
听$第一讲从&优孟衣冠'故事!

一直讲到南戏 %北曲 %元杂剧 %

明清传奇$ 他以浓重溧阳口音
的官话!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听
得津津有味!都被他迷住了$按
照现在流行语! 成了他的 &粉
丝'$那是我进古籍组工作的第
五个年头! 印象中办公室里还
从未出现过这种生动活泼的局
面$可惜后来没有第二讲!原因
大家心照不宣$

星煜丈在上图工作的这段
时间里!适值启动"中国古籍善
本书目+编纂!他与我们一样每
天做古籍原书与卡片著录的校
核工作$刚开始是按分类校核!

他自然选择戏曲类! 于是看到
许多从未寓目的 "西厢记 +版
本!尤其是颇为稀见的明刻本!

如何璧本%徐士范本%汪氏环翠
堂本 %李廷谟本等 !无比享受 $

不过!他只能匆匆浏览!做一些
笔记! 尚不能在上班时间从容
撰写论文! 因为领导表面上没
有规定工作量! 但每天下班时
必须将当日校核的数量填写于
墙上表格! 对每个工作人员多
少形成压力!他当然也不例外$

后来因善本书库非分类排架 !

而是按入藏先后以流水号排
架 !若分类提书 !东抽西取 !上
下架容易生乱! 遂改为按流水
号依次取书$这样一来!错架是
避免了! 但同一种书之不同版
本因不能同案校核! 版本鉴定
著录难免有误! 而星煜丈也不
可能专事戏曲类包括"西厢记+

版本的校核了$为此!我除了遇
上相关版本会临时转呈其观览
外! 有时还会在每周业务学习
的半天里! 特地以向他请教的
理由申请提调他欲看之书 !这
样多少弥补其未能随心所欲看
书的缺憾$

先生离开上图之后! 虽然
不用每天坐班! 可以一门心思
做研究了!但有得便有失!看书
不方便成了犯难之事$ 现在说
来人们或许不信 ! 上图直至
"&&#

年淮海路新馆落成前!没
有一套完整的古籍目录可供读
者检索! 而善本与一小部分普
通古籍藏在南京路总馆! 大部
分普通古籍则藏在长乐路书
库! 即原来的上海私立合众图
书馆$ 读者事先难以了解想看
之书藏在哪里! 不得不两边奔
波(最要命的是!因读者所需之
书或由不熟悉业务的出纳人员
代查内部目录! 提供之书往往
不是读者想要看的版本! 故白
跑一趟的事情经常发生! 为此
星煜丈叫苦不迭$ 于是我便成
了他的 &后勤部长 '!专门为他
查书借书$起先!我利用内部人
员可以应个人业务学习之需外
借普通古籍的便利! 直接送书
上门$后来他怕耽误我的工作!

便跑到上图来取! 总是等在大
门口传达室!我送书下去!颇有
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味道$ 再后
来设法为他办理了颁发范围很
小的专家外借卡 )仅限于普通
古籍*! 他可自己借书回家!但
查书及从长乐路书库提书仍需
事先为其办理妥当$ 为尽可能
节省其宝贵时间! 每次他还书
之前!先将其欲借之书准备好!

然后一还一借!不使空手而返$

但也有我力所不能及者! 他要
看善本或复制数据! 便要看别
人脸色了$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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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信有云 ,&关于善本书影 !

决定不去向他们交涉了! 太费
精神$遇见方)行*局长时!我会
和他直接商谈的$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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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我在顾老的提携下担任了
古籍组副组长! 分管工作除编
目外!还包括读者服务!由此星
煜丈利用上图资料顺利多了 !

介绍其友朋前来借阅古籍或代
办文献复制也成为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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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 ! 星煜丈
连绵不断发表 -西厢

记+版本研究论文!并先后结集
多部专著!名噪中外$ 他对"西
厢记+ 的版本研究是建立在扎
实的文献考证基础之上! 又能
与戏剧文学和表演艺术紧密联
系!互为发明$ 因此!宏观上他
能厘清众多明清版本的系统归
属!微观上对某些版本的真伪!

对已亡佚的版本!甚至对批校%

注释% 刻版发行者的生平爵里
等都作了许多鉴别考订与资料
发掘工作!故常能思人所未思!

发人所未发$ 过去研究 "西厢
记+者很少作版本考订研究!而
版本学家们又鲜有精通戏剧
史%戏剧理论与"西厢记+者!星
煜丈能兼而有之! 故能取得前
所未有的成就 !引领 "西厢记 +

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日本
著名汉学家波多野太郎在为星
煜丈的"明刊本.西厢记/研究#

所写的序言中说!他&一来以乾
嘉之文献学做基础! 二来用戏
剧家之文艺科学为武器 '!&考
究新颖!考核精细'$ 这是对他
的研究方法与成就颇为中肯的
评价$

从某种角度说! 星煜丈对
-西厢记 # 独树一帜的版本研
究! 于古籍版本学亦具有创新
开拓意义$ 他希望我能以版本
学方面的特长! 结合某一文史
专题作系统研究! 并表示以他
的人脉关系! 能为我发表研究
成果提供便利条件$ 可我才疏
学浅! 何况我所从事的图书馆
古籍整理编目工作任务繁重 !

不可能有时间进行像他那样的
深入研究!只能停留于&书皮之
学'而已$ 我说当年叶景葵%张
元济等前辈创办合众图书馆 !

顾廷龙先生应邀南下担任该馆
总干事时! 曾向叶% 张二老表
示!&人不能自有所表现! 或能
助成人之盛举! 也可谓不负其
平生'$如今能为侬这样的专家
服务!也是我的幸运!同样是很
有成就感的$于是他不再提起$

事实上 !他对我的编目工

蒋星煜晚年旧照

蒋星煜先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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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连绵不断发表"西厢记#版本研究论文!并先后结集多部专著$ 他对"西
厢记%的版本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文献考证基础之上!又能与戏剧文学和表演艺术紧密联系!故常
能思人所未思!发人所未发$

蒋星煜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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