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筆記

方實與《炎黃春秋》
——世紀之交的中國故事（上）

●葉維麗

我想做一件不易做的事，即在講

述父親方實（原名葉篤成）與《炎黃春

秋》雜誌（以下簡稱《炎黃》）關係的同 

時，附帶對《炎黃》早期歷史做一點

考證，也談談我對「《炎黃春秋》現象」 

的理解。

我父親於2005年8月在《炎黃》

雜誌社副社長任上倒下，時年八十八

歲，在雜誌第一線堅持工作凡十四

年。父親被中風擊倒後嚴重失語， 

之前他未對我專門講過《炎黃》，之

後我也不能去問他了。最近讀到陳岱

孫先生的《往事偶記》，其中在提到

二十世紀20、30年代清華大學理學

院的一批學者和一些事迹時，說了這

樣一段話：「這種慘淡經營的過程是

沒有甚麼檔案可查的。時間一久，就

容易為後人所不了解或者忘記。」1

我想，這個說法對《炎黃》或許也適

用。關於這份雜誌，人們已經說得很

多，看法見仁見智；我看《炎黃》自有

我的角度。我無力也無意對它做深入

系統的研究評價，我關注的重點在

1991至2005年，那是《炎黃》從初創

到在經營上站穩腳跟、在內容上形 

成特色、在理念上逐漸自覺的最初

十四年，也是父親有質量生命的最後

十四年。

我視《炎黃》為父親的精神家園，

它也是與父親同時代一批老人的精神

家園。作為女兒和晚輩，在很長一段

時間裏，我對這份雜誌懷有很深的感

情。同時，我是學歷史的，對被稱作

「『一二．九』／『三八式』」2的一代

中共黨人特別感興趣。寫這篇小文，

我既帶着女兒和晚輩的情感，也帶着

審視者的目光。本文在四個「基於」

的基礎上寫就：基於父親在《炎黃》

＊	本文初稿寫於父親方實去世不久後的2016年夏，此後《炎黃春秋》發生的巨大變故沒

有改變我的基本思路，定稿在初稿基礎上修改完成。2006年以來的十餘年間我曾陸

續對多人進行採訪，在此我願對接受採訪的各方人士表達誠摯的謝意。

編者按：由於篇幅關係，本刊將分兩期刊出文章，本期先刊出第一至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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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9年6月號　總第一七三期

工作期間我本人的目睹耳聞，包括我

出席《炎黃》活動時作的筆記；基於

我自2006年以來十餘年間對多人進

行的訪談（面談或電話）3；基於大

量相關出版物；也基於父親本人的有

關記述，以及他病倒和去世後我整理

出的家中與《炎黃》有關的材料。我接 

觸和了解的十分膚淺片面，再者，如

何述說一份多年來處於爭議漩渦中的

刊物也是一個難題。然而，哪怕純粹

為了緬懷自己的父親，我也繞不過這

份他曾以全副身心投入了晚年生命的

雜誌；更何況，《炎黃春秋》的意義超 

越了一個人甚至一批人。那麼我就勉

力為之，寫一寫方實和《炎黃》的故

事。我寫歷史，關注時代背景／語境

以及事物演變的過程，雖然這不是一

篇歷史論文，我也會有所留意。

《炎黃春秋》創刊於1991年夏，它 

的誕生與當時中國的社會氛圍、人心

態勢息息相關；它的中堅，是一批自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80年代起開始 

思索「中國革命」複雜遺產的老共產

黨員，《炎黃》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反

思平台。1990年代初參與搭建這一

「平台」的是幾路人馬。我的《炎黃》

故事從1980年代講起，從「幾路人馬」 

的來龍去脈及最終「匯合」講起，涉

及我父親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定意

義上，我是在試圖梳理中共黨內一部

分「反思派」的譜系。

一　李維漢與溫濟澤／ 
　　《革命烈士傳》與 
　　《中華英烈》

父親於1982年六十五歲時從新 

華社黨政部門負責人職務上退下以

後，沒有閒着，他先於1983年參與

編撰十卷本《革命烈士傳》（以下簡稱

《烈士傳》）4，後於1991年參與創辦

《炎黃》，兩處工作時間加在一起共

二十三年。父親退而不休，晚年生命

十分出彩。

《炎黃》誕生的時代背景和語境

至關重要，要回溯到改革開放之初的

1980年代，從《烈士傳》叢書的編撰

講起——《炎黃》創刊時，用的是《烈

士傳》編委會旗下刊物《中華英烈》

（以下簡稱《英烈》）的刊號，因此，

簡要地介紹已經鮮為人知的《烈士

傳》和《英烈》雜誌，就有必要了。

《烈士傳》的緣起頗帶改革開放

初期時代特色：1978年，由個人—— 

中共元老李維漢——倡議編撰，得

到時任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喬木的

支持，胡並作出批示：不給編制，不

給經費，不給辦公室。由於有黨研室

的認可，此後編書過程中《烈士傳》

編委會還是得到了各地有關部門的協

助。編輯人員主要是在北京「自帶乾

糧」的離休幹部，符合胡喬木定下的

「三不給」原則。

這裏我想請溫濟澤出場，他是

《烈士傳》編委會主任，對《炎黃》的面 

方實（圖片由葉維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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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得替他「宣傳」一下，需要被「宣

