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只是个浪迹江湖，努力实现
自我人生价值和尽到自己的社会责
任，在‘五·四’精神的培育下走上人
生道路的知识分子”， 贾植芳晚年时
的这番自我评价全面而深刻。他乘风
破浪的一生， 他的学术源起，“社会
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都在这一句话
中交代得清清楚楚。

在许多人的心中，贾植芳的存在
如精神标杆，他那由风浪也扑不灭的
风趣、磨不掉的傲骨，常为人谈起。但
内里对学问、对学科建设、对传道授
业，他是极度认真的，从读书上学，走
上“知识分子”之路开始，贾植芳就时
时提醒自己知识分子的责任。后半辈
子，贾植芳以全副身心投入到他所热
爱的文学和教书育人的事业当中，在
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创了现代文学和
比较文学两门学科，培养了一批又一
批在学界赫赫有名的学者。

从 “淘气王 ”

到半生动荡的 “社
会人”

如果在贾植芳孩提时代，问他的
父母， 这个小孩儿将来会长成什么样
子，“学者” 大概是一个最意想不到的
答案。 1916年，贾植芳生在山西吕梁
山区一户家境殷实的地主家。 因为总
是闯祸，家里图清静，将 5岁的贾植芳
送入私塾，后来转到邻村小学就读。天
性不喜约束的贾植芳对教材上的刻板
内容毫无兴趣， 父亲赶集买来的新课
本别在他腰上，买一次丢一次，还时常
在课堂上淘气。开始对书籍着迷，是贾
植芳读高小的时候， 那时同学借他一
本石印本《封神榜》，贾植芳一下子就
被情节吸引住了。上初中时，贾植芳走
出了闭塞的山村到省城读书， 那段时
间他沉迷于各种借来的石印本小说，

钦佩行侠重义的绿林好汉， 佩服降妖
镇怪的神道。转折发生于初二，学校来
了一位北师大毕业的国文教师， 指导
学生们看新文学作品《呐喊》《彷徨》以
及外国翻译文学和一些传播马克思主
义思想的政治读物， 这对贾植芳影响
尤深，“从这时起， 我开始认识到文学
是一种改造社会、 改善人生的武器”。

此后，贾植芳开始尝试写作、投稿，将
对社会的观察和剖析付诸笔端。 1931

年， 贾植芳到北平一所由美国教会主
办的中学读高中， 虽然读了两年半就
因个性反叛被校方除名，但这段时间，

贾植芳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 他开
始看原版英语报纸和书刊， 视野也随
之放宽，更多的中外文学作品、社会科
学译著列入他的阅读范围———在他
宿舍的墙上曾挂过托尔斯泰、 陀思妥
耶夫斯基、尼采、克鲁泡特金、马克思
的相片。

回望青少年时期，贾植芳曾自述：

“我生逢中国社会内乱外祸交织、动乱
不安的时代， 这个时代也是一个中外
文化交流、碰撞、融汇的开放性时代。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 我们一方面继
承了儒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
史文化传统； 另一方面追求着个人的
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投入了中国救
亡和改造的社会政治运动。 ”1935年，

血气方刚的贾植芳参加了 “一二·九”

运动，被逮捕关押，经当商人的伯父四
处周旋才出狱。 之后伯父匆匆将他送
往日本求学，并叮嘱他不要再碰政治。

到了日本后， 贾植芳并没有遵从家里
的意思学医或读银行管理， 而是在
1936 年夏天进入了日本大学社会学
系， 跟随园谷弘教授学习研究中国社
会，初衷是“想学点社会学专业知识，

以便从中得到观察、分析、描写和反映
社会生活的理论导引”。然而贾植芳最
热衷的依然是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安特列夫代表
的俄国文学尤其喜爱， 甚至从旧书肆
中搜购了他们作品的英译本和研究俄
国文学的论著来阅读。贾植芳说，这些
阅读，对他有过很深的影响。

