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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籍收藏家走访录

金利华：
传统文化的守护传播者

百年前的毕业证书
——记温州早期实业家尤廷立

本报记者 程潇潇
日前，
《铅华黛色——明清民国
闺秀书画展》在我市衍园美术馆举
行，集中展示明清民国优秀女性书
画家创作风貌，引起广泛关注（详见
7 月 1 日温州日报收藏版）。事实
上，该展览曾于 2018 年 7 月在河北
省博物院举办，作为国内首个以女
性书画为主题的大型展览而引发轰
动。这些藏品的主人是温州人金利
华。
金利华，河北省浙江商会常务
副会长，也是温州博物馆之友协会
的藏家，上世纪 80 年代迈入收藏领
域，现收藏有 2000 来位书画名家的
4000 多幅作品，并形成了“闺秀画
家”
“海上六十名家作品”
“京津冀近
现代书画名家”等多个专题收藏，
专
注书画收藏 30 多年，从单纯的藏，
到潜心挖掘藏品背后故事与文化内
涵，让文化得到展示传承。对他而
言，收藏犹如一场乐在其中的修行，
穷一生也难尽。

工艺美术之乡的熏染

1920 年尤廷立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证书。

孔戈碧

清代曾衍东《三子图》
年时的课本上就有金家骥创作的插画。三
十多年前，金家骥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
院（今中国美院）留校任教，逢年过节回乡
探 望 父 母 时 ，经 常 顺 道 拜 访 金 利 华 的 父
亲。得知金利华爱好书画，便常以书画相
赠，有时是他自己的作品，有时也送其同学
的。金利华与金家骥先生成了忘年交，两
人见面必交流书画艺术，令金利华感到受
益匪浅。至今，金家骥先生年迈，把自己的
一些书画精品托付给金利华收藏。几位良
师益友的馈赠，成就了金利华最初的书画
收藏。

民国吴淑娟《黄海松风图》
国首次”。他说，起初收藏女性画家作品，
全然没有想到能够形成系列。2017 年，金
利华在整理曾衍东书画藏品的过程中，意
外发现家中有六七十件明清民国女性画家
的作品，便将它们暂时挂了起来，恰巧河北
省博物院一位老专家来他家做客，见到这
一系列作品感觉饶有趣味。细细观摩鉴
定，发现“东西都是对的，非常有特色”，便
询问金利华，
“ 可还有其他女性画家藏品，
是否会继续收藏？”得到肯定答复，老专家
当即提议他举办“国内第一场”大型女性书
画家作品展，自己可负责对接河北省博物
院提供场地。

