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道以文，百年的漫长而执着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徐中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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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一种语言，

就等于掌握一项武器

20 世纪 80 年代，徐中玉先

生因主编《大学语文》在中国高

校和学术界“一炮而红”。

1980 年夏， 南京大学校长

匡亚明与徐中玉相商， 提议发

起 “大学语文课程 ”，提升大学

生的人文精神和综合素质。

“大学语文 ”课程 ，其实早

在民国时期很多高校都有 ，那

时叫 “文章选读 ”等 ，系面向中

文系以外的学生开设， 国外高

校也有类似课程。 1952 年中国

高校院系大调整， 全盘学习前

苏联模式，文理科分家，不再重

视文理交叉， 无形中取消了这

门课程。此后发现，高校的文化

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严重脱

节， 大学生普遍存在人文知识

匮乏、文化素养缺失的忧患。

当匡校长找到徐中玉商议

时，徐中玉觉得正当其时。马克

思说，掌握一种语言，就等于掌

握一项武器。徐中玉说干就干。

匡是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 ，同

时又在教育部工作，非常繁忙，

最后恢复课程的具体工作就落

到徐中玉肩上。 徐中玉旋即组

织全国 20 多所大学代表集聚

到华东师大， 共商大学语文教

材建设， 还专门成立全国大学

语文研究会 ， 推进课程发展 。

1981 年 1 月， 徐中玉在杭州主

持教材定稿会， 匡校长参加选

稿讨论。 《大学语文》出版后，被

300 多所大专院校采用，一次发

行量高达 34 万册。

为配合教学和弥补外国文

学的缺失，在第一版基础上，徐

中玉增加了现当代和外国文学

作品，出版后广受欢迎。为满足

不同读者的需求 ，《大学语文 》

第二版分两个版本， 一个是中

国古代文学作品， 另一个则包

括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

1985 年 5 月， 徐中玉主持

修订第三版。 81 岁高龄的巴金

先生对修订工作热情支持。 《大

学语文》 曾收入巴老翻译的屠

格涅夫名篇 《门槛 》，后发现另

一版本比巴老翻译时所依据的

原本更好。 徐中玉把新版本寄

给巴老并说明情况。没过两天，

巴老就将根据新版本重译的作

品寄了回来。

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成立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委

员会。 徐中玉受托，主编专供自

学考试学生使用的《大学语文》。

笔者曾多次采访徐先生，他说自

己已多年未写文章，因为把时间

和精力都放在《大学语文》的修

订工作上了。

2018 年，《大学语文》 推出

第十一版。在 104岁高龄的徐先

生引领下，教材坚守“人文性”和

“工具性”。 在人文性方面，教材

所选古今中外优秀作品，堪称全

人类创造的思想文化精粹，在总

体上传递出编者对中国固有人

文传统与现代思想观念相贯通

的理解。在工具性方面，“学文例

话”是其显著特色，主要从表达

方式着眼谈阅读与写作问题。教

学中，教师引导学生悉心体验和

揣摩经典篇目，在感悟和品味中

发展自己的思维和情感，增强语

言运用能力。

《大学语文》自 1981 年问

世至今， 除去盗印， 发行已超

3000 万册，不仅给读者提供知

识和能力，还带来情怀和品性。

徐先生去买飞机票或到银行取

存款时， 常有粉丝兴奋地对他

道：“徐先生， 我读过您编的大

学教材耶！ ”

