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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七十華誕 專訪香港《文匯報》創辦人徐鑄成之子徐復侖

涅槃重生香港創刊
做讀者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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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香港《文匯報》迎來創刊七十周年。從 1948 年創刊之日起，《文匯報》的血脈中便植入愛
國愛港的基因，代代相傳「與祖國同心，與香港同行」的激情與奮鬥。「文以載道，匯則興邦」。今天
的《文匯報》載的是「一國兩制」、愛國愛港之大道，匯的是強國富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大計。七
十年來，《文匯報》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不斷創造新的輝煌。值此七十華誕來臨之際，香港文匯報記
者採訪了文匯報主要創辦人、著名報人徐鑄成之子徐復侖，重溫文匯昔日「涅槃重生，香港創刊」的經
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凱雷 北京報道

3 月護送華崗赴蘇北解放
1947年區的唐納借「路過」上海之

初創艱難 白紙油墨常不濟

徐鑄成（1907
1907—
— 1991
1991）
）
江蘇宜興人，著名報人。1927
年進入國聞通信社從事新聞工
作，後在《大公報》任記者、編
輯、編輯部主任、桂林和上海版
總編輯，係上海和香港《文匯
報》主要創辦人，是中國現代報
業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參與者。

「在籌創之日起，我即天天如過大年
三十夜，因職工之生活開門七件事，必
須維持，而機器之『糧食』白報紙及油
墨等等，尤常感捉襟見肘。」徐鑄成有
關回憶介紹。
徐鑄成晚年與故舊友客交談時，有關
香港《文匯報》的艱苦創辦歷史總會被
問及，徐復侖常在旁服侍，故對這段歷
史很是了解。據他複述，香港《文匯
報》籌備之初位於荷李活道，底層放置
機器外，只有一小間作發行科用；二樓
則為編輯部經理部統用，基本上前半間
作編輯部，後半間歸經理部用；三樓為
排字房；四樓作宿舍。報館在寸土寸金
的香港顯得相當侷促，徐鑄成玩笑稱，
這是在「螺螄殼做道場」。

在香港《文匯報》創刊初期，郭沫
若、茅盾、千家駒、翦伯贊、胡繩等均
參與採編工作，成為中國新聞史上一大
奇觀。「我父親在愛國文化人士中還是
很有人緣的，大家都很看重他，都支持
徐鑄成，給徐鑄成捧場。」徐復侖說。
徐復侖介紹，徐鑄成當時由孟秋江、
張建良等人陪同，拜訪了沈鈞儒、章伯
鈞、馬敘倫、譚平山等民主人士，他們
聽聞《文匯報》有來港出版計劃，均熱
烈鼓勵。徐鑄成還和潘漢年、夏衍等認
真討論了《文匯報》的創刊計劃。夏衍
表示，《文匯報》來港，希望保持在上
海時豐富多彩的特色，以中間偏左的外
貌築起第二條防線。

辦報受歡迎 理念獲認可

繩、金仲華等諸先生都鼎力支持。陣容
之整齊，可稱一時無兩。
雖然初創艱難，但是香港《文匯報》
在創刊後，即受到知識界、工人、學生
的熱烈歡迎，發行由一萬餘迅即升至兩
萬五千，風頭甚健。徐復侖講：「別人
問《文匯報》辦得這麼好有什麼秘密？
我父親說，一是報館同仁的努力，另外
就是辦報理念得到認可：報紙要做讀者
的知心朋友。」
另一個例子，也可管窺當時香港知識
界對《文匯報》的評價。有一次，侯外
廬夫人語徐鑄成：「你們《文匯報》，
幾乎常常引起我們家的矛盾。」徐鑄成
愕然不解所以。侯外廬先生莞爾笑道：
「她是給你開玩笑。我們一家人，清早
起來，都搶着先看《文匯報》。她是誇
獎你的《文匯報》辦得好。」

