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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文井同志是我的第一任领导人。我1956

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那时刊物的

主编就是严文井同志。他的主要职务是中国作

家协会的秘书长，主编为兼任，具体的编务由副

主编秦兆阳担当。而办刊宗旨，则由严文井同志

遵照中央当时倡导的“双百”方针贯彻执行。那

时刊物面貌，也反映着严文井同志的文学理念。

严文井同志任主编期间，《人民文学》上新

人辈出，佳作连篇，发表了王蒙的《组织部来了

个年轻人》、孙犁的《铁木前传》等一系列小说精

品，使文学事业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那一年多的时间，可以说是新中国文学的第一

个黄金阶段。严文井同志为此所起的作用、所作

的贡献，是值得赞誉、铭记史册的。

我第一次见严文井同志，他的风采出乎我

意料。原以为，作为文学界的大领导，难免会有

一些官员的气息。而他没有一点点领导者的架

子，温文儒雅，和蔼可亲，全然是我阅读他作品

时所想象的儿童文学作家模样，淳朴又老到，机

智而幽默。实际上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个泰斗

级大作家，儿童文学界中里程碑式的名人。

早在大学读书时，严文井同志的童话《丁丁

的一次奇怪旅行》，就给了我深刻印象。作品写

小姑娘丁丁胆小怕事，经历一次奇怪而艰难的

旅行后，获得了勇气。这不仅是我学习创作的课

本，也使我受到了人生的启迪。参加工作不久，

我从他的童话名篇《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

又得到了从事业务和对待生活的感悟。

小学生唐小西因贪玩而总把功课推到“下

一次”，灰老鼠乘机把他引入永远到不了“下一

次”的“下一次开船港”。在这没有时间、一切静止的地方，唐小

西终于认识到“时间”的意义。他逃出“下一次开船港”，乘“这

次”就开的帆船，回到了妈妈身边。这个故事生动巧妙，被誉为

童话园地里一朵“绽放的鲜花”。

其实，在文学创作上，严文井同志是一位多面手，

他的散文卓然出众，也大多具有经典价值。其代表作

《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纪念他去世的爱人，他们在

各自投奔延安的路上相遇，在革命的圣地相亲相爱，直

至她生命的尽头。作品非常感人，有读者慨叹：“奇怪，

一个老头，怎么能写出那么唯美、感性的文字？”

我曾为此篇写读后感：“那一个夜晚无比珍贵，

冥冥中你敞开了心扉。深沉的怀念如浓酽的酒，而你

面对的是一盏空杯。这悄悄的祭奠，惟有至亲至爱的

人，惟有至亲至爱又永远不再的人，才能享受，才能

领会。一个人一生，能喝到这样一杯用心血酿成的

酒，该无悔了。一个人用这样的酒祭奠至亲至爱，该

无愧了。”

严文井同志编织的花环，无不蕴含浓郁的哲理

诗意，被誉为“献给儿童的特殊诗体”。有评论家比喻

他是“一口井”，喷涌出的是“柔和的美感”，“好像是底

色，铺陈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确实如此，以致“文革”

中写检讨，他竟这样开头：“春天，我看见一个穿红衣的

少女从林荫道上走过来，感受到一种诗意和美……”

记得阎纲同志回忆“干校”文章，写他被打作“五

一六反革命分子”时的遭遇。“一天深夜，我被批斗后

押回所住的大仓库，行至拐弯处，一只胳膊挡住去

路，一块桃酥递在我的手中。我的泪水一下子涌出

来，老严啊，我尊敬的作家严文井，这是您的手臂！”

阎纲“坐于床头，掂量许久，吃不下去，腹诵诗句，和

血和泪”。

有时一个镜头，映现一颗人心。阎纲所记这一细

节，曾经使我深受感动。这就是老作家严文井，无论

在怎样的环境中，都会用他的手臂传递给人温暖的

抚慰。严文井同志的一生，就是不断给人以温暖、诗意和美的岁

月。他如还在，正值百年。但他何曾离去，他活在亲友和读者的

感念里，活在他那千秋万代永不朽的文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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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地打着回旋”

1974年 7月中，我被借调到国务院文化组

创作办公室评论组，被安排去写所谓“儒法斗争”

的文章。到1974年底，报上登出来的文章共有

20篇。文化组创办想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让

我询问人文社是否有意接受这一任务。为此，我

和文井同志作了一次长谈，他问，我答。

“你对所谓‘评法批儒’怎么看？”

