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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崇正习总来电话，嘱我到此和大家一叙，且指定要以香港报人的书

画收藏作为话题。而我乐于承命，因为谈“报人”、“书画”、“收藏”这三者的组合

是个有趣的话题。

报人所从事的，是要以深厚的传统文化知识为负载，所以就香港一地而言，

以报人身份而能诗、能书及能画的就大有其人，如王韬、潘飞声、潘达微、岑学

吕、伍宪子、陈荆鸿、黄天石等。然而报人要贴近时代脉搏，所从事者是宵衣晘食，

所关心的事又往往是伤心愤激，要作闲情雅逸的收藏者那却是一件很难的事。因

之，在报人中求能诗、书、画者是易事。求能懂收藏者则较难。所以说，习总所

说的“以香港报人的书画收藏作为话题”，这题目是“有趣”，但也有一定难度。

试偻指一数，像《文汇报》的金尧如、李子诵、王家祯、曾敏之、吴羊璧……

《大公报》的费彝民、李侠文、陈凡、罗孚、杨奇、马国权等等，原来《星岛日报》

后来去《循环日报》的林霭民社长，《工商日报》的郑德芬，《华侨日报》总编辑

江南才子何建章，《华侨日报》体育记者黄啬名，《中外画报》社长苏锡文，《大成》

杂志的沈苇窻，《春秋》杂志的姚立夫，《新闻天地》的卜少夫，《苹果日报》的董

桥等都是有声于时的收藏者。

上述诸君，如果以政治取向划分左右，那会发觉倾左者多于倾右者。大抵右

倾的收藏者，其收藏多倾重于 49 年以前。而左倾者，其收藏重点则重于 49 年以后。

这当中有着令人感慨的理由。

以前在香港办过四次有关广东收藏的展览，都有香港报人参加。但前两次参

加的报人都是右派中人，但后来的两次则都是左派报人为主力或者是支持者。在

这当中我们正可一觇时局的变化和国运的消长。

前两次是1941年在香港大学举行的广东文物展和1947 年由中国文化协会在

罗富国师资学院举办的中国古代文物展览。用现在的眼光看，那都是右派人士所

举办的。

但可以看到的是﹕自六十年代起，左派报人的书画已开始崭露头角。例如

五十年代大公报几个老报人和香港藏家合搞的“广东名家书画展览”（1959 年 8月

24日在香港中总礼堂举办）“黄宾虹画展”（1961年 5月香港中央印务馆出版／香

港《大公报》编《黄宾虹先生画集》）。

接着是八十年代香港艺术中心办的“黄宾虹画展”，出面主持的是香港大学艺

术学系的庄申教授，背后支持的是大公报罗孚等人。这个展览的展品就有不少系

罗孚提供的藏品。

以上所说是香港报界的收藏大略，以下再说一说重点人物。

罗孚

报人藏家最活跃而又最突出的是罗孚。罗孚（1921～2014)，原名罗承勋，笔名：

丝韦、吴令湄、史复、柳苏……等。广西桂林人。四十年代起在桂林、重庆、香港，

大公报工作，由练习生累迁至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新晚报总编辑。1948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报馆工作之外，兼为中共情报部门效力，积极开展香港、台湾、北

美学术文化界之统战工作，成绩卓著。1982 年因事关囚于北京十年。（可参拙文 

《雾里看花说罗孚》）1992 年归港。

罗孚被誉为香港文坛伯乐、拓荒者。众所周知，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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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九二华诞与金庸笑谈

黄苗子与罗孚2004年12月23日在香港合影

罗孚旧藏 黄宾虹 外伶仃

罗李旧藏 李可染  山亭观瀑图

罗孚旧藏 弘一  楷书五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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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釗（前）與潘静安（右）費彝民（中）

