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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陈允吉老师读书
■高克勤

在大学本科教过我的老师

中，章培恒和陈允吉两位老师是

与我在校时来往最多且在我工

作后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这不

仅是因为我是他俩任教的“中国

古代文学史”课的课代表，而且也

是因为我毕业后从事的古籍出版

社编辑出版工作与他俩的研究著

述有关。关于章培恒老师，我曾经

撰文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 允吉

老师的大著， 我也曾经写过书评

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意。 值此允吉

老师八秩大庆之际， 回忆当年随

允吉老师读书的情景，虽已有 30

多年，仍记忆犹新，因为允吉老师

上的课给我们留下了生动难忘的

印象。

我是 1979 年 9 月进入复旦

大学中文系学习的。 1981 年上半

年大学二年级下的时候， 我们开

始了为期三个学期的 “中国古代

文学史”课的学习，这是整个大学

时期课时最多的一门必修课，分

别由章培恒、 陈允吉和李平三位

老师讲授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文

学、唐宋文学和元明清文学。班主

任让我担任这门课的课代表，这

样我就有了与三位老师联系的机

会。 第一学期的课由章培恒老师

上，章老师的课以条理清晰、富于

思辨性和启发性为特色。 章老师

是给我们上必修课的第一位教

授， 那时他刚从日本讲学载誉归

来，还很注意仪表，西装笔挺，头

发也梳得很整齐， 上课时不苟言

笑，确实有一副名教授的派头，很

快赢得同学们的崇敬。 第二学期

的课由陈允吉老师上。 陈老师虽

比章老师小五岁， 当时也就四十

又二，职称还是讲师，但他瘦削的

脸，干瘦的身材，衣着随意，乍见

之下显得比实际年龄大。 陈老师

上课生动， 讲话风趣。 他是无锡

人，可能是喜欢听评弹的缘故，上

课时讲到得意处，嘴角一扬，有时

还击桌感叹，声情并茂，像说书一

样，很快赢得同学们的好评。

我们当时用的教科书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著的

《中国文学史》三册本。 与章培恒

老师一样， 陈允吉老师上课也不

按照教材讲， 而是按照自己的教

学大纲讲， 有心得的地方讲得滔

滔不绝，兴趣不大的就带过，让同

学们自己看书自学。 章老师讲课

多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 陈老师

讲课多补充材料让大家增加见

识。 记得陈老师讲唐诗时就给我

们介绍钱锺书先生 《谈艺录》中

“诗分唐宋”的观点，在讲李贺诗

时又多次引述钱先生 《谈艺录》

“长吉诗屡悲光阴之速与年命短

促”的观点。 当时，钱先生《谈艺

录》（补订本）尚未出版，于是我就

到学校文科阅览室借阅了这本

30 多年前出版的老版书，开始了

读钱著的历程。

当时， 许多必修课都有老师

辅导学生的安排。 陈老师基本上

是每周有一个晚上到我寝室，给

同学解疑答难。 同学们不仅会问

学业上的问题，还会问老师人生、

时事等各方面的问题。 陈老师谈

笑风生，不仅谈学问，还会谈大家

感兴趣的球赛影视。当然，也有一

本正经的时候。 记得当时复旦大

学分校戴厚英老师写的小说 《人

啊，人！》引起争议，同学们问他的

看法，他说没看过。同学说借给他

看，他说不必，因为万一看了，别

人问你对此书的看法， 你不说是

欺人；说了，有可能会惹是生非。

那时一吃过晚饭， 同学们多

抢着去阅览室或自修教室去看书

了，除了复习迎考阶段，平时来问

学的同学不多。于是，陈老师坐一

会，见没有同学来，便拉着我围着

学校正门对面的大操场 （现为文

科大楼）散步。 他当时有胃病，所

以有散步消食的习惯。 我常常陪

他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 允吉老

师记忆力超群，一路上，他会讲复

旦老师特别是中文系前辈的轶

事，他自己的治学经历，还有我也

感兴趣的解放军军史。 陈老师告

诉我，他毕业留校后，曾与潘旭澜

老师住一个宿舍， 潘老师研究杜

鹏程的小说《保卫延安》，对解放

军军史很熟悉，经常与陈老师聊，

于是陈老师也熟谙军史了。 潘老

师后来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学

界， 其实他的研究专业是中国现

当代文学。

陈老师那时已经在唐代文学

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发表了多篇

唐代文学与佛教关系研究的论

文，新意迭出，影响很大。 他告诉

我，他 1962 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

业后就留系任教， 随陈子展先生

研读《诗经》，撰有《〈诗序〉作者考

辨》。 后来，兴趣转移到唐代文学

研究， 写了多篇研究唐代文学的

论文，前辈鲍正鹄先生开玩笑说，

允吉，你现在是“降格以求”啊！陈

老师后来又探究佛教与中国古典

文学关系的缘起，写了《东晋玄言

诗与佛偈》《中古七言诗体的发展

与佛偈翻译》 等研究魏晋南北朝

文学的论文，他笑着对我说，我现

在要“逆流而上”了。

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陈老师

因得肺结核回无锡老家休养，开

始读佛经，积年而有心得，发现佛

教与文学的因缘， 并以此展开研

究， 不仅开拓了自己治学的新领

域， 也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新

视角。 他上课时就把自己的研究

成果介绍给同学。 见同学们有兴

趣，大学四年级第一学期，陈老师

又给我班开了一门“佛学概要”的

选修课， 指定我担任这门课的课

代表。

毕业那年，受陈老师的影响，

我以《李贺诗风形成之原因初探》

作为毕业论文， 陈老师担任了我

的指导老师。 陈老师要求我不要

罗列前人的观点， 要有自己的分

析。 拙文反复修改，写了几稿，最

后得到了陈老师的认可， 成绩等

第给了优。 陈老师还写了评语：

“本文探溯李长吉歌诗风格形成

之原因，分析深中理实，兼能融会

贯通，见解不乏精当之处，文字表

达亦很清楚。 这对评述李贺这位

颇有争议作家的创作精神及其诗

歌特色，是很有意义的。 ”我知道

这是陈老师给我的鼓励之词，但

坚定了我的向学之心。毕业之际，

陈老师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赠

言：“博观约取，温故出新。 ”