“照我的理解，‘评法批儒’是政治上‘批孔’

的延续，由政治延展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

“创办文章，是政治的，还是学术的？”

“这组文章侧重于文艺史，是政治化的学术

研究。”

“文章内容，你认为有问题吗？”

“怎么说呢？从政治的层面说，和举国上下

都在搞的‘儒法斗争’差不多，是政治运动的一种

方式，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述。但我知道，我们

这些执笔者，都反对搞‘影射史学’，所以文章没

有直接影射现实的情况；从学术层面说，当然存

在把学术政治化的倾向，虽然力求保持‘文艺史’

的学术性，但在这样一场政治运动中，很难避开

政治化。恕我直言，解放以后，政治运动不断，学

术始终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化倾向，或者说都有

不同程度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只是现在严重到几

乎等同于政治。这不是学者所能改变的现状。”

“我同意你的看法，正如你所说，学术状况是

很难改变的，但政治上可要把住关，我们是文学

专业出版社，千万不能搞什么乱七八糟的‘影

射’，败坏我们的形象。”

“这一点请放心，全部稿子最后由我编辑改

定，凡是有影射嫌疑的地方，我会认真地加以处

理。”

“有你来把关，我就放心了。那就拿到我们

社出版吧！”

书稿收录江天文章两篇、洪途文章18篇，书

名就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的题目，叫《研究

文艺史上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经我统稿后付

排，于1976年春出版。这本小书，和当时出版的

许多关于“儒法斗争”的图书一样，都随着那一时

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

1974年底，结束“儒法斗争”之后，接着便成

立了一个录音组，为毛主席录制古典诗词的唱

片。这个工作由江青直接抓。文井同志问选目

是否毛主席“钦点”的，我说不甚了然。江青对诗

词并不熟悉，要不是看到毛主席批点过，她是提

不出来的。后来，有一天，文井同志目光中带点

神秘色彩，笑嘻嘻地对我说：“我有毛主席圈点过

的《词综》。录音选目确实是圈点过的。”我着急

地想看一看都圈了哪些词，他说不行。看到我失

望地瞧他，便亲切地说：“这样吧，把你的《词综》

拿来，我帮你复制。”翌日，我真的把我那本《词

综》交给他，很快就给我复制好了，而且十分认

真，用黑铅笔、红铅笔、蓝铅笔，分别按原样替我

复制，或加一个圈，或加双圈，或加竖杠，或加国

语拼音，还在一片纸上写下说明文字。

我的专业是古典文学，在文化组根本没有对

口的工作，又不想搞行政，迟早总要回人文社。

所以在录音组工作的后期，我就想回归本位，但

文化组似乎无意放我归山。正在这时，毛主席批

示出版《水浒》，是我回社的好由头。于是，1975

年 8月13日上午，我回社求助于文井同志。文

井同志很痛快地答应了：“我支持你回来，你回来

就是了。不要怕，档案在咱们这里，又能怎么

样！”我怕节外生枝，终于说服了于会泳的助理，

他把我送回来交给文井同志，说：“谢谢你们的支

持，现在把林东海还给出版社，希望《水浒》整理

完毕，还借给我们。”文井同志说：“大家互相支持

吧。”于会泳的助理走了，我向文井同志深深地作

了个揖，恳求他：“他会再来要人的，求求您千万

别再答应他呀。”文井同志痛快地答应了。后来

他告诉我：“他们来了好几个电话要借你，都被我

婉言谢绝了。”

1975年9月1日，我正式回人文社上班，参

加标点和校改容与堂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回

社第一天上班，文井同志特地到我办公室来看望

我，他的关怀使我感动不已。9月11日晚上10

点多，创办来电话辗转通知我，说中央办公厅有

命，要我于翌日八点半以前到公安招待所集合，

有重要任务，特别交代带上毛衣和洗漱用品。我

不知底里，只觉得事情严重，去还是不去，在两难

之中。我想到文井同志，看了看表，已是深夜11

点多，情况紧急，也不管他睡没睡，到邻居家拨通

了他的电话，把接到电话的情况向他说明，问向

他打招呼了没有。他说：“没有通知我，不知是什

么事。不过他提到中央办公厅，不会说假话吧，

那你就去看一看。嘴可要把得严一些。”于是，我

如期于翌日八点半到达公安招待所，于会泳的助

理见到我便叫快准备上车，我问：“向我们出版社

请假了吗？”他说：“来不及，以后再说。”我说：“不

行，我已回社，没有请假，我不能走。”他急得直跺

脚：“还有20分钟开车，现在就去找严文井，快！”

