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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学者!出版家丁景唐去世
本报讯

&!

月
&&

日 !文史学者 "出版
家丁景唐先生去世!享年

($

岁#

丁景唐!

#(!)

年
'

月生! 浙江镇海人!

&(*+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创办 %蜜
蜂&文艺半月刊!编辑多份进步刊物!领导过
学生刊物 %莘莘月刊&%新生代&%时代学生&

等$

#(''

年光华大学毕业$ 抗战胜利后!主
持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工作$ 曾任上海%小
说月报&%译作文丛&%文坛月报&编辑$ 新中
国成立后!曾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
新闻出版局供职 !

#($(

年出任上海文艺出
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丁景唐一生笔耕不辍!在鲁迅"瞿秋白
研究!及'左联五烈士("左翼文艺运动史的
研究方面卓有成就!著有%瞿秋白研究文选&

%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他&%学习鲁

迅作品的札记&%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

%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 &)与瞿光熙合
编*等$茅盾先生曾赠诗丁景唐!诗曰+'左翼
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 文章烟海待
研证!捷足何人踞上游$ (

作为出版家! 丁景唐备受瞩目的工作!

是主持恢复具有重大历史价值而存世极少
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影印工作!包括影印
汇集%中国新文学大系)

#(#$,&(!$

*&第一个
十年的

&"

卷本,并接棒编纂%中国新文学大
系)

&(!$,&(*$

*&这一重大出版工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丁景唐策划影印创
造社和'左联('文总(时代的文艺刊物共四
五十种,新时期以来!又主持影印%语丝&%光
明&等刊物!由瞿秋白编选并作长序的%鲁迅
杂感选集&等$

主持影印上世纪
*"

年代赵家璧主编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

&(&$,&(!$

*&后 !丁景唐
开始主持编纂 %中国新文学大系 )

&(!$,

&(*$

*&第二辑!共
!"

卷
&!""

余万字 !分别
由周扬-巴金"吴组缃"聂绀弩"芦焚)师陀*"

艾青"于伶"夏衍!为文学理论"小说"散文"

杂文"报告文学"诗"戏剧"电影诸集撰写序
文$

此后! 他又担任了第三辑 )

&(*$,&('(

年 *和第四辑 )

&('(,&($-

年 *的顾问 !还亲
任第四辑%史料.索引&卷主编$ 他坚持收录
初版本的编选原则!在其它各辑中继续得到
贯彻发扬$ 正是由于他的接棒!上海文艺出
版社于

!""(

年出版了第五辑$ 这套巨著共
&""

卷!以文学长廊形式!全面展示
!"

世纪
中国新文学优秀成果!蔚为壮观$

!上接第
!

版"'我觉得文学在现代社会是式
微的!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媒介去接触新事
物$ 纯文学更是如此!自带天花板的限制$ (

但是!即便如此!她依旧热爱文学!'文学是
一个人的事情!目前为止!它并不能给我带
来什么成就!做这件事情!只是顺势而为!因
为太喜欢($

在写作之外! 大头马和许多年轻人一样!

有自己的娱乐爱好! 如喜欢到处旅游找灵感$

她自言特别喜欢看漫画!还将她感受到的漫画
叙事方式融入到小说写作中!比如新作%潜能
者们&$这部科幻作品以一颗名为

./01123

的糖

果引发了关于人的潜能的讨论$弱小的人突然
无所不能后的世界会怎样/大头马并没有给予
直接的回答!'答案不是非黑即白的!处于灰色
地带!我只是想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还原更
复杂更接近真实的一种模型!从而去探讨人在
获得某种特别的力量后!人心会走向何处($她
是在做某个影视项目的剧本改编工作时!产生
了写这部小说的想法!'我是用了编剧思维在
写这部小说的!相比于纯文学!我其实对类型
文学更有把握($ 擅长的原因则是纯文学没有
标准!类型文学反而有标准$在大头马看来!类
型文学细分很多流派!每个流派都有一些套路

和技巧需要写作者遵循!这些一方面限制作家
写小说!一方面也是一种指导方式$

'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是精神意义上崭
新的一代人! 我不能说我们写得有多好!但
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更有创新与探索意识!