伴随一生的爱好，往往起源于童年。
金利华是乐清市北白象镇金炉村人，印象
中儿时的家乡，遍地是画帘厂、黄杨木雕
厂、石雕厂，在工厂附近奔跑嬉戏，捡拾发
现许多实为边角残料的漂亮“宝贝”，是小
收藏故事多，充满忧和乐
时候的大乐趣。工艺美术之乡的熏染，潜
建一座“中国闺秀美术馆”
移默化中养成了艺术审美，成为他今后从
都说收藏考量“三力”，财力、眼力和魄
事收藏的因由。
力，财力不是全部，但收藏要成规模、上台
在搜寻“铅华黛色”专题作品的过程
“我喜欢上书画艺术，继而走上收藏之
阶，财力则必不可少。上世纪 80 年代，
金利
中，金利华发现，中国绘画史上，关于她们
路，仿佛水到渠成。”二十多岁的年纪，金利
华供职乡镇政府，拿国家的清水薪资，并无
的记载与作品留存非常稀少，对她们的文
华开始收藏书画，是温州最早从事书画收
余钱投资收藏。在赚钱投资爱好的强烈愿
字记载也零散而寥落，他认为这与女性在
藏的一批人。回望来路，他发现自己的“第
望驱动下，金利华和几位朋友以私人承包
封建时期的社会地位有关。为让更多的人
一步”迈得比别人容易，原因是有良师益友
的名义，接手掌握了东北国有企业瓦房店
认识和了解这些被历史湮没的杰出女性，
相助。
机电公司的实际运营权，由此成了“先富起
金利华在收藏的同时，特别对她们的个人
金利华有位堂兄金元宝，大他十几岁，
来”的那批人。90 年代初期，中国艺术品拍
生平、时代背景等进行了广泛搜集和深入
是位农民诗人，十分热衷文化艺术。
“ 我这
卖势头兴起，嘉德等国际拍卖公司纷纷迎
挖掘，2018 年《铅华黛色—华雅斋藏闺秀书
位堂兄是位妙人，自学成才，还在书画收藏
来首拍，上海、广州、杭州等地也有拍卖公
画集》集结成书，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 ，
上颇具眼光。时常挑担四处行走，一边做
司纷纷成立，金利华通过报纸、广播等新闻
不仅展示这些女性书画家的作品和艺术才
打爆米花的生意，一边走街串巷收购旧书
媒体以及圈内朋友关注拍卖信息，得了消
华，还记录了诸如爱国志士吴芝瑛、中国第
画，得了好字好画便找我一同欣赏。那个
息便常常大手一挥，买了机票就飞往当地
一份妇女报《女学报》的主笔李蕙仙、
“第一
年代，他就曾尝试借助村镇政府的力量在
参加拍卖会。这一时期，金利华通过参拍，
女印人”谈月色等多位女性各自不平凡的
家乡举办过几次收藏展。”金利华抬手一指
低价入手了许多价值不俗的文物，进一步
故事。
厅中悬挂的一副清代对联，示意那便是这
扩充了收藏规模，收藏热情更是狂热高涨，
“几十年来，我从开始逐渐学习、深入
位堂兄的赠予。该对联落款显示，作者是
一发不可收拾。
接触到真心喜好、全心投入收藏近现代和
温州军政分府首任都督徐定超，徐定超是
收藏水深，哪能一帆风顺，很快金利华
古代书画名家作品，在坚持与虔诚中深深
永嘉枫林人，这副对联正是他的堂兄从当
就被泼了一盆冷水。
“ 收藏这一行，
‘ 交学
感受着收藏之美。因此我也以挖掘、宣传、
地人手里收来的。
费’在所难免，往好处想，只能安慰自己眼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努力为当
金利华收藏的第一件书画作品，来自
力必然因此有所提升。”金利华笑言，1995
代文化建设做贡献。”正如历史文化需要
当代书画家、美术教育家金家骥。金家骥
年至 1996 年间，
大笔
“学费”
的损失，
直让他
挖掘和梳理，金利华明白，艺术收藏亦要形
与金利华是同乡，金利华记忆尤深的是，少 “买怕了”。当时，金利华自知初涉收藏，眼
成专题和系列方能凸显特色、发挥价值。
力尚浅，害怕受骗上当，找北京一位知名的
数十年来，他逐渐形成了多个专题收藏。
文物专家代为“掌眼”。岂料所信非人，经 “今年，
是曾衍东诞辰 270 周年，
目前我正在
这位专家“鉴定”入手的书画，真品极少，金
编辑《曾衍东书画集》和筹备推出《曾衍东
利华因此败掉大笔积蓄。
“ 买怕了”的金利
270 周年遗墨展》，以纪念这位‘被遗忘的漫
华再不敢对书画下手，转而买了一大批鸡
画先驱’。”今后，金利华还计划陆续推出
血石、青田石等石雕，幸好，几年后，这批石
《海上六十名家书画集》
《扇面集萃》
《瓯越
料大幅升值，挽回了他在书画上蒙受的损
风雅集》等专题书画展及画册。
失。
一路走来，金利华在拍卖场上结识了
然而，
挥不去的书画情结一直让金利华
不少“不打不相识”的朋友，其中就有衍园
蠢蠢欲动，
他一直提醒自己通过
“多看”
提升
美术馆馆长沈国林、春兰草堂主人林晓克
鉴别能力，四年后，当他再次涉足书画收藏
这两位温州著名藏家。出于“助力文化传
时，
他已经更加懂得如何在诱惑面前保持初
承”的共同志向，三人“联起手来做收藏”，
心，
“不盲目为利益价值付费，这样，收藏路
甘为彼此搜罗作品充实专题收藏，如不论
才能得走得更稳、
更远，
也更轻松”
。
是谁碰到曾衍东作品，统统拍下给金利华
“铅华黛色”竞风流，金利华创造了“全
收藏，郑曼青作品全归林晓克，温州百里坊