于是立即驱车到灯市东口出版局办公楼，把文井

同志从会议室叫出来。于会泳的助理只是说替

我请假，要离开北京，去哪儿，干什么，都没说清

楚。文井同志面有难色，说：“我做不了主呀，没

有和社里其他领导商量过，等商量了再说吧。”于

会泳的助理两手一摊，急得话也说不清楚：“怎么

办，马上就要去上火车了！”文井同志见他急得那

样，让他“稍等”，转身回会议室，很快又出来，告

诉于会泳的助理：“这么急，那就先走吧。回头我

再告诉他们。”我明白，文井同志准是进去和出版

局局长通了气，经局长许可才做出决定的。我和

文井同志会心地笑了笑，点了点头，便算告辞

了。江青先期到大寨，据说要在那里审查录音情

况，所以录音组演唱人员和注释人员跟着去，以

便随时询问。实际上，在大寨期间，只是偶尔讨

论注释工作，大部分时间花在劳动和看电影上，9

月20日撤离大寨。回到北京，到大寨一个多礼

拜的活动情况，我向文井同志作了简要的汇报，

他这才放下心来。

“托起沉重的木船”

1976年10月7日早晨，我和往常一样，上了

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水。我从水房提着两个热

水瓶，正要往楼里走，文井同志从后院西门走进

来，把我叫住，在我耳边悄悄地说：“昨晚都抓起

来啦，你先别说，听消息。”过了一两天，“四人帮”

束手就擒的消息才慢慢传开。我很佩服他获得

信息之快捷。10月中，出版社党委正式向我传

达中央发生的大事，并通知要开全社性揭批“四

人帮”大会。这次大会主要是党委领导和各个部

门作政治表态，特例为我安排了个人发言。从第

一个向我透露消息，到为我安排发言，我十分感

激文井同志在政治上对我的信任和关怀。

1978年 4月，人文社决定与《人民日报》合

写一篇关于“评《水浒》”的文章，文井同志让我参

与执笔。我到人民日报社去同文艺组研究文章

的大纲，《人民日报》文艺组因为曾发表过反面文

章，所以提出文章开头先“还债”，我不同意，说：

“在《水浒》问题上，我们无债可还。”他们说：“你

们出版《水浒》不是用了梁效写的《前言》吗？”北

大清华批判组确实写过《前言》初稿，但当时姚文

元批示，文章不要署名“梁效”，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负责，署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文井同志

