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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收藏家张伯驹 毕生精品捐故宫
一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病床上给好友
张大千写诗
纵观古今中外，要想成为一个青史留名
的大收藏家，必须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
哪四个方面呢？一是文化，二是财富，三是
情怀，四是机遇。这四点可以说缺一不可，
下面我们主要围绕这四个方面来分析一下
张伯驹，按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看看这个
收藏界的大 V，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张伯驹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他 8
岁上私塾，9 岁就能作诗，被私塾先生称赞为
神童，并认为稍加培养，将来必成国家栋
梁。光绪时期的进士、老翰林王新桢非常赞
赏少年张伯驹的诗才，夸赞他：英年挺出，直
欲过前人。若《从军行》
《天上谣》等作，激昂
慷慨，魄力沈雄，有倚天拔地之慨。——王
新桢《丽泽社诸家诗·序》
虽然，张伯驹的这些诗作没能流传下
来，但王新桢的这段评语至少从侧面向我们
证明了少年张伯驹在诗词创作上的潜能。
辛亥革命这一年，14 岁的张伯驹又进入
新学书院接受新式教育，他除了学习国文、
数学等一些规定课程外，还熟读了《楚辞》
《宋元名家诗》。20 岁后又通读《二十四史》
《资治通鉴》，一本《古文观止》更是倒背如
流，这为他一生爱好诗词、古文、文物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少年张伯
驹得到了极好的国学教育，他 9 岁能诗，人
称神童。尤其是在诗词创作上，张伯驹取得
了很大的成就，他曾概括总结自己的诗词创
作心得，张伯驹说：写词不过是心灵之所托，
随其自然，有感而发，与天地为友，以风月为
家。
张伯驹文思敏捷，典章制度烂熟于心，
不论出游还是茶余饭后，诗词佳作往往是脱
口而出。他的诗词题材广泛，无论交友唱
酬、感怀人生、忧国忧民，还是春花秋月，都
能用诗词表达出来，而且妙趣天成，情深意
笃。

张伯驹 9 岁开始写
诗，一直到去世前一天，
他躺在病床上，还给远在
台湾的好友、著名画家张
大千写诗、填词各一首，
他在诗中写道：别后瞬经
四 十 年 ，沧 波 急 注 换 桑
田。画图常看江山好，风
物空过岁月圆。一病翻
知思往事，余情未可了前
缘。还期早息阋墙梦，莫
负人生大自然。
张伯驹诗词创作时
间延续 70 余年不间断，一生写诗填词数千
首，数量之多之大，均属罕见。他著有《丛
碧词》
《春游词》
《秦游词》
《雾中词》
《无名
词》
《续断词》等词集。张伯驹除了诗词创
作之外，还精于诗词理论，早年就写成了两
万多字的《丛碧词话》，还编著了《清词选》
等著作，这些书直到今天还依然被诗词界
看重。
盐业银行这个提款机，是他后来成为大
收藏家的重要保障
我们在这里介绍张伯驹在诗词、文化上
取得的成就，主要是想说明，他是一个合格
的传统文人。但是要想成为一个大收藏家，
光有文化那可不行，要想成为收藏家，除了
有一定的文化储备以外，还必须要拥有相当
多的财富，
简单地说就是必须要有钱！
大家知道，书画文物收藏是需要大量的
金钱做基础的，张伯驹开始收藏书画的时候
才 30 岁，那么这个年轻人怎么会拥有这么
多财富呢？张伯驹出生于一个钟鸣鼎食之
家，他的父亲张镇芳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盐
业银行负责人。
说到张家的发达，就不得不说盐业银
行。1915 年，盐业银行在北京成立，由曾经
长期担任天津长芦盐运使的张镇芳出任总
经理。张镇芳十分擅长理财，很快就把盐业
银行经营得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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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絮絮叨叨
当我静下心来思考母亲时，我知道，正
