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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上海參與抗戰勝利後復刊的《文匯

報》，五月擔任總主筆。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文匯報》被

國民政府勒令停刊。這段日記主要記述了作者和嚴寶禮等人一起謀

劃《文匯報》改版、籌資以及和社會各界交往等事件及經過。作者

在回憶錄中稱這段時間是《文匯報》和他本人的“黃金時代”。曾

虛白所著《中國新聞史》中這樣描述這段時間的《文匯報》：“該報

一向左傾，屬附庸黨派，大陸淪陷後，立刻投靠中共……”

這段日記寫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文匯日記》上，扉頁上寫：“1947

年 1 月 徐鑄成 上海愚園路 749 弄 15 號”。該地址為當時作者住址。

—編者注

今年我四十歲，再過二十天，照陰曆算，要算四十一歲了！

四十歲月蹉跎易過，而事業迄無根蒂，思之汗顏。

今年這一年，我希望在學問和修養上都能有長足的進步。目

前我是在領導一個事業的創造，《文匯報》，無疑在今日的中國

是一個很大的試驗，她是唯一的民間報，過去一年來，曾遭受很

大的困難，但在國內外，特別在文化階層已起了很大的作用，在

我，當然可引以自慰，但迄今為止，她還沒有堅強鞏固，我的責

任很大。去年一年中，國家由抗戰勝利，而展開爭民主的鬥爭，

內戰打了一年，民生已瀕絕境。我在這一年中，由彷徨而趨於凝

定。退出《大公報》，主持《文匯報》，這在我的生命史上，是一

個極大的轉變。在個人說，這事業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就國家

說，需要這個民間報堅韌努力，守住崗位，發揮其威力。這一點

是絕不容猶豫，而必須不顧一切以赴的。

過去一年中，我深自反省，覺得在寫作上只有退步，原因是

事務太忙，同時惰性太大，而看書也沒有恆性，吸收的新知識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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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滄桑之感。然細細想來，自入社會以來，進步最速者，厥為在

香港之時期，此與日記甚有關係。從今以後，我將永勿間斷，希

望民國三十六年為我新生命之開始，亦為我今後數十年日記之開

始，希望從此我的生活能步入正軌。

世亂如麻，不知內戰在今年能否停止，建國能否開始，但願

國家能化險為夷，個人德業亦有循序之進展。

古人說四十而不惑，西諺謂，四十歲是人生事業的開始。

勉哉！勉哉！

一九四七年元旦深晚記

三十六年一月一日 星期三 晴  47˚F 

昨天因為出特刊加張，回家已五時。

今日十二時起身，百瑞 1夫婦及誠姪 2已來了。

今明兩天，報館休息，這是抗戰以來，十年中僅有的休息，

所以特別覺得難能可貴。

飯後與寶兄 3同至報館，旋赴虹口訪友未遇，五時返家。晚嚴

兄 4請客，到執中 5兄等。

今天有幾件大事可記。

（1）政府正式頒佈憲法，像煞有介事，此憲法將在歷史上發

1	 朱百瑞，又名朱景遠，作者夫人朱嘉稑之胞弟，作者的中學同學。

2	 朱允誠，作者內姪，朱百瑞之子。

3	 寶兄，即嚴寶禮。嚴寶禮（1900－1960），字問聃，號保厘，江蘇吳江人。上海《文江報》
主要創辦人。時任《文匯報》經理。1949 年後，擔任上海《文匯報》副社長兼總經理、管理
部主任等職。