傳」的，還有溫濟澤背後的李維漢。

李維漢1984年去世，與《炎黃》的面

世無關，但將他視作文革後勇於總結

歷史教訓的第一位中共元老，應該是

恰當的。1980年5月某日，李維漢與

鄧小平長談四小時，講到中共黨內個

人權力過份集中、個人崇拜、「家長

制」、「封建主義」影響等問題。李維

漢對之後前來看望他的溫濟澤興奮地

說，「小平都同意了」。同年8月18日，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

發表重要講話，裏面吸收了李維漢的

意見，尤其是李對中共黨內「權力過

份集中」和「封建專制主義影響」的批

評5。鄧講話的主旨是「黨和國家領

導制度的改革」，可見總結歷史教訓

與現實制度改革有着聯動關係。一晃

幾十年過去了，鄧公當年的講話幾成

空谷足音，李維漢的推動之功也鮮為

人知。

反省過往、改正錯誤，要從自己

做起，延安整風期間李維漢曾在中央

研究院主持批判王實味。晚年李維漢

念茲在茲的一件事，是為王實味平

反。他從1981年起即向中央組織部

提議，但進展不順；1984年夏病危

時，他將此事交託給溫濟澤。溫經過

「再三努力」，終於在1991年得到公

安部門對王實味的平反決定。

此前的1978年，李維漢生出要

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犧牲的

烈士立一「比較完整、系統」的傳記

的想法，這時距他文革後恢復自由還

不到一年，延安中央研究院時期的部

下、剛剛被「第一個平反的右派」溫

濟澤去北京醫院看望他。多年後再次

見面，瘦骨嶙峋、「腰彎到幾乎90度」 

的李維漢就提出要溫濟澤主持編撰 

一套新的烈士傳記，時在中國社會科

學院工作的溫濟澤接下了這份額外 

任務，於1979年開始籌劃，1981年成

立編輯組（1983年擴大為編委會）。

1984年李維漢去世前夕，溫濟澤告訴

他《烈士傳》第一卷即將發稿，李握

着溫的手斷斷續續地說：「這⋯⋯件

事⋯⋯就⋯⋯託付⋯⋯給你們了。」

李維漢晚年有兩大心願，一是編

《烈士傳》，二是寫回憶錄。他在耄耋

之年寫出上、下冊《回憶與研究》6， 

立下文革後中共高級領導人撰寫回 

憶錄的「首創之功」。雖然行文思路

難免有「黨八股」遺風，但他在書中

對中共歷史上多次「左」的慘痛教訓

進行了嚴肅認真的反思，對自己參與

其中的，不憚坦誠地自我批評。有評

者認為，「晚年李維漢顯示出特殊的

清醒」7。

臨終前不久李維漢寫下一首詩， 

其中有這樣一句：「我是採薪憂不盡， 

殘年有志惜晚晴」8——請注意，這

裏是「憂」。李維漢和溫濟澤代表了

前後兩代有良知的共產黨人，他們自

年輕時即投身中共革命，歷經艱難曲

折，文革後，兩人的政治生命均獲重

生，年已八十開外的李維漢致力於對

中共歷史的回眸與反省，並對六十開

外的溫濟澤委以重託。梳理他們之間

的承續關係，也是梳理文革之後中 

共黨內中高層「反思派」的譜系。《炎

黃》做的一件重頭之事是反思歷史，

而反思之業在倡導「思想解放」的

1980年代就開始了，多源頭的活水

已在潺潺流動，李維漢—溫濟澤是

其中重要一支。1990年代《炎黃》的

面世可謂諸流匯集、水到渠成。

我父親在1940年代延安時期就認 

識溫濟澤，那時溫在《解放日報》社，

父親在新華社，兩個編輯部同在清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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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他倆真正熟悉是在1947年從