民国张光《花鸟》
马氏家族墨迹则由沈国林收藏，如此抱团
行事，
事半功倍。
目前，金利华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在温
州或乐清建一座“中国闺秀美术馆”，使独
乐乐变众乐乐，
“让更多有缘人得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熏陶，这样，我想我所做的这
一切也就都值得了。
”

张明曹《菊蟹图》

民国李蕙仙《柳塘春晓》

悦古消夏
——艺家阁藏海外回流书画展
傅闻

明代沈云英《湖光秋色图》

7 月 26 日 ，一 场 名 为“ 悦 古 消 夏
——艺家阁藏海外回流书画展”
在乐清
市区举行，展出的 69 件书画作品，大部
分来自日本和新加坡，
如日本风俗画派
代表画家英一蝶，日本 18 世纪画家法
眼春卜、名士赖杏坪等，
类型多样，
有斗
方、小品、立轴等，
内容有山水、人物等，
装裱精致，这些都是主办人薛锦湖近几
年精心收集的成果。
薛锦湖，乐清人，温州市收藏家协
会顾问，乐清市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
乐清市古琴研究会秘书长，
接触艺术品
30 余年，主要从事书画，玉器、奇石等
收藏。

有人说：
“ 堂中无古画，必定是暴
发。”虽 然 态度过于绝对 而口吻有些
调侃 ，话 里 所 肯定的内 涵，诸如家道
承传的深厚绵长，主人性情的格调品
味，也正 是 当 下我们所 向往追求的 。
在家中挂一幅古画，既是娱己悦目的
装点，也是主人性情趣味的展现。对
古画的鉴赏和收藏，本质上是对美的
追溯，使人能够超越日常生活的烦琐
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从而安顿生命
的美妙。
山 川 异 域 ，风 月 同 天 ，传 统 绘 画
的审美品位格调打动了几百年前的
外国人 ，从 而流传至今 ，而在薛锦湖
的努力下 ，又流转到温州 ，也是一种
奇妙的缘分。

