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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鄉土的「革命敘事」

──《紅旗譜》與二十世紀鄉土中國的革命

⊙ 耿傳明

 

在十七年文學中，「革命歷史題材」是最重要的題材之一，代表著這個時期長篇小說的最高

成就的「三紅一創加一青」（《紅日》、《紅岩》、《紅旗譜》、《創業史》、《青春之

歌》），除《創業史》外，都取材於既往的革命鬥爭歷史。這種現象固然與其時代長篇小說

創作追求「史詩性」巨著的審美情結有關，但也應注意到表現「革命」歷史，較之表現當代

生活，為作家個人留下了較為寬廣的創作空間，使他們可以從自己的切身經歷出發，見證歷

史的進程、弘揚歷史的精神，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提供多側面、多角度地闡釋。《紅旗

譜》也就是在這一方面顯示了它的獨特性和重要性：首先在對歷史的表現方式上，它選取的

是從下到上的方式，而不是通常所採取的從上到下的方式，也就是說它的重點表現物件不是

放在革命組織者、領導者「賈湘農」一類人身上，而是放在底層民眾身上、放在具有濃郁的

鄉土氣息和傳奇色彩鄉土中國的反抗者、邊緣人物「朱老鞏」、「朱老忠」、「李霜泗」一

類人身上。這就使得朱老忠給人留下的印象之深遠遠勝過了賈湘農等革命的組織者、領導者

的形象，而成為該書的亮點，並使得《紅旗譜》對革命歷史的再現具有了一種「植根鄉土」

與「民間傳統」的質樸與厚重。像朱老忠這樣的自發反抗到自覺革命的農民形象，在十七年

文學中也出現過，像《杜鵑山》裏面的雷剛即是一例，但是雷剛是作為黨代表柯湘的教育對

象出現的，是黨代表柯湘這一光輝形象的陪襯，一種歸順、教化的典型。而朱老忠和其「大

鬧柳樹林」的父親朱老鞏等則是具有其自身審美自足性的傳奇英雄。其次，梁斌寫《紅旗

譜》，是從自身感受最深的政治歷史事件入手的，他主要寫了兩個事件即「反割頭稅運動」

和「保定二師學潮」，而具有吊詭意味的是這兩個政治事件卻可能使作家陷入尷尬之中，因

為它們與當時的王明極左路線有某種關聯，他的謳歌和頌揚與「革命正史」之間產生了某種

不協調，或者說他的革命敘事不只是對正史的一種拾遺補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其時

代革命正史的聚焦中心和敘述常規（正如當時召開冀中老幹部座談會時，有人談到說這部書

是對被很少提及的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北方革命歷史的尊重」）。而這種偏離對於作

家個人來說又是無法避免的，因為他是憑著自己對歷史的親身感受和體驗、經歷來進行寫作

的，而不是可以脫離個人經歷的歷史圖解。作為一位左翼知識份子、1930年就投身「進步文

藝界」的左聯作家，梁斌與三十年代葉紫、柔石等被「大革命」所喚醒的那一代作家更為相

近，與四十年代解放區成長起來的經過延安整風的作家還是有一些代際差異的，這種差異主

要表現在他具有一種原發的、淵源有自的俠肝義膽、革命激情和道德自信，而且在他身上還

流動著鄉土中國的世代反叛者不畏強暴、敢於反抗、追求平等公正的血液，因此，他所講述

的「革命」，帶有某種革命群體的主觀表現的性質，而不是概念化的、符合現實政治需要的

歷史圖解。這種講述鄉土中國的革命歷史的激情和自信，可以說是《紅旗譜》最獨特的東

西，它實際上也構成了作家進行創作的原動力。



一 「俠義」與「公正」──鄉村革命的民間精神資源

記得梁漱溟先生在論到中國人的文化性格時，曾特別強調中國老百姓有一種突出的對「理」

的信仰。他曾引過一句老百姓掛在口頭上的俗話，來說明這一點，那就是：「有理走遍天

下，無理寸步難行！」這使得中國文化與西方以宗教為根坻的文化的重大區別所在，所以他

將中國文化定位為一種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文化。這種對「理」的信仰在鄉土民間文化中

