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1年創造社成立，時值五四新

文化運動方興未艾之際。長期以來，

我們習慣把創造社看作一個文學團

體，這使我們對有關創造社的一些文

化現象做了簡單或者片面的處理。創

造社緣起於創辦一個純文藝刊物的願

望，《創造季刊》的出版預告還冠以「純

文學」的標誌，而創造社留下的大量創

作與評論也足以構築一個文學流派。

但是，如果整體地、全面地考察它以

出版為依託所從事的精神文化活動，

就會發現他們的精神觸角其實已遠遠

地伸出了文學以外。在創造社的出版

物中，包括了物理學、生物學、海洋

學、社會學、數學等眾多學科。1928年

預告的「社會科學」叢書，則主要是有

關社會主義、唯物論、歷史唯物主義

的著作。〈創造日．宣言〉宣稱：「我們

想以純粹的學理和嚴正的言論來批評

文藝、政治、經濟。」11925年刊行

的《洪水》就是一種綜合性刊物，創

作、評論完全淹沒在各種文化批評、

政治評論甚至一些宣言、口號之中。

1926年3月出版發行的《創造月刊》繼續

了這種趨勢，直到1928年創刊的《文

化批判》則徹底地成了從事「文化批判」

的非文學刊物了。可見，創造社的精

神視野一直沒有局限於文學，而是向

é更廣泛的思想文化領域努力拓展。

因此，把創造社的歷史概括成中國現代

史上的一個精神文化事件，要比把它看

作一個單純的文學社團有意義得多。

一　創造理想社會是
　基本價值取向

創造社受胎於1918年郭沫若與張

資平在日本博多灣的一次談話。當時

張資平從國內回到日本，歎息「中國沒

有一本可讀的雜誌」，「甚至《新青年》

也很膚淺」，兩人便醞釀在國內創辦像

日本那樣的純粹的科學2雜誌和文藝

雜誌3。幾年以後，在郁達夫、郭沫

若、成仿吾、張資平、田漢等幾位同

人的努力下，《創造季刊》在上海創刊

了。

《創造季刊》創刊號有一首序詩曰

〈創造者〉，可以說是「創造者」們赤誠

的內心獨白：「我幻想é首出的人神，／

我幻想é開闢天地的盤古。／他是創

造的精神，／他是產生的痛苦。／

⋯⋯／本體就是他，上帝就是他，／

⋯⋯／他從他的自身，／創造個光明

創造社的理想社會

●  潤　華

在創造社的出版物

中，包括了物理學、

生物學、海洋學、社

會學、數學等眾多學

科。1 9 2 8年預告的

「社會科學」叢書，則

主要是有關社會主

義、唯物論、歷史唯

物主義的著作。可

見，創造社的精神視

野一直沒有局限於文

學，而是向b更廣泛

的思想文化領域努力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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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人文天地 的世界。」這預示了創造社同人創辦雜

