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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

沈昌文祖籍宁波，到父亲一辈
时家道中落，沈昌文十三岁时到上
海银楼做学徒已是穷途，这段经历
养成了他的处事风格：遇到各色人
等，既不低三下四，也不趾高气扬，
能够从容对待；遇到各种复杂事件，
都能处事不惊，巧妙应付。

因为聪明又勤奋，老板对他信
任又喜爱。他并不甘心放弃读书求
知，在业余时间自修了很多课程，有
无线电、会计、速记、英语、俄语、新
闻等。

1949年三联书店招考，沈昌文兴
冲冲地去报名，本以为“这么一个革
命单位，肯定会欢迎我这个自学成
才的工人”，结果对方回复只招收有
文凭的大学生。隔了一年，人民出版
社在上海招考，沈昌文吸取教训，伪
造了种种证件，终于被录取做校对
工作。事有凑巧，也是在那一年，三
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

上世纪五十年代运动中，沈昌
文的假文凭被揭发出来，正要被出
版社辞退之际，他翻译的俄语作品

《出版物的成本核算》出版了！这部
作品不仅保住了他的工作，他还被
评为积极分子，工资从33元提到99
元，级别从办事员提为副科长。

对于这段经历，沈昌文并不避
讳，“上帝不让我用正常手段获得知
识，我只能‘非法成长’了”。

1954年8月，沈昌文被调到总编
辑办公室，担任社领导的秘书，有机
会看到有学问的领导如何动员老作
家“翻箱倒箧”把旧作整理出版，如
何研究国外学术信息。领导的言传
身教，无异于对他的出版启蒙教育，
他认识到做出版除了认真消灭错别
字以外，还要认真地“睁眼看世界”。

那个年代里，出版社还有一项
特殊任务——— 出版反面教材，即所
谓的“灰皮书”。沈昌文被分配去做
编辑工作。那时组译翻译稿，可以找
有学问但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沈昌
文真心拜他们为师，因此结识了李
慎之、董乐山。

“吃菜拾金”

1980年，沈昌文被任命为“三联
编辑部”主任，被调去编《读书》杂
志，1986年1月1日被任命为刚刚恢复
独立建制的三联书店总经理。

揣着三十万元资金、一两百本
书的版权，带领着一众同事，沈昌文
租下人民出版社宿舍的地下室当办
公地点，开始考虑出版社做些什么
书。

当时中国的出版社要么按地区
分工，要么按专业分工，各有各的出
版领域，三联书店打不过“争夺战”，
只能另找出路。头一个念头就是港
台的文化资源。当时中国还没有这
方面的专业出版社，而三联书店跟
港台文化界有密切而良好的关系。
沈昌文对蔡志忠的漫画一见钟情，

“既生动又有文化内涵，喜欢得离不
开手”。经过联络，蔡志忠系列漫画
在三联书店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蔡
志忠把稿费版税存放在三联书店，
解决了书店资金不足的难题。

1980年10月广州的《武侠》杂志
首次连载《射雕英雄传》，金庸的作
品开始进入内地读者的视野，以金
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备受读者喜
爱，红学家冯其庸还专门把研究金
庸小说的学问称为“金学”。于是金
庸的作品引起包括三联书店在内的
出版界的关注。1989年，在香港著名
报人罗孚的引荐下，沈昌文到香港
与金庸见面洽谈出版意向，至1993年
三联书店终于跟代表金庸方面的香
港公司签订出版合同，一度成为三
联书店的“摇钱树”，金庸小说也走
向“文化精品”意义上的流行。

另一个领域是翻译书，沈昌文
在这方面是内行，且能得到高人指
点——— 高人就是当年出“灰皮书”时
结识的李慎之、董乐山、费孝通、翁
独健等前辈。李慎之建议“向后看”，

即出版西方的老书，翻译过来“古为
今用”，如房龙的《宽容》、茨威格的

《异端的权利》等，让中国学界和普
通读者大开眼界。

翻译书领域越做越大，出版社
忙不过来，就动员社会力量来做，他
们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合
作，编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
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等系
列图书。当年“文化：中国与世界”编
委会的青年译者和作者，如甘阳、刘
小枫、陈嘉映等，如今都已成为学界
有名望的专家学者。

