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涯的巔峰。

有人說，徐鑄成的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件是辦《大公報》

和《文匯報》，一件是當右派 1。其實，鑄成先生還做了第三件事，

那就是在晚年他老驥伏櫪，筆耕不輟，寫下了大量的舊聞掌故、

新聞研究、人物傳記和回憶文章，洋洋三百餘萬言，這不能不說

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他的這些文字都和辦報有關，他當右派

也是因為辦報，因此，也可以說，鑄成先生一生只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辦報；也只有一個理想：辦報，辦一份民間報紙，辦一份

具有獨立立場的民間報紙。

一九八三年十月，徐鑄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我在被迫

擱筆的二十年中，實際上一直沒有擱筆，無窮無盡的‘檢查’、

‘交代’，固然是老一套，不費腦筋，而一有空就讀書、思考，

寫讀書筆記。一九七三年從幹校‘解放’，在辭書出版社控制

使用，每天讀古書、寫卡片，即使退居灶披間，也寫到深夜。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不久，就寫‘回憶日記’。上半截記

每天所聞的山河重整，天日重光的大事，下半截則從頭回憶我的

‘前半生’的詳細經歷。每天寫，每天細細回憶。到一九七八年

初，已寫了約二十萬字。這就為以後的寫作打下了基礎”2。徐鑄

成先生的這部日記以每日回憶的形式系統記述了自己從年幼開始

讀報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主持香港《文匯報》的經歷。

一九四三年初，當時在重慶《大公報》任職的徐鑄成先生前

去拜訪陳布雷先生。“布雷先生並力勸我加入國民黨，他自己願

破例當介紹人。我婉謝其意，並說參加一政治組織，等於女人決

定選擇對象，此為終身大事。我對政治素不感興趣，願抱獨身主

1　 徐復侖：《徐鑄成回憶錄》後記，見《徐鑄成回憶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8），424 頁。

2　 徐鑄成：《我不知老之將至》，見《風雨故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140 頁。

徐鑄成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報人、名記者和新聞學家。他是江

蘇宜興人，生於一九〇七年，畢業於江蘇省立無錫第三師範學校

和北京師範大學。鑄成先生在學生時代就為國聞通信社寫稿，畢

業後加入《大公報》。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十月間，

他先後在《大公報》天津版和上海版任抄寫員、編輯和記者，期

間還擔任過國聞通信社北京分社和《大公報》漢口辦事處的負責

人。一九三九年七月至一九四六年五月，先後任《大公報》香港

版編輯主任、桂林版總編輯，重慶版《大公晚報》主編、上海版

總編輯等職。他在《大公報》工作了十八年，深受胡政之先生和

張季鸞先生的影響，從抄寫員成長為分版總編輯，是新記《大公

報》的重要骨幹之一。這一時期是他報人生涯的重要歷程。

一九三八年二月，鑄成先生加盟《文匯報》，成為《文匯報》

言論的總負責人。他在《文匯報》擔任總主筆、總編輯、社長等

職務有五個時期，一是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五月的上海

《文匯報》，二是一九四六年三月至一九四七年五月的上海《文匯

報》，三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二月的香港《文匯報》，

四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到一九五六年三月的上海《文匯報》，五是

一九五六年十月到一九五七年七月的上海《文匯報》。五次任

職，五次中止，五個斷續的短暫時期，使鑄成先生走上了報人生

前
言



一
九
七
七
年

義。布雷先生莞爾而笑，不以為忤”。1這一“獨身主義”伴隨了

鑄成先生的終身，也造就了他一生的悲喜劇。今天，我們將徐鑄

成先生的這部日記整理出版，也正是為了使這樣一種精神能存於

青史。

整理者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1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114 頁；本書 205 頁亦有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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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3日 十二月十六 星期四 陰