誌的精神指歸——創造一個美好的理

想社會。1924年在《洪水》周刊上，周

全平寫下〈撒但的工程〉作為刊首語。

他幾乎用宣言的形式，滿懷激情地重

複了上述主題：「我們要定下我們的目

標，我們的目標是一切社會的醜惡；

我們要定下我們的要求，我們的要求

是一切醜惡的破壞，沒有調和，永無

妥協的破壞！我們要憑é良心的指

揮，永遠為正義與真理而戰！待把穢

濁的塵寰依舊變成純潔的白地，再來

創造出美善偉大的世界。」4

這些發刊詞之類的文字不僅僅暗

示了一種雜誌、一個專欄的創辦宗旨

之所在，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創辦者同

人內心©飄蕩的那面精神信仰的旗

幟。我們往往認為創造社所標榜的

「創造」二字乃是其內心©供奉é「藝術

之神」的緣故，實質上他們所敬仰、所

頂禮膜拜的，卻是一個「地上的天

國」、一個完美的理想社會；藝術或文

學只是一架搭載他們直奔天國的馬

車。

創造一個美好的理想社會，不只

是創造社同人創辦雜誌、從事文化事

業的一個宣言，而且亦是沉積在他們

內心深處的基本的精神信仰和價值取

向，這種價值取向浸潤在他們的思

想、情感和想像之中，成為他們從事

文學創作以及其他文化活動最內在的

制約力量。

創造社的小說作品要以郁達夫、

郭沫若的「自我小說」最具代表性。他

們塑造「自我」形象，直接Ý寫身邊的

「小事」，表達個人一己的情緒和體

驗，有é純粹的私人化傾向。然而，

就是這類小說，也閃爍é或者直接構

成了一個基本主題，即呼喚一個富強

的民族國家或者一個美好的理想社

會。郁達夫的成名作《沉淪》，就是一

個典型的例證。主人公一方面用一種

飽含憂鬱、傷感、愧疚甚至絕望的語

調傾訴é個人幸福生活的不可得，另

一個方面卻把個人與國家聯繫起來，

滿懷道德熱情地表達了對民族國家富

強的渴求。特別是小說的結尾，顯得

相當地突兀和富於歷史特色：「『祖國

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

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

女在那©受苦呢！」5

郭沫若在寫於1 9 2 3年的小說

〈月蝕〉中，平靜地講述了一家人去看

月蝕這樣一件平凡小事。然而，就在

這樣一件小事的Ý述過程中，自身經

濟境況窘迫、國家積弱不振、外國在

華勢力膨脹、孩子基本需求無法滿足

等種種身外因素，頻頻刺激主人公

「我」的脆弱的心靈。「我」一方面通過

對故鄉的美好想像來尋找某種慰藉，

另一方面則直接呼喚é「在這個亞當與

夏娃做壞了的世界當中，另外可以創

造一個理想的世界」6。

成仿吾的代表作〈灰色的鳥〉以及

田漢發表在《創造季刊》創刊號上的劇

作〈咖啡店之一夜〉，都是講求情節發

展的Ý事作品。相對來說，作者在作

品中的介入更為複雜、隱蔽。他們的

基本價值取向在這類作品中演化成一

個Ý事模式，即「壓迫—抗爭—創造

（理想社會）」。〈灰色的鳥〉的主要人物

丁伯蘭身受宗法制度的迫害，又適逢

暗戀的對象因貪圖錢財和地位而離

去，因此完全為一種悲哀的情緒所籠

罩，有é強烈的厭世傾向。但他最終

還是到了「現世的一個小小天國」，即

「『由教育到心的改造！』墮落了的現在

的人們，把他們作為不曾生存的罷！

我們祖國與全人類的真的光明，還是

要我們犧牲一切去創造。我雖然這般

創造一個美好的理想

社會，不只是創造社

同人創辦雜誌、從事

文化事業的宣言，而

且亦是他們內心深處

的基本精神信仰和價

值取向。郁達夫、郭

沫若的「自我小說」表

達個人一己的情緒和

體驗，有b純粹的私

人化傾向。然而，這

類小說也閃爍b或者

直接構成了一個基本

主題，即呼喚一個富

強的民族國家或者美

好的理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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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小，我願把我的全身心，往這方面

