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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荟

年 3 月 28 日 星期一

台北故宫人
2009年春节前夕，40集大型人文历
史纪录片《台北故宫》完成了在央视一
套的首播。从那之后到现在，媒体朋友们
对于本片拍摄过程的关注和猜测，逐渐
超越了它的内容和艺术性本身。在人们
一再的追问下，我均答之以“不知从何
处说起”。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心境恰如礼
花绽放过后的天空，茫茫然留下一片空
白。
拍摄《台北故宫》的初衷很简单，就
是想告诉人们，在中国，在北京紫禁城东
南方向 2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还有
另外一座故宫。60年前，她从紫禁城的
母体分娩出来，已经独自生长了一个甲
子的时光，并且将紫禁城和明清皇室的
遗传基因完整地保留到了现在。

一

来。

1964年 12月，曾昭■去世，终年
55岁。根据遗言，人们把她埋葬在她
主持发掘的祖堂山下 “南唐二陵”的
左侧。
那一年，距高仁俊离开南京整整
15年。
我问老人：“当年为什么不留下
来呢？”老人将酒杯贴在唇上，说：“谁
知道这一走就再也回不去了呢？”然
后一仰脖，把 58度的烈酒倒入口中。
曾昭■是曾国藩的曾侄孙女，是
中国现代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的先驱者
之一。当年考古界“南曾北夏”之说中
的“曾”就是曾昭■，而“夏”则是她
伦敦大学的同窗夏鼐。
这位出身世宦、学贯中西、诗书俱
佳的才女后来一直没有嫁人，却成全
了我眼前的这对老夫妻，使他们得以
在台湾厮守一生，不至于像许许多多
来到这里的人一样，将自己的另一半
遗留在了出发的地方。

《台北故宫》的拍摄周期跨越了四
个年度。在这段漫长的时光中，我不得不
经常与那一座故宫里的许多学者进行
“餐叙”或者“茶叙”。在“叙”的时候，
二
总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每当我向
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时，许多人总是先放
台北故宫的展厅占据了主楼的三
下手中的碗筷或者茶具，然后将双手重 层，第四层是一个叫作“三希堂”的地
方。当年，秦孝仪仿照紫禁城三希堂的
规制，在这里修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三希堂。后来接管台北故宫的那拨人
觉得这里太“中国”了，便把它改造成
了一间茶餐厅。但是，“三希堂”的名
字被人叫惯了，不好改，便沿用下来。
这里的餐具乃至餐巾纸上都印着“三
希堂”三个字。
有一天，我约了台北故宫书画组
组长胡赛兰女士在这里做采访前的沟
通。我们品尝着台式的灌汤包和大禹
岭的乌龙茶，她正在为我详细讲解着
《快雪时晴贴》和《溪山清远图》的妙
处。说着说着，她突然提起了她的老师
曾昭■
溥心■，我这才知道，她居然是溥心■
叠，从桌上移下，轻轻地放在腿上，慢慢 正式的入门弟子。于是，正常的工作话
挺直上身，目光恭肃地注视着你，最后才 题被打断，我们聊起了溥心■。
开口说话。那做派雍容而淡雅，它拘束着
溥心■，原名爱新觉罗·溥儒，初
我也不得不如法行事，其结果是，一场简 字仲衡，改字心■，自号“西山逸士”。
单的“餐叙”或者“茶叙”往往被拖得很 1896年 9月 2日（清光绪廿二年七月
久。
廿五日）降生于北京恭王府。他是道
每次从台北回到北京，在最初的三 光皇帝的嫡曾孙，恭亲王奕■的次孙。
四天里，我居然也能保持着那份雍容淡 自幼有神童之称，出生满 5个月蒙赐
雅，但时间一长肯定原形毕露，不管嘴里 “头品顶戴”，4岁习书，5岁拜见慈禧
正在咀嚼着什么东西，都敢毫无忌惮地 太后，从容廷对。6岁受教，9岁能诗，
对别人念叨起王羲之、黄庭坚、米芾或是 12岁能文。
宋徽宗。
