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1 日 下 午 ，
中国现代文

学馆发布讣告 ， 中国作家
协 会 全 国 委 员 会 名 誉 委
员、 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
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
著名社会活动家 、 老舍先
生 之 子 舒 乙 因 病 医 治 无
效 ， 于当日 14 时 16 分在
北京逝世，享年 86 岁。

舒乙：把小家之宝双手捧给社会

舒乙与现代文学馆

舒乙先生一生将相当多的
精力都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
的建设中。

我们提起中国现代文学馆，
首先想起的总是巴金老人。 1981
年 2 月 14 日，巴金在为香港《文
汇报》写的《创作回忆录》系列
中，最早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
馆。 巴金说建立国家级中国现代
文学馆是他此生牵挂的最后一
件大事。 次年，中国现代文学馆
就在北京万寿寺西路上的一处
建筑中落成。 作为暂时馆址，这
座清代皇家花园式的建筑尽管
环境清幽，但对讲究严格的保管
和收藏要求的各类载体的档案
资料来说还不是理想之地，且空
间也不足。 国家于是开始筹备芍
药居附近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新
馆舍，1997 年 12 月 14 日开始破
土，于 1999 年夏天，中国现代文
学馆设计新颖、设备现代化的新
馆已经建成。

而这座新馆从筹划到落成，
舒乙一直是这项工作的实际主
持者， 舒乙在 1984 年就参加到
筹备中国现代文学馆。 以前他是
留苏的学生， 学习林业化学专
业，后来去到北京市光华木材厂
当工程师。 1985 年文学馆开馆，
他是第一批工作人员，后来任副
馆长、常务副馆长、馆长。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讣文中也
谈道：“舒乙同志为中国现代文学
馆的筹备、建设和发展倾尽心力，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特别是
文学馆新馆的建成， 从馆舍的建
筑布局、艺术设计，到花园里的一
草一木， 每一座雕塑、 每一幅壁
画，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和匠心，寄
托着他的希望和深情。 ”

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地
方看到舒乙先生的文学品味和
诗意设计：比如几栋大楼的“门
把手”是巴金的手印，当人们推
开文学馆的大门时，就像是抚着
巴金的手掌开启文学殿堂，这个
就是舒乙的创意。

文学馆进入馆门的大理石
和迎面临街横卧的石碑影壁上
镌刻的是巴金的名言：“我们有
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
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
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
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
更有用。 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
得更好。 ”

“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
人民心灵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
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
的学校。 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
种的文学， 我从它得到温暖，也
把火传给别人。 ”

这两句话就是舒乙挑选的，
此外 ，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
徽———一个逗号， 也是舒乙发现
确认的。逗号，不仅是一个现代才
有的、象征现代文学的标点符号，
代表着一种未完成和接续未来。

谈及舒乙先生与中国现代
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计蕾说：“舒馆长从文学馆的筹
办开始就在我们这儿了，所以他
经历了筹备、建设、新馆建成的
全过程。 特别是 2000 年新馆建
成开馆之后，舒馆长也做了很多
新的尝试。 他提出‘专家讲解
制’， 不是普通的请讲解员来背
稿子，专家讲解可以把文学作品
讲得更深入，让观众对作家的了
解也更深刻一些，而不是浮在表
面上的，这个不知道算不算他的
首创。 后来他也通过物业管理的
方式，对外在社会招标来实现馆
内管理。 还有就是我们文学馆从
老馆时期就开始进行公益讲座，
向市民普及文学、文化、艺术方
面的知识，到了新馆以后我们的
工作还在持续， 听众不断增多，
扩大了影响力。 他也是说要把文
学馆建成一座文学的殿堂，舒乙
先生非常尊重巴老的意见，要把
文学馆建成现当代文学的宝库。
他自己也曾经写过书叫《走近现
代文学馆》和《现代文学瑰宝》，
都是讲在文学馆的工作。 ”

伟大的捐赠

计蕾谈道，舒乙对文学工作
和文学馆的热爱深深感染到自
己：“2013 年时，他和全家人共同
决定把老舍先生珍藏的名画，加
上自己的书稿作品和他母亲的
绘画作品捐给了文学馆，其中有
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傅
抱石的《桐荫图》、林风眠的《川
江图》等 20 幅字画精品，甚至老
舍故居，舒乙和家人们也共同捐
给国家了，这种无私的捐赠非常
值得人们敬佩。 ”

计蕾谈到的捐赠并不是舒乙
第一次这样慷慨， 记者从中国美
术馆方面获悉， 舒乙先生不仅非
常珍视父辈的藏品， 更将这些作
品视为国家和民族共同的宝藏。
他曾先后在北京、青岛、济南、重
庆等地的老舍故居设立和老舍生
平相关的地方级博物馆， 陈列展
示父母的藏品。 而对于藏品中时
代久远或水平超逸的作品， 他则
愿意捐赠国家级的艺术博物馆。
为此，2013年底，舒乙代表姊妹首
先提出愿将父母珍藏赵之谦、翁
方纲、傅山等明清书画珍品 14 件
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除了上述明清书画，舒乙先
生考虑中国美术馆的馆藏特点，
又补捐了任伯年、吴昌硕、陈师
曾、齐白石、傅抱石、林风眠、陈
半丁、王云等一批近现代艺术大
师的精品给中国美术馆，这些作
品几可代表中国近现代书画界
的最高水平，意义非凡。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
示，深深地感受到舒乙的人格魅
力：如果用民间的话来讲，舒乙
先生是“好多事”的人，但他的
“多事”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有一
种社会责任感，所以才被称为社
会活动家。 他的风度、 风采、风
骨、风范令人难忘，中国美术馆
人会永远记住他，我也会永远记
住他。