做去。」7〈咖啡店之一夜〉寫酒店侍女

白秋英因貧窮與地位低下而被從小青

梅竹馬的暴發戶的兒子李乾卿所拋

棄。酒客林澤奇是一個學生，家©貧

困，為了替老父親還債而被迫接受父

親定下的婚事，幾乎要消沉下去。兩

人在酒店中奇遇，互解心事後，決心

「為了祖國人民的苦難」，「勇敢地活下

去」。這©，「創造」的尾巴儘管已經隱

去，但是情節的邏輯卻暗示é故事朝

é「創造一個理想社會」的方向發展。

這類作品有é明顯的主觀演繹的痕

Ã，在這種非常直露的文字中我們可

以發現，創造一個理想社會是創造社

同人的最終關懷。

郭沫若的《女神》是創造社詩歌創

作的代表，集首〈女神之再生〉一詩凸

現出《女神》的一個基本思想：「我們要

創造個新鮮的太陽」是「再生之女神」的

人生要義，她們要在「創造」中實現全

部的人生價值。女神們這種救世精神

和「創造」的理想，是貫穿《女神》的一

條基線。譬如〈爐中煤〉抒發一種強烈

的愛國情緒，抒寫主人公想像中的國

家是一個年青女郎，而「自我」則可以

像爐中煤一樣燃盡，可見「國家」、「民

族」在詩人心目中居於至高無上的位

置。〈浴海〉一詩則直接呼喚é「新社會

的改造」的主題：「趁é我們的血浪還

在潮，／趁é我們的心火還在燒，／快

把那陳腐了的舊皮囊，／全盤洗掉！／

新社會的改造／全賴吾曹！」8

以上作品的內容，代表了創造社

文學創作的主導面，而創造社同人「創

造一個理想社會」的精神追求，強有力

地制約é這些作品的主題、結構以及

情感流向。正因為如此，創造社的作

品在當時的文壇呈現出特別的色彩。

以往學術界用「浪漫主義」一詞概括創

造社的文學特徵並不完滿，因為擅於

抒情、重視想像的文風是與它的救世

熱情和道德衝動分不開的。當時，魯

迅與文學研究會成員及其他文風相近

的作家的創作原動力，同樣也來自一

種拯民濟世的願望，不過他們把這種

願望寄託在對現實和歷史的思考之

中，創造社則憑é單純的想像和熱情

在作品中構築é一個虛幻的夢。

二　理想社會的完美無缺
特徵　　　　　

有研究者認為創造社是青年文化

的代表9，理由是創造社同人在初涉

文化界時都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這

種概括也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發。創造

社同人對社會、對個人沒有來得及進

行冷靜地思考，其理想中的民族國家

與社會形態完全建立在想像和熱情的

基礎之上，「完美無缺」是其根本追求。

創造社同人對舊世界持一種徹底

棄絕和全面摧毀的態度，他們追求一

切都重新開始。郭沫若筆下的「鳳凰」

之所以「涅槃」，是因為整個宇宙都成

了「屠場、地獄和囚牢」：「我們飛向西

方，／西方同是一座屠場。／我們飛

向東方，／東方同是一座囚牢。／我

們飛向南方，／南方同是一座墳墓。／

我們飛向北方，／北方同是一座地

獄。」鳳凰更生所帶來的是整個宇宙的

更生，是「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

切，更生了」bk。創造社同人所擁有

的，正是這種鳳凰涅槃的心態。《創造

季刊》創刊號的封面畫也形象地展現了

創造社同人告別過去、追求新生的偉

大理想，其畫面簡潔，創意鮮明——

一個即將生產的孕婦和一艘在早霞映

照下駛出海面的輪船，構成了「創造」

創造社同人對舊世界

持一種徹底棄絕和全

面摧毀的態度，他們

追求一切都重新開

始。《創造季刊》創刊

號的封面畫也形象地

展現了創造社同人告

別過去、追求新生的

偉大理想。



88 人文天地 的主題，整個畫面有é生意盎然的氛

圍以及恢宏闊大的氣勢，喻示了「創造

者」對美好未來的信心。還有，《洪水》