本来，溥心■是能当皇帝的，因为
那一年的中秋节，台北故宫的老专 慈禧太后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召见之
家高仁俊一家邀请我们摄制组的全体人 后夸他：“本朝灵气都钟于此童。”但
员共进晚餐。摄制组有十来个人，全去的 据传，光绪帝病危时慈禧选皇帝，溥心
话必然会把人家四世同堂的中秋家宴搅 ■当廷大哭想家，结果落选，举家为之
得乱七八糟，于是我和我们的摄像师大 欢腾不已。
哥作为代表前往，希望能与老人聊出更
上世纪 30年代，溥心■就与张大
多有关台北故宫的掌故来。
千齐名，当时画坛“南张北溥”之说中
高仁俊 85岁了，老伴也 83了。他是 的“南张”是张大千，“北溥”就是溥
台北故宫著名的青铜器专家。1949年 1 心■。那时，溥心■已被封为“国画北
月，他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人员，随 派青绿山水正宗首座”。台北故宫老
着海沪号轮船把 3500多箱文物从南京 院长蒋复璁这样评说他的画风：“峻
下关码头押运到了台湾基隆港。这是从 秀灵洁，顿挫抑扬，徐徐挥运，逸韵难
南京运来台湾的第二船文物，也是数量 穷；用墨清幽沉静，淡而弥厚，浓而愈
最多的一船。船上有紫禁城文渊阁本 活；赋色名澈，清丽和雅，莽莽苍苍，笔
《四库全书》，有故宫南迁的几乎所有的 墨所至，有无限生机。”
宋元瓷器，还有故宫与中博存在南京的
1949年 10月 18日，新中国成立
全部青铜器，比如毛公鼎和散氏盘。坐着 不久，那天夜里，溥心■藏在一艘小船
这只船来台湾的还有几个人，比如那志 里，从上海冒险偷渡至舟山群岛（当
良、吴玉璋、梁廷炜、李霖灿、昌彼得等。 时舟山仍为蒋军所据），又从舟山辗
如今，同舟共济的人们只剩下了他和昌 转赴台。关于这次南渡，溥心■曾赋诗
彼得健在，其余的人早已埋骨在这座岛 纪事。
上了。
序曰：
那个中秋节的晚上，老两口的兴致
己丑八月二十七日，夜半藏舟，暗
特别高。他们拿出了珍藏多年的 58度金 渡吴淞，三日舟至舟山，同行者章宗尧
门高粱酒，左一杯右一杯地劝酒，居然把 也。
我喝到了微醺状态。就在这种状态下，我
诗曰：
得知了一小段从未示人的往事。
暗渡吴淞口，藏舟一时轻。
60年前那个湿冷的冬日里，高仁俊
片云随客去，孤舟挂帆行。
就要登船了，曾昭■女士又一次跑来劝
岛屿分旗色，风涛记水程。
他不要走。那一年曾昭■ 40岁，官至中
海门吹画角，梦断北时声。
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专门委员，而高仁俊
到台湾后不久，衣食无着的溥心
27岁，只是中博一名普通的学者。这位 ■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我清心
小弟弟对比自己大十几岁的才女姐姐抱 寡欲，生活上流离半生，但精神上从来
有一种特别的情愫，而曾昭■对这位不 没有颠沛过。现在，我跟着你来了台
谙世事的年轻人也是关怀有加。她希望 湾，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于是，蒋
高仁俊留下来，与她共建将来的南京博 介石专门拨付了一套平房给他。
物院，因为当时的南京毕竟已是“一片
在台湾，有关宋美龄向溥心■拜
降幡出石头”的形势了。
师学画的掌故流传着好几个版本，内
遗憾的是，高仁俊没有留下。因为舱 容大同小异，都说溥心■很干脆地一
位有限，已经结婚的他只身登上了海沪 口回绝了。但那天，胡赛兰却给我讲了
号。后来，还是曾昭■派人将高仁俊的妻 一个与其不同的正版传说。她说，溥心
子从上海接到南京，搭乘稍后的一班船 ■起初并未拒绝，只是提了两个条件：
去了台湾。
第一，他不给宋美龄单独授课，宋要学
在那些仓惶辞庙的日子里，曾昭■ 画，必须跟其他弟子一块学；第二，拜
拒不赴台，并且一直坚决反对文物迁台。 师要行拜师礼，要跪拜，还要磕头。
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写信给她的上级、
我问，这与拒绝又有什么区别呢？
