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文学报》的因缘
吴中杰

《文学报》创刊四十周年了，报社

要出版纪念号，编辑来信约稿，这使

我回忆起许多与《文学报》交往的旧

事，觉得我与他们真是缘分不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 杜宣 、峻

青、哈华、姜彬、刘金、栾保俊等老作

家发起创办一家文学界的报纸 ，取

名《文学报》，正在组建编辑部。 不知

怎的 ，杜宣 、峻青 、姜彬他们想到了

内子高云，动员她去做编辑。 高云原

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

所工作，与这几位老作家认识。 但这

时，文研所已经解散，她调回复旦大

学任教，而我们家原就在复旦宿舍，

生活安定下来，就不想动了。 但他们

说，现在正托人在虹口一带找房子，

如果社址能落实在虹口， 那么离复

旦就不算远了。 盛情难却，高云终于

有条件地答应了： 如果报社社址定

在虹口，她就去做编辑，如果离得太

远，就不去了。 结果，他们找到的房

子在新华路，地处沪西，而复旦在上

海的东北角，坐公交车来去，要三小

时左右，所以就不去了，他们也表示

谅解。

虽然高云不去做编辑了，但是友

谊尚在， 平时大家还是有来往的，杜

宣、峻青、姜彬三位老作家的家，我们

都去过。 原在上海作协工作的青年时

代的朋友曾文渊、陆行良都进了《文

学报》，而且担任一定职务，他们到虹

口或复旦来采访或组稿时，顺道到寒

舍来聊天，讲点文学界信息，顺便也

约我们写稿。 所以从《文学报》创办之

初，我们就算是它的作者。 只是当时

忙于教学和学术研究，报纸文章写得

不多。

记不清过了几年，《文学报》的掌

舵人换上储大泓。 老储原是《解放日

报》的文艺部主任，我有个 1961 ?的

学生汤娟在他手下做记者。 汤娟有时

约我写稿， 并介绍我与老储认识，我

们兴趣相投，很谈得来，就成了朋友。

他到《文学报》之后，我与《文学报》的

关系更密切了， 参加报社的许多活

动，写得也较前为多。 但老储身体欠

佳，有心脏病，不能太多操劳，他看中

了《文汇报》文艺部的负责人郦国义，

把他挖过来做总编辑，自己只任社长

之职，具体编务由郦国义主持。 郦国

义是复旦中文系 1977 ?学生， 听过

我的课，在校读书时就与我比较谈得

来，到报社后，常约我写稿。 他主持

《文学报》期间，是我为《文学报》写得

最多的时期，不但写文艺短论，而且

还写了许多散文。 我本来不写散文，

后来却开起散文专栏来，都是他逼出

来的。

郦国义新闻敏感性强，很会出点

子。 他常常是先跟我天南海北地闲

聊， 聊到一定关节， 就笑嘻嘻地说：

“吴老师， 就这个题材， 写一篇怎么

样？ ”我有许多文章，都是由他催化而

成，如《海上学人》这本散文集就是。

那是在一次饭局上，大家闲谈些复旦

老先生的风采、逸事，因为座中数我

的年纪最大， 在复旦待的日子最长，

所见所闻也略多些，就被小郦抓住不

放。 散席时他要我以此为题材写文

章，我想吃了人家的饭，不写文章也

不好，回家后就写了一篇《复旦奇人

赵宋庆》来交账，小郦看后打电话来，

说这篇文章他蛮喜欢，但只写一篇不

够， 要我继续写下去， 写成系列散

文 ，说要在 《文学报 》上为我开个专

栏，而且专栏名称都代我取好了，叫

做《学人心迹》，使我不得不写下去，

这叫逼上梁山。 为了写好这个专栏，

不能单凭记忆， 我还查阅了许多资

料，并走访了许多老先生，以致复旦

的朋友调侃我说：“你从学者变成记

者了！ ”不过趁当时许多复旦老人还

健在，倒也保存了一些校史资料。 现

在这些老师和学长先后过世， 许多

活资料都带走了。

后来，那几年我忙于写《鲁迅传》

和《鲁迅后传》，并修订《文艺学导论》

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两部旧作，

也无空写报刊文章，就没有主动与报

社联系。

等写好、 修订好这几部书， 不觉

间，我已经到了八十岁。 人们常说，六

十以上为老年，八十以上为老老年。既

已到了老老年，就该考虑养老生活了。

由于积习难除， 我的养老生活还是以

读书、写作为主，不过不想再读艰深的

书，再写繁重的专著了，而喜欢读些野

史杂记，写点散文随笔。 既然是随笔，

当然长短随意，短至千字文，长至万言

书，看所写内容而定。长文可以在刊物

上发表，短文则宜于在报纸上登载。我

又与《文学报》联系上，重新开始在报

上发表文章。

我今年已经八十有五，属于老朽

之辈， 还能继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自己也觉得很高兴。 作为“前浪”，希

望不断被“后浪”推动着前进，而不至

随波逐流地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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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时节， 草长莺飞 。

