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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一次，宗英大姐与忘年交李

辉无意间说起此事，曾为黄宗英、冯亦代、

赵丹编过书的李辉， 感到把两地的情书合

编成书信集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 于是，

向她鼓动。 宗英大姐经不住李辉的劝说，答

应了。 后来在李辉的介绍下，作家出版社很

快与她签订了出版合同， 而此书的责任编

辑由李辉夫人应红担纲，起印三万册。

2005 年 8 月，《纯爱———冯亦代黄宗

英情书》出版了。 可是，就在出版数月前，

宗英大姐心爱的冯二哥离开了人世，她怀

着悲痛之情给冯亦代写了封天堂人间两

相隔的“情书”作为《纯爱》序言。 这篇题为

“写给天上的二哥” 的文章最后写道：“亲

爱的 ，我们将在印刷机 、装订机 、封包机

里，在爱我们的读者群中、亲友们面前紧

紧地拥抱在一起了。 你高兴吗？ 吻你。 愈

加爱你的小妹。 ”

在宗英大姐送我的签名本中，唯独这

本 “情书 ”是没签名的 ，我也没有勉为其

难。 我至今保存着一大叠宗英大姐托我邮

寄“情书”的名单，足有百十号人，还火急

火燎地不时追加。 她在给我的信中说：“寄

书名单给你后， 还有十多廿来人未寄，帮

我寄吧， 说北京买不到， 打电话来讨书

的。 ”在她托我寄《纯爱》的一长串名单中，

有季羡林、袁庚、徐凤翔、侯隽、舒乙、董秀

玉、周明……

她把送书当作一种生

活的乐趣

宗英大姐送我的书上题得最多的字

是“谢我知音”，有时也会让我惊喜一下 ，

比如在赠我的电影版连环画 《家》 上题：

“陆正伟好友，你是我的‘家’里人。 龙年

之秋于华东医院。 ”晚年，宗英大姐把送

书当作一种生活的乐趣。 她曾在北京返

沪前夕给我的信中写道：“为自己的 《上

了年纪的禅思 》以毛笔题词 ，签名 ，盖章

156 册 （自己找累 ），累得像刚跑完 5000

米火炬跑， 兴奋得停不住 ， 我赶快去民

航，挂内科急诊。 ”我心想，这是天生的性

格，让她改也难。

数年前，新书一到 ，宗英大姐就托我

把题签过的书成十上百地往外送，其中有

《卖艺人家》《百衲衣》《七人集》《纯爱》等，

用她的话来说：“钱从书里来， 又到书中

去。 ”出版社给的稿酬，还不够她送书的

呢。 我记得《七人集》出版后，作协给了宗

英大姐 100 本， 她像发牌似的很快送完

了，又自掏腰包买了不少。 就连陌生人讨

书，她都会给。 一次，宗英大姐转给我一个

别人寄给她的信封，背面写道：“寄你此读

者函 ，请你在 《卖艺人家 》书到后 ，将 《纯

爱》一并寄给盐场小学的老师。 ”

宗英大姐在病房的小桌上完成了南

通市赵丹纪念馆约她撰写的一篇自传，临

近退休的主任医生郑安琳见了便想收藏

这份手稿以作留念， 但碍于情面没有开

口。 宗英大姐看出了他的心思，慷慨地将

这份有着五六万字的手稿赠予了郑大夫。

当我表示惋惜时，她只淡淡地说了句：“他

喜欢，我就给他了。 ”

我有一位朋友平时爱淘各种老版本

的旧书，他在上海书店偶然发现一本纸页

泛黄的黄宗英早期作品《爱的故事》，便花

0.15 元买了下来，托我请宗英大姐在书上

签个名。 这天，我把那本旧书刚放到小桌

上还未开口， 她伸手已把书拿在手上了，

神情就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骨肉”，抱在

怀里深怕再得而复失似的 。 随后她告诉

我，这是她的处女作，家里原有的藏书经

过几次动乱，已散失殆尽。

这本薄薄的书勾起了宗英大姐的回

忆。1950 年 10 月，黄宗英应邀出席在苏联

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那年她才 25

岁，同行的有巴金、马寅初、金仲华、袁雪

芬、刘良模。 会议期间，他们到波兰参观了

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犹太人居民废墟

以及工厂、古城。 回国后，黄宗英陆续写了

些见闻和观感，1952 年结集出版了这本小

书。 宗英大姐提笔在书上为这位“有心人”