沈昌文从1980年3月开始兼管
《读书》杂志编务，后出任主编，直至
退休，16年的辛勤耕耘和心血投注，
使《读书》这本思想文化评论杂志成
为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化界最有影
响力的刊物。他坚持正确办刊方向，
事必躬亲，开办《读书》服务日，形成
了《读书》独特的办刊风格和特色，
团结了海内外广大知识分子，在读
书界产生了良好的声誉口碑。

1991年初，在给友人的信中，沈
昌文表达了自己对《读书》的期待：

“我更想把《读书》办成一个醇厚、耐
读的文化刊物，它不能使人立竿见
影，但是能帮助孕育一种文化精神，
使得长读《读书》的人，不仅是思想
先进的，而且是睿智的，谦和的，平
实的。”

黄金时期

1996年1月1日清晨，沈昌文在家
里接到单位的电话，通知他已在昨
日下午五时退休。他并不感到意外，
其实在两年前就已“退居二线”。

放松下来的沈昌文先做了白内
障手术，然后去美国游历一遭，回国
后就又进入了工作状态——— 跟俞晓
群、陆灏“三结义”，合作继续做出
版。

摆脱了各种羁绊和制约，可以
真正按照自己的思路做自己想做的
事情了，沈昌文曾表示退休后的二
十年是他的“黄金二十年”。

俞晓群提出学习王云五主编的
“万有文库”，希望编一套“新世界万
有文库”。几年下来，这套书一共出
了六七百种，蔚为大观。这套丛书装
帧简朴，少有插画，正合沈公的心
意。“做了大半辈子出版，说实话，到

了编‘新世纪万有文库’，我才真正
尝到了编书的甜头。”

一次沈昌文看到朋友带来的几
本《万象》旧杂志，便着了迷。《万象》
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是那
个时代海派文化的旗帜，张爱玲、张
恨水、苏青都曾是它的撰稿人。1945
年6月停刊，前后共出了43期。编《读
书》多年的沈昌文，内心里对海派文
化更留恋，“何不承继前贤，老店新
张？”在俞晓群的支持下，沈昌文一
行人拜访了当年老《万象》后期的主
编柯灵老先生，一谈即合。1998年底

《万象》推出创刊号，1999开始出双月
刊，受沈昌文的感召力，《读书》的很
多优秀作者纷纷转向《万象》。其中
文章行文轻快，叙事老道，吸引了众
多读者。按照董桥的说法，“此刊比
当年《读书》更多几分情趣”。

跟俞晓群合作期间，沈昌文还
编了一些多年想出而未果的书，《吕
叔湘全集》便是其中一种，“我多年
总想为他老人家出一集子，不单是
报答，更为了传播。”沈昌文当学徒
时便偷偷在柜台下学习吕叔湘的

《中国人学英语》，做出版后从吕叔
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
中学习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想搞
业余翻译又从《伊坦·弗洛美》吕叔
湘译本中学到不少本事，直到他主
持三联书店，才结识吕老本人。1987
年，年逾八十的吕叔湘在《读书》杂
志开辟“未晚斋杂览”专栏，除了写
文章，几乎每月读过《读书》后就写
一封信给沈昌文，或提意见，或表达
看法。“我有这样的学者为‘后台’，
让我大壮其胆，在改革开放的年头
大胆工作。”

“扒扒”沈公

2019年，沈昌文八十八岁寿诞
前，好友决定为他出一本庆寿的册
子，不是历数他人尽皆知的出版成
就，而是“扒扒”他的八卦趣事。旧
识好友的三十多篇文章结成一本

《八八沈公》，一个天真、狡猾、机
智、幽默的本真沈公形象跃然纸
上。

最初的办公室，不论是在地下
室，还是在厂房，斗室中除了文房四
宝，还有三样东西必不可少：冰箱、
电砂锅、咖啡壶。那时下馆子还未普

遍，沈昌文为了约稿子请作者吃饭，
都是亲自做。冰箱用来冷藏“普京”