费彝民藏傅抱石《早随烟月上瞿塘》

是罗孚催生的；李怡的才华，也是罗最早发现，并鼓励支持的；董桥、小思的著述，

是罗最早向中国大陆推介的。

关于罗孚收藏的情况，去年已经在这里讲过，现在不再重复了。如果去年未

曾听过而又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可以看拙著《旧日风云》二集。

费彝民

大公报费彝民社长的书画收藏，也是相当有名的。

费公大名，上一代人都知道。新一代的朋友，或者陌生，以下据大公报所刊

数据，简述其生平如下：

“费彝民（1908.12.22~1988.5.18）。江苏吴县（今苏州）人。1925 年夏

在北京高等法文学堂毕业后，进入北京陇海铁路总会所工作。1930 年调职沈

阳工作，由张季鸾聘为天津《大公报》驻沈阳兼职通讯员，开始为天津《大

公报》撰写新闻和通讯稿件。“九·一八”事变后到天津，正式加入《大公报》。

历任《大公报》编辑部记者、经济课主任、总稽核、上海分馆社评委员等职。

1945 年后任上海《大公报》副经理兼社评委员。1948 年赴香港参加香港《大

公报》复刊工作，任经理、社长。曾积极帮助和策动华罗庚、侯宝璋、马师曾、

红线女、马连良、俞振飞、容国团、姜永宁等人返大陆。1988 年 5 月 18 日因

病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享年 80 岁。2002 年与夫人苏务滋合葬于北京八宝

山革命公墓。”

费公藏品颇富。其最重要之藏品系几方巨田黄印材。书画则已经在市场流布。

费公过世后，其藏书画曽交集古斋代售，但其中黄宾虹画作似出自澳门某医生笔。

且其时书画市道差，无人问津，集古斋遂将之退回费家。

及中国大陆书画市场起飞，费公藏品，陆续在几家拍卖行释出。如中国嘉德、

华辰等，拍得成绩不错。最值钱的该是傅抱石《早随烟月上瞿塘》，估值八十五万元，

后来是纽约华人藏家邓先生投得。最珍贵的是费公挂在案头的八大山人行书手札，

估值五万至八万，最后以五十七万元成交。

后来香港小拍场也见有费公上款之书画释出，去年我投得一件潘静安书赠费

公的横幅。潘静安是中调部驻港负责人，是中共香港工委常委，周恩来的爱将。

费公见周公数十次，均系潘公陪同。关于潘的生平事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

拙著《旧日风云》第二集，有详细介绍。

李侠文

在大公报干了一辈子的老领导李侠文，也是书画发烧友。

李侠文，广东中山县隆都大岚乡人，1914 年初生于石岐。在岭南大学附中读

书时，高奇峰在二沙头天风楼养病，间中到岭大附中授课，李侠文得以亲炙高氏，

并获赠山水一幅，从此对书画产生浓厚兴趣。1933 年考入清华大学，修读国际政

治经济；1937 年毕业，本拟出国深造。惟抗战军兴，李家经济窘迫，遂放弃赴美

计划，返穗任欧阳驹秘书，旋考入新记《大公报》，即投身新闻事业，服务《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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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先后在香港、桂林、重庆、上海等馆工作，历任翻译、编辑主任、社评