四十年前 ，《文学报 》 诞生

了 ！ ———那是改革开放的

春天，那也是文学的春天。

《文学报 》创刊后的前

几年，我只是一个比较关注

她的读者，而作为其作者之

一，是在储大泓任《文学报》

社长期间。 储老师曾是我的

顶头上司，他是那种富有学

养、儒雅宽和且开明通达的

领导 ，当时他分管 《解放日

报》理论部，包括我编的“读

书”版。 事实上，他初任《文

学报 》社长时 ，仍然还兼管

着“读书”版，有一次我到他

办公室送大样 ， 他微笑着

说，你给《文学报》写点东西

吧。 后来我就写了一些。 其

中有一篇是《伊人和庄子游

少广山》，是瞎想（说好听点

是 “遐想 ”）类的文字 ，居然

很快刊登了 ，可见如其名一

般的包容。

多年之后的某日 ， 《文

学报》 有人打电话来约稿，

我忘了是总编辑郦国义，还

是别的编辑；当时因作家张

平的纪实文学作品 《天网》

《法撼汾西》，所谓“240 名汾

西干部”联名状告其侵犯名

誉权 ， 且法院已经正式立

案， 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来电者说，《文学报》想请几

位作者撰文，就那桩诉讼事

件各抒己见 ， 做成一个专

版，问我愿否也来一篇 。 我

随即答称可以。 其时那桩诉

讼案双方正处于 “拉锯战 ”

中，孰胜孰败，尚难预料。 在

道义上我当然站在张平一

边 ，但鉴于类似的 “前车之

鉴”，却不无殷忧。 于是我写

了一篇《期望很难乐观 》，以

曾有作家因其长篇小说而

被裁定“诽谤”，终至败诉赔

偿的例子 ，因此不抱怎么乐

观的期望……然而 ，后来事

件发生了大逆转，张平的作

品《抉择》被改编成电影《生

死抉择》， 得到高层领导充

分肯定 ，成为指定的 “反腐

倡廉 ”的优秀教材 ；状告张

平的好汉们见此势头，于是

偃旗息鼓，不复闹腾 。 我自

然为张平庆幸，虽然也不因

此便“乐观 ”其余。 而《文学

报 》 当时特以专版来 “发

声”， 无疑自有其道义立场

在焉。

十余年前，《文学报 》改

版 ，由原先的对开大张 “瘦

身 ”改为四开的小张 ，当时

业界不无微词，认为这样就

使 《文学报 》从大报变成小

报了。 但我的感觉，改版后

的《文学报》从理念、格局和

品位 ，不是小了 ，而是更大

了。 且不说别的 ，就以创辟

“新批评”专刊，倡导独立批

评来看 ， 就足见其 “大手

笔”。 该专刊所载文章，健笔

纵横，剑指名家，辞锋锐利 ，

不留情面 。 “隔靴搔痒赞何

益， 入木三分骂亦精 。 ”当

然，“新批评”的文章不是以

“骂 ”为尚 ，而是秉理性 、依

实据 、讲逻辑的批评 ，并且

亦有对批评的反批评。 如此

开文坛批评之新 ，一时蔚为

盛观。

我虽也给《文学报》写过

一点批评类的文字， 但自知

谫陋，未曾入“新批评 ”之堂

奥。 此所谓“虽不能至，然心

向往之”。

法国大学者布封有句名

言：“风格即人”。此语是否可

以用之于报刊呢？ 我觉得似

乎也可以。 因为报纸毕竟也

是由人来办的， 有什么样的

办报人， 也就有什么样的报

纸风格。沪上学者杨扬说过：

“《文学报》 有一种努力的精

神”。 诚然诚然！ 《文学报》创

办四十年来，从其筚路蓝缕、

创新求变一路走来的历程 ，

从每期十六版报纸呈现出对

“文学” 品位的执着坚守，在

在可以感觉到一种努力的精

神。 这种努力的精神在当下

尤显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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