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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大写的徐先生”，为学子擎起道路上的灯火
本报记者 张滢莹

上海学界追思教育家、文艺理论家徐中玉

11月 15日下午，徐中玉先生追思会暨

《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新书发布

会在上海市作协大厅举行。 去年 6 月 25

日，教育家、文艺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教

授徐中玉先生走完了 105 岁的人生。 先生

逝世一年多后举行的这次会议， 不仅是来

自文学界、 教育界的作家和学者们缅怀先

贤、共忆师长的一次聚会，更是自前辈学人

的风骨与风范中汲取精神力量的一次致

敬。 正如徐先生的学生、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会长、 福建社科院院长南帆的来信所说：

“徐先生不仅教导我们如何治学，更重要的

是，徐先生的品格是我们的示范。 先生的一

生完整地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 ”

在近 60 年的学术生涯中， 徐中玉先

生在抗战文论、苏俄文论、古代文论与现

代文论四个重要领域的探索从未止步，所

参与编写的《大学语文》影响了一代又一

代的青年学子，他还长期担任中国文艺理

论学会会长和《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

理论研究》主编，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建设

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身处 20 世纪的

中国，徐中玉先生文论的一个一以贯之的

主张是围绕文学与社会、 国家、 民族、道

德、政治的联系，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

的积极作用和‘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批判

责任。 ”在《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

中，该书编者、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祁志祥

写道。 该书由徐先生的弟子、同事、后学、

友人联合撰写，是第一部系统叙写徐中玉

先生一生生活和学术历程的传记，也是第

一部全面介绍徐先生人格风范、文艺主张

和学术贡献的专著。

“强烈的家国情怀、担当意识、积极入

世的使命感，使他把自己的一生与祖国命

运紧紧相连。 他始终关注现实，把文学活

动视为一种责任和追求，力图把文学与社

会时代联系起来，做到古为今用，以推动

中国人文精神的发展。 ”上海市作协党组

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伟表示，“徐先生以其

漫长的学术生涯，留给我们的精神学养是

全方位的，我们感受着徐先生等前辈的恩

泽， 有责任有义务把他们的精神发扬光

大，将他们的辞章传承永继。 ”

在写给追思会的文章中，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馆副馆长、 作家李洱称徐中玉为

“大写的徐先生”。 他忆及当年在文史楼东

头三楼的大教室，徐中玉先生给新生讲话

的时刻：“（他） 提到了华东师大中文系辉

煌的历史，也提到了他与老舍先生的师生

之谊。徐先生的回忆带着绵绵深情。 ”李洱

至今记得先生当时的神态： 清矍而慈样，

沧桑而坚毅。 在李洱看来，如今当人们提

到上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文学， 就不能不

提到上海 ，不能不提到华东师大，不能不

提到徐先生。 “80 年代就是中国文学的另

一个逻辑起点。 在此关键时期，刚毅方正

的徐先生，在立德、立功、立言几方面，都

做得极为出色。 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

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 徐先生的言行，

影响了很多人，进而影响了一个时代。 ”在

李洱看来 ，文学史虽有前后之分 ，有 “江

头”与“江尾”之别，但所有从事文学批评

和写作的人，其实又都“共饮一江水”。 在

这一点上他与王伟的感受如出一辙：“如

果我说，我们直到今天还享受着徐先生的

恩惠，实在并非虚言。 ”

如其所言， 徐中玉的成就不仅是理论

意义和书面意义上的开拓， 更将 “生于忧

患”“玉汝于成” 的精神身体力行地贯彻于

自己身为教育家的一生， 并将这种人格力

量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给诸多学子 。

1978年至 1984年，在他担任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主任期间， 系里涌现出了全国知名

的“华东师大作家群”。 孙颙、毛时安、赵丽

宏、 王小鹰、 陈丹燕等以及后来入校的格

非、南帆、李洱等一批青年作家在师长们的

鼓励下脱颖而出，在文坛崭露头角。

如今聊到当年长篇小说 《冬 》的创作

过程，孙颙仍记忆犹新。 在 1978 年秋天，

身为大一学生，写完小说初稿却屡次被出

版社拒绝后，他将《冬》投给了人民文学出

版社，很快得到了回应和邀请他去北京参

加长篇小说创作会议的建议。 当时系里风

气相对保守， 一度回绝了他去北京的请

求，但徐中玉和另一位老先生力排众议帮

他争取到了这个宝贵的机会，孙颙从此踏

上了与文学相伴的人生。 “每每想起这段，

我总想到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的

‘肩住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

地方去’。 我们那一批人中那么多人搞创

作、研究，跟这些师长的鼓舞和支持绝对

分不开。 他们的人格给了我们力量，让我

们觉得今后应该朝他们的方向坚定地走

下去。 ”

作为孙颙的同学，上海市作协副主席

赵丽宏记得的是在学校报刊栏贴出刊有

自己诗作的《文汇报》后，徐中玉先生对他

的勉励，“他告诉我这首诗写得很好，也写

出了他的心情，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但如

果要写得好、写得深、写得长久，一定要重

视文艺理论，多看点理论方面的书。 他点

出了我的薄弱之处，也为我指明了方向。 ”

多年后庆祝先生 80 岁生日的饭后， 与徐

中玉一同在江边散步时，先生所说的一句

话令赵丽宏铭记许久：我这辈子唯一可以

自慰的，就是从来没做过害人的事，没讲

过不是自己心声的话。 “先生一生坚守自

己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 他留给我们最

珍贵的遗产就是他的风骨和人格，世界再

复杂，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清澈。 ”