同时也是更孤独的一代$ (大头马在回答记
者关于同代写作者的写作状态的问题时!这
样表示$ 她说身边有很多同龄的写作者!却
不太交流各自对文学的想法!因为大家都致
力于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她希望像以
前文学论坛热闹的时代一样!能有更多思想
可以角力的地方$

赵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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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中
心
揭
牌
成
立

本报徐州讯

赵本夫研究中心
揭牌仪式暨 '中
国当代文学与徐
州( 高端论坛日
前在江苏师范大
学举行$ 中国作
协党组成员 -书
记 处 书 记 吴 义
勤! 江苏省作协
主席范小青 !江
苏省作协党组书
记- 副主席韩松
林! 江苏师范大
学校长周汝光 !

中国作协创研部
副主任赵海虹 !

%小说选刊&副主
编王干! 江苏省
作 协 副 主 席 汪
政! 江苏省作协
顾问赵本夫 !江
苏当代作家研究
中心常务副主任
张王飞! 以及评
论家-作家丁帆-

乔以钢-张福贵-

刘大先-韩松刚-

何平-张堂会-顾
金春-李相银-房伟-陈留生-史修
永-叶炜等出席了论坛$ 中国作
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为活动发
来贺信$ 吴义勤和周汝光为江苏
师范大学赵本夫研究中心揭牌!

赵本夫向研究中心负责人-江苏
师范大学驻校作家叶炜赠送研
究资料$

吴义勤表示! 赵本夫研究中
心的成立是江苏文学界的一件大
事! 也是江苏师范大学现当代文
学学科建设的一件大事$ 赵本夫
是当代文学重量级的作家! 辨识
度非常高$ 现在许多高校都成立
了作家研究中心! 这是当代文学
经典化-历史化的一种方式$赵本
夫研究中心的成立有助于形成一
个非常好的文学氛围! 徐州是一
片文学热土! 中心的成立可以把
作家更好地团结凝聚起来! 打造
黄河故道作家群体$ 希望中心能
形成一批丰硕的成果$

高洪波在贺信中热烈祝贺赵
本夫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同时祝
贺中国当代文学与徐州研讨会举
办$他说!赵本夫是徐州的一张文
化名片!他永远属于故乡!故乡也
永远拥抱着赵本夫$ 这是一个非
常值得研究和梳理的学术问题!

也是一个明白畅晓的简单道理$

希望故乡学者瞩目本土作家!这
应该是文化自信应有的内容$

赵本夫在发言说! 中心的成
立是家乡对自己的厚爱与鼓励!

感到十分温暖$ 他还从自己的创
作和读书历程! 谈到了对当代文
学的看法$ 他说!一个作家!他的
作品不能欺世! 要经得住历史的
检验$

据赵本夫研究中心负责人 -

江苏师范大学驻校作家叶炜介
绍! 中心将围绕作家作品致力于
组织研究-开展文学活动-扩大影
响- 开办研究专栏等内容展开工
作$ 作家研究中心对于中国当代
文学特别是当代作家的深入研究
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作家的资
料搜集-整理等意义重大!是中国
当代文学研究深化的重要标志!

也是文学传播的感性管道! 是当
代文学经典化的起步$

本报记者 郑周明

老师家楼下"那株茂盛的海棠树#$

卢翎

逝者!汤吉夫

看到老师发在微信群里师母

的照片!照片后跟帖中那些由衷的

祝福"惊喜的赞叹!我的心里却是

酸涩的#当看到$许多奇迹!我们相

信!才会存在%的留言时!眼泪奔涌

而出# 依稀模糊的泪眼中!竟然出

现了老师家楼下院子里! 那株枝繁

叶茂的海棠树!粉红色&密密层层的

花朵挤在粗壮的树枝上!灼灼灿灿!

仿佛看到老师和师母互相搀扶着!

在花瀑下享受着明媚温暖的春光#

花开花谢!已经三年多了# 我

期待着这样的时刻& 这样的画面!

期待得太久了#

那是
6789

年
6

月! 师母突

发脑梗!救治过程中!因医生用药

不当!造成脑出血!命悬一线#因为

老师不愿春节假期里打扰学生们!

所以我们得到消息已是开学后#

那天很冷!风很大!虽然是春

天!却丝毫感觉不到一丝春天的气

息# 在住院部门口!我们看到了凛

冽寒风中正在等我们的老师!瘦

了!仿佛苍老了许多!神情是悲哀&

无助的! 还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

他看到我们!欲言又止!眼睛中有

隐隐的泪光# 看得出来!他在强忍

内心的悲痛#记得新疆作家刘亮程

在'寒风吹彻(里说
(

$落在一个人

一生中的雪! 我们不能全部看见#

每个都在自己的生命里!孤独地过

冬))%其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

比冬天还要寒冷的春天里!老师是

怎样孤独地忍受煎熬#我们更不知

道!未来的日子里!老师将会承受

多么巨大的痛苦!$孤独地过冬%#

师母九死一生! 总算保住了

命!却失去了意识&丧失了语言&行

动能力!全身瘫痪!如同植物人一

般#医生断言*已无恢复的可能+也

就是由此开始! 老师竭尽所能!救

治师母+ $我知道她不想走!那么!

