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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十七神仙卷"题跋到!唐五代宋元名迹"
!晚 汀

清明前旅次京华!恰逢央美展出徐悲

鸿生平所珍之"八十七神仙卷#!为期只两

日半$ 寒雨中前往!长队从三楼逶迤而至

一楼$ 四小时后得睹真容!亦仅能在不绝

催促声中匆匆一瞥而已!诚为%得见神仙

一面难&$ 画中仙袂飘举!望之俨然!泛黄

绢质与柔和灯光更增缥缈之感!而观者之

欢喜与酸辛孰多!实在自己也说不清楚$

图卷之末附题跋七篇!颇堪寻味$ 其

一乃书画兼鉴定名家谢稚柳于 #789 年时

所作!置于与其亦师亦友者张大千题跋之

后$ 彼时谁料世事之变!次年二人沪上一

别!遂至三十载后方得一通音问!思之怆

然$ 而是处之墨迹历历!良友过从'品画谈

艺之风貌!于斯永在矣$ 谢跋述%悲鸿道

兄&得画始末!举列数画!比照人物布置'

行笔'神理以推考年代$ 虽则此图年代至

今尚无一致定论!然此寥寥数百字!足窥

其人古画经眼之多'识见之深$

离京数日!又喜得上海人民出版社新

版谢稚柳编著"唐五代宋元名迹($ 是书为

谢稚柳拣选唐五代宋元各代名画 :; 幅 !

山水 '人物 '花鸟俱备 !逐一配以流利短

文$ 诸文略述画家生平风格!溯画派源流!

论运笔特色!金针度人!就中不乏中国书

画艺术研究史上之名篇$<7;9 年古典文学

出版社初版此书后!绝版达 %" 年!早已价

高难求$ 现新版则由陈佩秋授权!并得谢

稚柳之女谢小珮襄助! 经长时间擘画!各

处沟通联络!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精心编

辑!重装升级面世!功莫大焉$

是时! 书中所收 :; 幅原画泰半流落

美国!数幅又已踪迹杳然!再版别具纸上

之%团圆&意味$ 书中原本黑白珂罗版图!

更托赖谢小珮苦心联系! 在诸方协作下!

多替以海内外博物馆所藏高清彩色图像$

又经上海雅昌公司后期之精心工艺处理

与印制!于初版后一甲子之期!终成薪火

相传!而得重焕新生$

新版装帧设计 !函套上印有北宋 )溪

山秋霁图(!并沿用旧版沈尹默书法题签!

细节处见精神$ 抽出来则为约半臂长'麻

质封面精装大书!信手一揭!扑面生凉!无

限云山!令人顿从烦闷杂事中跌入清净画

境$ 再一揭!松针森森!刺人眼目*再一揭!

随舟泛流!风清月白++开本所限 !长卷

有分截之恨!却喜有局部大图!观之不足*

彩图间偶见黑白图穿插!虽系因原作下落

不明而属无奈为之!然亦颇使人思旧$ 循

文指引!看董源之江南画派与)溪岸图(山

岭之温润骨体! 辨徐熙教人难以摹拟之

%落墨&技法及其)雪竹图(中如何反衬寒

雪!察乔仲常)后赤壁赋图(里罕见之%人

影在地&而觉留白处尽为清朗月色++纵

历朝递替之下!其间之画心流转!仍约略

可睹$ 且不说于专业者不言而喻深具研究

价值!便即于寻常人而言!此书当可消永

日而免腿脚之疾! 亦足增游馆观画之资

粮!在与名迹一期一会之际!或可不致当

面错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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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其中像老挝语'波

斯尼亚语 '孟加拉语 '芬兰语都

是比较冷门的语言$ 当这批外文

版 )共产党宣言 (陆续到达在国

外的中转仓库时!离展览开幕已

经没有多少天了!我们紧急安排

空运! 并在到港后迅速报关'清

关!确保这批珍贵的展品得以顺

利展出$

外文古董书 !书

局中一道亮丽的风

思南书局的四楼冠以 %半木

云间& 雅号$ 如果您有幸到此参

观! 我会极力推荐您关注左右两

排玻璃书柜$它们静静横卧!稍远

望去! 也许比起典雅的家具!显

得不太起眼$ 一旦走近!竖立在

一本本古旧版外文图书前的白色

标识牌! 会让您多少惊诧于它们

的年份与它们的身价$ 包括一幅

<7:; 年的老上海外滩黄浦江丝

织全景图在内! 一共 !< 件古董

级图书 !以它们的年岁 '版本珍

贵度! 特别是贵重的定价成为思

南书局的一道风景$ 让我们一本

本慢慢欣赏,

从出版年份最久远来看 !

