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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中玉的 “侧面 ” 沈 扬

笔者当年编辑生涯中结识的前辈师长
中，徐中玉先生是印象深刻的一位。这里写
下几则片断， 虽然只是先生的简文略言，却
也发人深思，便于从另一些侧面走近这位世
纪老人。谨以此文表达对新近辞世的徐老先
生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1995年，《朝花》 举行一次散文征文活
动，主题为“今日老三届”，多名评委之中有
华东师大的徐中玉教授（他曾两次担任《朝
花》征文评委）。入选文稿刊登结束后，先生
如期寄来评审意见， 在给我的信中如此写
道：“‘老三届’真会是一个‘永远的话题’。

这个话题有很多复杂的、丰富的内蕴，有许
多人性的‘秘密’。（读）程新国、李溪溪、刘
迪诸位文章很有启发。 深刻写出这中间的
人性之美， 似还没有过……”（1995年 8月
23日来信）

“永远的话题”，是此次活动中肖复兴先
生应征作品的标题， 肖复兴在文章中说，老
三届“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尤其对
于我们老三届本身”。 中玉教授赞同这个说
法。徐老对“老三届”现象是有带着自己历史
眼光的审察和思考的， 觉得其间涉及人生、

人性等的意涵，都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息
息相关，篇幅不大的征文作品对这些问题不
可能有许多深入的展示和研究，但他已从一
些亲历者的经历感悟中获得启示。徐先生列
举一些作者及作品，肯定其在揭示“人性秘
密”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他对此一定是有着
许多自己的想法的。徐老应邀当评委绝不只
是“友情参与”，而总是能够深入文稿之中，

深入当事者的经历和情感感受之中，其热诚
中肯的评语不但是对作者的鼓励，也为我们
提出了深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许多人生“道理”或曰人间真理，常常是
在对于一些“话题”的探讨之中趋于明朗的。

面对“话题”，徐中玉先生总是以思想者的眼
光，结合自己的阅世经验，深入其内地进行
观察和辨析，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热爱鲁迅，

精读鲁迅先生的著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
何学习鲁迅，中玉先生写过多篇文章，其中
最突出的一点是提倡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
方法学习鲁迅著作。1996年 6月 19日，徐先
生寄给我一篇文章，题为《鲁迅研究的新天
地》， 文稿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再次论述了今

天学习鲁迅的现实意义。文中述说了这样一
个现象：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 30年，几乎每
一次大规模运动，都会有人把鲁迅推到斗争
前台，他的一些言论，被作为批判打击各类
“敌人”的论据，仿佛鲁迅“就在斗争的现
场”。中玉先生认为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是
对鲁迅的“非常尊重”，实际上恰恰是对这
位先贤的“非常不尊重”，说穿了“不过是想
利用鲁迅的崇高声望来达到‘运动家’们整
人的目的”。他在文章中重申鲁迅是人不是
神，为实现某种目的而请出一个“神”来，这
样的行径应当予以揭露和批评。 文章进而

论述了对待伟人的辩证态度。2006 年在汉
口路解放日报大厦举行的 《朝花》 创刊 50

周年座谈会上， 当时的华东师大教授王晓
玉在提及这部精品集的时候，讲到了《鲁迅
研究的新天地》 一文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
义和长远意义。 在座的徐中玉教授则在发
言中回顾了学习鲁迅著作中出现的各种情
况，认为只有解决了鲁迅是人不是神这个问
题， 才能把鲁迅身上最本质的东西学到手，

再次抨击了多少年来把“人学”变成“神学”

的错误思潮。

进入高龄的徐先生没有放松对于事物

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围绕一些
极富时代感的“话题”，例如对
于说真话的坚守和倡扬， 他都
能适时而毫不含糊地发出自己
的声音。也是 2006 年，在李伦
新先生长篇小说《非常爱情》的
研讨会上 （上海作协会议室），

徐老有个发言， 内中讲到巴金
先生的《随想录》，他认为巴老
写于晚年的这部作品， 结合自
己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和创作
实践， 力倡说真话， 反对说假
话。 这个问题对于现实社会有
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而这样的
观点由在公众中享有很高声望
的巴金老人说出来、写出来，其
影响力难以估量。 所以徐老认
为， 要说巴金先生一生的文学
业绩， 最重要的成果应当是晚
年所写的《随想录》。我是参加
了这次会议的，当时就注意到，