委员等职；1948 年来港参与复刊《大公报》，并任职总编辑，1988 年出任《大公报》

董事长。1992 年荣休。

侠老老于世故，文革暴乱、香港暴动，侠老可以不理乱糟糟之局，终日寄情书画，

做其逍遥派。

侠老学识渊厚，见闻广博，著述甚多。且深谙翰墨，收藏颇富。文革间曽交

集古斋处理黄宾虹花卉扇面四屏八挖等精品，为章启覃医生所得。古稀之年曾处

理了一些书画。如交佳士得拍卖之黄宾虹山水四屏、黄宾虹山水册页、黄宾虹《财

神图》等。后来侠老陆续交一些书画让我处理。如于非庵《朱竹锦鸡轴》，吴湖帆

书赠侠老的小条幅，刘海粟画赠侠老的松树大中堂等书画。侠老对售价无所谓，

绝不斤斤计较。

侠老八十之年，将手边时常把玩之书画瓷器百多件，捐赠与香港中文大学文

物馆。中大文物馆为侠老这批书画文物办了个展览，并出版《翰墨缘》一书。

侠老捐赠书画中有一幅高奇峰赠他的山水。侠老曾让马国权拿此画与赵少昂

加题。赵是高奇峰大弟子。怎料赵伯打开高奇峰此山水一看，说高师从不以生宣

写画，不肯题。马公如此复命，侠老为之气结。这是侠老做童子军时亲自请高奇

峰画的。可见鉴定之难。

侠老于2010 年1月12日在香港玛丽医院逝世，享寿 96 岁。

杨奇

杨奇，1922 年生，1941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党组织安排到东江游击

区编《新百姓报》、复主编《东江民报》，又任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社长。

抗战胜利后，赴香港创办《正报》，任社长。1947 年，协助乔冠华筹办新华通讯

社香港分社 ；同年10月起任《华商报》董事经理、代总编辑。1948 年《大公报》

复刊，杨去了《大公报》，成了侠老的同事，侠老当时是总编辑。1949 年10 月，

奉命回广州创办《南方日报》，任副社长，曾兼总编辑。1957 年与报人黄文俞、

李锐等一起创办《羊城晚报》，长期担任总编辑。文革后曾任广东省出版局局长，

1978 年出任中央驻香港代表机构——香港新华社宣传部部长、秘书长。 1988 年

5月，李侠文当《大公报》董事长。杨奇那时已经离休，侠老一再邀请杨去当社长。

杨再三推辞，但侠老坚请，盛情难却，杨奇于1988 年 7月1日出任《大公报》社长。

杨奇与许多书画家都有交往。书画家也时有馈赠作品，日积月累，收藏渐丰。

记得杨公藏有一件林风眠《鹭鹚》，画得甚精。杨公与林风眠交情不浅。在新华

社任内，或出于中枢意旨，杨公曾动员林风眠再返大陆。

马国权

《大公报》还有一位收藏书画甚富的马国权，人称马公。马国权，字达堂，号

砚父。广东南海人。1931年10月26日生于广州，又称羊城马氏。2002 年 4月27

日逝于香港，是在睡梦中仙游的。

马公是省港澳有名的古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他是中山大学古文字学

专业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师事容庚先生。历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教席。1979 年

刘海粟画赠李侠文《双松图》
设色纸本 132*66.5cm
成交价：155.25万元
广东崇正2014春拍第38号拍品

杨奇与许多书画家都有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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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画荷赠马国权

沈尹默行书致马国权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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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陈凡之请，赴香港出任《大公报》撰述员，主编大公报最有名的“艺林”版和“文

采”版等副刊专刊。兼挂香港中文大学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衔，并在该校艺

术系任教书法篆刻。曾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暨南大学及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西泠印社理事。多次应邀至大陆、日本、韩国、