4	 嚴兄，即嚴寶禮。

5	 執中兄，即顧執中。顧執中（1898－1995），號效湯，江蘇南匯人。時任上海民治新聞專科
學校校長。

少。另一方面，對於個人的修養，也毫無進步。負了這麼大的責

任，實在有些自慚。今日在青年群中，我也許有點虛名，而實際

想來，自己實在太空了，應該深自警惕，加緊充實，以免自誤誤

人。今天為一年之始，我應下定決心，痛改過去的生活習慣。

消極方面：

（1）從此不看無益的書；

（2）不作無益的消遣；

（3）對什麼事勿存惰性；

（4）謹慎說話，少指摘別人的過失；

（5）少作〈做〉無謂的酬應。

積極方面：

（1）每天看報要詳細，尤其注意國際的新聞發展；

（2）每天至少要看一點重要有分量的書；

（3）每天一定要寫作一篇或長或短的東西；

（4）處理信件，每天清了，應該自己回的立即回，不需自己

處理的交人辦。政之先生 1說我性情懶散，沒有事務腦筋，實在是

深知我的，我應該努力克服此短處，以求事業之成功；

（5）對於工作，應多花氣力。今後這一年，是國家的大關

頭，也是《文匯報》的大關頭，對我一生事業的成敗，更是嚴重

的關鍵，一分精神一分事業。這一年內，尤其要打起精神努力來

做，不許有絲毫偷懶的心理。

我太無恆心，自入學讀書以來，屢次發願記日記，而每每維

持不長，只有在香港二年餘中，未常間斷，太平洋大戰既起，倉

皇脫難，日記拋失。最近始由王文耀 2兄帶出一冊，翻閱一遍，不

1	 政之先生，即胡政之。胡政之（1889－1949），名霖，字政之，筆名冷觀。四川成都人。報
業家、新聞評論家和社會活動家。曾創辦國聞通信社和《國聞周報》。1926 年 9 月與吳鼎
昌、張季鸞接辦《大公報》。後長期擔任《大公報》總經理。作者 1927 年進入《大公報》工
作後，深受胡政之的影響。

2	 王文耀，江蘇蘇州人，曾任香港《大公報》總務主任，時任上海《大公報》總務科科長。



006 007

始散，季良已醉，文華 1亦七八成矣。

今日休息，僅中央和平等少數官報照常出版，頗令人有閉聰

塞明之慨。

晚，吳國楨市長來電話，謂今日行兇之美人為普通水手而非

美兵，且兇手已捕獲。我本不知有此消息，聆後反覺愕然，此事

正發生在北平女生被強姦案後，中美感情日趨惡劣，如美軍再不

撤退，在國人心目中，將與昔日之日人等量齊觀矣。每遇到這種

事，總想起羅斯福，此公如在，世局當不至如此倒退分崩，中國

的現狀，總也可以好得多。

人名辭典的序仍未做，無論如何，明天出門前總要做好，否

則實在太對不起朋友了。

明天應該快去買幾本書，把日常生活拉上軌道才好。

昨晚看蔣主席的文告，彷彿只是向青年團廣播的。

父親病了，十分憂心，明天要請醫生來診看。

一月三日 星期五 晴  47.5˚F 

今天父親的病已經減退，量溫度，只有三十七度，大約再好

好息養幾天，就可全癒了。

下午寫成人名辭典序言，了一心願。

車子六時頃始來，至萬福坊 2，在起〈啓〉辛 3 處吃飯，遇挺

1	 文華，即劉文華。劉文華，1946 年進入《文匯報》，時任《文匯報》記者，1951 年任上海
《文匯報》經理部副經理（實際主持工作），1987 年至 1989 年曾參與《世界經濟導報》。

2	 萬福坊，位於今上海復興中路 523 號。

3	 啓辛，即周啓辛。周啓辛，作者表弟。

生什麼作用，時間會給答覆。

（2）上海學生遊行，為抗議美軍暴行（強姦北大女生沈某），

北平學生昨日遊行，其他各地亦在奮起抗議中。此舉對美國今後

在華之地位當然要發生影響。

今天沒有看什麼書，報亦看得不仔細，儲禕 1 兄的人名辭典 2

叫我做序言，已擱了半個月了，實在太對不起人，明天正午前

後，一定要做好交這個差。

一月二日 星期四 晴  46˚F 

今天整天沒有出門，正午請編輯部同人來家便飯，到重野 3、

季良4、火子5、秋江6、里平7等十餘人，打乒乓球，打橋牌，至十時

1	 儲禕（1904－1988），江蘇宜興人，作者在無錫第三師範的同學，上海東方書店創辦人，曾
編著大量教育類、歷史類普及讀物和辭書。1956 年任上海新知識出版社編輯。1957 年被劃
為右派。