说：“既然署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前言》该怎

么改就怎么改。”所以《水浒》的《前言》实际上是

人文社重新写定的。我把情况告诉他们，说：“我

认为我们写定的《前言》没问题，不必‘还债’，‘还

债’的内容你们单独处理。”回社后，我向文井同

志汇报了讨论情况，文井同志高兴地说：“你做得

对，咱们的《前言》没问题。”文井同志对于出版

物的把关，主要是审查序文和前言，尤其严防政

治上出问题，力求平稳。他抓工作，总是提纲挈

领，举重若轻，先把政治关，后把质量关，从不陷

于具体的事务之中。

文井同志一生廉洁奉公，从不以权谋私。他

从挂名社长到实干社长，为人文社出了不少力，

然而他又从人文社得到了什么呢？他原来所住

东总布胡同60号的两间平房，是中国作协的房

子。红庙的楼房，是文化部批下来的。他从领导

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就在红庙那不算宽敞的楼房

里过着清贫的日子。有一天，我到红庙看望他，

在客厅里聊了一会儿，他招手让我到他卧室，指

着墙上挂的一幅字，说：“你给我读一遍。”我不知

道他是什么意思，但还是按他说的从头到尾读了

一遍。这幅字是中央美院朱乃正教授写赠文井

同志的，抄的是陆游的词《好事近》：“岁晚喜东

归，扫尽市朝陈迹。拣得乱山环处，钓一潭澄

碧。卖鱼沽酒醉还醒，心事付横笛。家在万重云

外，有沙鸥相识。”我读完后，他点了点头说：“怎

么样，你体会体会。”这首词是陆游壮志未酬在山

阴老家赋闲时所作，一腔幽怨，却故作旷达语。

也许朱教授写这首词意在给文井同志一点慰藉，

而文井同志读来却别有怀抱。至于他让我读一

遍，似乎是向我表白的一种方式，又似乎是对我

的一种劝慰，或者诸多意思兼而有之。我朝文井

同志会心地笑了笑，一切都在不言中，真是“笑而

不答心自闲”，这是“赋诗言志”的一种方式。从

这里也可以体会到，我们的古典诗词，竟然有此

妙用！

90年代初，文井同志已离休多年，我问他写

些什么，有什么创作规划，他说，老了，写不了大

东西，只想写点回忆往事的小文章。有一天，他

托人为我捎来一份墨宝到办公室，是他为我写的

一张小条幅，作为纪念。我打开一看，上面写了

四句类似儿歌的小诗，曰：

小民弄小技，大帝唱大风。

傻子要活命，只好来雕虫。

条幅前头钤了一枚闲章，曰“难得明白”，还

有一枚生肖印是一只玉兔，后面落款云：“东海兄

一笑 严文井（钤“严文井”章） 一九九一年岁

末。”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文井同志却反其意而

说“难得明白”，看来他并不想糊涂，而是想弄个

明白。聪明过人的文井同志说“傻子要活命，只

好来雕虫”，是很有意思的。这首小诗，是自励，

也是对我的劝勉，于是我把它当作“座右铭”，时

时提醒自己，甘当“傻子”，安心搞文学研究，玩那

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多年的实践，使我愈发明

白文井同志真是个明白人。

“飞向纯洁的蓝空”

