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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与几位文化老人交往，听他们
讲述当年上海的红色出版及对此搜集的
往事，听得津津有味。虽然这些老人已
先后作古，但生动故事却可载入史册，熠
熠生辉。

在上海旧书业中，早期有两位与我
交往较多的老人。一位是社科院文学研
究所的陈玉堂先生，他长期研究近现代
名人的笔名和别名，出版了《中共党史人
物别名录》《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
典》等。当时，陈老家住在西藏南路原东
台路古玩市场一隅，我每次逛完古玩街，
就去陈老府上小坐，还把刚从旧书摊上
淘来的书献宝一样，拿给他过目，真是

“关公面前舞大刀”。他往往扫一眼，笑
一笑。我明白了，几本破书是不入陈老
法眼的，什么样的珍籍椠本他没见过啊！

陈老是开旧书店出身，后来公私合
营进了上海古旧书店（上海图书公司前
身），专职收购各类旧书。他走南闯北，
边远省份，穷乡僻壤，都留下过他寻书的
足迹。有一次，他去重庆出差收购图书，
见不少市民带着各种旧书和旧报刊来换
钱。可是，有一个中年男子来到陈老面
前，说他不是来卖旧书的，而是来捐赠或
交换图书的。此人手上拿的是一张难得
一见的旧报纸，陈老定睛细看，是一份

《新华日报》，出版时间为1941年1月18
日。此前，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
变”，18 日，周恩来的题词“千古奇冤，江
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刊登在
我党主办的这份报纸上。出报当天，国
民党闻讯后出动大批特务，到各书报摊
上强行收去这份《新华日报》。看到群众
手中拿着这份报纸，就蛮横无理地一把
夺去，谁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殴打。所
以，这张报纸流入社会很少，显得非常珍
贵。捧着此报，陈老对来人说：“我们不
便接受捐赠，如要换书倒是可以的，请问

你喜欢什么书？”出乎陈老意料的是，这
位读者说，只要换几本儿童的书刊就可
以了。听后，陈老连说好好，尽快就办。
第二天，陈老就找了八本《儿童时代》和
六本《连环画报》，一起交到读者手上。
以刊易报，他把这份珍贵的《新华日报》
收下，当晚以双挂号火速寄往上海。为
此，《人民日报》还登过《可贵的有心人》
一文，称赞这一事迹。

1959 年的一天，陈玉堂由苏北返
沪途经无锡，在当地一家古旧书店的仓
库内，看到一堆泛黄的旧杂志，起先以
为只是一般的旧刊，就拿起随便翻翻。
这一翻，让陈玉堂惊喜不已。因为他看
到署名“润之”的文章，想起曾经做过卡
片，知道毛泽东用过的几个字号中有这
个名字。经考证，得知毛泽东 1920 年
在上海，曾与傅熊湘、彭璜组织过“平民
通讯社”，并出版《天问》周刊。此刊十
六开铅印，右上角印“天问”两字，有意
引用战国屈原的《楚辞》句（意为对“天”
的质问）。傅熊湘早年参加南社，后任
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卒于芜湖。
彭璜于 1921 年参加共产党，新民学会
会员，亦湖南人。陈玉堂赶紧将这些刊
物悉数收进，一点正好是全套二十四号
共二十三本，其中四、五两号为合刊，由
天问周刊社编辑，地点是“上海霞飞路
277E”。最后一期上写着一则启事：

“本报编辑同人先后因事回湘，自下周
起暂停一月。”这全套《天问》杂志极其
珍贵，属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现藏于上
海革命历史博物馆。这一重要发现，使
陈玉堂在业内外声誉鹊起。

丁景唐是著名学者，也是著名出版
家，以研究瞿秋白及“左联”五烈士为
主。在他生前，我是他在永嘉路慎成里
家中的常客。他年轻时还是一个诗人，
出版过诗集《星底梦》。有一次，他对我

说：“知道谢旦如这个人吗?”见我一脸茫
然，他接着说：“是个诗人，湖畔诗社的成
员，曾有诗集《苜蓿花》出版，后来开过西
门书店。新中国成立后是上海鲁迅纪念
馆首任副馆长（主持工作，馆长空缺）。
可惜58岁英年早逝，文化局领导方行主
持追悼会，我作为出版局副局长在会上
致悼词，对这位好友的一生作了实事求
是的评价。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了，其
实不该忘记他的。”