延安撤退的路上，白天一道行軍，晚

上睡一個土炕。小溫伯伯（這是我對

溫濟澤的稱呼）在1999年夏去世後，

父親回憶當時的情形：「一路上大家

說說笑笑。我和溫濟澤同志很說得

來，我們很快就熟悉了。」9父親還

說，我和溫老不但有深厚的戰友之

情，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政治觀點、思

想認識，對當前形勢和社會環境的看

法也是相同的。因此，我們兩人可以

交心，可以說是無話不談。

父親記得，1982年的一天，溫

濟澤打來電話，說要編寫一部新的烈

士傳記。雖然有黨研室的「尚方寶

劍」，但具體操作要由溫自己想辦法。 

因為不給編制，他只好向老熟人求

援：通過我父親，動員了二十幾位新

華社各部門離休幹部；通過解放軍出

版社社長黃濤，動員了其他單位的離

休人員。上一次比較系統完整的中共

烈士名錄編撰還是在1945年中共第

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編撰一部新

的烈士名錄及傳記，不僅需要擬定名

單，也需要寫內容，工作量很大；而

對入傳人物的選擇（共一千名左右），

則編撰者不僅需要熟悉中國革命史，

更需要有公正開放的態度。經過五六

年的耕耘，十卷本《烈士傳》於1988年 

編完，1992年全部出齊。可以說，

《烈士傳》是在1980年代那樣一個時

代，由一批不為名利不計報酬的老共

產黨員歷盡辛苦、克服重重困難成就

的一件事，放在今天是難以想像的。

李維漢對《烈士傳》的設想，是

不光寫領導人，也要寫普通一兵；不

光寫共產黨人，也要寫「革命群眾」

和為國捐軀的非黨人士；不光寫中國

人，也要寫在中國土地上犧牲的「國際 

友人」bk。這樣一個涵蓋面頗為寬泛

的設想，或許與李維漢曾擔任中央統

戰部長多年有關，也或許與他對廣義

的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思考有關。無

論怎樣，李維漢對「革命烈士」的界

定已經突破了狹隘的中共一黨窠臼。

翻閱《烈士傳》，我的感覺是「相

當主旋律」，但其實它的編輯理念已

經包含了深刻的變化。新華社國內部

老編輯方煌告訴我，編輯人員在收集

資料階段遇到一個問題：被自己人殺

害的算不算烈士？最終中組部和《烈

士傳》編委會共同決定：算。這是一

個非同小可的突破，與這一時期「平

反冤假錯案」的精神一致。十四五歲

參加新四軍、文革中被誣為「叛徒」

的方煌說，編《烈士傳》過程中，她

結合自己的經歷，「容易產生共鳴」，

也「受到了很多教育」。後來方煌參

與了《炎黃》稿件的編輯工作，她說，

編《烈士傳》為她編《炎黃》做了思想

準備，這兩件事在她的一生中「最值

得驕傲」。

作為《烈士傳》編委會副主任，

父親應當參與了做出「被自己人殺害

的也算烈士」的決定。《烈士傳》的編

務讓長期從事新聞工作的父親進入 

了一個新的領域——二十世紀中國

革命史，他開始比較全面深入地了解

和認識自己曾參與其中的「革命」，

在這個過程中，他既受到先烈精神 

的感召，也須直面革命歷程中的陰暗

面，這應該為他後來編輯《炎黃》打

下了底子。參與《烈士傳》工作開啟

了父親非常有意義的晚年生活，此後

的二十多年時間裏，從《烈士傳》／ 

《英烈》到《炎黃》，父親的生命融入

了一股歷史的潮流，進入了一個愈來

愈廣闊的天地。

1989年的「六四風波」給予父親

極深極痛的刺激。一貫謹小慎微的

他，在跟我的越洋通話中毫不掩飾憤

怒，指名道姓痛斥曾在新華社工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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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即出國留學，不十分清楚父親退

休後的情況，那天放下電話後，我

想：老爸有變化了，他不怕了！深受

「六四風波」刺激的絕非父親一人，

1990年代我去看望溫濟澤，他反覆

對我說，他一定要活着看到六四「平

反」的一天。

我聽到了兩位老共產黨員的心

聲。其實，中國的很多事是「於無聲

處」。「無聲」不意味着「無有」，往往

更加熾烈；人老了不等於淡漠了，也

許會更加較真。文革「浩劫」加上「六 

四風波」，再加上「參加革命」幾十年

來經歷的風風雨雨，父輩中的一些人

在生命的晚年之際，欲罷不能，進入

二十世紀90年代後，他們逐漸形成

一道奇特而醒目的中國「風景線」，

令我每做回望，都慨歎不已。

「六四風波」之後，發行了四年

多的《烈士傳》旗下刊物《英烈》被停

刊整頓。當時父親擔任該刊副主編

（主編為溫濟澤），廖蓋隆、黎澍、李

銳等《烈士傳》編委兼任編委，但真

正為《英烈》組稿編稿、幹活出力的

是一批以「老三屆」為主的中青年。

在2016年的電話訪談中，實際領頭

人秦曉鷹告訴我，「老同志們很好」，

編委會定下大政方針，具體業務交給

他和他的同伴。像《烈士傳》一樣，

《英烈》也是「三不給」，編輯們業餘

奉獻，下班後「再幹八小時」，收工

時往往已是滿天星斗。這份刊物在眾

多出版物中獨樹一幟，秦曉鷹說，他

們力求擯除「官話套話」，以「要把人

性寫出來」為追求，筆下的革命者有

血有肉，有痛苦，甚至有動搖，「搞

黨史的不敢發我們發」，「讓人們意識

到歷史還可以這樣寫」。他們不但力

求秉筆直書中共人物和事迹、敢於直

面「太陽中的黑子」和曾被掩飾的「污

垢」，還比較早地講述「正面戰場」在

抗戰中的犧牲與貢獻：一篇記述對日

空戰的文章令一位在台灣的前國軍中

將閱後「失聲嚎啕」。幾年下來，《英

烈》贏得了社會聲譽，黨史學者高華看 

了裏面的文章後「激動得不得了」bl。

父親是喜愛這份雜誌的，對它被

停刊很惋惜，並說，「《炎黃春秋》在

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中華英烈》的

續刊」。這樣講有道理，不但因為《炎

黃》繼承了《英烈》的刊號，還因為在

對歷史求實存真方面，1980年代出版 

的《英烈》已經抱有這種追求——那

一番，是在「老同志們」的支持下，

一批「老三屆人」的衝鋒陷陣。

「六四風波」之後被停刊的還有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屬下刊

物《炎黃子孫》，原總參政治部主任

馮征是該委員會副主任bm，由於馮

的關係，《炎黃子孫》也成為《炎黃春

秋》的奠基雜誌。《炎黃春秋》是在這

兩個刊物的基礎上成立的。1991年 

7月《炎黃》創刊號中表示，雜誌將

「保持並發展原《中華英烈》和《炎黃

子孫》的風格特色」bn。

二　炎黃文化研究會／蕭克 
 與杜導正　　　　

1990年，一個名為「炎黃文化研

究會」的機構正在醞釀中，它的前身

是「炎黃二帝塑像籌委會」，該會於

1980年代由河南某人發起，他想在

黃河岸邊立炎黃二帝巨型塑像。到了

1990年代初，北京一些支持人士的

心思已經不在二帝塑像上，此刻，如

何凝聚海內外人心成為巨大挑戰，高

舉「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旗幟似

最合時宜，「炎黃文化」之稱則最具

包容性。在這一新形勢下，「中華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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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化研究會」（以下簡稱「研究會」）