新加坡讲学、展览。生平著述有《广东印人传》、《书谱译著》、《元刻草诀百韵歌笺注》、

《沈尹默论书丛稿》、《中国书法大辞典》（执行主编）、《智永草书千字文草法解说》、

《近代印人传》、《隶书千字文隶法解说》、《马国权篆刻集》等多种。 

马公书画收藏之富之精，非一般报人所能及。他的交游遍布南北，而且起步

早。搜藏的书画名家作品有潘天寿、李可染、丰子恺、谢稚柳、程十发、沈尹默、

郭沫若、沙孟海、启功、广东的关山月、黎雄才等等，几乎囊括所有大名家。

我所藏的王世襄摹《宋比玉“江亭秋暮图卷”》、容庚墨竹册等，就是马公转让的。

以上说的都是《大公报》的收藏人。还有一些也收藏书画的报人像陈凡等等，

无法一一讲述了。以下讲一讲《文汇报》的藏家们。

金尧如

《文汇报》藏书画最富的，首推《文汇报》的党代表金尧如。金公是中共在

香港新闻战线的领导，负责宣传和统战工作。日理万机之余，亦寄情书画，与书

画家交往多，所藏书画也多，偶尔也画几笔。

金尧如，1923 年生，浙江绍兴人，中学生时代已参加抗日，胜利后入读暨南

大学，醉心学生运动，多次发动组织学生游行示威，结果身份暴露，被国民党缉捕，

逃往台湾，从事地下工作。二二八事变之后，金被追杀，急逃香港。参加新华社

香港分社工作，成为该社第一批员工。五十年代初，活跃于新闻战线，担任香港《文

汇报》总编辑，负责中共在香港的宣传和统战工作。香港暴动后期，金公与罗孚

黃胄畫贈金堯如

一起回穗学习，金被扣押审查，罗则

安然返港。后来金被安排去粤北矿场

搞宣传工作。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

金调北京中华书局任总编辑。廖公承

志复出，主持港澳工作。李子诵向廖

公提出《文汇报》缺人，是否派金回

香港《文汇报》，金活动能力也强，在

中华不久，旋调回香港《文汇报》。

金尧如收藏书画，有不少故事。

先说香港一家历史悠久的画廊集

古斋。集古斋是五十年代广东省委负

责宣传口的吴南生建议、批准成立的，

属出版界领导。

罗孚在集古斋买了许多东西。金

尧如也买了不少。金尧如出走美国，

与唐泽霖一样，返穗后没有再回来。

他所藏的一堆画，宣传部开会时讨论

这些画如何处理，罗孚也有参加开会。

蓝公觉得金这批东西如果交公一定没

有了，提出由集古斋保管，实际全部

由蓝真放在家中保存。蓝公那时对书

画兴趣不大，也不贪心这些。金尧如

后来重返香港，这批书画原璧归还，

金欢喜极了。（20130617 蓝真口述）

金老总太信人，也曾失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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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初，苏富比拍卖李可染画作，上款为尧如，就是他被偷之物。他知

道谁偷，但不便说。

金尧如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或准备移居美国，拟出售其所藏书画。当

时金尧如先生曾托他的好友陈德曦先生（万玉堂顾问）帮忙代售，时八九“学运”

之后不久，人心惶惶，市道极差，金先生要价颇高，所以未能售出。后来金再托

他的旧日部下麦先生（原文汇报副总经理）帮忙找买家，麦先生与本人熟悉，麦

说金先生八九“学运”之后，没有收入，而在北角堡垒街所置物业面临断供，拟

将所藏书画整批出卖以清银行贷款，开价港币八十万元。看了整批东西之后，觉

得金先生开的价比较高昂，与正常行情有些距离。但基于麦先生的面子，和对金

先生的尊敬，照价啃下。我到金先生寓所收取这批书画时，金先生有好些舍不得的，

临时抽起，我理解其心情，也无所谓。

九十年代初，香港收藏书画的人不太多，台湾实力买家虽多，但他们要的是

傅抱石、齐白石、林风眠等一线名家，可惜金先生出让的书画没有这些热门名头。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广州市况似乎不错，遂将金先生的这些书画大部分交广

州拍卖，但成绩平平。去年崇正来征集拍品，检出剩下未曾装裱的十多件送拍。

结果成绩不俗。

李子诵

说《文汇报》的事，不能不提李子诵。李子诵也收藏若干书画。曾自述生

平如下：

李子诵小传：

李子诵，广东省顺德县人。一九一一年四月出生于顺德江村乡。

子诵十六岁时，父亲逝世，孤苦伶仃。是年，投身新闻界，初在广州“七十二行商

报”当练习生，继而当校对。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先后任广州“国民新闻”、“大中华报”编辑、编辑主任。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沈阳事变发生，全国各地掀起反日运动。十月十日晚上，

广州举行提灯大游行。青年学生愤日寇侵凌，在永汉路（今称北京路）焚毁日本货，警

察开枪镇压，死伤多人。翌日，“大中华报”印发双十惨案号外，军阀陈济棠下令封报

拘人，子诵被囚半月。

一九三三年，得老同盟会员李思辕先生之助，创办“民生报”。一九三四年至

一九三八年，先后主编广州“诚报”、香港“超然报”，宣传抗日救亡。

抗日战争期间，子诵辗转香港、广州湾（今称湛江市）、韶关、老隆等地，站定

新闻岗位，坚持抗日宣传。在广州湾时，曾创办“立言报”，直至日寇侵陷，始停刊撤退。

抗战胜利，重回广州，任“建国日报”总编辑。一九四七年五月，因参加反蒋

反内战运动被拘囚逾半月。一九四八年初，追随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朱藴山

诸先生，在香港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候补中央委员，之后历任中央委员，

中央常务委员。一九四八年前后在香港主编“自由月刊”、“星期报”，又任“华商报”

编辑。

一九四九年四月赴北京，九月，以民促（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候补代表，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十月一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其后，历任第三届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常务委员。

饶宗颐画赠李子诵

1949年李子诵以民促成员身份出席全国政协首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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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回广州工作。一九五〇年，参加筹