如朋友们所说，有这样一个母亲我很幸
运。只不过我很少考虑她。母亲就像晚
餐：为了生存，我需要她，却未曾留意她的
想法。
父亲则是饭后甜点。他读书，教书。
有时候，他让我来批改大一学生的英语课
后作文测验。我童年时期最清晰的记忆，
是晚上他回家时的开门声。这总让我想起
《绿野仙踪》里多萝西打开房门，堪萨斯的
黑白世界变得多彩那一刻。
周二上午我打开那同一扇门时，屋里
昏暗、阴沉、安静，好像没人。我转个身，发
现她在那儿，在台阶上，穿着蓝裤子和衬
衫，那颜色就像一面旗帜一样点亮了她的
红头发。
“艾莉，
”母亲惊喜地说，
“你回来啦！
”
我拥抱她的时候，觉得她的肩胛骨似
乎更加尖利了，两侧的小肩胛骨从背上凸
起。我紧紧拥着她时，我想我感觉到了她
疼得龇牙咧嘴，还是如往常一样，我最先松
开了她。
“我很好，”她说着坐在了一把大沙发
椅上，
“确实如此。今早称体重的时候我在
想，我会掉几磅秤，但数字没变化。很可能
是水肿的缘故。科恩医生，
‘ 不能看报，不
能印花，
不要装修。
’
”
她就这么絮絮叨叨了好长时间，好像
快缺氧了。她深呼吸一下，似乎在打起精
神，眼睛如同在她的思考之风下暂时忽明
忽暗的灯笼，
重又亮起来。
“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聊这些，”她说，
“重点就是我很好。你回来就是为了确认
我好不好，对不对？我很好。我比过去睡
得多了，万一我觉得你为我担心，那简直会
要了我的命。
”
“你看起来好极了，
妈妈。
”
我说，
这话大
体没错。她看起来很不错，
我记得当时我都
怀疑，
到了月底是不是就可以把租我公寓的
毕业生赶出去，
回到之前的工作岗位上。

“唉，
我不知道你要回来，
要不我就在烤
箱里放点儿东西了，
”
她说着摸了摸头发，
“今
晚咱俩就去那家小酒馆吃吧。杰夫开车送布
莱恩上学了，
你父亲好像有个会。所以啊，
咱
俩就早点儿吃晚饭，
之后去杜安书店买几本
书。你可以告诉我哪些是好书，
我不画画了，
改读书好了。反正接受治疗期间，
我得读点
儿什么。你知道医院的做派——等上两小
时就为了那五分钟，
戳破手指尖，
采点血样。
或者他们现在给我做的各种乱七八糟的检
查。你能待多久哇？
”
我看着她，
看着她长着修长手指的双手
因为治疗之故而把指甲剪得很短，
我意识到
她并不知道我为什么回家。事情总是这样。
父亲做了决定，她后来才会得知。
“我会待一段，妈妈，”我说，
“我会在我
楼上的房间待上一段。
”
“在家？”她说，
“在这儿？”
我点点头。
“噢，不，艾伦。你什么意思？你的朋
友们和你的小公寓怎么办？你的工作呢？”
“我要休息一段时间，”我说道，可我管
不了双眼出卖我。
“噢，不，”她嘀咕着，
“不不不不不。别
成为我的护工，你会恨我的。你得回去。
我们可以共进晚餐，你可以搭明早的火车，
或者今晚的末班车。晚间有一班，对吧？”
“妈妈，”我说，
“ 妈妈，你会需要帮助
的。你化疗的时候我可
以坐在你身边啊”——一
看到她的嘴唇哆嗦，我赶
紧改了口，
“ 是治疗。我
可以管家，干些医生禁止
你干的活儿，你感觉好点
儿了我就闪人。
”
“噢，艾莉，”她伤心
地说，
“我不傻，别把癌症
说得跟流感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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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维结构不像汤
姆那样有序。我是个艺术
家，可是突然之间，创作或
者思考创作好像离我很
远，我够不到。我最近很
少去工作室，我不知道要
去工作室做什么。能够合
理地思考和理解到底是一
种什么样的体会？头脑中
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声
音，你可以把它们拿起来
对比，然后形成一个有效
的想法吗？我做不到。我
的思绪就像一条拴在桩子上的狗，向各个方
向乱撞乱叫，但不过是徒劳地在同一个地方
徘徊。
我不能想象没有汤姆的日子会怎么
样。我试着想象未来，可是，每次当我召唤
它的时候，我就看到它轻轻地从我面前滑
落。我感到嘴巴发干，整个身体开始失重。
我难以抑制自己在脑海里一遍遍预演着可
能的将来。我看见它的模样，那是某种粗鄙
丑陋的东西，像一只被虐待的动物因为即将
被套上链条而苦苦哀号。我是个非常务实
的人。我怎么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用