於1991年5月正式成立。研究會需要

一份會刊，此後出現的《炎黃春秋》

雜誌實為研究會屬下刊物，後者在相

當長時間裏是前者的「主辦單位」，

並於2004至2014年兼「主管單位」。

策劃辦刊過程中有一次在開國上將蕭

克家開會，與會的幾個人對辦甚麼樣

的會刊有不同設想。杜導正後來回

憶，他當時表示對辦「學術性刊物」

興趣不大，要搞就搞「說點真話的東

西」，把刊物辦成「時政性」的，研究

一二百年來「中華民族和我們黨的歷

史教訓」。幾人中，杜導正為老報人， 

由他擔綱辦雜誌順理成章。杜後來

說，是蕭克點了他的將。

蕭克擔任研究會執行會長，會長

為周谷成，名譽會長為薄一波和美籍

華人李政道——從領導成員的成份

看，研究會雖為一家「民間文化團體」， 

實帶半官方色彩，兼具學術性和統戰

意味。「弘揚中華文化」為該會的基

本宗旨，這從該會成立後擬定的系列

講座題目可以看出：有李學勤講「傳

說中的炎黃二帝」，張岱年講儒學，

還有蕭克講孫子兵法和古代兵家等

等。如果沿此思路辦刊，自然要強調

「中華文化傳統」。杜導正表示對辦

「學術性刊物」興趣不大是有所針對

的。同時，也很難說在策劃階段，蕭

克本人對會刊的定位有多明確。似乎

可以肯定的是，既然由杜導正擔綱辦

刊，他的意見就格外重要，他想辦的

刊物，與研究會重視研究、弘揚「傳

統文化」的意向並不合轍。

杜導正（我稱為「老杜叔叔」）是

一位值得書寫的人物。杜在抗戰初期

少年時代加入共產黨，是在中共隊伍

中成長起來的「娃娃黨」，他既能武

又能文，參加過武工隊，在戰爭中摸

爬滾打，練就一身膽量；又因為他父

親是鄉村文化人，他自己的文字功底

也了得，從給《晉察冀日報》寫稿做

起，逐步成為正式記者。中共建政

後，他長期在南方工作，擔任新華社

廣東分社社長，其間，因向新華總社

反映大躍進後廣東農村的真實情況而

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一度

被撤銷黨內外職務（同時被打成「右

傾機會主義份子」的還有其他六位新

華分社社長）。杜導正說，經過這次

挫折，他「獨立思考多了，盲從性少

了」。在分社社長任上，杜筆頭勤，

腿腳也勤，基層和上層都能跑，既接

地氣、了解廣東各地民情，又因職務

之便，知曉上層信息，與中南局和廣

東省委領導保持密切聯繫。因為是記

者出身，他對時事政治具有非比常人

的敏感，不但如此，他更是個勤於思

考、善於分析問題、有「大局觀」的人， 

這方面能力在中共幹部中當屬上乘。

這些品質在他辦《炎黃》時都派上了

用場。

改革開放之初，杜導正從廣州調

入北京，從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到《光

明日報》總編輯再到國家新聞出版總

署署長，一路順風順水。從得風氣之

先的廣東到在中央宣傳出版部門擔任

要職，杜導正的視野更為開闊，思考

的問題也更具全域性。

1989年夏，杜導正被免去署長

職務，在體制內的政治生涯戛然而

止。但他不是個閒得住的人，對國家

政治的關心幾乎出自本能。在他看

來，「六四風波」之後的中國大有倒

退之勢，有人在竭力否定中共十一屆

三中全會制訂的改革開放路線。北京

的官職丟了，他在地方還有人脈，

1991年初，他走訪廣東，寫下一篇

珠江三角洲採訪札記，受到曾任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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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時，用了「中國改革開放不能倒