办“联合报”，任总编辑。一九五一年起到香港，历任《文汇

报》总编辑、副社长、社长、董事长，现任董事会顾问。

子诵自一九二七年参加新闻工作，历时五十六年。

一九八九年，改任“文汇报”顾问。

子诵受聘暨南大学校董，已历五届，至感殊荣。

二〇〇五年九月廿六日

李子诵撰  时年九十四

李公平素只买书籍，从不买书画古董。但交往的名人

和书画家甚众，也时得投赠，不费分文，坐拥书画数百件。

李公太座姓罗，是广东大藏家罗原觉千金，罗女士学

历比李公为高，阳寿则七十多岁，比起李公一百零一为短。

李公是二〇一二年生日（旧历四月廿日）第二天过世的。

王家祯

《文汇报》后来的党组书记是王家祯。王好书画，也能画。

王的生平极难查找。幸其故乡有整理发布一篇他的生

平概略，钞录如下：

“王家祯（1922—1989）又名福寿，佐村镇桑梓村人。

1938 年考上东阳中学，后毕业于丽水处州中学初中部。

1941年日军进犯浙南，王家祯辗转进入沙县的福州高级中学，

后入《青年日报》任助理编辑。1945 年初参加韩江抗日游击

队，办《团结报》（《今汕头日报》的前身）。1945 年抗战胜利，

王家祯被派到香港《华商报》社工作。王家祯在该报社工作

三年，由校对、资料室主任升至社务委员会委员。全国解放前夕，

王家祯奉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专事研究港澳宣传工作。1958

年调澳门创办《澳门日报》，首任总编辑。

1981年 1月港澳新闻工作会议后，王家祯被提任为香

港《文汇报》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负责该报全面工作，发展

多种经营。并在北京、上海、广州和英国伦敦设立《文汇报》

办事处。还先后创办文汇报贸易服务公司。扩充了彩色印刷厂。

使香港《文汇报》成为一家综合性报纸，形成具有相当经济

规模的企业集团。

1986 年，王家祯退居二线，担任香港《文汇报》董事、《中

国石油杂志》总编辑、湖南省经济顾问、浙江大学客座教授、

杭州经济发展总公司顾问、金华市经济顾问等。”

王家祯在澳门日报时喜逛烂鬼楼，与大石也投缘。文

革时期，上面下令，所藏书画要交出。罗孚大胆不理，王家

王家祯藏刘海粟《红荷鸳鸯》
设色纸本 180×83cm
成交价：241.5万元
广东崇正2014年春拍12号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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祯组织纪律性强，悉数交与集古斋。许多年之后，王公子志钧凭收条去集古斋找

彭老板索要，当然是不得要领。

一九七八年王调香港《文汇报》任总编，文汇弄了版“中国书画”，刊登其旧

藏书画作品。如是与南北书画家交往密切，又时时帮助许多书画家解决实际问题，

故获赠书画渐丰。单黄胄一人所赐画作达三十余幅。书法及往来信札，更是难以

计算。

曾敏之

《文汇报》的曾老总，喜舞文弄墨，吟诗作对，亦风雅之士。

曾敏之祖籍广东梅县，1918 年10 月 5日生于广西罗城县黄金镇，算是广西

人，早岁在桂黔边境的三江县教书。同乡罗城人周钢鸣（1909 ～1981）参加北伐后，

到上海与左联诸君混熟，入左联兼入中共，回广西遇曾，曾随周出来从事文艺工

作和报业。1940 年开始报人生涯，先后任《桂林文艺》杂志助理编辑，《柳州日报》

副刊编辑兼采访主任，桂林《大公报》特派记者、文教记者，重庆《大公报》记者、

采访主任，广州《大公报》特派员，香港《大公报》华南版主编、评论员。新中

国成立后，于1950 年任《大公报》、《文汇报》、中国新闻社广州联合办事处主任。

1961年初调任暨南大学副教授、写作及中国现代文学两教研室主任。1978 年再赴

香港，本来是去大公报的，但大公老总已经有一大批，遂延至《文汇报》任副总编辑、

代总编辑、文汇出版社总编辑、评委会主任。

曾老文章最著者，是1946 年写的《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长文，此为中国新

闻记者首位披露周恩来生平者。这篇文章后来辑入《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大系》。

曾老命途多舛，但都能大步跨过。1947 年任职《大公报》时被国民党抓捕，

幸得仝人营救。解放后任《大公报》、《文汇报》、中国新闻社广州联合办事处主任。

曾公直肠直肚，不闇“逢人但说三分话”，他口没遮拦，导致五七年被整为右派。

1961年初调暨大教学。文革间更被批斗弄到要跳楼。但福大命大，居然不死。腿

王家祯藏赖少其《黄山云涛》
设色纸本 44×101.5cm
成交价：195.5万元
广东崇正2014春拍第5号拍品

崇正讲堂 Auditorium



181

受了伤，后来也完全治好。到我认识他时，根本看不出任何

毛病。

曾老来港十年，遇上“八九学运”，《文汇报》“痛心疾首”