周刊的命名起初就是來自聖經的故

事。上帝為了洗滌人間的罪惡，使洪

水泛濫在地上，要把地上有血肉、有

氣息的活物全部毀滅。創造社所幻想

的，正是這種救世主的角色和功能，

他們要像上帝一樣去破壞和創造。

創造社同人心目中理想社會的

「完美無缺」的特徵，至少有以下三方

面內容：其一是科學的倡明和高度的

物質文明。五四「新青年」們提倡「科

學」和「民主」，其中科學仍舊毫無保留

地受到創造社同人的尊崇，我們隨處

可以發現他們對科學的禮讚。成仿吾

在貶損當時的國學時宣稱：「科學不僅

為我們的素養最緊要的命脈，而且是

恢復我們的生命力之唯一的源泉，我

們當對於科學維持我們的信仰」bl。郭

沫若稱讚科學是「救濟全世界的福

音」，為「利用厚生之道非仰之於科學

不可，啟發智能之途亦非仰之於科學

不可」bm。創造社同人不僅僅提倡和呼

喚科學，在推廣科學方面他們還做過

一些切實的工作。1918年，他們就有

過創辦一種純粹科學雜誌的意圖。

1923年創造社出版了一套科學叢書，

其中有成仿吾的《漩轉汽機》、《工業數

學》、張資平的《海洋學》、《地球史》。

他們在編輯這套科學叢書時還有過周

密的考慮，他們的目的在於提高國內

科學書的程度bn。「創造日」專欄還發

表過有關科學的文章，諸如周全平的

〈讀《科學大綱》第一冊後〉、張資平的

〈新製礦物學教科書〉、〈高等礦物講義

的批評〉等bo。與重視科學相一致，創

造社對現代化的物質文明表現出深情

的嚮往。郭沫若曾把摩托車前的明燈

比作二十世紀的太陽神bp；把工業化

大都市的繁榮景象形容成「萬籟共鳴的

交響樂、自然與人生底婚禮」；把輪船

上的煙ª冒出的濃煙比喻為「黑色的牡

丹」、「二十世紀的名花」、「近代文明

的嚴母」bq。

其二是絕對的社會平等。創造社

同人不再滿足於英美式的民主政體以

及與之相適應的機會均等理論。他們

所要求的，不僅僅包括社會地位和政

治權利，更重要的是在經濟上的平

等，他們認為，只有貧富均勻才會帶

來真正的平等。郁達夫曾認為當時的

社會癥結在於貧富不均：「所謂人類的

幸福，由目下的社會狀態看起來，根

本問題，就在經濟。當社會組織沒有

改善以前，我們的能不能享幸福，簡

直可以說就在你一個人有沒有資產。

在目下的中國社會©，最明顯的一件

事實，就是有資產的富人少而無資產

的窮人多。」br與這種觀念一致，他們

對私有制度持否定態度，他們認為私

有制度是一切社會不公平的最終根

源。1923年郭沫若就聲稱：「藝術的

起源本與民眾有密切的攸關；然自私

產制度發生，藝術竟為特權階級所獨

佔。⋯⋯二十世紀的今日已經是不許

私產制度保存的時候了。」bs1924年成

仿吾呼籲：「如果要達到民眾藝術的實

現，我以為一方面須力求真的藝術之

建設；他方面須即將阻礙教育平等的

資本主義社會的魔宮屠倒！」bt

其三是充分的道德完善。正如

《洪水》刊名所暗示的那樣，創造社同

人所追求的是要把社會的全部罪惡和

醜行清洗得乾乾淨淨，世界的每個角

落都要開滿「善」的花朵。他們有一個

基本思想，認為國家的積弱不振、社

會的種種缺陷，很大程度上是緣自道

德的淪喪。《創造周報》的發刊詞指責

人類的自私、自相斫殺、冥頑、偷

創造社同人心目中理

想社會的「完美無缺」

的特徵，至少有以下

三方面內容：其一是

科學的倡明和高度的

物質文明；其二是絕

對的社會平等；其三

是充分的道德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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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成仿吾則批評中國社會的道德衰