退」的通欄標題。以杜的經歷及其與

1980年代中共高層的關係，他對中

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有種近乎

「個人」的認同，當他說辦雜誌就要

辦個有「時政性」、「說點真話的東西」

時，是有潛台詞的。

辦刊物須有刊號，杜導正當時身

份敏感，未必容易拿到。《英烈》雖然 

被「停刊整頓」，但刊號仍在。四處奔 

走近一年爭取復刊不果後，溫濟澤同

意將《英烈》刊號「讓給」醞釀中的《炎

黃》。轉讓刊號須經出版總署批准，

經辦此事的是時任總署副署長的王強

華。在紀念《炎黃》創刊十五周年的

會上，王特意說明當年情況，提醒大

家不要忘記已經去世的溫濟澤bo。

據我所知，杜導正和溫濟澤沒有

歷史淵源，他們之間的牽線人應為方

實——將難以復刊的《英烈》與正需

「准生證」的《炎黃》連結在一起的，

應該是我父親。方實與杜導正相識多

年，兩人關係於公於私都不錯。新華

分社的業務報導歸總社國內部管，文

革前父親是國內部負責人之一。文革

後的1980年代，我們兩家一度是鄰

居。我曾問過杜導正，我父親是怎麼

參與創辦《炎黃》的，他回答：「老同

志之間接觸很多。」中國的事情，「關

係」很重要，當然，比「關係」更為重

要的是共同的理念和追求。在1990

年代初的時代背景下，杜、方可以說

是一拍即合。杜導正告訴我，「我們

兩個是最要好的，無話不說，在緊要

關頭，可以說我倆的觀點一模一樣」。

在父親留下的材料中，有一份研

究會寫給「主管單位」文化部〈關於接

辦《中華英烈》雜誌申請報告〉的起草

稿，其中正在籌備中的會刊擬叫《炎

黃文化》，與研究會名稱一致。值得

注意的是，此稿中「炎黃文化」字樣

一共出現六次，每次都有同一個人將

「文化」兩字塗掉，改為「春秋」——

《炎黃春秋》刊名即由此而來。我對

父親的筆迹非常熟悉，一看即知「春

秋」兩字是他寫的。將「文化」改為「春

秋」很可能不是父親個人的主意，但

在《炎黃》尚未面世之際，父親參與了 

為它命名——更加準確地說，為它

更名的過程。這一更動可圈可點。熟

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春秋」二字

的含義和分量。孔子作《春秋》微言

大義，體現的是剛直無畏的史家精

神，令國人世代敬重。也許，《炎黃

春秋》是銜着使命出生的。

父親曾簡要敍述參與創辦《炎

黃》之事：「在《革命烈士傳》即將編

撰完成之際，1991年7月，我協助杜

導正同志參加了創辦《炎黃春秋》的

工作。」我想，父親應是以原《英烈》

副主編身份加盟的，主編溫濟澤擔任

《炎黃》特邀編委，不參與雜誌社日

常工作。杜導正對我說，創辦之初，

「就是我們兩個人〔他與我父親〕，加

上《炎黃子孫》的洪爐、杜衞東、劉

家駒」。雜誌社第一任總編洪爐是由

參與策劃辦刊、擔任炎黃文化研究會

副會長的馮征介紹來的，洪爐不是原

《炎黃子孫》的人；杜衞東和丁洪章

是，丁一度擔任《炎黃春秋》副社長，

但對具體事務參與不多。雜誌出了一

期後，曾在《解放軍文藝》社工作的

劉家駒進來了。洪和劉都有部隊文化

工作的背景，他們兩位加上原《炎黃

子孫》副主編杜衞東負責《炎黃春秋》

編務，三人與杜導正和方實沒有歷史

淵源。負責雜誌社日常事務和經營管

理的分別是宋文茂和徐孔，他倆此前

就認識杜導正，宋曾任首都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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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委書記，徐原為《中國食品報》負