我就让她有质量地活着+ %,,,对

于老师来说!这几乎成为了一种信

念+老师将师母接到离家很近的天

津疗养院! 请了专业护工照料!每

天下午到疗养院看望" 陪伴师母+

这一年!老师
::

岁!风烛残年!病

痛缠身+ 从老师家到疗养院!正常

人步行不过十来分钟的路程!对于

曾经中风"又饱受腰椎管狭窄的折

磨"步履蹒跚的老师来说!却是无

比艰难+三年多了!无论溽暑寒冬!

风雨无阻!从未间断+

多少年来!老师的衣食住行"

日常起居皆由师母精心照料!甚至

写作!也是一种合作的方式!老师

口述"师母打字!老师在打印稿上

进行修订! 再由师母在电脑上完

成+ 然而!一切从这个春天开始发

生了变化+老师不仅要自己管好自

己!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还要安排

师母的生活!寻医问药!诊治治疗+

为此! 老师放弃自己的写作计划!

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照顾"救治师母

这件事上+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我们惊奇地发现!老师阅读了大量

医学专业书刊!成了$医学专家%!

每每讲起师母的病情!从病理到治

疗"从用药到日常护理!比起医生

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曾戏言!

老师$弃文从医%了+

在老师$弃文从医%的日子里!

跟师母说话是他每天的功课!从与

疗养院医生商议制订中医针灸按

摩治疗方案"在天津武警医院接受

神经干细胞移植手术!到服用药物

的增减"饮食的营养搭配"衣服鞋

袜等等!事无巨细!样样亲自操持+

在老师精心照料下!师母一天天好

起来了!虽然很缓慢!有时慢到不

免让人感到绝望!但是眼睛能睁开

了!对声音有了反应!头能动了!能

坐起来了!能盯住人看了!有时看

到前来看望的老同事" 老学生时!

竟痛哭流涕+

我们到疗养院看望老师"师

母时! 老师讲得最多的是师母!是

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是内心对师

母牺牲自己事业的愧疚+学习艺术

出身的师母!不仅能歌善舞!还能

画一手好画!当年香河县镇上所有

的宣传画都出自师母之手!一边弹

奏钢琴一边唱'绣红旗(时曼妙的

身影"美妙的歌喉!是香河中学学

生们心中对美的想象与记忆+在香

河县镇上! 老师请师母喝酸梅汤!

一对拥有与乡村格格不入气质的

年轻大学生! 在街头一起喝酸梅

汤!引来无数人围观+$文革%初期!

正在天津治病的师母得到老师被

打倒的消息! 匆匆赶回香河中学!

正好看到老师被批斗的一幕!旋即

晕倒在学校门口+当老师将师母背

回家中时! 师母只说了句 $不放

心%!便泪流满面+ 到天津后!师母

放弃了自己热爱的音乐与艺术!退

到了老师的身后!成为了老师的助

手!老师身后阴影下的人+

老师曾不无憧憬地说! 他盼

望着有一天!他推着坐在轮椅里的

师母!一起回家!在春暖花开的时

节!一起在楼下那株海棠树下晒太

阳!欣赏那一树如瀑的花朵+

我想那花朵定然是盛放在老

师的心里!散发着光与热!唤醒了

在暗夜中沉沦的师母!温暖着她孤

寂的生命! 为她照亮了回家的路

))其实!这个世界很冷!人生也

异常艰辛!终究因为爱!才有勇气

抵抗这寒冷与艰难+

补记"

"#$%

#

"#%%

年间$ 汤吉

夫先生执教于河北省香河中学%廊

坊师范专科学校& 今年
#

月初$香

中和廊坊师专的学生们计划为先

生庆祝八十寿诞$其中一项是组织

征文$每人一篇文章 $将来出版一

部纪念文集&于是$遂成此文&然而$

尚未来得及将文章交先生转征文活

动组织者$先生竟骤然离世&谨以此

文纪念我的老师汤吉夫先生&

汤吉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