徐先生的这一观点引起了与会
者的兴趣， 而后也成为巴金研
究者所关注的话题。

徐先生是江阴人 （现属无
锡市），他对自己的故乡有贴心
贴肉的了解， 当然更有慧眼独
具的观察和认知。 先生曾多次
写家乡，在一篇文章中，对在
那个地域流行的一句民间俚
语有一番别开生面的论析。那
句俚语很不好听，即“江阴强
盗无锡贼”（此言通常是被作

为笑话说的， 比如当年女作家冰心和林淑
华在母校见面，冰心笑谓：“淑华，你知道有
句熟话叫做‘江阴强盗无锡贼’，吴文藻为
江阴人，陈源是无锡人，咱们俩命真苦，一
个嫁了强盗，一个嫁了小偷”,说完两人哈哈
大笑）。徐先生对这句民间“熟语”从理论层
面作出了新解，认为这里所说的“强盗”，不
妨歪词正解， 理解为一种剽悍顽强的性
格———喝长江水的江阴人， 在经济和处世
活动中表现得勇顽而特别有冲击力； 至于
“贼”，也并非专指偷鸡摸狗之类的行径，而
是对喝太湖水的无锡人心计算术的一种夸

张形容。 我觉得徐先生从人群生存环境和
内在精神特质的角度解析这一俚语， 是有
积极的认识意义的。

笔者是无锡人，对于邻邑江阴人的吃硬
耐劳精神，无锡人的精明经营精神，自幼耳
闻目染，有深切的体味。我在读徐老论说时
有过这样的思忖：设若用如此的观点看江阴
人徐宏祖（霞客）勇顽执着的游历著述精神，

看无锡人顾恺之、钱锺书练达睿智又不失狡
黠变通的书画文字风格，是否真有一点地域
“基因”的微妙依据在里头？在记述吴文化发
祥地无锡梅村（古称梅里，泰伯由中原“奔
吴”后的常住地）的拙文《江南第一古镇》中，

我引用了徐老的这一新解，认为研究江南文
明，不宜停留在某些表面现象，而应当找出
人类活动中具有内在精神依托的实质性的
东西来。一句草野味浓郁的俚语，上升为“话
题”， 徐先生的见解为江南文明研究者提供
了有益的参考思路。

徐中玉先生对于一些“话题”的热忱关
注，对于真理的执着追求，源于他内心深处
的忧患意识（他多次在文章中说到自幼开始
逐步形成的家国意识）， 因而纵然遭遇过诸
多风云变幻，始终锲而不舍地秉持客观务实
的研究精神，决不人云亦云，做糊涂学问。他
认为明白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不难，“难在坚
持实践，不在放言高论”。他的治学与做人的
态度是高度一致的，这些都表现在他正直坦
率，敢言、敢为、敢于坚持真理的人生记录
中，同时也留在了人们对这位德高望重的世
纪老人的口碑中。

笔者是在 1991年的一次作家采风活动
（诸暨大唐庵）中认识徐中玉教授的。是年他
77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清健儒雅，和蔼可
亲。作为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文艺理论研
究》《大学语文》等刊物的掌门人，又是上海
市作协的当届主席，他是个大忙人，出来一
趟不容易。采风之中，只见他口问笔记很是
认真，游览观光时同大伙儿说笑自如。我与
徐先生是“老乡”啊（曾听他讲述在江阴、无
锡读小学、中学的情形）！面对这么一位乡
贤前辈，著名的文论家、学问家，我自然不
会错过向他求教、约他写稿的机会，自此书
稿往来，刊物和我本人得到了徐老热诚的支
持和关心，真的是此生难忘。

     郑重的“专业” 吴兴人

先说点题外话。

唐振常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新闻界前
辈，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同时精于美食，著有
多种饮食小品文集。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曾
分析其独特优势：“从小有吃———出身于大
富大贵之家；会吃———亲友中有张大千等美
食家；懂吃———毕业于燕京大学，有中西学
根底；有机会吃———当记者游踪广，见的世
面大，吃的机会多。”唐振常先生闻言大笑，深
以为然。在做报社文艺部主任之余，唐先生第
三专业是写电影剧本。更喜欢研究历史，可谓
“第四专业”。 曾在上海戏剧学院资料室坐冷
板凳，“四人帮”粉碎后，旋即跳进史学界，任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他的传世之作不是他的新闻作品集，而是《章
太炎吴虞论集》和《蔡元培传》。他曾对我说：