責人。這就是《炎黃》最初的社務和

編輯班子，多數人彼此並不相識。

1991年《炎黃春秋》雜誌社成立

時，社長杜導正六十八歲，副社長方

實七十四歲，宋文茂和徐孔也均已年

過六旬。

三　「到了不好開口像是 
笑話的程度」　

我聽到一個說法，認為《炎黃》

由於有前中共高官坐鎮，又有「大佬」 

撐腰，從一開辦就比其他雜誌順遂得

多。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炎黃》初 

辦時條件之艱苦，用杜導正的話說，

「到了不好開口像是笑話的程度」。 

雜誌社成立十周年時，回望走過的道

路，杜導正以〈《炎黃春秋》的春秋〉

為題寫了一篇文章，提到當初在方方

面面的「困難、曲折、微妙以至心酸

處」，欲說還休，以「跌跌撞撞」一詞

而蔽之bp。

《炎黃》正式出刊前，雜誌社先

是在位於北京景山的少年宮租了幾間

半地下室屋子，光線差，看稿子得到

戶外，蕭克來視察時說，比根據地強

多了。桌椅是從原《炎黃子孫》搬來

的，後來馮征又送來幾張舊桌子，上

面黏着文革中的殘餘大字報。幾個月

後雜誌社搬到北窪路首都師範大學附

屬中學一座樓的二層，樓道裏常飄着

飯味兒。一年後搬進原北京圖書館一

棟「冬冷夏熱」的老樓，幾年之後又

搬到雍和宮附近的戲樓胡同。在戲樓

胡同時，剛退休的楊繼繩去過，他對

我說，那裏「條件太差」，加上要乘

地鐵過去，感到對我父親實在不便。

直到2002年搬進月壇西華賓館院內

的簡易小樓，《炎黃》雜誌社才算是

安頓了下來。

到過月壇小樓的人知道那裏條件

怎樣。文革前還是孩子時，我去過父

親在新華社的辦公室，杜導正退下前

的工作環境應更不待言。豪華以至奢

侈是當今的世風，可是有這麼一家雜

誌，在一處又一處堪稱陋室的地方堅

持多年，我從未聽父親有過任何怨

言。這裏說句題外話：我弟弟葉維佳

曾任外企高管，後來離開那份報酬豐

腴的工作，創辦一家名為「道和」的

綠色環保機構。弟弟去世後我到過他

們的辦公室，只有一間小屋子，幾張

舊桌子。父子倆做人做事可有一比。

熟悉1990年代出版情況的吳思

對我說，當時社會上冒出不少民間刊

物，但逐漸地，它們或是斷了資金來

源，或是因為內訌散夥，或是由於「犯 

規」被封，眼看着一個個都辦不下去

了。由此讓我想到，要辦成一本雜誌， 

錢、人、「不犯規」，三者缺一不可：

「錢」指與市場的關係，「人」指內部

人際關係，「不犯規」則關涉雜誌社

與政府部門的關係，《炎黃》要生存

下來，必須處理好這三個基本關係。

先說錢，茲事體大。體制外的

《炎黃》不是新華社或《光明日報》，

不能不講「市場經濟」，杜導正和方

實這樣的「老革命」可說是「遇到了新

問題」。最初，雜誌社通過研究會的

途徑得到一些錢，但數額有限，杜、

方二人曾共同出面借款，這筆錢很快

由我父親代表雜誌社簽字還清。第一

任總經理徐孔告訴我，在景山公園半

地下室時，因為資金尚未到位，連房

租都無法預先支付；為了招待蕭克，

專門上街買了二兩茶葉。此後一直 

到1994年初，雜誌社在經濟上始終

處於不穩定甚至岌岌可危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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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最為困窘，雜誌社想出用「拉

贊助」方式「開源」，當年7月，雜誌版 

權頁出現「理事會」字樣，出3萬元可

以當理事，出5萬到10萬元就是副理

事長（理事長是杜導正）。1994年5月

起，「理事單位」名單中出現了一家

大國企，該單位負責人是我的一位表

哥，這個贊助是我父親「拉來的」。

徐孔說，這家企業先後共贊助10萬

元。按規定，我父親應得百分之二十

的「回扣」，但他「說甚麼也不要」，

最後「強迫」他收下了5,000元，「他

給了天津一個甚麼學校」（應是作為

「葉氏五兄弟獎助學金」捐給父親的

母校天津南開中學）。徐孔接下來

說：「為甚麼這麼困難，大家思想還

這麼一致呢？就是領導帶頭，大家都

沒有私心。」

即便領導帶頭、大家思想一致

（其實並非那麼一致），情況也沒那麼

簡單，不會經營也不行。以印刷為

例，雜誌出版的頭三四年先後換過

十二家印刷廠，足見情形之混亂。一

本不為人知的刊物，要找到相對穩定

的印刷廠，開闢相對可靠的發行渠

道，銷售一定數量的期刊以保本，做

到其中任何一項都不容易。初生的

《炎黃》只能依靠四面八方、良莠不

齊的社會力量，在1990年代中國「市

場經濟」的風吹浪打中勉力圖存：一

個報亭一個報亭求人代賣的事有過，

賣了雜誌收不回錢雞飛蛋打的事有

過，在外地印刷的雜誌運輸途中遭雨

水浸泡的事也有過⋯⋯細說下來，

是一個長長的故事，這裏只撿幾件格

外「精彩」或是「出格」的事講講。

1993年初，雜誌的印刷和發行

事務由社外某人承包，此人品德有

疵，不付印刷廠工錢（雜誌社不知

情），致使1994年夏的一天上午，該

印刷廠幾個大漢打上門來要錢，他們

搶圖章，摔茶杯，指着老人的鼻子

罵，抄起椅子要往副總編杜衞東頭上

砸，並揚言到杜導正家吃飯睡覺，一

連數日「討債隊伍」不斷，弄得雜誌

社無法工作。這家印刷廠屬於部隊系

統，杜導正說，為了解決問題，他和

我父親曾去找有關部門，兩個老頭兒

被一個「高高在上坐在桌子後面」的

軍人訓斥了一頓。那個引禍的承包人

不僅欠印刷廠工錢，也給讀者少寄漏

寄遲寄雜誌，他賣刊得錢後不上繳雜

誌社應得份額，還在解除承包關係後

攥着訂戶信息數月不放。從1994年

開始，雜誌社和此人打了多年官司，

雖然從一開始就穩操勝券，但與「小

人」打交道絕不是件愉快的事。

由於印數少，《炎黃》只能通過

「二渠道」（民間書商）發行，賣多賣

少由他們說了算，雜誌社連維持日常

運作都有困難。1993年下半年，杜

衞東想出利用郵局直接徵訂的點子，

這就必須保證雜誌有相當的發行量，

否則除去郵局提成，雜誌社連成本都

保不住。一時間，《炎黃》不大的辦

公室裏堆滿了印好的徵訂單，包括杜

導正和方實在內的雜誌社全體工作人

員，加上從外面請來的大學生，按照

郵局編碼本提供的信息，用最「笨」

的辦法一封一封寫信封，向全國各地

學校、機關、廠礦、圖書館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寄徵訂單，總共發出五六萬

封徵訂信；同時，雜誌社借用北京圖

書館一間比較體面的辦公室，由社長

杜導正出面在中央電視台頻道上推介

《炎黃》。之後，就是焦急的等待。當

終於得到來自郵局的徵訂數字時，杜

衞東一聽就哭了，打電話告訴徐孔，

徐「半晌不說話，終於開口時說：『總

算熬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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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第一期《炎黃》在〈編者寄