2	 人名辭典，即《當代中國名人辭典》，1947 年 12 月上海東方書店出版，任嘉堯編，作者
作序。

3	 重野，即楊重野。楊重野（1916－2006），本名楊葵。曾任中國遠征軍隨軍記者。1945 年
至 1947 年任《文匯報》駐東北記者，曾全程報道東北戰況。1956 年任《文匯報》駐北京記
者，1957 年被劃為右派並被判刑十五年。

4	 季良，即馬季良。馬季良（1914－1988），原名馬繼宗、馬驥良，筆名唐納、羅平、蔣旅、
安尼等。1946 年任上海《文匯報》編輯部主任、副總編輯。1948 年任香港《文匯報》總編
輯。後定居法國。

5	 火子，即劉火子。劉火子（1911－1990）曾用名劉佩生、劉寧。生於香港，原籍廣東台山。
1946 年 3月任上海《文匯報》要聞版編輯。後任香港《文匯報》編輯主任、總編輯，上海《文
匯報》副總編輯等。

6	 秋江，即孟秋江。孟秋江（1910－1967），原名孟可權，江蘇武進人。1937 年至 1938 年任
《大公報》記者，1946 年至 1947 年任《文匯報》採訪部主任。1948 年任香港《文匯報》採
訪部主任，1949 年後任天津《進步日報》經理、《大公報》副社長兼黨委書記、中共天津市
委統戰部副部長。1962 年任香港《文匯報》社社長。1967 年自殺。

7	 里平，即徐里平。徐里平，浙江寧波人，抗戰時期曾任《民族日報》、《蕭山日報》編輯，時
任《文匯報》記者，1956 年任上海《文匯報》社務委員會委員，後任資料部主任。1966 年
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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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時許，偕芳姊 1乘車赴虹口見文耀 2兄，參加湯餅宴，遇大

公諸友，谷冰 3兄亦在，無論如何敷衍，總覺隔膜多了。

因明天要早起，十二時半即歸。

正午，福、復兩兒 4打兵艦游戲，一旁觀看，很有意思，大可

訓練腦筋也。

一月五日 星期日 陰  48˚F 

昨天起得比平時早，本想到萬福坊同瑞弟 5去任 6 家訪聘，因

為今天德寶 7娶媳婦。車子不便，只好中止了。

晚上和平心 8兄談了許多話，覺得很有意思，可以供我對國事

對事業的參考。

（1）他希望《文匯報》成為真正讀者的報紙，對於同人，應

該設法多予進修的機會，濃厚學術的空氣；同時應該嚴密組織，

分層負責；

（2）注意技巧，力量有時要分散，不宜太暴露，《生活》的遭

受摧殘，就是一個前車之鑒；

1	 芳姊，即朱嘉稑。朱嘉稑（1905－1993），又名朱秀芳，作者夫人。

2	 文耀，即王文耀。

3	 谷冰，即曹谷冰。曹谷冰（1895－1977），上海川沙人。時任《大公報》常務董事、副總經
理。1948 年 5月任代總經理。

4	 福、復兩兒，即作者之次子徐福侖、三子徐復侖。

5	 瑞弟，即朱百瑞。

6	 任，即任有七。任有七，作者表兄，中學同學。

7	 德寶，即張德寶。張德寶，《文匯報》社司機。

8	 平心，即李平心。李平心（1907－1966），原名循鉞，又名聖悅，筆名李鼎聲、邵翰齊等。
江西南昌人。歷史學家。1946 年至 1947 年和 1949 年至 1952 年間，出任《文匯報》特約
主筆，1952 年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後任民進中央理事、上海史學會副會長等職。
1966 年自殺。