老舍夫妇在世时，他们把藏
品张挂于家中，以传统文人的雅
集形式邀好友共赏， 长此以往，
他们客厅的西墙在当时有了“老
舍画廊”之称。 这是老舍夫妇在
当时所能想到和做到的交流方
式。 他的后人将这种交流范围扩
大升级，并通过捐赠的形式将老
舍夫妇私人藏品变为国家珍宝，
使其作为先辈的一种精神文化
财富，在国家美术馆的平台陈列

展示， 得社会各界人士共赏，其
影响范围之广、 受益人群之众，
皆是此前所不能及的。

此外，也有资料记载，作为
冰心研究会名誉会长、舒乙先生
也曾向长乐冰心文学馆赠送了
一批冰心资料。 目前，该馆收藏
的有关冰心的物品已经达上万
件，成为国内收藏实物数量最多
的单个作家博物馆。 舒乙赠送的
这批资料弥足珍贵，其中包括上
世纪 80 年代冰心写给三弟谢为
楫的 21 封信，另有 7 盒磁带及 7
张光盘， 内容包括 1985 年冰心、
巴金、 夏衍三老会面的录音，
1987 年夏衍、邓颖超、赵朴初看
望冰心的录音，1987 年冰心看望
叶圣陶、夏衍的录音以及福建乡
亲拜访冰心的录音等。

我们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
馆的重要职能之一便是收集保
存中国作家的手稿。 舒乙对此曾
说： 作家手稿是一种历史存在，
它有生有灭， 没有收集保存，它
就会失去， 古典文学手稿的缺
失，就是一个例证。 而中国现代
文学馆一建立，即重视收集作家
手稿的工作，而中国现代文学馆
中收录的手稿，很多也成了整个
时代“最后的手稿”。 中国现代文
学馆现共有藏品 60 余万件，包
括书刊、手稿、书信、照片、字画、
实物、音像资料等，如果世俗一
些去看这些名家手稿的价值，我
们可以参考去年 12 月嘉德拍卖
的一批周作人手稿———42 件周
作 人 1960 年 代 手 稿 就 拍 出
1286.85 万元的高价，我们由此可
以想象舒乙先生和许许多多和
他一样的人为建成这样一座属
于人民的文学殿堂，曾一度怎样
慷慨解囊。

此外， 舒乙先生也热情地投
入到许多社会事业中，2000年，面

对北京旧城区里成片的胡同和四
合院迅速消亡的现实， 他与全国
政协委员梁从诫、弥松颐、李燕联
合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
的十条紧急建议”，担当起保护老
北京的历史责任。 2002年至 2007
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致力
于对城市文物及文化遗产的保
护，写了《京杭大运河，残缺的辉
煌》《隋唐大运河，地下的辉煌》和
《江南运河，水乡的辉煌》三篇考
察实录，积极呼吁保护大运河。他
认为， 运河和长城一样是伟大的
奇迹，一样了不起。

身份本身即意义

当然，舒乙被提及最多的身
份是“老舍之子”，这是他始终无
法弃置的标签，而舒乙先生也欣
然接受这个标签，并做了许多积
极的工作。

《老舍全集》 责编王海波谈
道：“舒乙家的几个儿女各有分
工，姐姐舒济负责老舍先生作品，
舒乙负责老舍先生生平事迹，所
以编《老舍全集》主要是舒济提供
资料、编选文章等。所以我跟舒乙
私下里也没有太多往来， 跟他主
要是参加会议、 书籍首发之类的
活动。有一次是重庆北碚版的《四
世同堂》出版，舒乙先生负责写了
前言，参与设计封面、插图，有过
一些交流。 他们兄弟姐妹之间关
系都好、比较融洽，比如说在我们
社出书，稿酬虽然开给舒济老师，
但是最终都属于四个人， 他们之
间的关系都很和睦亲密， 包括舒
乙生病之后， 他的姐姐妹妹也常
去探病照顾。 ”

王海波认为，舒乙对老北京
的了解、对京味文化的理解都是
延续自父亲老舍，“他平时非常
主动地去宣传和传承老舍的理
念和思想，写的东西也都是关于
老舍的生平、创作、思想，主要集
中在这方面。 ”

谈到与舒乙的交往， 王海波
说：“《老舍全集》修订完首发的时
候他来了， 对我们的工作还是非
常肯定的。 因为对老舍先生作品
有信心，我们头版就印了一万本，
他也很赞赏我们这个做法。《骆驼
祥子》手稿也是这样，因为原稿的
状态不太好， 他对我们做出的努
力和成果也非常赞赏、肯定，觉得
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容易
了。虽然没有具体的指导，但是对
我们来说更像一个精神支柱的作
用。 他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是属于开拓性的，贡献很大，大的
方面来看， 在初创时期有他这样
一个社会活动家的人物来支持，
以他的身份和影响力， 是有很大
的好处和意义的。 ”

王海波认为，舒乙的身份本
身就有很特殊的、 很大的意义：
“他主要还是从老舍的角度去做
一些工作。 他们家里的子女也都
在这样义不容辞地传承老舍的
精神文化和老北京的文化，都是
非常主动地去做这样的事。 ”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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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 乙 先 生
为小朋友们绘
声绘色地讲述
每一幅画作背
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