1936 年 10 月，鲁迅去世了。 鲁
迅是贾植芳唯一始终崇拜的中国现
代作家， 他从不隐藏这份喜爱和崇
拜，多次在公开场合尊鲁迅为“精神
导师”。暮年之际，饱经忧患的贾植芳
每每重温鲁迅的早期作品，还能从中
找到深切的现实感受。 鲁迅的去世，

给年轻的贾植芳带来不小的打击。不
久后他在东京内山书店发现坚持鲁
迅传统的战斗文学刊物《工作与学习
丛刊》，非常惊喜，于是将自己的一篇
小说寄送投稿。从此贾植芳与刊物主
编胡风，也是鲁迅亲炙的弟子交上了

朋友， 后来成为胡风主编的 《七月》

《希望》等文学期刊的作者之一。

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贾
植芳当即弃学绕道香港回国参加抗
战， 期间拒绝了家人替他安排的留在
香港或去欧洲读书的前程。 后来谈起
这次人生十字路口上的抉择， 贾植芳
说：“再想到自己几经囹圄、 伤痕累累
的一生，我不能不感慨万千……但选
择回国抗战, 仍然是我的良知所决定
的”，“我仍然会选择自己应该走的路，

终生不悔”。战争给青年贾植芳的身上
留下了深刻的“社会人”烙印：他在前
线做过日文翻译， 也为后方报纸写过
战地通讯……他不服管束的个性和
刻在骨子里的良知使他不能容忍现实
中腐朽与黑暗的一面， 以至于几次险
象环生，几次绝境逢生，整个抗战期间
在大半个中国颠沛流离。 1945年日本
投降前夕， 贾植芳因在徐州搞策反被
关到了日军的牢房；1947年 9月到上
海后不久，因给进步学生刊物写文章，

又受了一年多的牢狱之灾。 多年在流
转生活中打滚， 贾植芳养成了一种习
惯和嗜好： 读各类有关中国社会、历
史、文化的书，以便能深入认识和了解
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 1948年再一
次从监狱中出来， 贾植芳便蛰居沪西
乡间一阁楼，用两个月时间，趴在两只
箱子搭成的临时书桌上， 依靠借来的
图书资料———多半是日本学者的著
译，和他常年对社会的观察，昼夜不停
地编写了一部 20多万字的社会学著
作《近代中国经济社会》。

中国现代文学
是与他的生命血肉
相关的历史

“贾先生是‘五四’的第二代。 与
前面一代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是在
‘五四’ 反封建专制主义精神激励下
成长起来的一代；却在青壮年之际遭
遇了抗战， 失去了窗明几净的书斋，

失去了从事缜密研究的环境。因此贾
先生的文学知识积累不是书本到书
本，而是活生生的感受。 ”著名学者陈
思和曾跟随贾植芳读书， 在他眼中，

现代文学是活的历史，某种意义上还
在延续； 而贾先生是这段历史中的
人， 现代文学与他的生命血肉相关。

“他得到的知识、做人的方式、爱憎分
明的性格， 对传统封建内容的批判，

都有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影子。新文
学传统的激进文学传统里，代表性人
物胡风、巴金以不同的方式继承了鲁
迅精神，这种精神传统又在贾先生身
上得到延续。 ”所以，贾植芳的现代文
学课，更像是当事人对人生观察的分
享， 他讲述文坛掌故与作家背景，关
于现代历史与文学的广博见识和真
知灼见，时常就贯穿在闲谈中。 作为
贾植芳的学生， 学者张新颖曾回忆，

在他读研究生期间，贾先生没有给他
讲过一次课。 “先生的方式就是坐在
书房兼客厅里聊天。 聊什么呢？ 没有
限定。 这位瘦小的老人，能够让你充
分感受海阔天空和人世沧桑。你在这
里学习历史和认识社会，全是通过具
体可感的形式。 ”在贾植芳的又一位
高足严锋看来，贾先生的记述与回顾
有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现场的意义 ，