從十天以前，連下四五天漫天大雪，繼以嚴寒，直到今天才

有些回暖。

這次大雪，在我記憶中，上海是少見的。前幾天最低溫度降

到零下十度，在上海也可能是破紀錄的。

近來，常在夢中從事編報工作，醒後常覺茫然。“日有所

思，夜有所夢”，二十年來，我對於新聞工作，早像玩火燙過了

手的孩子一樣，離之惟恐不遠，還有什麼“所思”呢？大概，不

僅因為從青年時代、中年時代從事於此達三十年之久，而且，從

少年時代起，就對此發生過興趣，長年累月，在大腦皮層上刻下

了深深的印記。所以，迄今還在夢中浮現罷。

我從什麼時候開始看報的呢？算來，距今已五十六七年了。

一九二〇年發生了北洋軍閥的直皖戰爭，吳佩孚在這次戰爭中成

了神話般的“名將”。在親戚的談話中，談到他如何以洋鐵桶裏

放鞭炮，嚇退皖軍，從而打了勝仗的“奇跡”。我當時是十三歲

的孩子，已聽過了不少《三國》、《水滸》的故事，覺得這位吳將

軍真像小說裏的英雄一樣，因此，就想自己看看報，進一步詳細

了解這些現實的“英雄”故事。

宜興縣城很小，直徑只有一華里，居民大約不過一萬，識字

而又關心時事的不多，在我的親戚中，就沒有訂閱報紙的。“公

共閱報處”只有一處，那是在城隍廟附近的育嬰堂裏。有一天，

我嘗試著進去了，那是一個三間的大殿，中間供著送子觀音，神

龕前掛了不少求子、“還願”的紅布條。左面一間，就是“育嬰”

的地方，有一兩個嬤嬤在撫育被棄的嬰兒。我那時當然還不懂，

為什麼有人那末渴望生兒子，而同時又有人甘心把親生的子女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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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去。今天上午，照例補足半休，因此，整天休假。