本科毕业后，我考上了本系王

水照先生的研究生，随王先生研读

北宋文学。 三年研究生期间，偶与

陈老师在校园相见，晤谈片刻；岁

末去陈老师家中拜年， 重温耳提

面命的教诲。 记得陈老师说过怎

样写论文。 陈老师说，论文一定要

有发现发明才写； 论文不在于多

而在于精； 论文写完了不要急于

发表，要放一段时间，看看还有什

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文字要打磨，

不仅要准确，还要尽可能有文采。

他基本上保持一年发表一篇论文

的节奏，年年有新的成果。 每次去

拜年， 陈老师都会将其大作的抽

印本送我阅读。 由此，我几乎读过

陈老师发表的所有论文。

研究生毕业后 ，1986 年 7

月，我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从

事编辑出版工作。一年后，我就接

手陈老师《唐音佛教辨思录》一稿

的编辑任务。 这部书稿是陈老师

的第一部论文集， 收入论文十余

篇。虽然这些文章我都看过，但我

还是本着体例认真审读， 并提出

了修改意见， 得到了陈老师的首

肯。 这本书篇幅不大，20 余万字，

发稿后一年就出版了， 在当时铅

字排印的年代算是出得快的，也

成了我编辑生涯中编辑出版的第

一本书。这本书出版后，得到学界

的高度评价，荣获第二届（1988-

1991） 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

奖。 此后 20 来年，我与陈老师不

时在复旦大学开会的场合见面，

陈老师还应邀参加了我班同学入

校 20 年的聚会，同学们看到陈老

师都倍感亲切。 陈老师又陆续在

我社出版了他主编的 《佛经文学

粹编》、他与学生合作撰写的《李

贺诗选评》 和他的又一部论文集

《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等，这些

书都是由我负责编辑出版的。 在

读这些书稿的过程中， 似乎又回

到了随陈允吉老师读书的年代。

允吉老师退休以后 ，以吟咏

词章为乐, 写了一组追怀复旦中

文系前辈郭绍虞 、朱东润 、刘大

杰 、陈子展 、蒋天枢 、赵景深 、吴

文祺 、刘季高 、王运熙等先生的

旧体诗，充分展现出允吉老师对

前辈的尊重和他惊人的记忆力。

每一诗出 ， 允吉老师就寄我阅

读，我也仿佛又回到陪他散步听

他聊天的学生时代。 30 多年过去

了，允吉老师初心不变，生活习惯

也没变多少，还坚持散步，脚力仍

健。 2016 年夏，上海古籍出版社

假座淮海路社会科学院会场，举

行《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典藏版发

布座谈会，允吉老师应邀赴会，他

从复旦住处步行来到会场， 即席

回忆他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几代编

辑的来往和他与这套丛书的关

系，依然是那样精神矍铄，依然是

那样思路清晰和健谈。 孔子曰：

“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知者

乐，仁者寿。 ”出生在太湖畔的允

吉老师无疑是一位智者， 正因为

葆有良好的心态和生活习惯 ，他

不但快乐，而且长寿。 值此允吉

老师欣开九秩之际，我就以此小

文为老师寿。

（上接第一版）

我自有自己的看法。