“他的这种‘目击者’的证人式的研究
法就是贾先生的独门暗器，也是历史
和磨难赠予他的珍贵礼物”。 贾植芳
一些有趣的生活习惯都与他独特的
治学方式有关，比如他会去报摊上买
小书小报， 喜欢那些带着原始的、粗
糙的，甚至乱糟糟的社会生活气息的
真实的社会经验，而不是被知识分子
的趣味所整理、阐释、概括和升华后
的那些东西。

这些特质，都引向了一个看似偶
然的必然：1950 年，贾植芳从“社会”

进入 “书斋”， 到震旦大学中文系任
职， 开始了以学术为业的职业生涯；

后随高校院系调整，调入复旦大学中
文系任教授，并受命主持新组建的现
代文学教研室———在中国现代文学
学科史上，贾植芳是学科创建的元老
之一。这一时期贾植芳对现代文学学
科的贡献， 主要体现在学科架构、课
程设置和人员调配这些 “看不见”的
基础工作上。 “他的工作为复旦中文
系现代文学学科日后的长足发展奠
定了良好基础，今天看来，复旦大学
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所以能
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占据举足轻
重的地位，是与贾植芳先生当年的开
拓性贡献分不开的。 ”贾植芳的再传
弟子张业松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

贾植芳一路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拓
荒路上潜心耕耘， 没有料到的是，与
胡风的友谊让他陷入了一场长达 25

年的牢狱、“改造”风波。直到 1980年
底，贾植芳才获得平反，重新回到教
授位置，这时他已经 60多岁。但他的
精神锐气未曾磨灭，在 64岁到 92岁
留下了大量文字，这也是他一生中著
述最为丰富的时期。

重启学术之路的贾植芳接续了
断档 20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
设工作。 当时，学科重建面临的最为
紧迫的任务，就是重新梳理和抢救基
础史料， 还历史本来的丰富面貌 。

1980 年代初， 贾植芳在全国范围内
率先启动了大规模的中国现当代文
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先后参与
主持编纂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
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等大型
资料丛书，并亲自承担了其中的《巴
金专集》《赵树理专集》《闻捷专集》

《文学研究会资料》等书的编选工作。

编纂这些大型丛书是一件为后学栽
苗植树的工作，为了将其做好，贾植
芳留下了体量可观的审读和指导意
见，并为专集撰写编后记，字里行间
透出的正是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科的复兴和发展的建设性的思路。

在贾植芳看来，研究性书籍的编辑工
作应该严格从文献学的角度、或者从
历史的观点出发，要突破文学研究中
的一些积弊尤其是钳制研究的非学
术要求———在 1980年代初提出这样
的想法，需要非常大的学术勇气。

中国比较文学
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1980 年代初的时候，比较文学
还刚刚在复苏之中，贾先生谈起来就
好像已经思考多年了。 ”比较文学研
究学者严绍璗曾在一次采访中赞叹
贾植芳学术思想的前瞻性和先锋性。

贾植芳写于 1981年的长篇论文 《中
国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
系———以茅盾为例》已在自觉运用比
较文学的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展开
研究。 “其实，应该说在 1950年代初
他给章培恒、范伯群、曾华鹏诸位先
生上课时，就已经参透着当下比较文
学学科倡扬的学术思想”，严绍璗说。

曾有当年的学生回忆，贾先生讲课常
追根溯源，以异国文学相印证。 讲台
上堆一叠书， 很多都是西方的著作，

他当场翻译给学生听，学生的眼界豁
然打开———贾植芳一直以来就反对
孤立静止、画地为牢地自我封闭式地
研究文学，“那是走古人研究四书五
经的老规范：寻章摘句，咬文嚼字，只
能是像马克思所鄙夷的那种坐在书
斋里连手指头被烫伤都害怕的三流
学者，或者像我们古人所形容的‘腐
儒’，或‘书虫’，那就不可能在原有的
文化遗产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劳动”。

多年的翻译经验自然也是将贾
植芳引向比较文学研究的关键。贾植
芳译著丰富，且主要集中在学术研究
文章上： 他 1940年代翻译了恩格斯
的《住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专著的