（普通燕京啤酒），从来没有洗干净
的电砂锅煮的红烧肉和白米饭，饭
后再来一大杯掉漆搪瓷茶缸里的黑
咖啡。更多的时候，是犒劳一下他自
己和同事们，吃饱喝足再看稿改稿，

“如得神助，灵感迭现”。
台湾出版家郝明义把读书比作

饮食，沈昌文因此常把编辑比作厨
师，从找原材料、物色作者和译者、
协调多方关系、把握烹调的火候，一
直到出版印刷装帧，给读者奉上精
神大餐。晚年沈昌文经常向后辈传
授自己编辑、出书经验的“二十字
诀”———“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
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在出版
界编辑圈广为流传。若是完全按照
字面理解，真把人吓一跳。其内里含
义却是通过“吃喝玩乐”跟作者交朋
友，建立感情至“谈情说爱”的地步，

“贪污盗窃”的不是钱财，而是作者
的思想、观点及学界思想界动态，然
后“出卖情报”，在编辑部讨论研究，
或向其约稿，或策划选题，书出版之
后，就“坐以待币”了。

沈昌文77岁时接受采访，表示
自己在文字和美食之外的爱好是淘
旧书、逛马路、做气功、上互联网“潜
水”，用MP3听中外老派流行音乐和
苏州评弹，看国产警探电视片。好友
则评价他看电视“多快好省”：“警匪
片”的警匪双方一开打就按快进键，
直到匪们被打死，就算看完了。

在沈昌文八十大寿的纪念会
上，王蒙说沈昌文“在发展北京餐饮
业上做出了贡献”，可见沈公喜爱美
食是众所周知的。沈昌文带朋友去
些其貌不扬的小菜馆，不奢华却有
特色，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脏
兮兮的餐馆，吃脏兮兮的小菜”。这
个“脏兮兮”并非真的脏，而是别具
乡土气和家常气，在一个可以身心
放松的环境里，一边品特色美食，一
边高谈阔论。

“老沈不作兴正襟危坐地讨论稿
件，他喜欢人声鼎沸、嘈杂一片的小
饭馆，拉上三两位温文儒雅的学人，
直着脖子一起大喊大叫地谈选题，这
才是他尽兴的最佳状态。”同事吴彬
回忆道。近几年，沈公听力渐弱，聚会
时不再高谈阔论，经常笑眯眯的坐在
那里，似乎是在听大家谈话。

退休后的沈昌文几乎每周都要
去一趟三联书店，查阅资料，复印些
东西，取走样书。若有人问起他干吗
来了，他准回答来三联找“热恋情
人”，他的情人是傅小姐——— 复印机
小姐。同事们都明白，这不过是他

“借口”回来看看他放不下的三联。
在曾经担任《读书》执行主编的郑勇
记忆中，经常来编辑部的沈公，从未
指导过编辑们编刊组稿这类事，只
是有一天他在电子邮件中突然收到
沈公发给他的一份五十页的通讯
录，沈公在业务上大半辈子打交道
的著者译者及各种“关系户”赫然其
中。

沈昌文75岁时，作家沈从文的
孙女沈帆画了题为“废纸我买”的漫
画——— 一个小老头背着大大的鼓囊
囊的双肩包，双手还各提着一袋书。
沈昌文把这幅漫画用废旧利用的纸
反面打印出来，再裁成小张，当做自
己的名片使用。他每日东奔西跑，逛
旧书店、折扣书店，朋友聚会时经常
看到他拎着一沓书来，任友人挑选。
聚会散后，他不让人送，背着双肩
包，背影缓慢而坚实地渐渐远去，远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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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复三联，主《读书》，编“万有”；他的“出版经”自成一派；他是一位无法复制的“思想邮差”；他是“混迹文墨墨场中几
十年,专事贩运倒卖”的“书商”；他是八十多岁还常背着双肩包穿行在各家书店、咖啡馆、餐馆，自称“不良老年”的沈公公
沈昌文。

2021年1月10日，90岁的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在睡梦中离世。消息传出，文化圈中人人都在怀念“我的朋友沈昌文”，怀
念他为了书籍的一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 实习生 于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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