福 1大叔。後又見起〈啓〉苞 2。

今晚恢復工作，寫編者的話，三時半歸寓。

光銳 3講一四川笑話，說四川人晉京，返後有人問他，看見皇

帝沒有，他說看見的。怎麼樣呢？說皇帝挑了一根金扁擔，兩面

的籮裏，多裝著回鍋肉，走一步吃一塊。

上海的學生反美運動仍烈，決定促罷市罷工，市府竟說有共

黨密令在鼓動。什麼事都推在中共身上，未免太笨了。

今天是張學良“嚴加管束”十周年，東北人士要求恢復張氏

自由。

昨晚起開始看中國憲政史 4，希望這本書在半個月內看完，有

暇當赴書店選一較有趣味之書以引起讀者的興趣。

寫日記時，天陰黑，或者明天要下雪了。

四時半記。

一月四日 星期六 陰雨  51˚F 

今天天氣轉暖，而晚上出去，穿皮袍，熱得不堪。

下午四時，赴彭學沛 5酒會。在華懋飯店舉行。

1	 挺福，即周挺福。周啓辛、周啓苞之父。

2	 啓苞，即周啓苞。周啓苞，1938 年至 1939 年任《文匯報》編輯，作者表弟。

3	 光銳，即程光銳。程光銳（1918－2008），筆名程邊、徐流。江蘇睢寧人。1946 年至 1947
年任上海《文匯報》國際版編輯。1949 年後任《人民日報》駐莫斯科記者等，著有《新聞工
作與文學修養》和詩集《不朽的琴弦》等。

4	 中國憲政史，指李平心著《中國民主憲政運動史》，上海進化書局 1941 年版。

5	 彭學沛（1896－1948），江西安福人。曾任北京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央日報》主筆。1946
年 5月至 1947 年 8月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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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七日 星期二 雨  44˚F 

起身已一時許，飯後車子來，芳姊先去取大衣。

四時前抵報館，擬將報設計為兩張，並擬設法裁員，使將來

用人少而可敷每人之生活，惟此舉困難仍多，是否能辦到，亦是

問題也。

晚與寶兄及童致楨 1、致旋 2昆仲同至九如吃飯，九時赴報館，

發社評及專論後，十時半即歸寓。

蓋今天宦兄 3輪寫“編者的話”也。

近來看書報有進步，而處理信件及寫作習慣尚未養成，應加

緊努力，可見進步之難也。

一月八日 星期三 陰晴  41˚F 

今天天氣轉晴而驟冷。

三時赴萬福坊。母親芳姊同往，旋偕阿嫂 4同出，在霞飛路購

置大衣。

馬歇爾今日返國，杜魯門發表，貝爾納斯 5辭職照准，由馬歇

1	 童致楨，又名童濟士，江蘇宜興人，江蘇省農民銀行總經理，有大量經濟學、金融學著作
和譯著。1946 年至 1947 年間為上海《文匯報》撰稿，1949 年任上海《文匯報》副經理，
1951 年因特務案被捕。

2	 致旋，即童致旋。童致旋，字履吉。江蘇宜興人。曾任江蘇省圖書館館長、江蘇省教育廳督
學室主任、蘇州中學滬校校長。1946 年至 1947 年為上海《文匯報》撰稿。1949 年至 1952
年在上海《文匯報》副刊工作。

3	 即宦鄉（1909－1989），字鑫毅，筆名范慧、范承祥。貴州遵義人。1946 年至 1947 年任上
海《文匯報》副總主筆，負責撰寫評論。1948 年 7月參與香港《文匯報》籌備工作。