“新闻记者倘无专长，到老了，顶多做个旧闻
记者，别的什么事都做不了。”

兜了一个圈子， 回过头来说说我的朋
友郑重。作为唐振常所主张“记者还应该另
有专业”的代表人物，他便是一专多能、多
才多艺。

第三专业———书法

郑重是文汇报高级记者，1961年进报社
当记者，从一而终。然而，“记者人生、文史人
生、书艺人生”，三者沿袭，要伸出大拇指给
他点三个赞。

先谈他的“第三专业”———书法。

去年 10月 25日，83岁的郑重破天荒地
第一次在上海公开亮出自己的书画缘与写
字经历， 举办见证半个多世纪与谢稚柳、唐
云等先生交游及书艺之路的 “百里溪翰墨
缘·郑重书艺展”。

“百里溪”是郑重的书房斋号。展览汇集
郑重书作 80件， 更有前辈友朋赠与他的书
法以及互相往来信札 30余件。 和他交往有
半个多世纪的书画家陈佩秋听说书法展筹
备时，惊讶地反问：“认识几十年，我怎么不
知道你写字？”这就是郑重厉害的地方。这就
叫作多才多艺、深藏不露，他让书法成为自
己生活的一部分， 在笔墨领域里耕耘几十
年，居然到了耄耋之年开此轰动大展。他写
的巨幅八条屏杜甫《秋兴八首》，字好，而且
把秋色意境写出来了。 诚如与郑重认识多
年、也是郑重书法展策展人的祝君波先生所
指出：“由于郑重先生与收藏家、书画家交谊
甚广，阅历无限，又与谢稚柳、陈佩秋、唐云、

刘旦宅、程十发交往甚笃，所以‘近墨者黑’，

悟道很深。”

郑重致女儿的三通家信， 也用毛笔书
写。郑海瑶是才女，复旦中文系毕业后又入
复旦外文系， 还是陆谷孙先生的女弟子，之

后留学英伦。老爸给女儿出题目作文，不妨
共享：“瑶儿：最后再说一件事，大英博物馆
的东方馆（也可能是中国馆）已经开馆，就是
那位你找过的（主任），说克服了许多困难才
开馆，你能不能为《独家采访》写一篇五六千
字的文章，短些也可，不只是介绍这个馆，那
位东方部主任也可用一些篇幅， 最好能有照
片，包括那位女主任的照片。这类文章，读者
还是要看的。”25年前写的这封信，700余字，

全为直书，家事文字，父女情深。文不加点，一
气呵成，小楷飘逸，足见郑重书法功力。

在书法家周志高先生看来，郑重的书法
以帖学为主，明显受到谢稚柳等大师书法的
影响。他爱好行草书，落笔、运笔交代清楚，

中截坚实，末端要么率然停止，要么随势尽
力送出，不求刻意收笔而自然生动。这是很
恰当的评论。

第二专业：识人、写传记

郑重的“第二专业”是文史，写人物传
记。他在退休之后，离开了《文汇报》这一发
表平台，自觉地把目光转向文史，去开拓一个
新天地。他为诸多艺术家、书画家、收藏家、科
学家作传。著有《海上收藏世家》《收藏大家》

《谢稚柳传》《陈佩秋传》《唐云传》《林风眠传》

《程十发传》《张伯驹传》《徐森玉传》《张珩传》

等。写过那么多书画家的传记，在上海新闻界
中并无二人。这些人物传记，文笔优美，材料
充分，评介得当。陈佩秋曾表示，郑重对海上
书画界的了解， 特别是对谢稚柳生平资料的
收集研究方面，可以说是第一人。

郑重当文史专家、传记作家，缘起于他
在当记者时，和一大批艺术家、书画家、收藏
家交了朋友，与谢稚柳、唐云、来楚生、张大
壮、 刘旦宅等海派艺术名家成为忘年交。他
同许多传主的交往， 并不是他们名满天下、