天窗出，曾辞职，避地加拿大，出任《大汉公报》总编。嗣

后曾老回归香港，仍然是写文章，办杂志。曾得何铭思的

基金赞助，编印《文采》杂志搞了两年，后也偃旗息鼓了。

数月前曾老来电，声音已不那么响亮了，嘱寄拙著《旧

日风云》并及杨奇先生。杨老也是老熟人，只是杨离休返穗

之后疏于音问，即按指示寄书与杨、曾两老，后来忽见《大

公报》刊噩耗。呜呼！

　曾老总自小喜诵唐诗。数十年来吟咏不断，先后出版

《望云楼诗词》，收诗近千首。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文集

有三十余种，允称著作等身。

曾老在《大公报》的老同事萧干对他评价：“他学识渊博，

才华横溢，笔耕不辍，在散文、杂文、报告文学、游记等方

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写诗，并

对我国古籍和古典诗词尤有独到的研究。”（《文传碧海——

曾敏之的文学生涯与成就》序）

公藏有齐白石画赠他的玉兰、和其他名家赠他的书画

二三百件。移居加拿大前转让一部分与小轩。九十年代广州

艺术品拍卖何向民先生（现为崇正拍卖常务副总）帮他拍卖

数十件。

林霭民

林霭民 (1906～1964)，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擅诗文 ,

工书法。胡文虎创办《星岛日报》，闻其文名而延聘为社长 。 

太平洋战争前到香港 , 沦陷前夕回福建任田粮处长兼储运处

长。曾赋诗云：“谈何容易饱三餐，天下咸呼吃饭难，已溺

已饥谁负责？吾侪愧作督粮官 !”足见幽默。

胜利后弃官复投星系报业，出掌《星岛日报》，兼任晚

报社长。期间刻意培养提携永定籍报界新秀，也广交左翼

文人如陶行知、邹韬奋、郁达夫、金仲华、曹聚仁等。在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华南分局饶彰风派遣张问强、潘朗、司

徒丙鹤等十余共产党人，在林霭民的默许和支持下，潜入

星岛，当中有当主笔，有当编辑和记者，可以掌控《星岛日

报》各版面，用以宣传报道解放战争。当中司徒丙鹤是由广

州《前锋日报》调入星岛任编辑，主编华南新闻版。时国民

党封锁消息，在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民众，都

希望从《星岛日报》了解内战消息。解放后有广州中共地下

党人回忆：当时上级通知“了解时局，可参看『星岛』，那里

有我们的朋友在编报。”

曾敏之藏齐白石《玉兰蜜蜂》
104.5×34.5cm
成交价：235.75万元
广东崇正2014春拍第68号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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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10 月1日星岛头版头条出现大字标题“中央人民政府产生 / 毛泽东

当选主席”，同月15日《星岛日报》第 4 版“广州天亮了！”。由于《星岛日报》是

要销国统区台湾等地的，因之胡老板文虎对林霭民亲共立场非常不满，导致林胡

分道扬镳。林离开星岛，还带走一批业务骨干，另办《循环日报》。

五六十年代，他担任香港《循环日报》以及《正午报》社长(中华商会高氏出

资，实为中共香港工委注资)。

1959 年，曾率香港报界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大典。

1964 年因脑溢血逝世于香港，享年 59 岁。

林霭民社长雅好书画，收藏也多，有当时的名家溥心畬、郁达夫、弘一法师、

丰子恺等等所赠，也有传自其父林逊之的书画，也有其他古代名家如林佶、姚鼐

的法书等。

苏锡文

香港的国民党报人苏锡文先生，也是有名的书画藏家。苏锡文，原名苏德用，

生于民国元年。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后任郑彦棻秘书，凡十八载，1954 年被派往香