4	 即朱百瑞夫人儲楠。宜興地方習慣，弟妹亦有稱嫂。

5	 貝爾納斯，現譯伯恩斯。詹姆斯 ·伯恩斯（James	Byrnes），1945 年 7 月至 1947 年 1 月任
美國國務卿。

（3）他也認為大局不可能急速好轉，但我們不能不為和平而

繼續努力，不能對共黨的軍事力量估計太高，因為美國將堅持其

一貫政策；

（4）爭民主與爭和平為不可分；

（5）共黨人才亦缺少，且器度亦不夠，缺少自我批判之精神；

（6）有些人感於對時事悲觀，走得太前了；

（7）學生運動缺少組織，溫度亦不勻整。

下午陳霞飛 1曾來寓談工作問題，對孟秋江之領導極不滿意。

一月六日 星期一 雨  46˚F 

今天正午未出門，候李 2、吳 3 兩君來，商加股事。

近日閱書閱報漸認真，但對於信件，尚無頭緒，頗多延擱，

尤其對於熱情的讀者，應該想法多聯絡，即收即覆。

前讀鄒韜奮回憶，他說生活書店的成功，在於服務精神，對

雖在百忙中，對讀者來信必詳細批覆，此種習慣，極應效法。

昨天中航機滬平客機又因氣候關係在青島失事，乘客三十四人全

部殉難，內有《大公報》同事張如彥4君，及名伶“小梅蘭芳”李世芳。

交通部令各綫航機暫停一周。

1	 陳霞飛（1921—2003），女，原名白雲，四川成都人。1946 年 3月任上海《文匯報》記者，
負責婦女界和文化界方面的採訪。

2	 李，即李寶清。李寶清，號澄宇。龍雲夫人李培蓮之姪，抗戰期間曾任龍雲秘書。時任雲南
興文銀行董事，上海大孚貿易公司董事長。此時李寶清代表龍雲來談入資《文匯報》之事。
1月 11 日乘飛機去香港途中遇難。

3	 吳，即吳信達。吳信達，雲南澄江人，曾任嶺南大學教授，民革主要成員。受李濟深委派，
參與龍雲入資《文匯報》的談判。

4	 張如彥（1919－1947），河北定縣人。1945 年任重慶《大公報》駐成都辦事處記者，1946
年任重慶《大公報》任外勤記者兼翻譯。1946 年 10 月，到上海《大公報》負責編輯國際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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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政策將更右傾矣。

又傳政府將派張群、王世傑赴延安，促恢復和談，或者還是

試探的空氣。

閱香港的日記。

一月十日 星期五 陰

上午十一時半出門，先在信勝號買些年貨，後與寶兄同至北

四川路凱福飯店，與郭春濤 1共餐，席間郭對中國當前問題有獨特

的看法。他認為今日的社會，是兩頭小中間大，而黨派卻是兩頭

大中間小的，這因為國共都擁有武力。兩種武力到相等的時候就

對銷，那時才是中間力量膨脹的時候。目前軍事力量尚未平衡，

故和談不能發現新基礎，或者三月、半年後，軍事打得稍有眉

目，那時第三方面可堅強起來，創導真正的民主和平。

孫科提議再開黨派圓桌會議。

一月十一日 星期六 陰雨

這兩天天氣悶熱，下午和福兒到報館，旋偕鴻翔 2一同趨車至

1	 郭春濤（1898－1950），湖南炎陵人。1945 年參與發起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任中央常委
兼秘書長。1948 年參與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中央常委。此時在上海致力於反蔣
活動並做策反工作。

2	 鴻翔，即余鴻翔。余鴻翔（1911－1989），江蘇無錫人。1938 年參與創辦《文匯報》，任《文
匯報》副經理。1946 年至 1947 年任《文匯報》副總經理。後任香港《文匯報》副社長兼總
經理。

爾繼任國務卿。職業軍人任國務卿者，馬氏為美開國以來第一人。

近日為孟秋江問題，攪得不安，甚矣，用人之難也。

一月九日 星期四 陰  45˚F 

下午三時開座談會，參加者郭沫若1、石嘯沖2、吳清友3等，原

擬討論南洋弱小民族解放問題，因馬歇爾調返國，乃改討論此問

題。歸納各人的意見，認為馬氏返國，並不能期望美國政策會根

本改變，至多可能是方法上的修改。同時，也不是說美國將著重

東方，因三月莫斯科會議仍以對德和約為主題也。馬氏之聲明，

固對國共雙方均有嚴厲之指摘，但對美國之政策如何，則隻字未

加反省，且最後的“民主的憲法”，為團結之指標，實根本煞其

一力主持之政協會議。又彼希望國民黨開明分子及少數黨民主分

子合作，在蔣主席下參加政府，此亦為一有力之攻勢，企圖分化

共黨與民盟之關係。總之，馬氏此聲明發表後，今後和平攻勢可

能轉劇。

今晚本擬寫一文，提高國人警覺，勿以美國改革政策而存幻

想，民主應由下而上；不應由上而下、由外而內，從美國輸入。

根本無此可能也。

據路透社消息，魏德邁可能繼司徒任駐華大使，果爾，美對

1	 郭沫若 1945 年夏至 1947 年冬在上海從事研究和創作，曾為《文匯報》主編副刊並撰稿。

2	 石嘯沖（1908－1998），筆名雷丁、萊沙、石挺英、方天曙等。遼寧遼陽人。著名國際問題
專家、大夏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奠基人。1945 年至 1948 年在上海從事研究，曾
為《文匯報》撰稿。