<%9" 年的 )神学政治论 #当摘桂

冠$ 荷兰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斯

宾诺莎 <%:: 年出生 !<%%; 年开

始写作)神学政治论#!为了躲避

迫害!他于 <%9" 年匿名出版了该

书$ )神学政治论#的出版引起极

大震动!多次被查抄'烧毁'禁止

销售!同时也逆势再版$该书的中

译本于 <7%: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温锡增译!之后被列入%汉译

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思南书局珍

藏的一本 <%9" 年的第一版!放眼

世界也属稀罕$

玻璃柜中有一套 )莎士比亚

戏剧全集 #!$5! 厘米!85$ 厘米 !

如此微型的图书!< 至 7 卷!还是

<$!; 年出版的 ! 这样的莎翁作

品!见过的人怕是不多吧-全集采

用暗绿色金边装饰的摩洛哥皮革

作封面 !:9 幅整页的精致插图 !

每卷都有该套书 <7 世纪的一位

收藏者 =,>?@A BC?03 的亲笔签名!

其中一本上他还标注了 %伦敦!

#$%! 年&字样$

所有藏书中最贵的是大型名

家文集丛书 )狄更斯作品集#!:D

卷 ! 标价 !D 万元 $ 它是 <$$<(

<$$! 年陆续在英国伦敦出版的!

它的贵重之处还在于限量出版!

思南书局的这套序列号为 <DDD

套中的第 77% 套$

这批外文古旧书!除了版本的

珍贵!插图的精美!还有不少拥有作

者的亲笔签名$ 比如!<798年版的

)博尔赫斯全集#上!就有这位阿根

廷著名作家的亲笔签名$

思南书局四楼书柜里的藏

书!细细品味与探究!有很多极具

分量$ 如 <$%; 年版司各特的)威

弗利小说集#!生动描写了苏格兰

历史与社会的万种风情$ 但作者

却隐姓埋名多年! 始终匿名发表

小说! 而这段史料一般人并不了

解$ 大约在 <7<D 年出版的)阿拉

伯之夜#!共 <9 卷!原标题为)一

千零一夜#!这个书名更为我们熟

知! 这套书里包括 <<8 幅精美插

图++到四楼%半木云间&观赏过

这批外文古董书的读者! 经常会

问我一个问题, 你们是怎样搞到

这些极具收藏价值的图书的- 作

为一个亲历者!我也颇多感慨$

接到这项任务后! 我首先想

到了一个叫 E3?+F 的英国图书供

应商!我们彼此结识多年!我知道

他对旧版的外文图书很懂行$

与 E3?+F 先生的联系比较便

利! 他经常发一些他代理的出版

机构的最新图书信息给我! 利用

这个机会! 我发邮件给他时问了

一句,%老兄! 你有古董书的资料

吗- &很有趣的是!他看起来有些

吃惊!反问我,%什么叫古董书-你

要这些书干吗- &我接着解释道,

%上海要开一家地标性的书店!里

面需要一批年代久远且有价值的

外文版图书!主要是文学'哲学'

历史和艺术! 这些书要既能展又

能销$ &他的答复比较感性!这位

英国书商深深为上海书店的发展

与眼光所折服 !一句 %GH!我请

我在北京的代理商全力配合你&

展开了我们的合作$

之后! 他的代理商富先生很

快整理了一大堆图书的电子文档

给我$从浩瀚的资料里!我起初并

没有找到合适的品种! 于是再向

他索要信息$ 富先生过去在一家

国外大型出版机构工作过! 通过

反复寻找! 他告诉我上一家英国

二手书店网站去看看它们的图书

是否合适$ 富先生使用%善本&二

字替代我们的%古董&概念!我觉

得也一样贴切$ 正是在这家二手

书店的网站里! 我从一个不起眼

的链接里挖掘到了一个%善本&或

者%古董&的天地$ 我即刻挑选了

七八种图书! 并将它们的信息进

行翻译整理!做成一个简要目录$

然后! 我将我的样稿提供给富先

生! 请他继续寻找类似的图书并

做成类似的目录$ 他看到我的邮

件也十分开心! 赶紧与他的员工

一道加班加点挑品种!搞翻译!做

目录! 最终提供了一份近百种的

图书目录$

我收到目录后! 并没有马上

提供给思南书局选书团队! 而是

对图书目录里的资料与信息进行

再次复核$ 要知道无论是称之为

%善本&还是%古董&的书!都是孤

家寡本!价格不菲甚至价值连城!

如果史料不确切或有疑问! 很有

可能造成错误购进! 浪费了国家

资金$这期间!我记得与富先生进

行了无数次电话沟通和交流!包

括要他补充更多的信息! 他也是

不厌其烦地与英国二手书店协

商$ 功夫不负有心人! 当这批共

!# 种珍贵的图书安家于思南书

局后!许多专家'学者受邀前来观

赏并考证! 他们一致认可所有史

料的准确性$

回顾思南书局实体店的落地

历程! 也是梦想照进现实的一段

书香佳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