植根甚深，對塑造民間文化性格起到了重要作用。《紅旗譜》的開場，朱老鞏「大鬧柳樹

林」，便是忤逆權勢、對於「理」的信仰和維護。小說開頭第一句話便先聲奪人：「平地一

聲雷，振動鎖井鎮一帶四十八村：『狠心的惡霸馮蘭池，他要砸掉古鐘了！』」，馮蘭池傷

天害理之舉就是要砸掉作為證據的古鐘，將四十八村的公產據為己有。於是就有了朱老鞏挺

身而出、不畏權勢、捨生忘死、保衛四十八村公產的壯舉。他雖然壯志未酬、齎志以沒，但

他在村民的心中特別是在他的兒子朱老忠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種子和急公忘私和激於義憤、

遇事敢為的性格遺傳。朱老忠被逼離開家鄉、闖蕩江湖的經歷，又使他具有了一般安土重

遷、逆來順受的鄉民所沒有的俠義色彩和遊民性格，而這正成為他日後投向革命、成為一個

為人類的解放事業而奮鬥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員的內在契機。

在中國民間，俠義文化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特別是燕趙之地是俠義文化的發祥地，俠義文

化對地方民眾文化性格的塑造影響深遠。據司馬遷的定義，「俠」是「救人於卮，振人於不

贍」，「不既信，不（背）倍言」1的行仁義者。其特點是：「其言必行，行必果，已諾必

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卮困，既已存之死生矣，而不衿其能，羞伐其德」、「以德報怨，厚

德而薄望」（《史記·游俠列傳》）。總之，俠是一個急公好義，勇於犧牲，有原則，有正

義感，能替天行道，紓解人間不平的人。「俠」的行為具有「利他性」，它的使命就是鋤強

扶弱、就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就是路不平，眾人踩！就是「該出手時就出手」，一種不

對法律、官府抱甚麼幻想、憑自己的一己之力去直接實現公義的、帶有原發的無政府主義色

彩的文化傳統，它與墨子的學說有較直接的關係。在中國幾千年專制統治的社會中，民間社

會的平民百姓處於一種法律不完善、官官相護、有冤難伸、忍氣吞聲的弱者地位，所以對

「俠」有一種強烈的期待。俠游走四方，見義勇為，除暴安良而不圖回報的義舉，使其在民

間倍受推崇，俠的性格和品質在民間文化特別是北方文化中普遍得到認同和頌揚。《紅旗

譜》的獨特之處也就在於它將這種民間傳統中的追求公正和平等的俠義精神，和不畏官、不

畏勢，只為「公理和正義」的民間信仰與現代革命追求自由、平等和人類的解放的理想嫁接

起來，使其在革命年代煥發出璀璨的光彩，實現了民間傳統的現代性轉換和融合。返本才能

開新，只有立足於傳統的東西才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東西。這也是《紅旗譜》所展現出的時代