3	 吳清友（1907－1965），原名毓梅，筆名白芒、啓明、青佑。福建福安人。社會學家、經濟
學家，對蘇聯的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頗有研究。1946 年至 1948 年在上海從事研究，曾為
《文匯報》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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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以後當痛改，目前尚未至可以憩手的時候也。

一月十三日 星期一 陰轉晴  44˚F 

今日又往廉美購物。

四時，偕寶兄同往薛華立路訪張君 1，彼為中將現役軍人，而

對國事極悲觀，認為軍政均無辦法，可見軍人情緒之一斑。

香港機呂宋小姐號在呂宋外八十里失事，乘客三十六跳海遇

救，餘六人失蹤，內有李澄漁君，疑係李澄宇君，此君為龍雲之

甥，上周晤談甚洽，設有不諱，實為一大損失。

已屆陰曆二十二，而街頭尚無年氣，物價亦不如往年之跳，

人民生活之苦，購買力之薄弱，可以想見。如內戰再不停止，明

年過年如何，真不堪設想了。

深晚回家，聞復兒吐瀉數次，原因吃雜食太多，幸未發熱而

面色極難看，以後對小兒飲食更應小心。

近日讀書尚勤，憲政史已讀了三分之一。

克信 2 兄今日來寓暢談，傳稱孫科、張群將任行政院正副院

長，張君勱任立法院長，王世傑任教長，吳國楨任外長，吳鐵城

長滬市，朱家驊任浙主席，不知確否。

和談空氣仍濃，傳具體方案將提出。

1	 張君，即張義純。張義純，桂系將領，時任國防部中將參議。

2	 克信，即葛克信。葛克信（1905－1976），江蘇如皋人。曾任上海市社會局副局長、國民黨
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員、上海市政府簡任參事、中央立法院立法委員。1946 年支持上海《文匯
報》復刊，任《文匯報》董事。後任《文匯報》社委會委員、經理部副主任。1967 年被定為
歷史反革命，1980 年平反。

虹口招商北棧碼頭，參觀中興輪，該輪係自美國買來，將行駛台

灣—汕頭—廈門綫。船重四千餘噸，設備尚好。

一月十二日 星期日 47˚F 

飯後，和福、復兩兒同上街買南貨等物，用去六萬多元。

四時赴館，王坪 1等中途搭車，談及這兩天《大公報》傳民盟

和張群等有商洽，實係謠言攻勢。

照我觀察，這次和談試探，政府還沒有什麼誠意，目的還在

拉攏青年、民社兩黨，實行所謂改組政府。我看，這和國大開幕

前的和談作用是一樣的，上次是以和談襯托國大的開幕，這次是

以和談掩飾政府的改組。

晚與寶兄同至君匋 2處吃年夜飯，遇顧頡剛 3兄，談通俗周刊

事。他認為寫通俗歷史的人易找，寫通俗科學文章的人不易找。

他又說，回顧過去數十年，上海每有一種報紙領導文化界人

士。民國以前為《民立報》，民初為《時報》，十年前後為《時事

新報》，抗戰前為《大公報》，現在則為《文匯報》。這番話，給

我很多鼓勵，真應再接再厲，為中國報界樹立一極好的模範，為

民間報作出一榜樣。

今天一時回家，編者的話未寫，找題目難，而疏懶亦一原

1	 王坪（1911－1962），又名王正模，貴州遵義人。地下黨員，抗戰時曾參加救亡活動。1945
年底至 1946 年任上海《大公報》記者，1946 年至 1947 年，任上海《文匯報》社記者。

2	 君匋，即丁君匋。丁君匋（1909－1984），江蘇江陰人。曾任上海生活書店進貨科主任，上
海《大公報》業務部主任，1942 年在桂林創辦文藝刊物《人世間》，後長期在上海從事出版
工作，任大中國圖書局總經理等職。

3	 顧頡剛（1893—1980），原名誦坤，字銘堅。江蘇蘇州人。此時在上海任大中國圖書局總編
輯，主持《民眾周刊》，撰寫《當代中國史學》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