早飯後，去理了髮。據理髮員說，再過一二天，下鄉知識青

年回來，就要開始緊張，以後越近春節就越忙了。

繼續回憶我看報的歷史。我開始認真看報，是在一九二二年

進了中學（無錫的省立第三師範）以後。

那時的中學生活相當緊張，上下午各上課三小時，晚上還有

兩小時在“自修室”複習功課。在下午上課前和下午四時至晚飯

前，可以自由活動，一般在圖書館看書或在閱覽室看報。在晚上

兩節自修課時間中間，也有十五分鐘休息，可以到閱覽室看報。

學校訂了五份上海報，即《申報》、《新聞報》、《時報》、《時

事新報》和《民國日報》。另外，還有兩份當地出版的報紙——

《錫報》和《新無錫報》。

白天，這幾份上海報是放在教員休息室裏，專供教員閱覽，

要到晚上，才轉到學生閱覽室裏來。

我不大看無錫報，它的國內外新聞多半是抄錄隔天的上海

報，而無錫當地的新聞，我也不大感興趣。至於副刊，更不值得

一看。

為了搶看當天的上海報，每當第一節自修下課鈴一響，我立

即奔到閱覽室，抓起所要看的報紙，如飢似渴地看著。有些長篇

的通信，或副刊好的作品，記下了題目，第二天休息時再去看。

等到我升到高班的時候，也敢於在午後上海報剛送來的時候，闖

進教員休息室去，和老師們並坐著讀報。這在當時戒規森嚴的第

三師範，本是犯規的事，但老師們似乎也諒解了。

對於報紙的內容，我涉獵的範圍逐步擴大。除了“專電”、

“要聞”外，當時最令我感興趣的是北京特約通信，每篇都署了

名，我特別愛讀《申報》飄萍寫的和《時報》彬彬寫的特約通信，

不僅文字好，對北京政局的變化，來龍去脈，乃至內幕背景，寫

棄到“育嬰堂”來。

右邊那一間，就是“公共閱報處”，一張長桌子，兩面放著

幾條長板凳，桌上放著兩份報——上海的《申報》和《新聞報》。

記得我那天進去，只看見一個老頭（當然比我現在的年齡還

小得多），正戴著老花眼鏡聚精會神地看著。我坐在他對面，翻

翻這張，看看那張，才知道一天一份報紙有四五張，第一張有大

字的“本報專電”，有“外電”，還有通信，後面是副刊。在“專

電”、“外電”裏，果然找著了吳佩孚、段祺瑞等的名字，從而也

看到了直皖戰爭後兩軍的進退和北京政局的變化。這樣，就慢慢

地看出興趣來了。

城隍廟是我前往我所進的敦本小學的必經之路。從此以後，

我回家吃過午飯後，提早若干時間上學，中途進入“育嬰堂”去

看看報。先是只看“專電”、“外電”，後來，也看看“本埠新聞”

乃至大字刊載的戲劇廣告了。

2月 4日 十二月十七 星期五 晴

今天最低溫度還在零下四度左右，而陽光很好，積雪在

融化。

昨天社裏（人民出版社 1）開全體會，大概是張潔等作交代。

1　人民出版社，指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時作者在上海市出版局《辭海》編輯部工作。當時實行
“局社合一”制度，上海市出版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是同一機構。以下注釋均為編者所加，餘
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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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5日 十二月十八 星期六 多雲

上午上班，組長傳達運動情況。前兩天大會，張潔、沈鴻壽

分別作了揭發交代，群眾聽了很不滿意。領取工資。

下午二時，在文化廣場看“內部”批判電影《反擊》。電車

極擠，而且極不正常，往往一路車一下來了六七輛，時而又久久

不來。

今天立春後一日進入“六九”。人大概總是健忘的，我活了

七十年了，但對於氣節變化，總還沒有規律知識。前幾天嚴寒，

立了春，就以為春暖快到了，而忘了還要經過一段春寒季節。

前兩天回憶了最初看報的情景，那末，第一次在報上發表寫

的東西在什麼時候呢？

那是在進了清華那一年，即一九二六年。我是師範還未畢

業，借了高班同學徐錫華的文憑考進了清華的。三師的校長陳

綸，想敲一筆竹槓，威脅我母親，要索二百元。當時，我家裏很

窮，我聽了他的卑鄙手段，十分氣憤，寫信質問了他，他惱羞成

怒，一再寫信清華當局，甚至威脅清華說，如不開除我，就要向

教育部告發（其實，當時借文憑考學校是普遍現象，一般是馬虎

過關算了的）。因此，我進了清華滿一學期就被迫離開了。

就在離開清華的前一個月中，天津《庸報》創刊，大概是為

了做廣告罷，在報上發表了徵文啟事。徵文的“條件”很刁鑽古

怪：一是長篇小說，最少五千字，故事的時間限於一天之內；二

是短篇小說，最多不超過五百字，故事的時間拉得越長越好。我

寫了一篇不到五百字的稿子去應徵。故事的模型取材於我家的

一個疏房姪女，嫁到一家土地主家裏，因為婆婆虐待，終日忙於

洗衣燒飯餵豬等等，結果，不到二年就勞累而死了。這篇“小

得比較清楚。對於各報的副頁，也和其他同學一樣，喜歡《時事

新報》的“學燈”，和《民國日報》的“覺悟”。儘管無錫第三

師範的復古空氣之濃是有名的，但“五四”以後的那股新潮流，

早已洶湧在我們這一輩青年的腦海裏了。

另外，《申報》的副刊“自由談”和《新聞報》副刊“快活

林”，分別由“鴛鴦蝴蝶派”大將周瘦鵑和嚴獨鶴主編，那也和

《申報》署名“冷”、“默”等不痛不癢、不知所云的“小評”一

樣，偶然看看，嗤之以鼻而已。

那位在《時報》寫通信的彬彬，後來才知道是我們小同鄉徐

凌霄。事有湊巧，若干年後，我和他還在《大公報》同過事，他

不僅和他的弟弟一士在《國聞周報》連續寫《凌霄一士隨筆》，

專談掌故，是很受一些讀者歡迎的。他還為《大公報》編過一個

時期的副刊“小公園”，我那時編教育版，但他在北京工作，他

所選定的稿子，每天由我兼做編輯和修飾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我從香港到剛解放的北京，還和一士見過面，聽