精神的深層內涵。《紅旗譜》對於革命的理解和表現不只是理論性的，更是情感化的，他實

現了30年代的左翼文學未能完成的突破，即將革命不再當成是知識份子的羅曼蒂克幻想，而

是當成鄉土中國的傳奇化的現實來加以表現和歌頌。

梁斌在1933年6月19日的《世界晚報》上曾發過一篇雜文〈從蜂群說到中國社會〉，認為2：

有人把蜂群比作人類社會，有分工和合作。一點不錯，人類社會中有農、共、商、學、

兵等等，蜂群裏有職蜂、將蜂、王蜂的分別。可是蜂群裏沒有階級，沒有放高利貸的，

蜂王對於職蜂也沒有甚麼勒索。

在做過這種對比之後，他進一步分析說3：



按現代中國社會來說，就沒有蜂群的良好。「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平常理，算

不了甚麼，因為那是人家的私有財產。扔到河裏喂了王八又與誰相干？但是，在蜂群社

會中則不然。有的蜂要餓死了，別的蜂會從蜜囊吐出蜜來喂它，中國社會是你有了你

吃，我有了我吃，而且受法律的保障，不許搶奪。

社會制度不良、私有制、有權勢者的巧取豪奪、無權勢者的有冤無處伸、孤苦無告，被青年

梁斌視為是當時社會的最大問題，解決之道，就是通過革命，通過剷除私有制、消滅剝削

者，來建立起一個與「蜂群」一樣的自然、合理的社會。這種現代社會改造理想與傳統的追

求公義的精神的融合，就構成的鄉土中國革命的精神基礎。

梁斌是一個出身貧寒的農家子弟，1927年14歲上高小的時候就加入了共青團，1929年參加了

共產黨領導的「反割頭稅運動」。對於梁斌來說，刻骨銘心的是他從小就親身體驗的農民的

苦難：這首先表現為處於社會、家庭最底層的農家婦女的苦難，這促使他寫出了感人的鄉村

婦女形象；其次是受盡欺壓、逆來順受的農民的苦難，像老驢頭、老套子這樣老實、本分的

順民。但作家最敬佩、最受感動的是那些「敢於從困難中站起來，敢於打破封建鐐銬的」朱

老忠這樣的反抗的、叛逆的農民，因為4：

這些人物，在他們的靈魂的深處，是偉大的深厚的人道主義。他們敢說敢笑，敢打敢

罵，敢於在祖國土地上行走。在那個時代，在他們之間存在著真正人類的愛情，夫婦之

愛、母子之愛。在他們之間存在著偉大的友情，敦厚的友誼。當我發現了在舊中國時代

這些寶貴的東西，我不禁為之暗喜，感動了我，留下了眼淚。我忍住了這種快樂的眼

淚，和他們交下朋友。過去有一句老話說：「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真的，從我的少

年時代開始，就從故鄉人民的精神面貌中，窺到這種偉大的性格。於是我把這種偉大的

人民性格，儘量賦予我所敬愛的人們，形成他們之間的共性。事實上，災難深重的中國

人民，經過幾千年的鍛煉，曾出現不少這樣的英雄人物。我不過是從故鄉的土地上研

究、塑造、歌頌了他們。

與五四啟蒙主義文學不同，《紅旗譜》的農民不是精英主義的「國民性批判」眼光下的農

民：愚昧、麻木，缺乏自我意識；與路翎所讚頌的那種人民身上的非理性的「原始生命強

力」也迥然異趣，《紅旗譜》歌頌的是北方反抗農民身上所表現出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反抗