從具體的版面負責人分工
上，現在仍可以遙想初創
時編輯團隊陣容的豪華：
郭沫若與侯外廬主編哲學
周刊、茅盾主編文學周
刊、宋雲彬主編青年周
刊、千家駒主編經濟周
刊、翦伯贊主編歷史周
刊、孫起孟主篇教育周
刊……社論撰寫人除徐
鑄成外，千家駒、胡
■徐鑄成將上
海《文匯報》
和香港《文匯
己的兩個「孩
報》比喻為自
子」。
資料圖片

港滬文匯有淵源 猶如兩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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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華文報章市場上共發行有香港《文
匯報》和上海《文匯報》兩張《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現在隸屬於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上海《文匯報》則隸屬於上海報業
集團。事實上，香港《文匯報》與上海《文
匯報》確有歷史淵源。
據《徐鑄成回憶錄》記載，1937 年「八一
三」抗戰爆發，後駐滬國軍撤守，上海各報
一致停刊內遷。是時輿論界有志之士，深覺
上海猶有兩租界可佈置崗位，不可盡拋此
「江東父老」於不顧。於是相約組織一新報
社，並聘一英人做經理，掛起洋商招牌，以
求生存。這個新組織起來的報社，就是上海

《文匯報》。

四方奔走 爭取復刊
1947 年 5 月，因反對和批評國民黨當局倒
行逆施發動內戰，令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十分
不滿，上海《文匯報》被勒令停刊。在此背
景下，徐鑄成等報社骨幹四方奔走，爭取復
刊。1948年9月9日，在香港各界愛國人士的
大力支持下，香港《文匯報》正式創刊。
就此，徐鑄成可以說先後參與了滬港兩張
《文匯報》的創辦。而且在香港《文匯報》
創刊數月之後的 1949 年 2 月，徐鑄成在中共
組織安排下，從香港乘船到北平，5月隨解放

軍南下到上海擔任復刊後的上海《文匯報》
的社長兼總編輯，8 月 27 日赴北平出席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0 月 1
日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香港
上海一圈走下來，整體都是圍繞「文匯」報
務展開。
而港滬文匯，心目中孰輕孰重？徐復侖先
生說，徐鑄成生前曾表示，香港《文匯報》
和上海《文匯報》就猶如他的兩個「孩
子」，甚至比兒子還要親。徐鑄成三個字，
最開始是隨着上海《文匯報》而起來的，不
過回憶在新聞界服務六十年中，創辦香港
《文匯報》又為最辛苦勞累難忘之時期。

珍重「報人」稱呼 一生追求最高境界
1927年秋，徐鑄成半工半讀，跨入新聞
界的大門，從此與新聞結了「不解之緣」。
徐復侖透露，人們把徐鑄成稱作「報人」，
他自己非常珍重這一稱呼。「報人」的稱
謂，是他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徐復侖指，父親生於 1907 年，不到二
十歲就開始做記者，至去世時從事新聞工
作有六十多年。這六十多年中，他從一個
負篋求學的學子歷經坎坷而成為「民主報
人」。
不過，工作耀眼成績背後，卻是生活天

■徐鑄成出席第一
屆全國人大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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秤端的「失重」。問及眼裡的父親形象，
徐復侖稱：「他基本上對兒子管教的時間
很少。我上學，他睡覺；我放學，他又去
報館上班去了。有時候禮拜天還在外面談
報務。一個禮拜都見不了一面。」
徐復侖還透露，在徐鑄成創辦香港《文
匯報》的時間裡，家人聚少離多。「他走
了一年多，家裡沒收入。祖父祖母、母親
和我們兄弟三人主要靠變賣家當維持生
活。我記得在那一年多的時間，當時主要
是上六年級的二哥和上四年級的我，拿家
裡存儲的銀元，到上海靜安寺黑市去賣，
賣一次銀元支撐幾天。所以解放以後，我
母親向我父親發『牢騷』，說原來我們家
有四百多塊銀元，就因為你去香港辦報
紙，也不給寄錢來，現在銀元就只剩下12
塊了。」