我孤陋寡闻，那时真的不知谢旦如
其人。后来听丁老讲多了，就渐渐对他
的事迹有所了解，敬佩他一生从事进步
文化事业，开设书店，出版进步书刊，更
为重要的是，保护了许多重要的革命文
献。他出生在上海的富商家庭，却无纨
绔子弟的恶习。父亲谢敏甫是上海福康
钱庄的经理，他 13 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早早到钱庄做了个学徒。受五四精神影
响，读了新文化书刊，先后就读惠灵英文
学校、东南高等师专、南方大学、国民大
学等，与应修人等创办“上海通信图书
馆”，任执行委员之一，恽代英任监察委
员。他还担任《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的
编辑，推荐进步书刊，传播新文化新思
想。1929 年，在南市紫霞路 68 号（历史
保护建筑董家渡天主堂旁，楼上楼下三
进三出，这里原是他父亲的藏书楼），他
与友人周全平、徐耘阡、孟通如合办西门
书店，还有附设的上海书报邮售社和书
店楼上的西门咖啡座等。

1931 年 5 月，在严酷的白色恐怖
下，冯雪峰送刚印出的《前哨》第一期到
茅盾家，和正避居在茅盾家的瞿秋白初
次见面。当时，瞿秋白需要一个既安全
可靠又能较长时间居住的处所。冯雪峰
马上找了谢旦如，向谢说明了这一情况，
谢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在自己的住处
内，理出一间较为隐蔽的住房，请瞿秋

白、杨之华夫妇居住。为了安全起见，谢
还在报上登出一则余屋招租的广告。而
后，瞿秋白化名林复，称自己刚从乡下来
上海需要租房，就住进了谢家南市紫霞
路 68 号。为了确保瞿秋白夫妇的绝对
安全和安静，谢旦如谢绝了一些文朋诗
友的上门聊天，把楼房关严。即使对自
己的母亲和妻子也守口如瓶，不吐露半
点风声。

在这里，瞿秋白与鲁迅会面，从而
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在这里，瞿秋
白领导了“左联”的工作。也在这里，瞿
秋白广泛阅读和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
苏联文学作品，撰写了许多光辉的战斗
篇章，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革
命遗产。这些，都与谢旦如对瞿秋白同
志的有力保护是分不开的。这里，也为
共产党人应修人、冯雪峰、楼适夷等人
往来提供联系工作的方便。这个西门
书店，其实就成了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
点。后来他又以霞社名义，根据他保存
的瞿秋白、方志敏烈士的遗稿，出版了

《乱弹及其他》。不久，又用同一名义，
将方志敏的手稿《清贫》《可爱的中国》
合在一起，以《方志敏自传》一书印行出
版，以这种方式预防珍贵文献遭意外或
被淹没的危险。上海解放后，他通过冯
雪峰，把经过万般艰辛收藏保管下来的
瞿秋白、方志敏烈士的遗稿，还有胡也
频烈士等人的手稿及革命书刊、文献资
料等三十余件，全部交给党中央机关及
上海鲁迅纪念馆。丁老回忆说，他自己
20 世纪 50 年代在出版局工作时，曾倡
议影印革命文献资料，得到过谢旦如的
热心帮助，将其珍藏的海内孤本《前哨》

《文学导报》等无偿提供给出版社作为
影印母本。其风格之高尚，精神之可
嘉，当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原载于“上观新闻”）

以《儿童时代》换《新华日报》
□ 韦 泱

春天在清明前后到达最盛，整个南
京就像是个香气四溢的花花城。

南京人的春天，仪式颇多，都跟花有
关。诸如去梅花山赏梅，简直就是南京
人的开春序曲。梅花盛放的那些天，南
京人基本倾城而出，而梅花山也不负众
望，云蒸霞蔚，色彩饱和完美。每一棵花
树下，都有一堆拍花的“长枪短炮”、还有
一堆姿态各异兴致勃勃的人儿。