写了封“感谢信”：“浦建明同志：谢谢你让

我看到半个世纪前的自己，并初识了您这

位知音， 幸甚。 黄宗英于上海华东医院，

2006 年 11 月 24 日，美国感恩节。 ”

我在与宗英大姐的交往中，发现她对

身外之物看得格外淡薄，而乐善好施的情

结又特别浓厚， 只要听见有人遇到困难，

她就会伸出援助之手。 她一度把银行工资

卡托我保管，每当我告诉她涨工资的消息

时，她都会说：“又加工资了，老百姓要有

意见啦。 ”我忙对她解释：“不单是给你们

局级离休干部加，是普加，大家都有份。 ”

她听后才不吱声。

2008 年 5 月 30 日， 宗英大姐给我来

信说：“请在 6 月份为我取工资时，从我银

行账号里取一万元， 代我捐助汶川地震，

汇费从工资中扣……”她虽长年住在医院

里，但信息并不闭塞。 一次，她不知从何渠

道得知品学兼优的同济大学学生高河然

患晚期急性淋巴白血病， 生命已危在旦

夕，立刻让作协的金嵩以“黄大姐”之名通

过银行汇款捐助了一万元。

而今，20 多年过去了，今年 4 月，我去

看望这位已是九五之尊的老人时， 她每天

除了读书看报外，还手握软笔记日记呢。

我想，宗英大姐身上那股子浑然天成

的天真，就是她无论在表演艺术上还是从

事文学创作方面最为宝贵的本源。 我祝愿

她艺术之树常青，为读者创作出更多的名

篇佳作。

他是靳以笔下的“校长”原型
■张国伟

短篇小说《校长》是靳以先生

的早期作品， 讲述了一位老校长

与妻子相濡以沫的故事。 小说篇

幅不长，约 8000 字左右，收入靳

以早期短篇小说集《青的花》中，

1934 年 8 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初

版； 后又收入 《靳以短篇小说一

集 》，1937 年 7 月由上海开明书

店出版。

《校长》 的故事没有奇峰险

壑， 但人物个性突出———这是靳

以早期小说通常的表现手法。 小

说开头写校长与妻子彼此恩爱。

校长下班回家， 妻子在门口迎接

他：“亲爱的，你回来了。”“她用了

无限温柔的语调向他说， 左手扶

在窗沿上， 右手握了一束紫色和

白色的鲜花。 这句话她每天都要

说的，可是他一点也不觉得厌烦，

每一次他总以为是那么新鲜，那

么有味。 ”中间一段写妻子病了，

校长想方设法为她治病。“她在病

中，他就一步也不离地守在那里。

寂寞了的时候，他为她读些诗，当

夜间她醒转来， 月光下看见他是

穿了睡衣在窗下祈祷着。 她的泪

顿然充满了眼睛。 ”最后篇幅写医

生回天无力，妻子终于死了，校长

非常悲伤。 “从此以后，他过着最

孤独，最悲伤的生活”，“现实的苦

痛紧紧握着他”。 小说是这样结尾

的：校长走出礼拜堂，“他的脚步，

和手杖触到地上的声音， 是很朗

然又很寂寞地一下一下响着”。

靳以笔下的 “校长” 原型是

谁，他本人好像从来没有讲过，我

也没有查到有人对《校长》做过评

介，或确认过“校长”的原型。根据

我的判断，“校长”的人物原型，应

该就是著名教育家、 复旦大学老

校长李登辉先生。 李登辉（1872-

1947），字腾飞，印尼华侨，早年毕

业于耶鲁大学，1906 年起在复旦

执教，1913 年任校长。 任校长期

间，李登辉倾注心力，将复旦这所

濒临关闭的私立学校， 办成了屹

立东南的名校。他爱校如家，无私

奉献，深受广大师生爱戴。查复旦

档案馆的 《复旦大学同学录》，靳

以于 1927 年秋入读复旦大学预

科；1928 年秋从预科毕业后升入

商科；1929 年秋在商学院国际贸

易学系就读；1932 年毕业。 靳以