說凌霄已作古幾年了。他們兩兄弟是戊戌政變時因推薦康梁而被

關進牢監多年的徐致靖的姪子，是我的同鄉前輩，也是新聞界可

敬的先輩。

飄萍，即邵飄萍，是現代中國新聞界的初期闖將。我到北京

讀書時，他已在那年上半年被直魯軍閥張宗昌殺害了。他的《京

報》還出版，由他的夫人湯修慧主持。承她的青睞，我曾有過一

個時期為該報兼寫太原通信和天津通信，也算間接和飄萍結了

緣。這都是後話，是在無錫當窮學生時做夢也不會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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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天又以同一的假文憑考進了北京師範大學，為的是不收

學費。

學費雖然不收，住宿吃飯還是要錢。我和一位小學時就同學

的好友朱景遠一起借住在香爐營的一家公寓裏，條件是每人房租

伙食費九元。這是很重的負擔，對我們這些窮學生來說。

我經常不向父親要錢，生活是靠這個好友的支持，而他也是

靠叔叔接濟的，一個人的錢兩個人分著用，當然不是長久之計。

因此，千方百計，我想找一個職業。

正在這時，看到上海報上刊載一個廣告，是“日日通信社”

徵聘北京通信記者。從廣告看，這個社的規模不小，總社在杭

州，上海和南京、漢口都有分社。我便應徵，連寄了三篇通信，

不久接到回信，說對我很滿意，並寄來了聘書，每月酬金暫定

三十元，將來再看成績遞加。我當時的高興是可想而知的，不僅

我不必向父親要錢了，我的好友也不必向他叔叔伸手了。

從此，我努力地寫，總是白天在學校留心看各種日報和晚報

（我當然還不可能也無門路去直接採訪），晚上綜合一些見聞，撰

寫通信常至深夜。第二天清早，為了趕上當天南開的火車，必須

清早送到正陽門郵局，從香爐營到前門，總是步行來回，再趕到

學校上課。有時，是我這位好友代我去送。

記得第一篇通信是寫的東陵盜陵案始末，即直魯軍閥孫殿英

炸開慈禧太后的陵墓盜取大量古物財寶的經過。這篇通信，《申

報》等各大報都登出了，以後陸續寄出的，大都也散見各報，但

一個月過去了，二個月、三個月過去了，不見分文寄來。窮學生

多受點累，多跑跑路倒無所謂，紙張郵費卻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後來，只得停止寄稿了。停稿不到一個月，忽然接到該社上海分