語〉將這個好消息告訴讀者：「從郵

局傳來信息，在期刊訂數普遍大幅度

滑坡的情況下，《炎黃春秋》剛交郵

局發行，訂數就相當令人振奮。我們

所有的苦累，都在那一張張訂單中稀

釋了。」bq多年後讀到這段話，我仍

然有鬆了一口氣之感。

《炎黃》成立五周年的1996年，

雜誌的發行量超過五萬份，除去開支

已略有結餘，在其他方面也走上正

軌。這時或因人際關係、或因其他因

素，最初的總編洪爐和副總編杜衞東

或淡出或離去。平心而論，洪爐和杜

衞東在《炎黃》創辦初期都做過貢獻。

洪爐審稿認真，「到了近乎苛刻的程

度」；杜衞東對開闢和擴大《炎黃》訂

戶功不可沒，為雜誌社財務打下了基

礎，徐孔對此充分肯定。不僅如此，

1993年胡耀邦去世四周年時，《炎黃》 

發表了幾張胡耀邦的照片和一首短

詩，詩作者正是杜衞東br。這是自

1989年夏以來國內媒體上第一次公開 

紀念胡耀邦，也是《炎黃》首次在「時

政」問題上發聲，是要承擔風險的。

紀念胡耀邦的決定是「老杜」做的，

但那一期的責編是「小杜」，他的詩

感情真摯，絕非「遵命文學」。杜衞東 

於《炎黃》創辦之初即來，1994年底

離開，經歷了雜誌社最困窘艱辛的創

業階段。在2016年我對杜衞東的電

話訪談中，他沒有掩飾離開時有過不

滿，但也對「老同志們」表達了在我

看來是大度的理解：「老同志們是想

幹事」，「他們不是為自己，是從雜誌

社發展考慮」。我們談話的開頭，杜

衞東淡淡地說了一句，「我參與了創

辦《炎黃春秋》」。了解了各方面情況

之後，我認為他有資格這麼說。

《炎黃》成立之初，領導層人際

關係沒有充分理順，杜導正和方實的

職能不甚明晰。因為辦公桌有限，一

開始分配桌子時沒有他倆的份兒。有

人認為，杜和方就是掛名，不會做實

事的。杜導正說，那時他和我父親

「忍辱負重」。即便如此，杜、方也堅

持上班。杜衞東告訴我，他倆「從來

不是掛名」，「具體事務、包括終審都

管」；他還說，「組稿主要是老頭們，

他們認識親歷者」，並以我父親為

例，說他常在開會時打開皮包，說，

「我這裏有幾篇稿子」。雖然早期《炎

黃》摻雜了其他內容和風格的文字，

封面上也沒少登令杜、方「看着不順

眼」的明星美女照，但從一開始，這

本雜誌就以刊登歷史親歷者的文章 

而別具一格，對此，有心的讀者注意

到了。

進入1995年後，《炎黃》明確了

以「紀實」為特點的辦刊風格，編輯

部在當年第一期開宗明義：「尊重史

實⋯⋯是本刊辦刊的基本原則」，

「補正史之遺闕，校傳聞之謬誤，是

我們的願望與職責」bs。由於此前登

過帶文學色彩和「軼事」性質的文章，

編輯部在同期另一處強調，今後來稿

「內容必須真實，不得虛構」bt，這

一原則成為《炎黃》的「品牌」要素。

此時，雜誌社以杜導正為主、方實為

輔的基本領導格局已然確立。

四　「司令員」與「政委」

寫到這裏，說幾句雜誌社內部的

人事，即前面提到的三個基本關係中

的「人」。我不是雜誌社裏的人，只

能說說我在父親病倒和去世後所了解

的、涉及到我父親的一點情況。

《炎黃》是一家沒有「編制」的體

制外單位，說它的人員是拼湊起來的

應該符合事實，尤其在前期。講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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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三」生，我父親看過她寫的東