小华逸人《仿白阳山人竹石深泉》

英一蝶《布袋窥镜》

我市苍南县龙城中医院院长尤良俊珍藏着一张百
年前的毕业证书，那是他的祖父尤廷立毕业于日本早
稻田大学的珍贵凭证。
尤廷立 （1895-1931），字绅汉，号群绸，平阳
双桂坊 （今龙港市湖前社区双桂村） 人，自幼天资聪
慧，过目不忘，9 岁入学开蒙，入学后便显露头角，
以优良成绩和开朗性格受到教师器重，1915 年 12 月
毕业于温州中学。
当时有识之士怀抱救国理想，到海外留学取经，
以日本为师，成为潮流。据不完全统计，清末民初，
平阳总计留日人员总数近 60 余人，学成后将先进的
学识反哺家乡，对平阳清末民初的社会教育、文化、
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均有较大影响。
1915 年尤廷立只身远赴东瀛，报考入读早稻田
大学政治经济科。早稻田大学是一个具有浓厚田园色
彩的校名，是日本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1882 年，
伴随着“学问要独立”“知识的实际应用”以及“造
就模范国民”的宣言声，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
专门学校诞生在东京郊区蛙声一片的稻田里。创始人
大隈重信。
早稻田大学早期设有政治经济学科、法学科、理
学科、英学科等四门学科。政治经济学科是早稻田大
学设置最早的院系，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我国
有很多知名革命家如李大钊、彭湃、林徽因的父亲林
长民等都是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苍南县金
乡镇殷家三兄弟：殷汝骊、殷汝耕、殷汝熊也是毕业
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尤廷立就读早稻田大学期
间，刻苦学习，门门成绩优异，通过五年学习，于
1920 年毕业，七月十一日获得了毕业证书。
这张百年前的毕业证书，如今装裱平整，镜框封
护，历经一个世纪，仍较完整，仅缺左上角。文凭上
字系手写，字迹端庄，苍劲有力，力透纸背，文凭中
非常详细记载当年教过尤廷立的 38 位老师名字、任
课科目，并盖有印章，印章红色油墨清晰，墨迹如
新。38 位任课老师在当时的日本高校都是赫赫有名
的学者，是各自领域的翘楚。最后为早稻田大学校长
署名：大隈重信，也端端正正地盖有印章。
作为反映近现代温州留学潮的重要证物，这张毕
业证书是不可多得的收藏品，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
值。
东瀛学成归来，大清国的黄龙旗已经坠落，走马
灯似地换过几任民国大总统，国家仍然疮痍满目，民
不聊生，尤廷立赴台湾学习甘蔗栽培及制糖等技术。
学成归来两年后，他应中华国民制糖公司经理马玉山
之聘，重赴日本考察学习制糖技术 4 个月。回国后因
股东内哄，公司未成立，于是供职新农垦殖公司。
1922 年，尤廷立被委派为温属改良制糖厂厂长
（县知事级），厂址在今苍南县灵溪镇观美办事处郑氏
宗祠右侧，主要生产白糖、黄糖、赤砂糖和冰糖。观
美是温州甘蔗的主要产区。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中
国的机械化制糖业未能形成，仍然处于手工业制糖阶
段。牛拉石辘压取甘蔗的古老制糖法依然盛行，土糖
寮、土糖房、小作坊式的制糖遍布城乡民间，温属改
良制糖厂也不例外，办厂之初，制糖过程简陋而原
始。
每年深秋至翌年春末为榨蔗制糖的黄金季节，原
始的制糖方法高能高耗，产量低。尤廷立挈家到任
后，引进运用当时日本、台湾先进技术即机械化技术
制糖。他尊知识、重人才、敬长者，和工人们促膝谈
心，同吃同劳动，深受群众爱戴。他平日虚心学习，
辛苦经营，擘划远景，励精图治，数年间，产量就成
倍增加，产品有白糖、红糖、赤砂糖和冰糖等，远销
国内外。糖厂声誉日隆，深受上级器重，省内外来视
察指导者、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成为当时浙江省
四大糖厂之一。
尤廷立还辟有试验田，种植各种甘蔗，观察甘蔗
生长周期，分析含糖量，进行对比，以备选择种植甘
蔗种类，在工作之余，苦心孤诣，将种蔗之法、制糖
之术，撰写成论文发表，引领我国制糖技术发展。并
研制出“顶上红糖”“平阳青”等上品红糖，闻名遐
迩，远销海外。
民国初期，观美正因为生产大量红糖，引来各地
商家云集观美，争相采购，一时之间还带动了周边经
济发展。在民族工业不太发达的当时，尤廷立所办的
糖厂无疑是引领行业技术进步、推动温州地区民族工
业发展的先驱，堪称实业救国的典范。
1929 年，尤廷立因其治厂有方，被调到浙江省
民政厅工作，任职期内工作繁忙，兢兢业业，勤勉尽
责，终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终年才 36 岁。
在尤廷立故居后门台曾有一副对联，内涵深厚，
联云：
“人多吉语关元气，家有书声酿太和。”在尤廷
立的教育影响下，子孙后代人才辈出，三子尤有中是
著名画家，中国美协会员，铁道部 《人民铁道报》 主
任编辑，长孙尤良俊创办苍南县龙城中医院，曾被评
为苍南县“十大优秀青年”等。
温州书法家张鹏翼是尤廷立生前至交好友，对尤
廷立评述极高。1993 年初夏，尤有中、尤良俊拜访
他，给他画像。时年 94 岁的张鹏翼挥笔题诗 《廷立
故友三世艺事相承图》：“故友工技术，青史留姓名。
郎君精书画，艺林誉凤驰。桐孙志千里，骨相见权
奇。德以我所羡，握管为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