港，创办“中外画报社”，即今日之“中外文化事业出版社”，出版《中外画报》，为

国民党宣传。画报时刊书画作品，苏氏遂与台港文人雅士结交往来，时得诸名家

如张大千、黄君璧、赵少昂、杨善深等馈赠，收藏书画益多，而以成扇最富。

苏公晚岁移居温哥华。八十之后，藏品陆续释出。其所藏最看重孙中山书赠邓

演达“博爱”横幅，有郑彦棻长题。苏公本拟将此墨宝售与香港艺术馆，但索价太昂，

艺术馆嫌贵放弃，最后归寒斋庋藏，辛亥革命百周年之时曾在广东省博物馆展览。

十年前香港富得拍卖曾经陆续拍卖苏公藏品，去年香港嘉德复将其剩余之较

重要的书画拍卖，名为“文苑书屋旧藏”专题，拍的成绩不俗。

苏公原为郑彦棻之秘书。郑氏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国民党秘书长，赴台后

任侨务委员会主委等职。苏公后来赴台常寓祝秀侠宅，复得梁寒操之介，与党国

大老交往。嘉德拍卖专场中有蒋介石、于右任二位题赠苏公之玉照。

苏锡文著有《蒋总统与华侨》（1958 年初版，香港中外画报社印行）、《郑彦

棻先生年谱初稿》（传记文学1991年初版）。苏公编辑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画传》

（中外文化 1965 年11月初版），在香港流通甚广。

董桥

1989 年罗孚（柳苏）在《读书》第 4 期上发表《你一定要读董桥》，在大陆刮

起“董桥热”。

董桥（1942 年－），原名董存爵，福建泉州晋江人，印度尼西亚华侨，台湾成

功大学外文系毕业，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多年。历任《今日世界》丛

书部编辑、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制作人及时事评论、《明报月刊》总编辑等职，自

2003 年 6月出任《壹传媒》董事，并任香港《苹果日报》社长。二零一四年五月

退休。

董公喜收文玩、洋书。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着意收书画，尤喜大千心畬之

小品。小轩也曾提供若干，以满足董公雅意。董公古稀前，身体有恙。康复后有

苏錫文與冯康侯  1975

左起：余少帆、黃君璧、苏錫文、池玫瑰     1977

林霭民藏刘海粟《春树孤村》
设色纸本 31×26cm 
成交价：21.85万元 
广东崇正2014春拍第105号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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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及身之年自行处理藏品之抉择，遂有嘉德为其搞专场拍卖之举。

北京嘉德 2010 年11月22日下午有一场《旧时明月——一个文人的翰墨因缘》

的拍卖专场，是董公的书画收藏专场拍卖会，共收六十五件书画。有徐悲鸿、孙多慈、

溥心畬、张大千、陈半丁、丁辅之、林风眠、刘奎龄、任伯年、谢稚柳、傅抱石、

李可染、谢月眉、陈少梅、弘一法师、台静农、沈从文、周作人、胡适等，大多

数拍品均刊于董公近年出版文集中。

  且看嘉德在《旧时明月》专场拍卖的简介：“董桥不仅是玩转文字的高手，

亦精于古物鉴赏，收藏颇丰。他于散文集《故事》一书中，记录自己与书画古玩

结缘的点滴逸闻趣事。此次专场汇集了董桥精心收藏的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

胡适、沈从文、台静农等数十位近世文人名士、书画家的书画卷轴。这批藏品就

如董桥的文字，精致玲珑，恬淡间透着丝丝的雅致。而每件藏品后面都有一个了

得的大家和故事，每个故事都泛着青花瓷的古韵，传递着藏家对旧时物、旧时景

的迷恋，值得诸藏家们格外关注。”

嘉德书画部老总郭彤曾说“董桥的专场很有意思，是他个人喜好的体现，拍

的都不是什么大东西，但特别成功。都是百分百成交，而且都对当时的市场起到

很好的推动作用。”　 

这次《旧时明月》专场中的书画作品，其实仅是董先生书画藏品的一部分而

已。拍了四千多万。过不久，董公藏的文玩杂件，也交嘉德拍卖，得款二千多万。

前后合共六千多万大元，董公可以安享晚年了。

董先生近时仍然搜集喜好之书画，前两个月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和我共坐。

有顷，他举几下，就投得贺天健仕女成扇一把，他要的是背面严复行书。廿多

万下槌。大家均没有留意到这把扇。过两天香港嘉德拍卖一副十分开

门的严复对联，要两百万。董公更沾沾自喜呢。

顺便一说，报人藏家也有由报人转为从事书画业的，如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中

国书画部的张超群先生，原是新晚报（大公晚报）要闻版的编辑，转战集古斋之后，

为集古带来新气象、大发展。九十年代入苏富比，所编图录，对拍品的介绍，细

致深入，此一新作风，带动全行。

董橋新收藏之嚴復行書成扇，背面賀天健仕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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