文井同志从40年代初到50年代末，写了不

少童话和寓言，后来也写起散文，是颇有影响的

一位作家。70年代末，他选编了一本童话散文，

就用1955年写的童话《小溪流的歌》的篇名作书

名，1979年春在人文社出版。3月20日，他打电

话让我到他办公室，领取签名赠书。我向他表示

祝贺，他说实在惭愧，写得太少了，真对不起广大

少年儿童，但因忙于行政，也没办法。同年7月，

他接到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的信，请他为该馆题

词。他又把我叫去，说：“为李白题词，什么话都

不好说，很难妥贴；我想了个主意，就是用李白的

诗句写李白，你看怎么样？”我说：“好啊，这个主

意很好。”他说：“我对李诗不熟，也不擅长诗歌，

所以想麻烦你帮我用李白的诗句集成一首纪念

李白的诗歌。”我说：“从王安石取杜诗作集句诗，

不少人效法，集句也就成了一种常用的形式。我

可以试试看。”于是我便代他找了一些李白诗句，

编成这么一首诗：

明月出海底，太白出东方。

北斗酌美酒，醉后发清狂。

高歌振林木，风卷绕飞梁。

心随长风去，天外恣飘扬。

我把这首集句诗的草稿拿给他时，还附了一

些可供选择的诗句，让他自己再修改或补充。他

把首联换成“凤飞九千仞，太白何苍苍”，叫我到

他办公室一块推敲。我看他改得很好，说不必再

动了，就这么定下来。

1981年5月，我被借调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

写《诗人李白》画传，为了获取相关图片，我和摄

影师一起到长江流域考察李白游踪，直至年底才

回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小书《诗法举

隅》，样书已到北京。翌年年头，我寄一册赠文井

同志，他收到书后，寄来这么一封信：

东海同志：
《诗法举隅》收到，谢谢！

看目录，就知道这是一本很有分量并引人兴

趣的书。

我曾多次想请你来家谈谈，但因你常常外

出，无法如愿。此次返京，如有功夫，晚上来家谈

谈，还是非常欢迎的。

请原谅我的官僚主义，我不知道你的宿舍地

点，此信只好寄到我社传达室转，不知能否顺利

地到达你手中。

新年好

文井
元月六日

接到信不久的一个晚上，我便到他家拜访，

并汇报了在长江各地考察的一些情况。话题转

到我那本小册子《诗法举隅》，我说这是我大学本

科毕业论文改写的，改得比较仓促，所以很难说

得透彻。他说读者反映还不错，并表示他也比较

赞赏。文井同志说“多次”想找我谈谈，我感激他

对我的器重，但又害怕他对我的器重，所以在交

谈中，我常常“顾左右而言他”。文井同志是很有

创作才能的儿童文学作家，然而由于长期担任行

政工作，极大地影响他的创作成就。待到他从行

政岗位上退下来，已经老了，写不动啦，我时常为

他感到惋惜。古人所说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真

是鞭辟入里。

上世纪90年代初，文井同志对近代文学颇

感兴趣，记得有一次到红庙他家拜访，他问我在

搞什么，我说还是研究古典文学，他说：“搞那些

老古董，不能说毫无意义，但我看你还是去研究

近代文学，可能更有意义。要关心现实，不要只

钻故纸堆。”我笑了笑，心想他到底是老革命啊，

我对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是很尊敬的。他打电

话要借龚自珍集子，我帮他弄到一个选本，以为

读读选本也就够了，他却不满足，还让宋红君为

他借了《龚自珍全集》。从近代思想家的先锋，到

洋务派的洋务运动，他都下了不少功夫，似乎还

在发扬五四精神，追求民主科学，探索救国之

道。在他的鞭策下，后来我和宋红一起编著了

《南社诗选》。

2005年7月20日，文井同志安详地离开人

世，带着未了的夙愿走了。然而他所创作的儿童

文学将永远滋润一代又一代的幼小心灵；他对于

出版事业所作的贡献，也必将铭记在千千万万读

者的心里。他的事业是不朽的，可以安息了。到

八宝山告别时，我为他献上一副挽联，曰：

小溪歌唱，滋润玉苗，童心开发催花放；

大业思成，更新文学，书海导航破浪飞。

小溪流的歌
——记严文井同志 □林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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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文井先生已离开我们10年了，他的儿童文学作品，

特别是童话，仍被一代代孩子所喜欢，而且在读者的阅读

中，不断地在发现着他的作品的新的意义。他的童话依旧

闪烁着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他的许多文字是这么柔和地

与我们的心交融渗透在一起，成为我们的精神营养，这就是

他儿童文学作品中的诗意、哲思和游戏精神。

从严文井先生全部的作品来看，从他在理想追求和艺

术审美的层面上看，他是更接近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

因此当他为孩子写作时，这一艺术个性因为读者对象的不

同，就更加丰富多彩。他日后创作的那些美丽的、富于诗

意的童话，和他早期的散文一脉相承，都是用感情哺育出

来的。他曾说过：“没有孩子，没有孩子的眼睛和心灵，

没有美丽的幻想，没有浪漫的精神……则一定不会有童

话。”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严文井，由于与儿童在心灵上

的契合相通，就增加了更多的儿童情趣、情调，以及所营造

的诗画氛围与旋律感。他的《小溪流的歌》就是一首诗。他

曾经说过：“童话虽然很多都是用散文写作的，而我却想把

它算作一种诗体，一种献给儿童的特殊的诗体。”“没有诗的

形式的诗篇。”

严文井的童话还有深刻的哲学意味。我记得他在

1936年写过一篇散文《世界一点也不稀奇》，他写一个成年

人面对一个怯懦的孩子“我”说：“你同一个人一起走，你就

有了一个伴，你同许多人一起走，你就会感到热闹；只要你

敢走，怎么样都好。”“于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后来他创作

了一系列的童话《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唐小西在下一次

开船港》都激励孩子勇敢，敢于在大胆实践中克服缺点，健

康成长。他曾经说过：“我的基调是从人生观、世界观上考

虑得更多一些。这也是我的一点肤浅的哲学思考”。但是，

他的童话绝无耳提面命的训诫。

一个作家，不仅要“了解自己”，还要“顺应自己”，顺应

自己的艺术个性。严文井从40年代初开始创作童话，直到

老年，他永葆童心，心中充满着青春的绮思丽情，他把对美

的追求和对爱的期盼，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他有孩子般

的“心灵的自由”。即使最盛行政治童话的年代，他的童话

也突显了审美、幽默、智慧相融合的艺术特色。特别值得提

出的是他的童话具有的“超前的游戏精神”。我国的童话创

作，直到80年代初，才明确地提出“游戏精神”，一时涌现了

一批新人新作。这是儿童文学的发展和进步。但是，今天

我们在表现游戏精神的时候，表面上虽然热闹非凡，但从内

涵、情趣、语言上，都还有些肤浅、粗糙。严文井童话中的游

戏精神是超前的，其艺术价值就在于为我们当下的童话创

作提供了值得借鉴和探索的范本。

因此，在我们纪念严文井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

谈他的儿童文学创作。同时，当我们谈中国当下的儿童文

学时，又不能不谈严文井童话中的诗意、哲思和游戏精神，

这就是我们怀念严文井的意义。

诗意，哲思和游戏精神
——怀念严文井先生 □金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