的事情上？
汤姆希望自己被当作一个正常的生命
体来对待。为什么不呢？他在疾病面前从
不低头，坚持和病魔做斗争。汤姆还会像从
前那样，打扮时尚，风度翩翩。他喜欢咖啡，
偏爱甜味，对饮食充满热情。他热爱生活，
并且以他自己的方式度过每一刻、每一秒。
这才是一个所谓成年人该有的样子。当一
个人持续重复同一个动作、同一件事情很多
很多年，我们称之为养成习惯。生活不就是
由大大小小的习惯组成的吗？
所谓意识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绝不屈
服，不论摆在眼前的力量是如何强大，想要
获胜的可能性是如何渺茫。可是，究竟哪条
路才是更好的选择：按照自己的步调做事，
坚持自我的习惯和原则，还是选择顺从适
应？适应，会把人直接领向迷境。适应什么
地方？有什么需要适应？为了适应，你可能
把自己假想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可是，那
个人又是什么样的？为了这个假想，策略、
饮食、价值观、书籍、时尚和你所生活的整个
环境都会因此而改变，而你的“旅途”也不再
是原来的那条路了。适应，这就是一个无限
循环的黑洞。
网上有对健康的各种话题，争论和立场
多如牛毛，要不是如今自己家面临这个问
题，你根本不会关注到这些如此细小的话

题。不凑热闹，保持质疑，这是我们家的风
格。我们没有过多地去想还有哪些选择，我
们也并没有太多选项可以选。肿瘤学家 B
博士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她是我们最新接触
到的医生，也是目前我们的主要信息来源，
她甚至费了好大一番口舌跟我们详细地说
明维生素 C 对汤姆病情的好处。NHS（英国
国家医疗健康体系）建议均衡饮食，这个建
议自从在 1945 年向公众推广以来，到如今
还没有被改动。可见，均衡饮食是多么重
要。吃好很重要，什么都要适量。好的，我
们了解了。那回家就继续保证伙食水平，不
过，要适度才行。现在家里的置物架上，一
大瓶维生素 C 已经等在那儿了。
害怕好比是一座山峰的峰顶，它不是平
原，
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这些维生素 C 的出厂日期还很近。浴
室的橱柜里，放着布洛芬、一盒很古老的扑
热息痛、孩子喉咙发痒咳嗽时吃的药、放了
好几年的眼药水、消食片、退烧药。很多药
都已经过期了。过去，我们家几乎从不需要
用药。但现在不同了，我们有地塞米松、抗
癫痫药和化疗药物替莫挫氨丙基戎酸钠。
这些都是汤姆在家需要吃的药。这些药对
于我们来说如此珍贵和重要，甚至我们全家
的命运已交给这些药片指挥。第一天把它
们带回家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
这些高辛烷值药物的崇高敬意，以至于捧在
手心里一不小心撒了一地。
地板可是艾弗的地盘。他这时正在地
上玩耍，又捡起地上的面包屑放进嘴里，然
后捡起更多的沾着灰尘的面包屑，若有所思
地拿在手里揉成一个个小球。目睹眼前发
生的惨案，我顿时头痛起来，眼睛死死地盯
着那些散落的药。我们都要死了。我怒气
冲天地趴到地上把药片一颗颗找回来。应
该是都找回来了，我默数了一下。过了几十
分钟，我感觉到袜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原
来是一片地塞米松。
你是否能够达到事态的要求？
我已经站得太高，我离开了我的身体。
我们发现，更准确地说，是我意识到，你
不可能一直处于害怕的状态。害怕好比是
一座山峰的峰顶，它不是平原，不可能一直
持续下去。就像吃药一样，刚开始有效，你
可以体会到它的影响，不过，很快你又能恢
复到正常的优雅状态，可以正常地做事说
话。
但是，一座房子只有一次坍塌的机会，
然后只能留下灰烬。一列火车将要撞上，谁
都无法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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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亨利领军穿过市中心时，圣玛丽教
堂顶上突然掉下一块石头，险些击中亨利，
波兰联军的将士们因此都忧心忡忡，
认为这
是一个凶兆。
亨利领军走到瓦尔斯塔特平原时，发