教育部长杭立武，信中的措辞颇不客气， 胡赛兰说：“不一样。在宋看来这是拒
她说：
绝，在溥看来，这已经是作出巨大让步
“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 了。”
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
完全美式教育的宋美龄在这个问
人。”
题上恐怕永远无法窥透这位前朝“旧
三个月后，她又与徐森玉、王家楫等 王孙”的深层内心。
联名呼吁将迁台文物运回。
1932年，溥仪在“满洲国”当了
然而，人与物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 伪皇帝，溥家的兄弟们趋之若鹜。溥心

□胡 骁

■却拒任伪职，并以一篇著名的文章
《 臣篇》痛斥溥仪“ 九庙不立，宗社不
续，祭非其鬼，奉非其朔”，继而怒骂这
位堂弟“作嫔异门，为鬼他族”。
南渡之后，蒋介石在给了他一套平
房的同时，也给他了一个“考试院委员”
的官当。他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
“政府给我房子，我要，给我个委员，我
不敢当；我是有过荣华，好不容易荣华尽
褪的人，我还是去教师范吧。”于是，这
位“北宗山水第一人”就在台湾师范大
学艺术系做起了一名教书匠。
其实，拒任伪职、拒绝当“ 中华民
国”的官、拒绝教“第一夫人”画画，在
—凄凉旧时王
溥心■看来是同一件事——
孙，“为鬼他族”的事自然不齿。倘若一
时不慎出仕“后朝”，继而在没有严格的
拜师程序的情况下，摧眉折腰地侍奉起
“第一夫人”来，那岂不沦为赵孟■一流
人物？
后来，宋美龄退而求其次，拜在了黄
君璧门下。黄君璧其实并不逊色，在台
湾，张大千、溥心■和黄君璧并称“渡海
三家”。
我渐渐相信了胡赛兰的版本是正
版。第一，我细数了溥心■的履历；第二，
胡赛兰组长是溥心■正规的入门弟子，
除了近距离相处外，她拜师，是磕过头
的。
胡赛兰说，溥心■曾对弟子们说过
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们将来都成了专业
画家，那便是我的悲哀。这话就更加符合
溥心■的取向了。
溥心■的另一个悲哀在于，平生才
干都被画名所掩，几乎不为外人所知。其
实，这位旧时王孙精于骑射，18岁毕业
于北京法政大学，27岁获得德国柏林大
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的双料博士。他自许
平生大业为治理经学，绘画在他看来只
是文人余事，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他在台
湾收徒时要先考作诗，诗作得不好的不
要。教绘画时却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讲授
“十三经”，结果把好多学生都讲跑了。
但留下的便成大家，比如台北故宫的副
院长江兆申，以及萧一苇、吴咏香、傅佑
武、刘河北、梁秀中、罗芳、王懋轩等人。
1963年 11月 18日，溥心■因喉癌
溘然长逝，年仅 68岁，人们把他葬在了
阳明山上。据胡赛兰讲，溥心■得喉癌是
因为晚年烟不离手，常常一边教画一边
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上世纪 90年代，溥家长子把溥心■
的书画作品和部分收藏委托台北故宫博
物院代为保管，其中书法 175件、绘画
292件，其它收藏包括书画 13件，砚石、
印章、瓷器等 58件，总计 543件。我曾在
台北故宫书画展厅里拜读过他的《鬼趣
图册》，而那方“旧王孙”的闲章却怎么
也没有找到。
在台北，还有人津津乐道于 30年代
张大千与溥心■的一次诗书画合璧的合
作。相传有一天张大千前去拜访溥心■，
突遇狂风，大千灵感所至画了一幅画，画
中一棵缠满青藤的大树被风吹倒。溥心
■七步成诗，吟道：
大风吹倒树，树倒根已露。
上有数枝藤，青青犹未悟。

到哪位老先生和哪位老先生互相堵气，
谁家的儿媳妇和婆婆闹别扭等等她全知
道。