性格和人性、人情之美，一種深厚真摯的倫理感情和兄弟情誼。這是一種「古樹上的花

朵」，是深植在民族心靈深處的美好情感。這種差異的出現固然與不同的文化走向有關，但

也是南北地域文化差異的表現。《紅旗譜》所表現的北方農民的反抗性格和地域文化也具有

密切的關係。

在《紅旗譜》中，作家所要回答的一個首要問題就是「革命」產生的必然性。受欺壓的農民

並不是一開始就選擇如此決絕的方式來尋找公正的：朱老鞏大鬧柳樹林，一開始也並不是要

和馮老蘭拼命，而是要和他「講理」，所以他會接受當過義和團、在村裏聲名遠揚、樂善好

施、慷慨仗義的「嚴大善人」的調解，到小酒店去講理，但是就在這空檔，馮老蘭極不光彩

地派人把古鐘砸了，嚴老尚居然和馮老蘭沆瀣一氣，共同策劃了這場騙局。這表明民間社會

中原來發揮著它在鄉土中國的社會調節功能的受到普遍尊重的士紳階層已不再值得信賴，民

間已經不再有主持公正的權威力量的存在。那就只好去找官府了，所以接著就有朱老明串通

村裏二十八家窮人告狀，告馮友蘭轉嫁捐稅給窮人。官司頭場打到縣裏，輸了；又打倒保定

法院，又輸了，第三場官司打到北京大理院，還是輸了。天底下已沒有給窮人主持公正的地



方了。窮人不但輸了官司，還幾乎賠光了財產，所以嚴志和在小說開頭時走投無路，要去闖

關東。農民的冤屈就只能靠自己來伸張了，於是朱老忠制定了「一文一武」的復仇方針，告

誡人們「出水才看兩腿泥」，要進行一種長遠的、韌性的反抗。但最後的結果仍難如願，一

再受挫。在這種情況下，運濤找到了共產黨的代表人物賈湘農，給他們帶來了新的希望。但

朱老忠們對革命的理解還是儒、墨式的，朱老忠之所以同意運濤去找賈湘農，是因為他想起

父親給他講過的李恕谷的故事，「老年間，離咱這裏不遠，蠡縣邊境，出了個李恕谷。李恕

谷是個大儒，可是他不講做官，淨講實際，不尚虛華。他還交往過白蓮教，鬧過反清復明

哩。」促使朱老忠們毫不猶豫地接受革命，正因為有這樣一種對革命的「前理解」，一種儒

家的道德理想主義的千年王國企盼，一種墨家的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俠義情懷將他們召喚

到了這樣一場改天換地、追求徹底公正的社會革命之中。

《紅旗譜》所表現的鄉土中國的革命的發生，與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危機有直接關係，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是一個典型的現代性的事件。晚清帝國被推翻之後，一向為老中華的

兒女們所接受的那種心照不宣的世襲制的統治方式被終結了，人們開始接受一種來自現代的

民主共和觀念，那就是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的觀念，但是不管是袁世凱、

還是北洋政府、還是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以此標準來衡量都存在著合法性的危機，特別是蔣

介石是靠著「四一二屠殺」，篡奪北伐成果而建立起來的專制統治，這使其從一誕生就伴隨

著尖銳的合法性危機問題，即使在其統治尚稱穩定的三十年代，其統治的合法性也未得到普

遍認可，軍閥割據、民間抗捐、抗稅風潮迭起，更有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暴動幾乎遍及全

國。而且，三十年代是世界範圍內的「紅色時代」，蘇聯的影響空前擴大，既往的政治統治

合法性的理論基礎也在發生改變，那就是蘇聯模式所主張的人民主權論。正如朱老忠所聽說

的：「蘇聯無產階級掌政，打倒資本家和地主，窮苦人翻起身來······你要是撲到這

個靠山，一輩子算是有前程了！」蘇式模式的終極目標就是建成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公有

制的共產主義，這與儒家的道德理想、大同世界有深層契合。由此，政治統治的合法性論證

也就由一種現實的、世俗性的考察標準，變為一種對超越現實的「真公」的追求，對「主

義」的認同，對關於人類整體解放的遠大目標的信仰，由此引發的無限革命將是波瀾壯闊而

未有窮期的。

二 「頹敗」與「革命」──「時代浪潮」激蕩下的鄉村生活

晚清以來，被強行推入「現代」之門的中國，沿海與內地、城市與鄉村的差異日漸拉大，由

於社會財富迅速向都市、城鎮轉移，農村日趨貧困。從文化延續上來說，晚清科舉制度廢除

之後，傳統知識精英斷絕，現代西化的「新學」所培養出的「洋學生」──現代知識份子已

不再能在鄉村發揮傳統「儒生」的社會功能，整合鄉土社會的矛盾和衝突的傳統資源虧空、

失效，社會矛盾日趨激化。在此背景下，二十世紀波及世界的革命浪潮，在崩潰、頹敗的鄉

村社會中找到了其生發的基礎，得到了來自社會最底層、人數最多的鄉村民眾的支持和回

應。 鄉村民眾為甚麼嚮往革命，「革命」是如何改變了農民的命運和生活，是《紅旗譜》著

重表現的內容。很少寫詩的梁斌在他的文集中只收入了兩首詩歌，一首就是寫高蠡暴動的英

雄宋樂曙的，題目叫《宋樂曙之歌》，他是這樣描寫宋樂曙走向革命的過程的：作為貧農的

兒子，祖父原是僱農。祖孫三代把汗珠拋在地主的田畝，饑餓使父親失去最後的土地，從小

就為地主扛活，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艱難的歲月如長江滾滾，嬌氣幼女終年穿著破衣，