1982 年大学毕业后，文艺评论家毛时

安每年都会在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去探

望徐中玉， 直到先生住院的 33 年间从未

间断。 “先生晚年失忆，对去找他的人只有

两句话。一句是，你们找我有事吗？这是先

生一生助人友善所形成的习惯。 另一句，

就是‘谢谢’两个字。 对这个世界，对所有

帮助过他的人说谢谢。 ” 毛时安感慨道：

“先生让我知道人何以为人， 知识分子何

以为知识分子。 ”

追思会现场，多位学生谈及了在威严

的外表之下，徐中玉对于年轻学子的鼓励

和包容 ，而这种包容，又是在一次次严谨

的学术讨论中显现的。 从学术观点的探

讨，到论文方向和依据的酌定，弟子们眼

中的先生始终是那位敏锐的智者，为他们

擎起求学道路上的灯火。 作为 1975 年生

的年轻学子，吴芸茜在做博士论文时向徐

中玉先生投稿并请教，得到的是先生精准

的“三连问”，被问得面红耳赤的她认识到

了自己的不足，也在日后和先生的多次交

谈中感受到了一股“精神气”。 徐先生治学

的严谨、对年轻人的鼓励和提携，成为了

她至今修身治学的明灯。 如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田兆元所说：“他的教育思想五湖四

海，他的学术视野也是五湖四海，不是‘山

头主义’，作为一位教育家，他身上有光芒

照射着学生。 ”

“于私，徐先生一直以来给我的印象是

‘硬’，这也是他性格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

的基调。 但他对后辈很宽容，非常豁达，也

很包容。 于公，他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

达到了很高境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

引驰表示。 这种刚柔并济，也是许多后辈学

子与徐中玉先生接触时的感受。 虽然不直

接是徐中玉的学生， 却一直将先生视作自

己精神和人格导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朱立元坦言， 自己年轻时在古代文存和古

诗词方面的素养薄弱， 在为青年干部上课

做准备时，徐中玉先生编写的《大学语文》

不仅是他教学所依据的教材， 更是一次重

新浸润于古典文学的学习机会。 “在使用教

材一年以后，青年干部们的反馈非常好。 徐

先生本来的目的就是通过《大学语文》提高

素养， 也帮助大学生提高审美鉴赏力和提

高表达能力、写作能力。 可以说这部教材是

一代代大学生的精神财富。 ”

“他身上有文以载道的风范 ，讲究经

世致用，追求世功，但不为个人，而是为了

文化之功。 传统的和现代的、古典的和‘五

四’的精神综合在徐先生身上，锻铸了他，

使他师范永存。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纪

人的感慨，也是在场许多人的心声。 “一年

年过去，我们还是想到徐先生，不会因为

时间的流逝把他遗忘，像他这样的人越来

越少，徐先生令人怀念。 ”

会议由上海市作协、华东师范大学中

文系、上海政法学院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多位徐中玉

先生的弟子、作家学者与会发言。

第六届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线上举行
千余教研者探讨写作学转型

本报讯 创意写作是一门面向新文科

建设的新兴学科。 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

球的背景下，为助力新时代中国创意写作

发展。 11月 14日，“第六届世界华文创意

写作大会暨 2020年中国创意写作大会高

峰论坛”以线上召开的新形式如期举办。

本次大会在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

中国写作学会指导下，由山东大学、上海

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上海大学中

国创意写作中心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

出版事业部承办，共邀约到来自 500 余所

学校的逾千位相关教师同襄盛会，并收到

近 200篇相关论文，线上观看逾万人次。

在开幕式上， 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

仝兴华、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高等教

育出版社上海出版事业部主任孔全会和

上海大学教授、 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

会长葛红兵先后致辞， 强调发展创意写

作不仅是提升综合国力、坚定文化自信、

培养时代新人、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需

要， 也是当今时代新文科教育融合发展

的需要。 此次大会关注“新文科建设与中

国写作学转型”，正是根据写作学科的专

业特点，结合高等学校通识教育、文学教

育改革，积极探讨文化育人、写作育人的

世界经验和中国路径的体现。

开幕式后 ， 葛红兵与山东大学教

授、 山东省作协主席黄发有， 西藏大学

副校长、 北京大学教授金永兵， 武汉大

学文学院副院长、 中国写作学会会长方

长安，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江苏省写作

学会会长骆冬青， 耶鲁大学教授苏炜和

奥克兰大学教授格雷姆·哈珀分别发表

了主旨发言 ， 结合创意写作的学科性

质、 发展现状、 学科难题、 未来前景等

关键问题各抒己见， 同与会教师分享了

宝贵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六年来， 我

们的大会见证了中国创意写作发展的奇

迹。” 葛红兵认为， 进入新时期 ， 社会

的迅速发展对创意写作提出了全新的要

求 ， 创意写作应将学术研究同社会需

求、 社会实践紧密结合， 助力建设中国

特色的创意强国政策体系， 开展各学段

创意写作教育教学， 并积极加强学科基

础原理和基本理论的研究。

本次大会同时开设七个分论坛 ，与

会者就 “新文科建设与创意写作”“创意

本体论写作学转型”“创意写作学科史 ”

“创意写作的当代形式与使命”“创意写

作教育教学改革”“创意写作与中小学作

文教学改革”等话题展开热议。

本报记者 郑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