莎士比亚的剧本，不同的导演有不同

的演法；为丁玲写传，也有许多种写法。 或

仰视，或俯视，或平视，站在不同的视角和

方位，自会写出各有千秋的丁玲传。

尽管到 1990 年代初， 已有好几种丁

玲传问世，但是我还是想写，我觉得中国

的女作家中， 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丁

玲。 写好丁玲是有一定难度的，她的人生

遭遇、革命经历、创作生涯，桩桩件件看似

透明度极高， 却又有道不明说不清之处。

正因为有难度，才更具有挑战性。

父亲和我经常到施家去。1996 年 5 月

5 日， 我们又到愚园路去。 由于到得比较

早 ，施先生正用早餐 ：一只粽子 、一个鸡

蛋，还有 6 个枣子的汤。 老人唯恐听不见

我们说话，便戴上助听器，大声地说：“还

是吃粽子方便。我不喜甜食，爱吃肉粽。我

让儿子每周从乔家栅买七只粽子，每天一

只，刚好吃七天。 ”

听了老人的话， 我和父亲相视一笑，

便说：“乔家栅在我们家旁边，今天我们就

替你送粽子来了。 ”

老人忙说：“谢谢，谢谢！ ”接着就发表

了对粽子的议论。 他说：“嘉兴和湖州的粽

子不错，淮海路上的土特产商店有卖。 现

在价钿贵了，味道反而不及从前了。 乔家

栅的肉粽还可以， 不过全是木乎乎的精

肉，也不合老人的胃口。 顶好是夹精夹肥。

我倒想出一个办法， 过几天我来设计，让

保姆用夹精夹肥的肉酱当馅子，包成的粽

子味道一定蛮好。 ”

大家都笑了：“施先生办法好，可申请

专利权，取名‘施氏肉粽’。 ”

“这种粽子适合老年人胃口 ，一定会

受欢迎 。 我要保姆包好了 ，请你们尝尝

味道。 ”

说完粽子之事，父亲问施先生关于戴

望舒与施的妹妹谈恋爱的情况 ， 还说到

《现代》杂志上有张照片等等。

这时，我将《丁玲传》的一章 《冬夜漫

长》，即讲丁玲与冯达的那章给施先生看。

施先生说，他写过关于丁玲的文章，大约

在 1980 年代。 根据施先生提供的线索，我

在 1986 年 7 月 26 日《新民晚报》和 1981

年 12 月出版的《艺谭》第四期上，找到他

写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丁玲的“傲气”》和

《怀丁玲诗四首》。

施先生回忆 1920 年代在上海大学上

课的情形，写道：“每堂上课，总是男生先

进教室，从第三排或第四排课桌坐起 ，留

出最前的两三排让女生。 待男生坐定后，

女生才鱼贯入教室。 她们一般都是向男

生扫描一眼 ，然后垂下眼皮 ，各自就坐 ，

再也不回过头来。 ”因此，坐在丁玲后边

的施先生，与她同学半年，光看到她的后

脑勺，只有当老师发讲义，让第一排的同

学传给后排时，才偶尔打个照面。 所以施

先生在诗里说：“六月青云同侍讲，当时背

影未曾忘。 ”

经历几年的写作，我不断地得到父辈

和朋友们的帮助， 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

努力踏上更高一层的台阶。1998 年 5 月台

湾业强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在男人的世

界里———丁玲传》，1998 年 11 月上海文艺

出版社也出版了该书。 我自以为是我写的

几种现代作家传记中最好的一本。

陈允吉

陈允吉教授部分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