早期译者。 解放初期曾有人做过统
计， 复旦大学有两位教授是译介马
克思主义的先驱 ， 一位是陈望道 ，

另一位就是贾植芳。 而对捷克作家
基希的 《论报告文学》 的翻译， 更
是显示了贾植芳的前卫眼光———报
告文学这一战斗文学样式 1930年代
才引入国内， 贾植芳作翻译时， 同
类译作寥寥。 而对 《契诃夫手记 》

的翻译更是他译著中浓墨重彩的一
笔。 在贾植芳眼中， 翻译文学对中
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从鲁迅起的一代又一代的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 无不从翻译文
学中吸取到珍贵的养料……翻译文
学理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
构成部分”。 这里其实透露出了贾植
芳倡导比较文学的思想动因———他
对中国文学的开放性的期盼，如他在
《开放与交流》 这篇短文中所说：“比
较文学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开放与
交流：以开放的眼光去研究文学的交
流……比较文学研究的尽管是已有
的文学现象，但它必然会带来各国文
学之间的交流。 而且，这种交流是双
向的，即不仅有引进，还有引出。 ”

上世纪 80 年代，在贾植芳的倡
导和推动下， 复旦大学中文系恢复
了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成为全
国最早开设比较文学课程、 最早设
立比较文学教研室、 最早获得比较
文学硕土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府 。

没有先例可循。 在贾植芳的手上，复
旦大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学科一点点
“从无到有”。 从资料梳理到理论评
说，从建立学会到培养人才，他的工
作逐步奠定了学科的规模、 发展方
向与品质。 他当时主持的国家重点
社科项目 《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在成书出
版时改名为 《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
汇编》，是国内第一部较为全面和系
统地整理中外文学关系史文献的大
型资料书，在学界影响深远。

留下了学术遗
产， 也传承了人格
精神

曾有人借贾植芳的日记观察过
他的工作强度：“全力编 《契诃夫年
谱》，通宵达旦”（1983年 3月 30日），

“昨晚译书至晨六时始寝”（1983年 10

月 24日），“未出门，今日五时始寝，赶
译论文”（1983年 11月 1日） ……为
什么要如此辛苦？ 老先生又露出了他
嘻嘻哈哈的一面：“既然活在这个世界
上，要活着就要消费，为了付饭钱，就
得为这个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玩笑的背后， 其实是他一以贯之的知
识分子的担当，还有来自青年时期的、

从未熄止的理想之光。 他有过另外一
番剖白：“对我们这一代在‘五四’精神
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说
来，凡是有助于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

即能促进中国由旧的传统走向现代化
的大小活动，总是习惯性地卷起袖子，

奔上去，自觉地做些什么，即或是为之
出生存身，呐喊几声，擂鼓助阵，都当
成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职责。”带着
这一底色的贾植芳在青年时代形成了
“当一个好事之徒的本性”， 晚年更是
甘做“写序专业户”，为把那些奋力于
严肃的文艺著译与学术著作的后辈学
者推向学术文化界而摇旗呐喊。 直到
生命的最后，睡在病床上，贾植芳伸手
能够够到的地方全是书， 一颗心仍在
挂念着病房之外的事。

“他是魅力型人物”， 陈思和说，

“我明显感受到他那种强悍的、父性的
人格对我的影响， 这是一种整体的影
响，包括后来我人生道路的选择，都与
此有关。他教给我怎样做人，他并没有
具体地教我该怎么做，但他待人处世，

看历史，看现实，整体的精神深深影响
了我”。 深受贾植芳影响的不只陈思
和。 著名学者章培恒生前曾说过贾植
芳对他的师恩是一辈子的， 既在做人
方面也在做学问方面。 他坦陈自己在
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面的“不正宗”正
是袭自贾先生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和
路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指导，我
当然还会做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但
是跟现在的情况 ， 可能会很不一
样———而这一种很不一样在我来看
并不是我所希望的， 我应该说正是我
所害怕的”。 在陈思和看来，贾先生传
授的是一种 “知识分子的立场和精
神”，即从正宗的主流的传统规范中走
出来，通过个人的独立思考，重新审定
研究对象。 贾先生通过这种 “精神传
递”，“将优秀学生的才华充分调整到
了一个火山口， 接下来就让它自然地
喷发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短短几年
贾植芳就培养了章培恒、施昌东、范伯
群、曾华鹏等学生，他们后来分别成为
古代文学、文艺美学、现代文学等领域
的领军人物； 而在八十年代重回教席
后，贾植芳更是培养了陈思和、李辉、