西，了解她的文字水平；1990年代

末她退休了，父親聽說後通過我問

她，能不能來給《炎黃》當編輯。這

反映出雜誌社當年招收工作人員的方

式不那麼正規。再者，在相當長時間

裏，雜誌社在收入方面毫無優勢， 

開始時杜導正和方實每月補貼費是

40元。創刊之初即在《炎黃》做打字

等雜務的趙凡響說，開會時領導常

說，「我們有工資福利，要多考慮把

《炎黃》作為第一職業的人」——即從

社會上聘請來的人。退休前任《光明

日報》總編室主任、1999至2003年任

《炎黃》副社長的程理嘉告訴我，在

他工作期間，雖然雜誌在社會上已 

有不小的影響，但還是不能「指望它

吃飯」，當然，年輕人更不能指望通

過它拿到職稱，更不要說分房子等 

福利了。

前面說過，《炎黃》初創時大部分 

人互不相識，之後人員的進進出出也

較「正規」單位頻繁，歷年的工作人

員既包括像杜衞東、吳思及徐慶全這

樣脫離或游離於體制外的「知識精

英」，也包括曾在中央機關、部隊系統 

和其他部門工作過的離退休幹部，如

洪爐、劉家駒、程理嘉、郝愛存、楊

繼繩、胡竟成、趙友慈和李晨，以及

從社會上聘請來的人，如王海印—— 

這位年輕人是在《炎黃》成長起來的。

曾在雜誌社工作過的人員名單不短，

為它出過力的人不少，恕我不一一列

舉。總之，「炎黃人」來自「五湖四海」， 

背景經歷各異，年齡參差不齊，思想

理念也未必那麼一致。

前引吳思的話，說1990年代出

現的很多體制外刊物後來辦不下去，

其中一個原因是「內訌」，可見處理

好內部關係的重要性，處理得不好，

輕則影響士氣，重則關乎一份刊物的

生死存亡。

在曾經長期擔任編輯室主任的 

趙友慈眼中，《炎黃》雜誌社是個「好

人集中的地方」，是一方中國社會「少

有的淨土」，也是一座使人素質和思

想都能得到「冶煉」的「熔爐」。趙友

慈於1994年自中央美術學院教職退

休後到《炎黃》上班，2008年離開。

「淨土」的說法有些溢美，誰不知凡

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事兒」，但趙

的感受也是實在的。一個有凝聚力 

的團體的形成仰仗眾人的合力，《炎

黃》的每位工作人員都為此做出了貢

獻，這裏我僅講一點與我父親有關的

情況。

體制外的《炎黃》沒有專門負責

「思想工作」的人。在和不同時期的

數位工作人員交談後，我得出一個印

象，即我父親在一定程度上非正式地

擔任了《炎黃》內部的「思想工作」。

在雜誌社2016年2月為父親召開的追

思會上，軍旅出身的劉家駒這樣說：

方老「像政委，仁慈，我對他有一種

特殊的感覺」；長期擔任雜誌社社 

長助理和辦公室主任的胡竟成重複 

了「政委」的說法：「杜老是司令員，

方老是政委，有難題，都交給方老處

理，⋯⋯方老待人謙和，辦事有原

則，能聽取不同意見，為雜誌社的團

結起了大作用。」

「政委」一詞讓我心中一動。劉

家駒在《炎黃》工作了十二年半，長

期擔任執行主編，他性格耿直，有時

會在稿件問題上與他人發生爭執。追

思會那天他說，他心裏有疙瘩時願意

找我父親談，我父親給他做工作，

「講延安，講慢步走」，語言表述的方

式讓他「心悅誠服」。

在訪談中，杜衞東也講了我父親

是怎麼給他做工作的。因為社裏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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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杜感到鬱悶壓抑，一夜無眠，

挨到清晨6點給我父親打電話。杜衞

東告訴我，他私下曾往我家打過多次

電話。我問為甚麼要給我爸打電話，

他回答，「方老正派，和藹，寬厚，

沒架子，值得信任」，「他講的道理我

能聽進去」。後來杜衞東選擇了離開， 

沒有說過不利於《炎黃》的話。杜衞

東還說：「方老是雜誌社的穩定因素， 

令人踏實，他從來不爭。」「從來不

爭」——這與徐孔說我父親「不謀私

利」相仿，也與趙友慈的印象一致：

方老「人如其名，為人：方方正正，

做事：實實在在，對人對事平等」。

2003年到《炎黃》工作、先後擔

任執行主編和副社長的楊繼繩對方實

這樣評價：他「沒有利益和權力欲

望」，「以他的資歷地位和性格，起的

不是一般的作用，是雜誌社內部的穩

定力量，他說的話別人聽，在人事方

面起了『黏合劑』的作用」。

杜導正和方實兩人配合得很好。 

程理嘉說：「《炎黃春秋》靠兩老，他

們合作密切，重大事情兩人商量，像

一個人一樣，在兩老領導下，沒有烏

七八糟的東西。」

在父親的追思會上，杜導正回憶

了辦刊過程中和我父親共同經歷的種

種磨難，談到與「老方」的關係時，

他有些動感情：「我們倆，在所有問

題上，編輯、人事、對外關係——

大大小小問題上沒有任何矛盾，我們

的看法、做法、做派一致」，「我們萬

分之一萬地一致，很不容易，空前絕

後，在歷史上也少有」。

「萬分之一萬地一致」的說法，

也許有些誇張。楊繼繩對我說，你父

親是個有獨立性的人，在有些事情上

有不同的看法。徐孔也說：「你父親

跟老杜那麼好，他該不同意還是不同

意。」因為知道父親秉性寬和，我問

自 1997年起就在雜誌社工作的吳

思，在處理內部人員矛盾衝突時，我

父親是不是「和稀泥」？吳思回答，

「是講道理，講道理」，一連說了幾遍

「講道理」。

在父親的追思會結束時，杜導正

做總結：「老方在《炎黃春秋》起了極

好的作用——他的為人、經歷、他

受的教育——我認為他核心的東西

就是尊重人。」我很認同「尊重人」這

個說法，在家裏父母就是這樣對待我

們的。將「尊重人」視作我父親的「核

心」品格，老杜叔叔說到了點子上。

我以為，在父親任事期間，《炎黃》

一二把手之間關係的關鍵詞是「互相

尊重」。劉家駒就說：「老杜對你爸尊

重，兩個人辦雜誌，都會團結人，是

非常不一般的領導層，很難得。」

對《炎黃春秋》這樣一份非同尋

常、長期承受外部高壓的刊物來說，

「領導班子」的精誠團結太重要了。

杜導正有識有膽，是把握大方向的人

物，在《炎黃》歷史的頭十四年，方

實是杜導正最主要也是最有默契的輔

佐，用一位《炎黃》朋友的話說，「杜

老是掌舵的，方老是壓艙的」。

寫到這兒，有句話要說回來： 

在我看，說到底，《炎黃》內部的管

理方式仍然難免「人治」之嫌，僅靠

「老同志」的「德高望重」不夠。這裏

先打住，也許在後面我會多說兩句。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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