老父老母忍受不了饑饉，英雄的宋樂曙仰天長歎，土裏刨食的人們，子子孫孫忍受煎熬？」

改變這種命運的唯一方式就是革命5：



有那一天他站在紅旗的下面，體強力壯更有了出息。在飛行集會上大喊：「中國共產黨

萬歲！」，示威遊行他在隊前抖著紅旗，光頭赤膊闖過槍林，人們都說他是百鳥群中的

雄雞。

革命為農民提供了改變自己受苦受難受欺壓的命運的契機，給一潭死水的鄉村生活帶來了生

機和活力、目標和希望。所以受苦受難而又富有反抗傳統的農民才會那麼毫不猶豫地投身革

命、擁抱革命，甘心為革命獻出自己的一切，乃至鮮血和生命。所以純樸多情的鄉村姑娘春

蘭敢把「革命」二字繡在胸襟上，在五裏八鄉公開展示，讓小夥子們奔相走告：「看革命

去！」江濤因為和春蘭的愛情在村裏受辱，被老驢頭拿著鐵鍬追趕，只好逃出家鄉。但他參

加北伐，當了連長之後，連老驢頭也默許了他和春蘭的婚事。江濤作為一個十幾歲的鄉村少

年，在參加革命之後，迅速成長起來，在反割頭稅的大會上發表演說，成為群眾領袖，並因

此得到了來自書香門第、大戶人家的女兒嚴萍的青睞：

今天，他挺身站在千萬人的面前，講起話來如同霹靂閃電，一句句劈進人們的心腑。震

動了人們的思想，系動千萬人的眼神，滴溜、滴溜亂轉。······她明白，在中國

歷史上，自古以來，草野裏出了多少英雄！立在她眼前的青年人，興許是一個未來的、

了不起的大人物。一時心上熱烘烘，額角上沁出汗珠來。

革命為農民改變時代受欺壓的命運提供了現實的可能，這是它能夠在鄉村迅速得到回應的重

要原因。「時勢造英雄」，「革命」也造就了屬於它的一代英雄，所以「革命」也成為進步

知識份子的一種普遍性的志向和理想、前途和希望。

在小說中，「革命」是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辦法、唯一途徑來加以表現的。作家顯然是