画很值钱的时候， 大多是在他们不得意，甚
至是坐冷板凳的日子。

1969年， 郑重去探望谢稚柳、 唐云，当
时，他们已经成为“牛鬼蛇神”，被打入另册，

生存维艰，郑重却想给他们一点慰藉。被关
在牛棚的谢稚柳在扫楼梯， 郑重帮他扫，跟
他聊天。谢稚柳想去莘庄梅园看梅花，郑重
有个朋友在医院工作，会开汽车，他让朋友
开车载谢稚柳看了一天梅花， 谢老开心之
极。在“批林批孔”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余

党批判唐云是“复辟”的老头子，没有人敢接
触他。唐云是酒仙，郑重陪他喝酒。那时郑重
也没有多少钱， 请唐云上个小馆子吃顿便
饭，花了 1.6元，唐云照样吃得很开心。郑重
妻子从安徽来上海后， 请唐云到家里吃饭，

一间小屋，几样家常小菜，唐云照样来喝酒
吃饭，津津有味。吃好饭就拿起笔来画画，唐
云给郑海瑶画了一张麻雀图， 麻雀虽小，栩
栩如生，小姑娘高兴地珍藏起来。

当时， 这些老画家都关在上海博物馆。

管文教的工宣队就向文汇报社告状：你们这
个郑重，一天到晚找我们的牛鬼蛇神，不晓
得和他们谈点什么。报社的工宣队找郑重谈
话，郑重说：“我是记者，我要了解情况，了解
他们的动向。”郑重继续去，还帮助收集老画
家们的诗词。谢稚柳写了一本《鱼饮诗稿》，

郑重到报社排字车间参加劳动， 学会了排
字，就把谢稚柳的诗稿排成铅字，印刷成单
页，用订书机订成一本书，算是一种“出版
物”。谢稚柳很高兴，拿它送老朋友。郑重也
收集唐云的诗，准备了一张长卷，每搜集到
几首，就让唐云抄写在长卷上，成为一个很
长的卷子。后来谢稚柳写了《唐云诗稿》的引
首，裱成一个大卷子，成为难得的一件收藏
珍品。

郑重和王个簃、陆俨少、刘旦宅也多有
交往。1967年，比郑重长 5岁的刘旦宅在文
汇报社美术组画“白毛女”，他们相识成为
好朋友。刘旦宅后来被打成“反革命”，郑重
不相信，还照常去看他。画家们生病，郑重
帮他们到药厂弄药，陪去医院看病。后来，

许多画家凡是有困难， 都来找郑重。 有一
次，郑重还为俞平伯找袜子。俞平伯平时不
讲究穿着，有时只穿一只袜子也会出门。有
年冬天，他要到外地讲学，因飞机晚点滞留
在宾馆里，连一只袜子也没有了，郑重正好
在场，赶紧去给他买了一双袜子……

郑重和艺术家们交朋友，不是作为采访
者身份出现，而是作为一个仰慕者。他不是
穷追不舍地“挖材料”，只是听他们谈，喜欢
和他们开 “无轨电车”， 从中得到和学到东
西。他告诉我：“这些老先生久经沧海，本身
就是一本书。我把他们当作父辈，唐云、谢稚
柳等先生都比我大将近三十岁，我从他们身
上首先学到的是做人， 怎样做一个正直的
人。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我也跟他们学习
书画知识，他们讲到什么书，我听不懂，就回

来看书，我因此跟着他们读了好多书。”谢
稚柳和郑重谈怎样作书画鉴定，郑重就记
下来，写成两万多字的文章。人们称赞郑
重说，你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文化“抢救”

工作。

尼克松来访华前后，文化界的政治氛围
有点松动，郑重提出在《文汇报》上发一整版
上海画家的画刊，其中就有多位关在“牛棚”

里画家的作品。郑重还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报
上：题目叫《今朝更好看》。

郑重第一次采访张伯驹是在 1980年冬
天。当时张伯驹还没有平反，住在北京一所
小平房里，家里也没有生火炉。那天，天气特
别冷，什刹海已成溜冰场。郑重带着谢稚柳
为他画的《西湖十景》的长卷，在冰上穿湖而
过，推开一扇没有上锁的普通小门，走进一
个小院落，进了北房，拜访张伯驹。老人穿了
一件黑色棉袍，腰里束了一根带子，脚上穿
一双用东北乌拉草编成的草窝。对于这位不
速之客，张伯驹感到很意外。因为这间小屋
里已是门可罗雀。郑重来访，没有人介绍，介
绍信是谢稚柳的画卷。