每年我也必去梅花山一趟，说是去
看花，其实，也是看人。曾经觉得到处是
人好烦人，但，随着世事经历渐多，才会
知道“人气儿足”是多么可贵。看着争奇
斗艳的花海和人海，深觉只有岁月静好，
才会有欣赏花儿的人。

农历二月玉兰花立枝头，一般白色
玉兰先开，紫色玉兰和粉白渐变的二乔
玉兰稍稍滞后。阅江楼下城墙边那一大
片玉兰树是每年春天我去探春的点儿。
总会一板一眼跟同去的人解释“辛夷花
不是玉兰花哦”，女友好脾气地说，“你每
年都跟我科普。知道啦！来，合张影！”
每年都能跟同一个朋友一起看阅江楼下
的玉兰花并且拍照留念，真是一件幸运
的事。

抬头看高大的玉兰树开花，温香暖
玉。低头看，一片一片蓝色小蝴蝶翻飞，
二月兰俏丽茁壮地开出花海。南京经典
的二月兰欣赏地是南京理工大学。简直
如武汉大学的樱花一样出名。其实，这

种草本四瓣儿小蓝花到处都有，生命力
强悍，贫瘠的土地上也能肆意生长，从初
春一直开到暮春。季羡林老先生曾经这
样描述它们，“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
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
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
仿佛变成紫色了⋯⋯”嗯，是自得其乐的
花、任性的花。

3 月，全城期待的是古鸡鸣寺那条
路上的樱花。几场春风升温，樱花说开
就开，再来几场春雨，樱花说落就落。那
时遍地樱花花瓣雨，不亚于枝头繁华时
的美丽。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这条百米
长的樱花道，将车行道、人行道挤得水泄
不通。其实，此时全城的樱花都开了，赏
樱的地方绝非仅有鸡鸣寺这里，但是，人
们就是要拥堵在这条古老的路上。甚至
有专门的网站定时播报鸡鸣寺的樱花。
例如这一年，他们这样播报：“2021 年 3
月19日，鸡鸣寺路上的白色大岛樱开始
飘落，粉色的染井吉野樱花却开得正
盛”，“据 3 月 27 日消息，一场风雨后，鸡
鸣寺路上的樱花凋谢过半，晚樱开始绽

放，樱花季已近尾声”。晚樱又叫八重
樱，是大团重瓣的深粉色，开在淡粉的樱
花后，花枝累累坠坠，走过树下，要低头
拨开一树花枝，特别美妙。在这里赏樱
之后，人们会再去鸡鸣寺这座古寺里烧
香祈祷一下，出来往北，可以从解放门进
入玄武湖，继续春游。这条赏春的线路
太美妙了，满足了各个年龄层次的人们
春游的心愿。

此时，雪白的梨花也一树一树地盛
开了，梨花与叶子几乎同时出现，而樱花
是先开花、后出叶的。浦口过江通道一
出来，宽阔道路的两边间插种植梨树与
紫荆。3 月底参加浦口女子马拉松，沿
途都是雪白梨花与艳丽紫荆花相伴。梨
花盛放的时候，也正是莫愁湖海棠怒放
的时光，莫愁湖因此也迎来人潮汹涌。
西府海棠和垂丝海棠是最多的品种，一
树一树地低着头，是西洋红胭脂粉色，娇
嫩嫩的。苏轼写“一树梨花压海棠”，真
的是梨树比海棠高大得多。两种树并排
在一起，就像是梨花在俯视海棠呢。只
理解字面意思，也是活泼泼的白描。

小桃园的桃花也开得热烈，曲曲折
折地沿着护城河一路南下。我常在小桃
园夜跑，跑步的时候赏花觉得有点浪
费。花儿这么美，就该穿着裙子，带着纱
巾，化好妆，与花争奇斗艳。

绣球公园真的种满了绣球花，暮春4
月已开始蠢蠢欲动。有段时间，每天下班
我都多走一站路，专门穿过绣球公园去看
绣球花。树上的大朵白绣球、脚边边的大
朵粉紫绣球已悄悄开了。5月将迎来它们
的盛放期，那也预示着，初夏到来。