2008年的夏天，我去她家做客。她
先生是台湾清华大学的教授，精于茶道。
他用一把康熙朝的紫砂壶为我泡了一壶
陈年的普洱茶，我装腔作势摇头晃脑地
品了半天，也品不出个中滋味，只得连声
称妙。
我这次来，是要向张临生解释片中
的一个细节，她对我执意要在片中提到
的这个历史细节不太高兴。它涉及到一
—孔子第 77代孙、末代衍圣公、
个人——
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
40多年前一个春天的下午，当时故
宫迁台文物还躲在北沟的大山中。梁廷
炜先生打开库房大门做例行检查，结果
发现《四库全书荟要》中的 10册被雨水
浸泡粘连在一起，已经无法揭开了。这是
一件天大的事。梁廷炜和联管处故宫组
组长庄严立即层层上报。
被泡坏的 10册《四库荟要》是故宫
633号箱中的《左传注疏》二册、《春秋
权衡》 二册、《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五
册，以及 856号箱中的《栾城集》一册；
另外 1021号箱中的 23册书籍也发生了
霉变。
这件事让所有的人傻了眼。不久，
“监察院长” 于右任发来一道措辞严厉
的公函，称：“其损失情形如何，主管人
员有无失职咎责？应予调查，以明真
相。”当时，担任联管处主任的正是孔德
成，在强大的压力面前，虽经多方慰留，
最终还是引咎去职。
对于另外两位直接责任人梁廷炜和
庄严的处理结果是，二人“任职年久，服
务勤慎，此事又系梁科长自行发现，应从
轻议处。”说是从轻，但仍然给了庄严申
诫、梁廷炜记过一次的严厉处分。
这是 1933年故宫文物迁出北京紫
禁城以来整整 30年间唯一的一次损失，
其原因竟然是库房附近的小孩玩耍时用
石头砸碎了库房的屋瓦所致。后来，联管
处故宫组又将粘连、霉污的《四库荟要》
重新抄写修补，共依原书式样重抄 866
页，修补 1300多页，基本恢复了原貌。
孔德成和张临生是师生，也属忘年
交。张临生说起衍圣公大人就像说起邻
家的老顽童，她家玄关处挂着的就是奉
祀官的墨宝。出于“为圣者讳”的原因，
她对我们要在片中讲述上面的那个故事
不以为然。
孔德成，字玉如，号达生，孔子第 77
代嫡孙。1920年 2月 23日他降生的那
一天，北洋政府于曲阜鸣礼炮十三响，以
庆圣裔不辍。百日当天，大总统徐世昌袭
封“衍圣公”，是为第 77代衍圣公，也是
最后一代。1935年，民国政府为适应共
和政体，改衍圣公封号为“大成至圣先
师奉祀官”，仍为世袭官位。孔德成因此
成了末代衍圣公和首任奉祀官。
1949年 4月，孔德成从美国辗转来
到台湾，复建了台北的家庙。当大陆的文
物一船一船运来台湾之后，杭立武在台
中糖厂成立了一个机构，并为这个机构
—“国立
取了一个冗长而拗口的名字——
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简称
“联管处”。杭立武是第一任主任，1956
年 8月杭立武调离，孔德成继任。
张临生虽然离开台北故宫许多年
了，但对这里的感情很深很厚，她显然不
愿意我们在片中说起《四库荟要》被雨
水泡坏的往事。我最终说服了她，我的理
由是“不以一眚掩大德”。她也答应说服
溥心畲（右）和张大千在台湾
孔德成接受我们的采访，但适逢老人家
偶感微恙就拖了下来。我也没有在意，认
为以后有的是机会。
三
2008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突然接
第一次认识张临生是在很多年前的 到张临生从台北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
一次宴会上，当台北的主人介绍说这位 今天上午 10时 50分孔德成安详辞世，
女士名叫张临生的时候，我大为惊讶。更 享年 89岁。这成了我们摄制组又一无法
早以前，她是我在历史照片中见到的人 弥补的憾事。此前，2006年底，当我们正
物。照片中的她青春韶华，穿一袭旗袍， 准备采访秦孝仪的时候，转过年的 1月
正在为日本天皇裕仁夫妇做讲解。
7日，他也安详辞世。
那是上世纪 60年代台北故宫在日本
身后，孔德成被安葬在台北县三峡