亡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說：「世風

日靡，正義淪亡以來，人之爭點莫不

集中於利，嚮義者反被笑為非迂即

愚。⋯⋯而且現在的中國人，別的技

能雖然一點也不發達，只有虛偽與作

惡的工夫，直可以誇耀環宇。⋯⋯大

地開遍了惡之花，天空充滿了撒旦之

歌頌。」ck他進而呼籲：「我們這龐大

的民族，逶迻至今，僅存一具蒼白的

死屍了；讓我們全來由這種真勇之養

成，恢復我們的道德的生活！」cl正因

為他們從道德的層面看取社會現狀、從

道德的角度尋求拯救國家民族命運的途

徑，致使他們對未來美好社會的描述也

就蒙上了一層相當濃厚的道德色彩。

創造社同人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

理論家，他們追求的理想很大程度上

是建立在審美和想像的基礎上，「完美

無缺」是他們的理想目標。可是，他對

烏托邦社會的嚮往，並沒有引起當時

知識界的警覺；相反，他們的論敵除

了在一些細節的事物上與其糾纏外，

並沒有人揭示他們精神深處的這種烏

托邦理想的虛妄。事實上，我們完全

可以從他們的精神信仰中看到中國歷

史上那些曾仰慕和描述過大同社會和

道德理想國的知識份子的身影。

三　「自我創造」只是從屬於
改造社會的需要 

創造社同人在內心©構築é一個

完美無缺的理想社會，對於個體人格

則相應地提出了某種規範和要求。在

1920年1月18日給宗白華的信中，郭

沫若流露出對「自我」人格的深刻懷

疑：「我到底是個甚麼樣的『人』，你恐

怕還未十分知道呢，你說我有Lyrieal

的天才，我自己卻是不得而知。可是

我自己的人格，確是太壞透了。我覺

得比Goldsmith還墮落，比Heine還懊

惱，比Baudelaire還頹廢。」cm在同一

封信中，他倡導「自我創造」：「我不是

個『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

現在很想能如Phoenix一般，採集些香

木來，把我現有的形骸燒毀了去，唱

é哀哀切切的輓歌把他燒毀了去，

從那冷淨了的灰©再生出個『我』來！

可是我怕終竟是個幻想罷了！」cn兩天

後，郭沫若寫成〈鳳凰涅槃〉。這首詩

借用神話題材，以一種激烈的情緒和

空前的形式重複了上述信中「自我創

造」的主題。

如果我們深入分析，便會發現郭

沫若倡導「自我創造」的兩個重要前

提：其一，精神「自我」可以在某種意

義上分解成一個「假我」和一個「真

我」，而「真我」往往被「假我」驅逐或者

遮蔽；其二，「假我」或者說「舊我」可

以徹底地被毀滅以至剩下一個純粹的

肉體，「真我」或者「新我」可以完全取

代「舊我」而構成真實的「自我」。

郭沫若的「再生之我」或者「自我

創造」以後所獲得的「真正的自我」的存

在依據在哪©？簡單地說，人們怎樣

才能把它們辨認出來，進而給予它們

崇高的地位呢？在創造社同人的精神

視野中，國家、民族、一個完美無缺

的理想社會是審視和確立「真正自我」

的最後依據和標準。郭沫若1922年告

誡一位台灣青年：「S君，我們的祖國

已不是古時春花爛漫的祖國，我們的

祖國只是塚中枯骨的祖國了」，「人只

怕是莫有覺悟。一有覺悟之後，便向

任何方面都好，我們儘管努力，努力

做個『真個的人』罷！」co他認為，只有

從拯救國家的思慮中，「覺悟的人」才

是「真個的人」，才獲得了真實的自

在1920年1月18日給

宗白華的信中，郭沫

若流露出對「自我」人

格的深刻懷疑。兩天

後，郭沫若寫成〈鳳

凰涅槃〉，以一種激

烈的情緒和空前的形

式重複了上述信中

「自我創造」的主題。

如果我們深入分析，

便會發現國家、民

族、一個完美無缺的

理想社會是審視和確

立郭沫若倡的「真正

自我」的最後依據和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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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偉大的精靈的一生，是不斷的傳