这是一封最权威的介绍信。 老人极其
郑重地慢慢打开， 口中念念有词：“像是稚
柳的笔意……” 张伯驹看到卷尾谢稚柳的
签名时， 就打量郑重问：“是稚柳给你画
的？”郑重应声作答：“是的。”张伯驹的妻子
潘素又问：“你和谢先生很熟？”“是的，我们
交往多年。 有几个问题谢先生要我来当面
请教伯驹先生。”距离一下子拉近，张伯驹
很愿意接受郑重关于收藏方面的提问。郑
重默默地坐在张伯驹的身边， 倾听他不紧
不慢的说话。 张伯驹把谢稚柳的画卷放在
桌子上，对郑重说：“放在这里，过几天来取
吧。”过了几天，郑重又走进那间小屋。《西
湖十景》摆在案上，张伯驹用他的著名的鸟
羽体书法题了一首诗：

薄游曾记好春天，湖水拍窗夜不眠。一
别沧伤真似梦，皇恩未许住三年。

昔游西湖，宿于湖滨旅舍，夜不能熟眠，

今犹记之。 白乐天刺杭州， 皇恩只许住三
年，余游西湖未能居及半月者。今见稚柳兄
此图，不禁感慨系之。庚申冬，张伯驹题记。

郑重和张伯驹对着画卷， 两人默默地
久久地看着，谁也不忍把画卷收起来。以后，

郑重到北京采访， 一有机会就去看伯驹老
人，和他聊天，向他请教。或从他那里借来一

些资料，有的是油印稿，有的是手稿，是他的
词和谈文物掌故的文字，郑重带到文汇报驻
京办事处住地，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就伏案
抄那些资料。 他抄得最多的是张伯驹的词，

初读温婉可亲，再读回肠荡气，三读即可品
味他人生之甘辛。

一读，二读，三读，郑重把这些资料全部
化成自己的血肉， 化成动人的传记文字。他
退而不休，退休下来天地更宽广，写人物传
记，如鱼得水，一部接着一部，在郑重的笔端
流出。有意植柳柳成荫。郑重成为一位著名
的传记作家，决不是偶然的。

郑重怎样当记者

最后，回到郑重的第一职业：新闻。

郑重跑的条线是科技和卫生。采访的多
是医生和科学家。他当记者，人物通讯写得
最出色。 陈中伟医生第一例断手再植成功，

吴孟超医生肝脏开刀，蔡用之医生人工心脏
瓣膜的研制成功， 这三则医学首例报道，都
是名作。

郑重跑科技领域时， 他的两篇长篇通
讯《原子核在“内耗”》《搁浅———双体客轮
设计方案提出以后》， 写作过程中历经周
折，发表后影响巨大，“内耗”和“搁浅”，原
本是科学界的两个常用词， 但经过他的提
炼，成为对于社会关系的一种形象概括。他
说：“作为记者， 一辈子写了那么多文章并
不重要，但因为对这两个词不算发明的‘发
明’，我觉得值了。”

郑重当记者不计成本， 功夫下得深，只
求产品质量高。在当年，他曾经七下云南，三
下新疆， 一年里有九个月在全国各地采访，

而写出的作品，几乎篇篇都是精品。

郑重一生写了大量新闻通讯， 却自称
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介布衣”。他没有得过
任何新闻奖 （当时没有全国性的新闻评奖
活动），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于新闻写作的
孜孜探索。 他曾经试图把中国散文传统融
入新闻通讯，把通讯写得散文化，疏朗、飘
逸、空灵；而在撰写人物传记的过程中，他
说《史记》对他的影响很大。他更多地运用
史学的方法，用历史材料来说明问题。他写
的通讯彰显自己的个性， 避免了假大空的
弊病，写的人物是立体化的。

郑重和青年记者交流时说过：“当记者，就
要有点冲劲，眼界要高一点，交一些高层次的
朋友。要能走进这些人的家里，像朋友一样聊
天。谈谈话，聊聊天，就是收获。新闻题材不能
急，积累多了，积淀深了，能写的东西多得很。”

他当记者，不是居高临下以“无冕之王”自居，

也不是蜻蜓点水、走马看花地敷衍了事，他深
入采访，重视积累，成就很多名篇华章。

左图：徐中玉先生与他的书房
上图：徐中玉先生和钱谷融先生（左）在一起，此景如今已逝，

两位文化老人在三年内先后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