在复旦求学的五年， 正是李登辉

担任校长时期， 李登辉校长的言

行及家庭变故， 靳以应该耳闻目

睹。 因此，“校长”的人物形象，并

非完全虚构。

《校长》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校长先生是一个和善可亲的

老人。他长着圆圆的脸，皱纹在他

的眼角，上额部密密地显出来。虽

然只有 50 几岁， 可是他的头发，

在四年前就成为斑白的了。 他虔

心地敬仰上帝， 爱他的妻和所有

的学生们，那些学生，

年龄上的差别很大 ，

性情和志趣又难得相

同； 可是对于校长的

敬爱， 却是说不出原

因地一样。

这位校长， 无论

是外貌还是品性 ，非

常贴近李登辉： 靳以

求学时， 李登辉正好

“50 几岁”；从当年照

片上看， 李登辉确实

是 “圆圆的脸 ”，头发

花白； 他还是一个基

督徒， 早年曾加入上

海基督教青年会，“虔

心地敬仰上帝 ”；他

“爱他的妻和所有的

学生们”，大家也敬爱

他。耐人寻味的是，靳

以特别提到， 学生中

志趣 “难得相同”，这

好 像 明 明 在 说 自

己———靳以虽然是商科生， 但他

真正的爱好是文学。

《校长》 中的另一位主角，是

校长的妻子 ，“她是一个将近 40

岁的女人，有黑黑的眼睛，是沉静

的， 却和他一样有和善的面像”。

这也与李登辉校长的妻子汤佩琳

非常吻合。 汤佩琳生于 1887 年，

比李登辉小 15 岁。 他们于 1907

年结婚，婚后育有三男一女，但不

幸先后夭亡。从此，夫妻俩相依为

命， 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复旦的教

学和建设中。 然而，1931 年 1 月，

汤佩琳因病去世， 这对李登辉来

说，又是一个沉痛打击。

在《校长》中，靳以对于失去

爱妻的校长充满同情。例如，他写

校长一直觉得妻子仍然活着，“有

的时候又好像听见她用柔婉的声

音叫他‘亲爱的’，有的时候又好

像看见她倚在窗口站立， 有的时

候也觉得她那细腻的手在抚摸他

的脸……”，“他常是一个人守在

房里，眼睛像是呆定了的，默默地

坐着。因为泪流得太多了，颊部发

着油亮亮的光， 就是平时眼睛也

有一点模糊了……”现实生活中，

李登辉确实一直难忘亡妻， 他曾

对别人说，夫人虽然走了，但他觉

得她还在身边陪伴。 “每当用餐，

李登辉必定叫仆人准备两副刀叉

餐具，餐桌上一应成对成双。这是

25 年来他与夫人面对面共餐的

习惯。”（钱益民《李登辉传》）一位

学生记得，汤佩琳师母去世后，有

人 “每晨去替这位伤心人整理床

铺，在枕下搜出来的几条手帕，总

是斑斑泪痕湿漉漉的， 说明他独

自中夜泣血”。（赵世洵《一位伟大

的教育家》）晚年的李登辉视力衰

退，几近失明，应该与他当年悲伤

过度、“泪流得太多了” 有关……

《校长》中的细节刻画，与历史事

实若合符节，非常一致。

李登辉一生淡泊 、低调 。 在

他晚年，有人要为他写传记和年

谱，也被他婉言谢绝：“我从来没

有保存过我的记录，我的过去没

有什么值得你好写的…… ”然

而， 作为毕业不久的复旦学生，

靳以却将老校长的生平片段写

进了小说， 这大概是李登辉校长

不曾预料到的。

荨上世纪 20 年代李登辉

校长一家

▲靳以短篇小说集《青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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