道與殉教；這些便是他征服一切的過

程。我們要時常接觸é偉大的精靈，

自己也成為一個。肉體只不過是我們

的工具；使用這個工具，為高尚的目

的，把一切的障礙征服é前往，只此便

是人生的不誤的真諦。」cp也就是說，

要成為偉大的精靈，便要發現人生的

真諦（即真正的自我），必須把肉體看

作一個工具（徹底的摧毀精神上的「舊

我」），然後歸附於高尚的目的（在成文

中同意於「明道救世」）——亦即無條件

地拯救國家民族，作全身心的皈依。

創造社同人所追求的「真實自

我」，實質上是一個比個人更「高大」、

更廣泛的東西，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

個完美無缺的理想社會」的化身，而個

人只是這個化身的一份子、一個因

素。要獲得這種「真正的自我」，還意

味é一種具有質的飛躍意義的「精神解

放」，意味é享有一份「更高層次的自

由」cq。創造社「自我創造」的觀念一旦

步入實踐的領域，其結果是個人空間

被侵佔、自由受約束。既然每個人都

有一個有待挖掘的真正的自我，而且

人人都可以通過思考或者教育找到那

個真正的自我，那麼對那些達到一定

智慧和道德水平的人來說，他們就會

自覺追求「真正自我」的實現。相反，

如果大多數民眾還處於「蒙昧」狀態，

那麼，那些自認為已發現「真正自

我」、「人生真諦」的人，亦即那些自認

為擁有打開通向未來「美好的理想社

會」大門之鑰匙的人，就有充分的理由

去啟發、甚至強制民眾，以使他們獲

得「真正的自我」，從而忽視他們的實

際願望和基本需求。

後期創造社要求作家徹底清除自

身的小資產階級根性，達到「無私無

我」的精神境界，這便是他們「自我創

造」的思想發展到極致的表現。李初梨

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一文中宣

稱：「假若他真是『為革命而文學』的

一個，他就應該乾乾淨淨地把從來他

所有一切布爾喬亞意德沃羅基完全

克服，牢牢地把握é無產階級的世界

觀——戰鬥的唯物論，唯物的辯證

法。」cr郭沫若則要求文藝青年「當一

個留聲機器——這是文藝青年們的最

好的信條。你們不要以為這是太容易

了，這兒有幾個必要的信條：第一，

要你接近那種聲音；第二，要你無

我；第三，要你能活動」cs。成仿吾呼

籲作家「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

定）」，然後「努力獲得階級意識」ct。

他們都舉é一個富於集體意味、更具

有道德感的崇高目的來敦促他人進行

精神上的「自我創造」，以便更好地服

務於改造社會、革新現實的目的。

郁達夫後來脫離創造社，其原由

可謂複雜難辨，但有點可以肯定，郁

達夫不贊成郭、成等人後期的主要觀

點，特別是上面一段提到的那些主

張。他認為那些本身不是「無產階級」

的人，不可能獲得無產階級的自覺意

識dk。儘管郁達夫提出這一觀點後並

沒有進行具有說服力的理論分析，也

沒有é力去揭示其同人觀點的精神實

質，他只是覺察出了「徹底的換腦筋」

的不可能，這暗示了郁達夫有é維護

個體私人空間的內在努力，他不願意

放棄個人的獨立品格，不願意在「把人

看作純粹工具」的思路上走得太遠。

五四時期，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心

©都無法捨棄對現實政治的思考以及

對未來美好社會的嚮往。但是其中像

魯迅、郁達夫等一些人，他們在關懷

現實社會的同時，還保持é對維護個

人獨立人格的警覺。可以說，他們在

郭沫若、成仿吾標舉

富於集體意味、更具

有道德感的崇高目的

來敦促他人進行精神

上的「自我創造」，以

便更好地服務於改造

社會、革新現實的目

的。郁達夫並不贊

成。這暗示了郁達夫

有b維護個體私人空

間的內在努力，他不

願意在「把人看作純

粹工具」的思路上走

得太遠。



創造社的 91
理想社會

維護個人與拯救社會之間保持é某種

平衡。1931年，魯迅在一次演講中述

評了創造社的發展歷程，他尖銳地指

出創造社所說的「突變」之不可能：

「⋯⋯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稱突變過來

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家，不久就又

突變回去了。」dl魯迅並沒有深入挖掘

創造社同人「突變」一說的精神根源，

但他們要求作家做所謂的「突變」（亦即

倡導清洗作家個人的思想空間）則遭到

了魯迅的尖銳批評。顯然，相對於五

四時期知識份子走不出「拯民濟世」的

精神傳統，創造社則在此基礎上走上

了一個極端，而五四時期知識界對這

種危害個體獨立人格的極端思想是有

警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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