4 月 颐 和 路 的 蔷 薇 也 开 了 ，去 看
花，顺便浏览一下近代建筑群，在书店
坐一坐；古林公园的牡丹花在 4 月正是
盛花期，1992 年起，这里就是中国第三
大牡丹花基地，国色天香值得打扮隆重
去赴一场花之约。沿着古城墙和内
秦淮河步行道行走，可以看见水
边高大漂亮开着妖娆粉色花的
泡桐，粉紫色的小喇叭攀着
高大树枝，成串成串指向天
空，词穷到只能用“美树”
来形容。

春天到处都是花花草
草。虽然夏天也会有很
多 花 ，但 春 天 的 花 不 一
样。春天的花，开得特别
用力，特别认真。都说一
年之计在于春，春花们身体
力行着，要开好这个头。

花花世界
□ 周水欣

关于工作

对于一颗孤独的灵魂，工作是最
好的容器。但对于工作来说，一颗热
烈有激情的心才是最好的武器。

我们热爱工作的时候，工作厚报
我们快乐和成就；我们怠慢工作的时
候，工作给予我们烦恼和平庸。

关于才华

诗人说：“若不是生活所迫，谁
愿意满身才华。”真是带着疼痛感的
文字。

想得更深一些，似乎还能这么
说：“若不是满身才华，又怎会落拓
江湖。”

关于孤独

人们只会为自己配得上、买得
起的东西买单，所以，如果贵重，注
定孤独。

孤独并不可耻。但孤独的境遇
不是人人都能甘之如饴。

关于亲情

对于亲人的情感，需要落实到温
言细语和真金白银上，这才是有力量
的情感。

可叹的是，我们对身边的亲人往
往口不择言、大吼大叫，而在他们最
需要资助的时候又囊中羞涩，心有余
而力不足。

关于婚姻

智者说：“夫妻间能够真正恩爱
长久的婚姻，必须得是双方都很聪明
又很用心的人。”

但遗憾的是，世间真正聪明的人
并不多，肯用心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的人就更少了。

关于爱情

很多人会说：“唉，都一把
年纪了，还讲什么爱情，平平静
静过日子最重要。”

多巴胺上头的时候产生的
迷恋的确不能算爱情的全部，而

在爱的关系中指望对方填补自己
生命中的空白和缺失更是注定要落

空的。
爱是赏惜、爱是心疼、爱是陪伴、

爱是成全⋯⋯爱情是：茫茫人海中，
我们遇见了，我想为你变得更好，你
想尽如我愿，我们不想丢开彼此的
手、也有诚意和能力为此放弃一些既
有、创造一些未有。

没有人独立到不需要任何支撑，
也没有人因为年纪增长就强大到不
需要情感慰藉。爱情应该是一辈子
的事。

令人唏嘘的是，也许我们终其一
生，都无法体验到爱情。这就是爱情
的奢侈性。它从来稀有，过于昂贵，
我们所能付出的，尚不够换取它。于
是我们说：“都一把年纪了，还谈什么
爱情。”这感慨其实是源于对人生的
乏力吧。

关于衰老

衰老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但
人们惧怕衰老。人在年轻美貌和身
强力壮时更容易得到爱慕、关注、重
用。我们抗拒衰老更多是抗拒自己
变得无用，害怕失去所爱。但最终我
们连生命都会失去，有用和所爱并不
能保全生命，为什么还要怕老呢？人
过中年，要告诉自己：世人当然喜欢
好看的皮囊，但有趣的灵魂和仁慈善
良却可以流传。

所以，保持天真、童趣、爱心，比
养颜和养生重要。

关于表达

刚出生的婴儿使劲地哭，家里
的喵星人和汪星人上窜下跳，都是
在表达。

我 们 想 要 存 在 ，于 是 我 们 表
达 。 有 的 人 用 语 言、有 的 人 用 行
动。不管怎样，这种时候我们对世
界是有期待的。

而当我们沉默、或者不再行动，
我们就开始不再执着于存在、对世界
也开始淡漠。

一个很喜欢表达的人慢慢变得
沉默了，就像一朵盛开的花悄悄地凋
零了。这是一件让人特别心疼的事。

请原谅我，总在表达。
而我原谅自己，渐渐沉默。

一些思想
□ 刘 青

在多年的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
地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书信，慢慢地将
其收集起来，积少成多，集腋成裘，也
似乎发现了其中的某些奥秘。