敬業精神 身教勝言傳
不過，徐復侖也表示，青少年時期雖然
和父親接觸不多，但是身教勝於言傳，徐
鑄成作為「報人」的敬業精神，深深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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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們。
徐鑄成曾有言：「中國近代新聞史上，
出現了不少名記者，有名的新聞工作者，
也有不少辦報有成就的新聞事業家，但未
必都能稱為『報人』。」在徐復侖看來，
自己父親的一生，只有辦報這一個理想，
並為這一理想而付出了畢生的努力。

「胸有是非堪自鑑」 被新聞界奉若圭臬

機，來到時任上海《文匯報》總主筆徐
鑄成的寓所，言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簡稱民革）擬在香港籌備出版一份機
關報，想請徐鑄成去主持，李濟深和潘
漢年也力邀徐鑄成赴港主持。彼時，上
海《文匯報》剛被迫停刊，徐鑄成回覆
稱：「我要去辦，就辦《文匯報》，別
的我不考慮。」由是，在香港各界愛國
人士的大力支持下，1948 年 9 月 9 日，
香港《文匯報》正式創刊。

「大咖」薈萃 陣容一時無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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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社會的記錄者，記者筆下有
財產萬千，有毀譽忠奸，有是非曲
直，有人命關天。對於自己寫作的
要求，徐鑄成多次用「胸有是非堪
自鑑」，來強調新聞真實性的意
義。「司馬溫公有一句名言：『事
無不可對人言』；我湊上一句：
『胸有是非堪自鑑』，作為一副對
聯，用以自況。」徐鑄成在回憶錄
中這樣寫道。
明是非，是徐鑄成為《文匯報》
確定下來的「態度」。他認為，報
紙應該有明確的主張，勇於發表，
明是非，辨黑白。他將「顛倒黑
白」視為新聞界最可怕的事情，並
極推崇中國文人傳統的精神：春秋
之筆，董狐之筆，貶褒極嚴，史家
認為真理所在，振筆直書，雖殺其
父子兄弟，在所不顧。
徐復侖透露，徐鑄成在寫《報人張
季鸞先生傳》時就說：「歷史是昨天
的新聞，新聞是明天的歷史。對人民
負責，也應對歷史負責，富貴不淫，
威武不屈；不顛倒是非，不譁眾取
寵，這是中國史家傳統的特色。稱為
報人，也該具有這樣的品德和特點
罷。」張季鸞先生曾經說：「平常待
人和氣，遇有大事雖六親亦不認，決
不袒護，決沒有不敢說的話。」徐鑄
成對此極以為是。
「胸有是非堪自鑒，事無不可對
人言」。真實第一，已被新聞界奉
若圭臬。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今
天，這一句話也已寫入多個高校新
聞教材，成為內地課堂上經常提到
的名言，教育並影
響數萬新聞學
子和從業者。

《徐鑄成文集》將出版
文匯文字約佔四成
2017 年下半年，在徐鑄成先生誕辰 110 周年
和上海《文匯報》創刊80周年之際，徐鑄成文
集編委會正式成立，開始組織編輯出版《徐鑄成
文集》。文集擬編入迄今搜集到的所有徐鑄成先
生已發表的作品，日記、自述文字、工作筆記和
其他成文資料，亦將盡可能廣泛地收入編入。
1979年初，徐鑄成在香港《文匯報》上開設
了「舊聞雜憶」專欄，這是他在「文革」後首
次公開發表文章，陸續把自己在三十多年「報
人」生涯中經歷的人和事以散文形式寫出來，
連載三年後在香港出版成書，成為當時關注的
熱點。這部分文字經過修訂後，將在文集中獨
立成卷問世。此外，文集還將首次公開發表徐
鑄成「回憶日記」，該部分寫於上世紀70年代
末，系統地回憶了香港《文匯報》的創辦過程
和主持香港《文匯報》筆政時期的經歷。
據悉，全集擬收入文稿共計 400 多萬字，包
含徐鑄成生前未公開發表的各類文字約 70 萬
字。而徐鑄成在《文匯報》上發表的文字和記
述有關《文匯報》相關的文字，約佔整個文集
40%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