從階級對立的角度去描寫鄉土社會的現實的，而這種階級對立在小說中是通過對鄉土生活中

的一些原本尋常的家族矛盾、鄰里糾紛來加以表現的。階級眼光賦予了這種家族矛盾、鄉村

糾紛以嚴肅性，從而使其具有了不可調和的絕對性。像「脯紅鳥事件」寫的是大貴、運濤、

江濤這幫孩子在地裏幹活時，捉住了一隻很名貴的野鳥，據說其價格可以值一頭牛。地主馮

老蘭一生別無他好，就愛玩鳥，願意出錢把鳥買下，但因為馮是他們家族的仇人，他們堅決

不賣，要自己養著，最後這隻名貴的「鳥」卻讓貓給吃了。但因為此事馮老蘭懷恨在心，所

以串通招兵的，抓了大貴的壯丁，使兩個家族之間在舊恨之上又加了新仇。第二部中寫春蘭

和嚴萍到千里堤上放牛，而「千里堤是公產，千古以來是有則例的，任誰不敢動這堤上一草

一木」。結果春蘭被村裏的巡堤員、馮老蘭的走狗、秀才李德才抓住，要送她到村公所去。

春蘭不去和李德才先是爭執後來打了起來，結果吃了虧，牛鼻子也被李德才給拉豁了。結果

是春蘭的爹、一向老實巴交的老驢頭也拿了菜刀要去給李德才講理、拼命。李德才妻子死

後，女兒被大貴媽收留，李德才在街上罵街、找人，結果把大貴媽激怒，指使身強力壯的大

貴把李德才舉起來，扔到了村裏的池塘裏，險些淹死。結果，李德才跑到大貴家門口來上

吊。······這其中的是非曲直，論起來比較複雜，用傳統眼光來看，朱家也並不完全

佔理、合法。所以朱老忠回來和大家商量解決問題的辦法時，一開始也是眾說紛紜。但是這

時已參加了革命的朱老忠已是胸有成竹，比眾人都高了一籌：「依我看百不怎麼的！」「朱

老忠揚起兩隻胳膊說：『單等賈老師一來，咱把鐮刀斧頭一舉，就抗日到底了！』嚴志和聽

著，把手一拍，說：『好！日本鬼子來了，反了吧！』······」「革命」在革命者這

裏成為人間至法、人間至理，成為解決一切棘手問題的最為有效的辦法。而且「革命」還賦

予了可憐的被賣給地主家小丫頭「珍兒」一個光榮的任務，那就是裏應外合，幫助革命。

「革命」在鄉村迅速轉換成成了一種準宗教性質的民間信仰，如大貴結婚時窮哥們要送禧



幛，教書先生按老例要寫的是「大德望忠翁令郎花燭之喜」，朱老明不同意，說：「不對

頭，大德望是個封建的意思，不如大革命好，你看大革命的時候，那個威勢！」教書先生只

得依了他，寫成了「大革命忠翁令郎花燭之喜」。

至於「革命」的對立面鄉土中國的鄉紳地主來說，他們對於時代的反應是遲鈍、滯後的。他

們對時代走向黯然無知，還在按照傳統的老例生存，「秋氣不驚堂前燕，夕陽還戀路旁

鴉」，抱殘守缺、頑固不化。馮老蘭作為從明朝就沿襲下來的大地主，依然保持著其慳吝、

貪婪、仗勢欺人、為所欲為的鄉村惡霸的根性，愈來愈孤立、愈來愈不得人心，最後只能是

以身殉他的祖傳家業。其子馮貴堂讀過大學、學過法律、在軍閥部隊裏當過軍法官，後來選

擇的是一條改良道路，回到鄉村，來開店鋪、辦工廠、發展資本主義。但他的老父親對他的

新辦法嗤之以鼻，百方掣肘，日漸高漲的鄉村革命浪潮也使他的改良夢歸於破滅。在其父馮

老蘭被農民軍殺掉之後，他開始拋開改良主義，認為「善不能治之，惡能治之」，走上了以

暴抗暴的殊死的階級對抗的道路。

《紅旗譜》寫的兩個中心事件：「反割頭稅運動」和「二師學潮」，從革命鬥爭史上來看，

並不顯赫，且與王明路線有某種關聯。但作家卻用了濃墨重彩來著力表現，原因在於這兩個

事件在作家的情感、心靈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要忠實於歷史，也要抒發自己的鄉土情

感。他認為為這些革命運動中捨生忘死的「英雄樹碑立傳是應當應份的，是天經地義的。所

謂『為王明樹碑立傳』、『歌頌王明路線』的惡意中傷真不知從何說起？」

《紅旗譜》的寫作源於作家的一種內心深處的感動，所以他產生了要將這段歷史寫入文學作

品中的強烈衝動。這部小說的醞釀過程是很長的，它從短篇發展到中篇，又從中篇發展到長

篇，有的人物在他的腦海中生活了不下一、二十年。像他在三四十年代寫的《夜之交流》、

《三個布爾什維克的爸爸》，都可以說是《紅旗譜》的前奏。但是單是為革命樹碑立傳，還

不足以催生《紅旗譜》，它還需要有更深層的情感和更豐富的內容和更個人化的追求，才能

產生這樣一部史詩性的巨作。關於此書的寫作，也經歷了一個較大的修改過程，據說，在初

稿中，「朱老鞏大鬧柳樹林」之事是在朱老忠的回敘中提到的一個簡略的往事，在送給朋友

傳觀時，孫犁曾提了一個重要的建議，那就是把此節擴大，讓其成為全書的一個先聲奪人的

亮點。梁斌的敘述也是強調按照中國小說的傳統習慣，似乎也應該有個楔子6：

我寫這部書，一開始就明確主題思想是寫階級鬥爭，因此前面的楔子也應該以階級鬥爭

概括全書，考慮了很長時間，最後決定把朱老忠回敘朱老鞏大鬧柳樹林的那一段挑出

來，擱在第一章。

但是作家也考慮到，「書是這麼長，都是寫的階級鬥爭，主題思想是站得住的，但是要讓讀

者從頭到尾讀下去，就得加強生活的部分，於是安排了運濤和春蘭、江濤和嚴萍的愛情故

事，擴展了生活的內容。」這就使得小說具有一種來自生活自身的豐富性。與十七年時期的

其他作品相比，梁斌的思想中較少偏狹的政治觀念和創作顧慮，他還是按照生活自身的邏輯

來表現生活的，而不是讓某種政治理念來扭曲生活。如他原來設計嚴萍這個人物，本是打算

「把她寫成是對革命動搖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寫到後來，愈寫愈覺得沒有辦法叫她動