举办展览时拍的照片。当时，张临生还只 镇龙泉公墓，他是第二位没能入葬曲阜
是台北故宫一名普通的讲解员。多年之 孔林的衍圣公。第一位是第 48代衍圣公
后，她升任副院长，并在 2000年的时候与 孔端友，因为当时是南宋。
秦孝仪一起退出了台北故宫的舞台。
衍圣公制度始于西汉初年，汉高祖
在我印象里，台北故宫任何大小事 十二年，刘邦册封孔腾为“奉祀君”。从
情好像都逃不过张临生的记忆。大到蒋 此世袭罔替，直到 1935年的孔德成。其
复璁、秦孝仪两位老院长的历史功绩，小 间，北宋仁宋至和二年（公元 10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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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全景
改封衍圣公，也相沿不改直到孔德成。
世祖、大清王朝“开代文章第一家”傅以
后来，马英九“册封”孔德成的长 渐有关。
孙、孔子第 79代孙孔垂长为“大成至圣
顺治三年，正当顾炎武“东至海上，
先师奉祀官”，这是第二代奉祀官，本应 北至王家营，仆仆往来”于各股抗清力
是第 79代衍圣公。奉祀官是当代中国最 量之间时，傅以渐参加了顺治朝的殿试，
后一个世袭的官爵，在如今的台湾，它更 并一举夺魁。就这样，他成了满清入关以
是那些铁了心要“去中国化”的人们必 来的第一位状元。从此，他把毕生的才情
欲去之而后快的绊脚石。我不敢猜想，圣 奉献给了顺治皇帝，并累官至武英殿大
学士、兵部尚书衔，是清朝名副其实的一
代贤相。
在傅斯年繁多的史学著述中，我们
找不到有关这位显赫祖先的只言片语。
短短 54年的人生旅程当中，他更羞于对
别人提起傅以渐的名字。一种莫可名状
的耻辱感躲在爱国者的内心深处，以至
于在他的潜意识中形成了一道深深的伤
痕。这位爱国主义者因了先祖的失节而
变得更加激进，激烈的反日和反俄言论
在他的著述中俯拾皆是。越是到了人生
的晚期，随着抗战的胜利，他的矛头越指
向苏联，并进而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苏联
的马前卒和代理人。如此，傅斯年完成了
从“仇俄”到“仇共”的心理转换。
在“党国”的最后关头，他拒绝了李
宗仁邀其参与国共和谈的请求，并在回
信中直言：“共产党……绝对走苏俄路
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之
先锋队。”
傅以渐曾先后担任《明史》、《清太
宗实录》的纂修官，以及《太祖圣训》、
《太宗圣训》、《通鉴全书》的总裁官。按
1986年张临生与孔德成在张大千 道理，作为一代最重视“材料”的史学大
家，傅斯年应当备加推崇这位七世祖才
摩耶精舍
对。然而相反，他为之背负了一个沉重的
人家族手中这根接力了两千多年的文化 心理十字架。
权杖，还能往下传递多少代。
傅斯年的心理支柱是顾炎武。1928
年，史语所刚创办时他便为办所立下了
四
三条“旨趣”，其中“第一条是保持亭林
在台北，我到过最多的两个地方，一 （顾炎武尊称亭林）、百诗（阎若璩字百
个是台北故宫，另一个就是台湾大学。台 诗）的遗训”。顾炎武成为傅斯年心理支
北故宫小隐于野，藏在外双溪的山中，等 柱的原因大概有三个：第一是因为他的
着人们去朝觐；台湾大学中隐于市，坐落 学问，第二是因为他拒不仕清，第三则是
于大安区的罗斯福路上。这里是台北典 因为他亲身参与了武装抗清。我猜，后两
型的繁华地段，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总是 个因素在傅斯年心中的分量不知要比第
车如流水马如龙。
一个大出多少倍。
走进台大正门，向右拐，有一条细细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
长长的小路，它领着人们前行。前面，是 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