现两万蒙古军队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亨
利立刻指挥波兰联军列阵，
将三万军队排出
四条战线：
摩拉维亚公爵博列斯拉夫率领他
的骑兵组成第一道阵线；
波兰国王的弟弟苏
里斯拉夫公爵率领克拉科夫骑兵组成第二
道阵线；
条顿骑士团大首领奥施特恩率领数
千条顿骑士，
和欧波兰公爵梅希科的部队一
道组成第三条阵线；
而亨利率领昔烈西亚骑
兵和一些法国圣殿骑士在最后压阵。波兰
联军的战术体现了当时欧洲军队的标准战
术，那就是以铁甲骑兵为核心，分几个批次
正面冲击敌阵。
对面的蒙古军队也在紧张地调兵遣
将。由于蒙古军队的指挥完全依靠旗帜，
部
队调动时毫无声息，这让欧洲人一头雾水。
蒙古军队的阵形非常凌乱松散，
看起来似乎
很缺乏组织和纪律，
这多少让亨利心放宽了
一些。双方部署完毕以后，
波兰联军在博列
斯拉夫公爵的带领下率先冲向蒙古阵营，
波
兰骑士们全身披挂重甲，骑着高头大马，长
矛平举，在一片号角声中以扇形猛扑上来，
霎时间就冲到蒙古军队眼前。
数千波兰铁骑以泰山压顶之势猛扑上
来，
毫不费力地冲进蒙古阵营。蒙古骑兵动
如脱兔，迅速分散以避开欧洲人的正面冲
击，
同时以密集的弓箭齐射来攻之敌。波兰
骑兵冲右突，所到之处蒙古骑兵尽皆闪避，
只围绕着他们不停地放箭，
就是不和波兰骑
士们近距离厮杀，
让波兰人的长矛重剑毫无
用武之地。博列斯拉夫公爵发现自己势单
力薄，
伤亡惨重，
于是撤回本阵。
亨利以为蒙古人胆怯，不敢和波兰铁
骑交战，于是将波兰联军重新排列，形成一
个异常宽广的正面，然后一起冲锋，逼迫蒙
古人接战。亨利的战术似
乎发挥了效用，轻装的蒙
古骑兵抵挡不住波兰联军
的强劲冲击，开始败退。
亨利看到蒙古统帅拜答尔
的大旗也开始退却，认定
蒙古军队已经战败，于是
下令全力追击。波兰将士
争先恐后，
穷追不舍，
原先
整齐的阵形变得散乱不
堪，步兵被远远地落在后
面，波兰联军并不知道他
们钻进了蒙古人早已布好

的口袋阵里。退却的蒙古轻骑兵很快迂回
到波兰联军骑兵的两侧和后面，
将其团团围
住，
而事先部署好的数千重骑兵此时突然出
现，拦住欧洲人的去路，真正的战斗这才开
始。蒙古重骑兵们排成一道人墙，
用重弓发
射一波又一波的长箭，
而轻骑兵们在波兰联
军后侧来回奔驰，
在三十米远近的距离上用
轻弓飞快放箭，
波兰联军像牛群一样渐渐被
驱赶到一起。蒙古骑兵发现他们的弓箭无
法穿透欧洲骑士的盔甲，
干脆专门射杀他们
的坐骑；跌落马下的欧洲骑士由于盔甲笨
重，行动不便，往往只能束手待毙。蒙古重
骑兵这时开始冲锋，
用长矛和马刀一个一个
地结果了这些欧洲骑士。
蒙古军队围歼波兰骑兵时，在战场中
间释放一道烟幕，阻挡了波兰步兵的视线。
波兰步兵对战况毫不知晓，
径直冲进蒙古人
的陷阱，
结果被全歼。波兰联军统帅亨利以
及其他数名波兰贵族都力战而死，
圣殿骑士
团参战部队全部阵亡，
条顿骑士团大首领奥
施特恩身负重伤，苟延残喘两个月后死去。
瓦尔斯塔特一战，波兰联军阵亡两万五千
人。蒙古人还把亨利二世的头颅砍下来，
刺
在枪尖上，给周边各城的欧洲人看，欧洲人
纷纷弃城而逃，里格尼茨城的西里西亚军
民，
也焚城退往城中心的坚固要塞防守。据
说亨利二世的一只脚有六个脚趾，
所以后来
欧洲人才从战场上认出亨利那具无头尸体
来，
当然这是蒙古人退兵后的事了。
里格尼茨之战后，整个欧洲只有今天
的德国以东剩下一支能够跟蒙古人作战的
军队，
里格尼茨在柏林的东南约二百二十公
里，
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东北约一百六十公
里。
德国以东的唯一一支能够跟蒙古人作
战的军队，
就是波希米亚王文西斯劳斯的五
万波希米亚军队，
但是文西斯劳斯已经被吓
破了胆，他不敢跟蒙古人作战，仓皇撤往神
圣罗马帝国境内，
试图与那里集结起来的神
圣罗马帝国军队会合。
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又能如何
呢？他们日耳曼人的前锋部队，
也已经在里
格尼茨战役中全军覆没了，
连条顿骑士团的
主力也全躺在里格尼茨郊外冰冷的土地上
了。神圣罗马帝国守住土地都嫌兵力不足，
根本无法主动去挑战蒙古人。奇怪的是，
蒙
古人并没有进攻已经退守内城城堡的里格
尼茨城，
而是对西里西亚周围地区进行毁灭
性破坏，并且在休养几天后退入波兰地区，
对原先进军途中没有给予足够毁灭性打击
的地方，
再次进行毁灭性破坏。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