搖，因為我很愛這個人物，下意識地願叫她走向革命，不願叫她離開革命。所以寫成了現在

這個樣子。作為一個青年，她嚮往革命，是時代的潮流」7。 「革命」和「階級鬥爭」是

《紅旗譜》的中心主題，但這個主題在小說中是作為時代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來表現的，它

並不是唯一的生活內容。革命總是在具體的時代、地域、文化傳統中發生的，所以它還有著

各自的特點。要真實、深入、全面地表現革命，那就需要把革命所具有的鮮明的民族氣魄和



民族特點等個性化的內容，充分表現出來，這就需要作家的一種獨創性。在這方面，《紅旗

譜》作了非常出色的探索。梁斌認為要寫出作品的民族氣魄，首先是要「做到深入地反映一

個地區的人民的生活。生活色彩濃厚，就會透露民族氣魄」8。為了加強地方色彩，作家特別

注意到民俗風情的描寫，他認為民族風情的描寫是最能透露廣大人民的歷史生活的。他認為

一部書深入地反映了一個地區的人民的生活，地方色彩濃厚了，民族的風格、氣魄就容易形

成。在這方面，作家的童年記憶、鄉土感情就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梁斌說過9：

我自從十七、八歲離開家鄉，直到今天，我寫的還是家鄉的人物性格，家鄉的事件，家

鄉的風土人情。大部分還是用家鄉的語言來寫。·······家鄉、童年和少年時代

的生活，對於一個作家的影響實在太大了。直到現在，我寫起作品來，還是嚮往兒童時

代在家鄉的情景：村邊樹林、葦塘荒塚、小橋流水、棗林瓜鋪。家鄉、童年和少年時代

的生活像母親的乳汁一般地哺育著我。丟掉家鄉生活、兒童和少年時代的生活，是一個

很大的損失。魯迅先生小說裏的人物，從阿Q到孔乙己到閏土，不是他從兒童時代就熟悉

了嗎？還有甚麼地方的人，能叫你這樣終身難忘呢？

作家的目標就是要用語言和記憶重構起一個屬於他自己的「世界」，這種記憶就不能只靠有

意識的記憶，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無意識的記憶，情感的記憶、心靈的記憶，這樣他所構建的

世界就不是相對於它的客體，而是在世界之中物我交融的整體，所以對童年記憶等的挖掘和

表現，就是作家不是在世界之外去打量這個世界，而是在世界之中去表現世界與我的互動。

如果缺乏這種與所描寫物件的融入與互動，作家「總覺得不夠味」，不足以表達他的發自生

命深處的真情實感。像朱老鞏手持鍘刀挺身護鐘的壯舉，朱老忠為窮哥們可以兩肋插刀俠肝

義膽，嚴志和將泥土放進嘴裏來品嚐的對於祖傳寶地的深情，以及脯紅鳥的傳奇，春蘭和江

濤之間純樸感人的愛情等等，都成為小說中有著永久的文學質素的亮點。所以他寫的是鄉土

中國與現代革命的互動，既寫出了革命給鄉民們帶來的變化、希望和進步，或者說「革命」

對農民意味著甚麼？也寫出了歷久彌新、感人至深的鄉土情誼、良風美俗以及農民對土地的

深厚感情、勞動的快樂、鄉村生活的詩意和美、愛情的甜蜜、醇厚的風俗、優美的自然風光

等等，它成為北方鄉土中國的一幅融真善美於一身的動人圖畫，不但謳歌了革命，也歌頌了

家鄉的人性、人情之醇厚美好，淋漓盡致的表達了作家的鄉土之愛，使小說於「革命」主題

之外，還具有一種濃厚的鄉土文化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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