一座相对独立的园林。园中古木参天，热 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
带炙人的阳光硬是照不进来，厚厚的青 天下。”顾炎武的这句名言唱响在傅斯
苔长在石板路上，走在上面要小心滑倒。 年短暂的人生旅途当中。完全可以这样
园的正中是一座古希腊式的穹顶，十六 推测，在傅看来，蒋家王朝亡于中共不算
根粗大的廊柱环侍在侧。穹顶下方是一 “亡国”而算“亡天下”，后者比前者要
个大理石砌成的石棺，棺的正面有七个 可怕得多。
—“傅校长斯年之墓”。
篆体字——
300年前，明清鼎革天下将“亡”的
傅斯年就葬在这里，这个小园因而 关头，他的先祖竟率尔降清；300年后，
也叫傅园。在台大，有两样东西最值得为 又一个“亡天下”的考验摆在了傅家后
外人道，一个是傅园，另一个是傅钟，它 辈的面前。在南京围城之际，傅斯年随
们总是同时被人们提起。每当上下课时， 身携带着一大瓶安眠药。可以想见，一
傅钟都会敲响二十一下，这是个典故，它 旦城破而傅斯年未能逃出，一代大师必
—“一天只有二 定饮鸠死节，除此之外，不再会有其他
缘自傅斯年的一句话——
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悬念。
傅斯年也是当年文物迁台的主谋者
我在傅斯年的墓前默立良久，除了
之一，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共有 976箱 那个七篆书之外，墓上并没有墓志铭。台
文物动运到了台湾，在 6个机构中，数量 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曾经请傅斯年写
仅次于故宫，超过了中博筹备处和中央 字，谁知他竟提笔写了“归骨于田横之
图书馆。这 976个箱子里装的是安阳出 岛”七个字。屈万里先生曾建议把这七
土的殷代铜器、玉器、石刻和甲骨。其中 个字也刻在墓上，我猜恐怕是调子过于
甲骨 25000多片，几乎占我国现存甲骨 低沉了吧，最终没能实现。
数量的一半；另外还有史语所的全部藏
台湾大学与台北故宫是一对教学相
书和大批明清档案，包括北宋景佑刻本 长的兄弟，两边的教授和专家互为师生，
《史记》、宋本南华真经、明抄本《明实 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我一直觉得，只是因
录》等等。来台之后，史语所的箱子都留 为有了傅斯年，台湾大学便是北大精神
在了小镇杨梅，并没有随大部队前往台 在台湾的继续，也是五四余脉在台湾的
中糖厂和北沟。后来，“中研院”在台北 具体化现。
南港复建，这批东西就运往了那里。
现在，当人们提起“五四运动”的时
1949年 4月，北平文化界群起声讨 候，最先想到的可能是鲁迅、李大钊、陈
文物迁台。9日，《进步日报》全文刊载 独秀和胡适之等人。人们不知道的是，
了声讨檄文，文章的副标题是“应宣布 1919年 5月 4日当天，肩扛大旗，走在
傅斯年等为战犯”。
队伍最前头的那个人，正是傅斯年。
谁都有可能留在大陆，唯有傅斯年
（作者为纪录片《台北故宫》总撰稿）
不可能。在那一代学人中，傅斯年的“反
共”是出了名的。然而，当我们细读傅斯
年平生著述时会发现两句有意思的话。
第一句是：“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
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
命，有何不可？”第二句是：“我平生的理
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发达的国土。有
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
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
傅斯年绝决的反共立场并非完全源
于“共产”与“自由”二者的主义之争，
这其中另有隐情。这一隐情和他的第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