严锋、 张新颖等学术领域内著名的学
者。“优秀教师的判断标准是能否培养
出优秀的学生，而不是自己是否有名。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贾先生是一名真
正的教育家”，陈思和说。

“我理解的人生，不只是履行动物
的本能要求……人生应该追求更高
的生活境界———人生的自我价值和
意义……应该通过博读精览，放眼人
生、世界和历史，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
真正位置， 履行自己的人生责任和社
会使命。 ”2002年，第五届上海市文化
艺术特殊贡献颁奖典礼上，回顾过往，

86岁的贾植芳说，我并未虚度一生。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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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从历史中来，到学问中去
■本报记者 刘力源

【学术档案】

【生活再动荡也要握紧手中的笔】 【教授是假（贾）的，教书是真的】 【学术眼光充满前瞻性和先锋性】

贾植芳为后人记住的，除了丰厚的学术遗产，还有他作为一个
知识分子的铿锵风骨。

在回忆文章《且说我自己》中，贾植芳说道：“在上帝给我铺设
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 生命的历程，

对我来说，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过程。

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 ”这样的
话，贾植芳说过多次。在他心中，不论是要做“人生的主人”，或是追
求生命的不平凡，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写好这个“人”字。

大写一个端正的“人”字

贾植芳（1916—2008），山西襄汾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学

者。 1936 ?留学日本大学社会学科。 因投稿结识胡风，成为

“七月派”骨干作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震旦大学中文系

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

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专于中国现代文学

和比较文学，是这两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著有小说集《人生

赋》，散文集《热力》《暮?杂笔》，回忆录《狱里狱外》，译有《契

诃夫手记》等。 有《贾植芳全集》十卷存世。

◆哪怕生活再动荡，贾植芳也“总是在人生道路上任何一

个安定的瞬间匆匆忙忙抓起笔来， 努力要留下一些人生的感

触”。 甚至在化名避居青岛安身小客栈的时候，因为“穷居无

事”，便“潜心翻译”。 他从街头旧货摊上以买废纸的价钱购进

一批英日文外文书，用不到半?的时间翻译了三本书：恩格斯

的《住宅问题》、英国传记作家奥勃伦的《晨曦的儿子———尼采

传》以及匈牙利作家 E?维吉达的多幕剧《幻灭》。

◆贾植芳不是正襟危坐的老先生。 他身上有着烟火气，幽

默感无处不在，说话常常妙语连珠，调侃起自己来更是毫不客

气。?纪大了，他说自己“走路用拐杖，谈话要用助听器，成了三

条腿、三只耳朵的人，有时想想，觉得自己像个《封神榜》里的角

色”。说到自己的工作，他说“我这个教授是假的，不是人人都叫

我‘假（贾）教授’吗？不过，我教书却是真的，从来不卖假货”。虽

是玩笑，但从中能看出老先生的人生智慧和职业坚守。

◆贾植芳的学术眼光非常前卫。他很早就具有了比较文学

研究的思维———上世纪 50 ?代的课堂上， 已经在用这样的思

维方式授课；1980 ?代初，比较文学尚在复苏之中，贾植芳已

自觉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展开研究。在翻译上

也是如此。他 1940 ?代就翻译了恩格斯的《住宅问题》。解放初

期曾有人做过统计，复旦大学有两位教授是译介马克思主义的

先驱，一位是陈望道，另一位就是贾植芳。

贾植芳代表作一览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资料》?《巴金专集》
译著 《契诃夫手记》 《贾植芳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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