社寄來一封信，附來了二十元。信上說，總社經濟困難，今後，

稿子請直接寄分社，每月準暫付酬勞二十元。這樣，我又繼續寫

了一個時期，後來，這個分社再也沒寄錢，我的義務勞動，也就

說”，我取名為《笑的歷史》。想不到過了二十多天，該報登出

徵文結果，我的“處女作”竟被列為第一名，獎金是十元。這是

第一次我的名字印在報上，是第一次寫的東西被刊佈出來，也是

第一次憑自己的腦力勞動獲得了報酬。我收到這筆稿費時，已離

開清華，寄居在我舅舅家裏，報社特別派人把稿費送來，取去了

收條。不是鈔票，而是白花花的十元“袁大頭”（當時如果買米，

可以買二擔半）。我心中的甜滋滋，是可想而知的，雖然我因為

被趕出了學校，前途茫茫，愁苦終日，而這一“收穫”，至少在

苦果上加了一小勺糖，從而也增加了我在人海茫茫中奮鬥掙扎的

勇氣。

2月 6日 十二月十九 星期日 陰

又有新的冷空氣南下，今天最低溫度又降到零下五度左右。

今冬的溫度不僅特別冷，而且冷的時間特長。報上說，北美、歐

洲今年也特別冷。

我和新聞事業開始非正式地發生關係，是在一九二七年下半

年。我被清華辭退後，即到保定混了半年。我父親在保定車站

當“司事”——一種近於司書的小職員，已幹了七八年，薪水每

月只有三十多元，而且常常欠薪，七折八扣。他老人家既要養活

遠在宜興家中我的母親和妹妹，自己也要必需的零花，要供給我

上大學，是萬分吃力的了。我在保定河北大學半飢半飽地過了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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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了出來，彷彿記得還分登了兩期 1。總之是寄來了二十元稿費，

因而大大緩和了我們和公寓老闆之間的矛盾。這位老闆的討債本

領是很高明的，如果到月的房飯費沒有給他，他必然在你忙於功

課的晚上，忽然跑進房來，坐在矮凳上，“和顏悅色”地說：“徐

先生，我是實在沒法可想了，您借幾塊錢給我應應急吧。”非等

你說出付錢的確切日期，（不然）他會把“苦經”無盡無休的嘆

下去。

就在這一年（一九二七年）年底，我生平第一次跨進了職業

的門檻，也就是進入了我以後先後工作了十八年的《大公報》的

大門。

上面提起過，我有一個極其潦倒的舅父，住在破雜院裏，他

在華洋義賑會工作，後來不知什麼機緣，在國聞通信社兼任編

輯，兩處的薪水大約合起來有七八十元，但因為他抽鴉片，真可

說是家徒四壁，天天打著饑荒。

有一天，他寫信給我，說國聞通信社要添招一個抄寫鋼板的

人，每天晚上工作二三小時，如果我願應徵，他可以介紹。

過一天，我隨他到了蘇州胡同附近船板胡同的國聞社，講明

了每天下午四時到六時為工作時間，薪水是二十元，另外，還免

費供給一頓晚餐。從此以後，我算找到了半工半讀的機會，能不

能度過經濟難關的焦慮算是暫時解決了。

工作是簡單的，練習了幾天，寫的蠟紙便比較清楚了，也不

影響學習，下午三時後，學校向例沒有課了。特別滿意的是工作

後的一頓晚餐，四碗一湯，冬天還是火鍋，白米飯、花捲，自從

離開清華後，久久未有這樣的享受了。

1　 這篇小說名為《賴婚》，美國 Bornha M. Clay 著、徐鑄成譯，分兩次連載，先後刊於 1928
年 1 月 8 日上海《國聞周報》第五卷第二期和 1928 年 1 月 15 日上海《國聞周報》第五卷第
三期。

糊裏糊塗結束了。

若干年後，我才知道這個日日通信社，是一個杭州人殷再為

創辦的，完全是買空賣空，此人後來辦了報，終於在“七七”抗

戰後成了附逆報人。

2月 7日 十二月二十 星期一 陰

上午上班後，聽傳達中央今年一、二號文件，是關於“工業

學大慶”和實現農業機械化問題的。

我和《大公報》、國聞通信社和《國聞周報》這三個姐妹機

構，最初發生關係的是《國聞周報》，大約在一九二七年底，正

是我們經濟十分困難、千方百計想搞點錢來維持生活的時候。有

一天，大概在青雲閣舊書店裏看到一大堆西文舊書在大拍賣，

每本只一二毛錢，我們檢了半天，看到一本意大利作家鄧南遮的

小說，篇幅不大，標價兩毛，就買下來了。鄧南遮這個名字，

在《東方雜誌》等刊物中是看到過的。因此，我和我的好友就分

頭嘗試了翻譯。大約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努力，終於翻出來了。就

署了我的名字（其實，我的朋友英文程度比我好，他譯得比我

多），寄給了《國聞周報》。本來是姑妄投之的，沒想到不久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