有位编辑因久无住房，气冲冲地
给自己的领导写了封“回字信”：“上
回会你，你回下回。下回会你，你回
下回回我，回回会你，你回回回。你
若回了我，省得我回回会你，你回回
回”。一个回字，有不堪回首的过去，
也有峰回路转的期盼，字里行间，怒
而欲争，潜滋暗长，无可奈何，也许是
被领导回了十八次，他就一口气用了
十八个“回”字，千回百转，令人大开
眼界。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信都是写
给 别 人 的 ，但 也 有 专 门 写 给 自 己
的，虽很奇葩，但设身处地，也不无
道理。欧立希是德国著名的细菌
学家、免疫学家、近代化学疗法奠
基人之一，因为全身心地投入到自
己的研究之中，对于许多重要的家
事都记不住，家人对他很有意见，
他也觉得对不住家人，于是想了一
个提醒自己的好办法，即在家中大
事 的 前 几 天 ，自 己 给 自 己 写 一 封
信。例如，在父亲生日来到前，他
这样写道：“亲爱的欧立希：7 月 8
日是父亲的生日，可别忘了给他送
去一个大蛋糕，庆祝寿辰！日夜工
作的欧立希，7 月 4 日。”一两天后，
他收到了这封自己寄给自己的信，
就赶紧上街去买个大蛋糕，送到父
亲那里，说了一些表示祝寿的话，
又匆匆忙忙地赶回实验室。1908
年，他与俄国生物学家、免疫学创
始人之一梅契尼科夫共同获得了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奥多尔·
冯达诺在柏林当编辑时，收到来自愣
头青的几首拙劣诗，并附来了一封
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我对标点
向来是不在乎的，请您用时自己填
吧。”冯达诺很快把诗稿退了回去，也
附上一封信。信中说：“我对诗向来
是不在乎的，下次请您只寄些标点
来，诗由我自己来填好了。”你诗我
标，不如我诗你点，这虽属笑话一则，
但在生活中还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

情，就有人居然把标点当信件直接寄
了出去。雨果在把《悲惨世界》文稿
交给出版商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回
复，心中焦急，就给出版商写了封信，
信笺上什么字都没写，只画了一个

“?”号；而那位出版商收到这封奇特
的信后，也心领神会，赶忙给他回了
一封信，信笺上也什么字都没有，只
是画了一个“!”号。两封信，两个标
点符号，他们完全表达了自己所想表
达的意思，双方也因此都明白了对方
的意思。

书信对于文人来说，是那种“笼
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心灵
解放状态。现代作家刘半农曾用戏
文写信，“（生）咳，方六爷呀，方六爷

（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
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
那本，瑞典国，小曲滩黄，只恨我，我
有它，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
过端详。（白）如今你提到它，（唱）不
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
农呀，将它去，莫辜负它。拜一拜，手
儿啊，你就借去了罢。（下）”如此劝
学，读来不觉尴尬，情趣盎然。而老
舍先生则似乎比他走得更远，赵景深
先生曾以“老赵被围，速发救兵”的短
简约他撰稿，老舍先生很快写成了

《马裤先生》，并致复函曰“景深兄：元
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
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
罗！马来！‘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
马?’‘两千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
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
明日月，杀气满山头”。这哪里是什
么信，分明是戏剧片断。

自古以来，书信就是爱情神通
广大的催化剂。沈从文顽固地爱
着 张 兆 和 ，张 兆 和 却 顽 固 地 不 爱
他，他只能通过一封封情书累积，
他不停地写，不仅写出了爱恋，写
出了灵魂，更写出了境界，其中最
有名的情话是：“我行过许多地方
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
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
好年龄的人。”对于沈从文的情书，
张兆和从不愿看到愿意看，从喜欢
看到盼望看，一路过来，已经是“千
树万树梨花开”。

奇书怪信
□ 张永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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