文艺必须有益
于世道人心

徐中玉博古通今， 淹贯中

西， 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相辅

相成，著述宏富。这源于他独特

的治学法宝———卡片治学。

卡片治学， 是徐中玉求学

于山东大学时， 在叶石荪教授

直接指导下训练出来的 “习

惯”。 两张纸黏在一起，一张卡

片上能写两三百字， 按问题分

门别类存放。 徐中玉感言，这是

古贤认真学习的一种好办法 ，

“抄写过程是记忆过程，做过卡

片后印象很深；其次，卡片分类

过程是思维整理过程， 这就训

练了思维 ， 对做学问大有好

处。 ”徐先生一生共积累数万张

卡片，甚至在他处于逆境之时，

他仍在扫地除草之余，阅读 700

多种书籍 ， 手抄逾 100 万字 ，

“平衡了心态，增加了自信”。 上

世纪 80 年代，他带领研究生编

纂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

料丛刊》，这些卡片发挥了大作

用。 目前，数万张卡片保存在华

东师范大学档案馆。

徐中玉的教育方法也很独

特。 他通过创办 《文艺理论研

究》《古代文艺理论研究》 等刊

物，既提升教师办刊能力，又培

养学生写作功夫。 他发起组建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时， 决定创

办 《文艺理论研究 》会刊 ，得到

时任全国文联主席周扬、 文化

部副部长陈荒煤、 中国作协党

组书记光未然等领导的支持 。

周扬为杂志题词并允任学会名

誉会长，陈荒煤任会刊主编，徐

先生与北师大中文系主任黄药

眠、 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白

尘担任副主编。 会刊挂靠华东

师大，经费、编辑等均由中文系

教师自筹并负责出版。

两个刊物现已成为全国文

艺理论领域的权威刊物。 徐中

玉戒空言而重事功。 他一以贯

之地坚持高标准， 要求文章须

有新意，对内容空洞、华而不实

的文章概不录用。 他还特别重

视刊物要为教学服务， 要为培

养人才服务。

春风风人，夏雨雨人。 自上

世纪 80 年代始，华东师大办学

历史上出现了全国知名的作家

群、批评家群、出版家群和教育

家群 ，如作家孙颙 、赵丽宏 、王

小鹰、陈丹燕、格非、李洱等，评

论家南帆 、王晓明 、吴炫 、陈伯

海、许子东等。

徐中玉任中文系主任时 ，

推出一项史无前例的规定 ：毕

业论文可用文学作品代替。 曾

任上海市出版局局长的孙颙 ，

在大二完成长篇小说 《冬》，徐

先生当即撰文给予热情支持 。

诗人赵丽宏是恢复高考后的首

届大学生，喜欢写作，成立文学

社，办刊物，他的毕业论文就是

一本诗集。

人们爱用“望之俨然，即之

也温，听其言也厉”来形容徐中

玉。 盖因先生不苟言笑和德高

望重， 不熟悉他的人会觉得难

以接近，而在他的学生看来，先

生 “外方内圆 ”，看似严肃而不

易接近，实则内心很温暖。

徐中玉的博学、坚韧和虚怀

若谷，给作家沈乔生留下终身难

忘的印象。沈乔生进入中文系之

初，依旧保留着从北大荒带来的

粗糙和狂暴。一次他与同学到徐

先生家请教，告辞时先生执意下

楼送至大门外。就在他转身要离

去时，出现了沈乔生终身难忘的

一幕：徐先生弯下腰，面含微笑，

向学生鞠了一躬，以示送客。 中

文系夜大生、作家曹正文曾多次

随时任上海作协主席的徐中玉

接待外宾和赴外地考察，他在一

篇文章中盛赞徐先生“人品文品

称一流”，是“上海文化的幸福”。

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

心。 这是徐中玉一生信奉的理

念。 他气度恢弘，心思很大，并

非皓首穷经的书斋型学者。 童

世骏评价他：“徐先生对原则和

理想的坚守， 并不只是表现为

关键时刻的拒绝和回避， 也表

现在尽己所能的参与和创造 ，

尽己所能的合作和贡献。 ”

2013 年， 徐中玉捐资 100

万元，在华东师大成立“中玉教

育基金”，专门用于资助贫困学

生。 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作育

人才、奉献教育的人世情怀。

彪炳何须官宦汗青

2013 年，《徐中玉文集》（六

卷）出版。徐先生的文字耿直硬

朗，直陈要义，没有玄妙的理论

术语。读罢深深觉得，这种文字

风格象征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

硬骨头。徐先生做文与为人，同

样刚健中正，不遮掩，不迂回。

徐中玉一生结交无数的大

家和友朋， 如指导他写作的老

舍、介绍他加入民盟的章伯钧、

一起合编 《报告》 周刊的姚雪

垠、邀他编辑《辞海》的舒新城、

形影不离的钱谷融， 以及黄药

眠、苏渊雷、冯契、王统照、许杰

等，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徐中玉与施蛰存之间长达

60 多年的真挚友情令人感慨唏

嘘。徐先生中学时期就阅读过施

蛰存先生的文章。 1939年，他闻

悉施蛰存在云南大学教书，便自

重庆直赴昆明拜访。 自此，相差

十岁的两人相知相交了数十年。

1952 年， 徐中玉和施蛰存一起

被分配到华东师大。 此后，两人

相互支持， 共同度过了困厄岁

月。 2003年，听闻华东师大中文

系为施、 徐两先生合做百岁和

90岁生日， 诗人王辛笛专门创

作一首旧体诗 《祝徐中玉先生

九十华诞》，诗云：“从来学术贵

坦诚，何意因循左独鸣。 所幸教

坛容众论，真知灼见育群英。 ”

施蛰存弥留之际， 徐中玉

默坐在病床边，无语凝噎。回想

施蛰存的一生 ， 徐中玉坚信

“他的各种贡献能够长期产生

影响，留给后世”。

徐中玉与王元化惺惺相

惜。 他们是在赴昆明出席中国

文艺理论学会会议上相识 ，又

恰好被会务组安排在一个房

间。徐先生知道王元化外语好，

在文学之外，还研究哲学，理论

功底深厚， 社会影响很大。 不

久， 他专门请王元化来华东师

范大学中文系任兼职教授 ，培

养了胡晓明等一批博士。

2019 年 6 月 25 日，徐中玉

先生溘然长逝，享年 105 岁。告

别仪式上悬挂的一副挽联 ，高

度概括和评价了先生的一生：

立身有本，国士无双，化雨

春风万里，何止沪滨滋兰蕙；弘

道以文，宗师一代，辞章义理千

秋，只余清气驻乾坤。

▲徐中玉先生（1915 年 2 月 15 日－2019 年 6 月 25 日），江苏

江阴人。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语文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终

身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 上海作家协会第五届

主席，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荨1997 年 5 月 13 日，徐中玉教授（右）与钱谷融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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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爱用“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来形容徐中玉
先生，盖因先生的不苟言笑和德高望重。 不熟悉他的人会觉
得难以接近，而在他的学生看来，先生“外方内圆”，看似严肃
而不易接近，实则内心很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