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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948年，中國大陸的政治和軍事形勢發生急劇轉變，國民黨及其軍隊

的衰敗之相盡顯，而一直處於弱勢地位的共產黨及其軍隊一躍而升為強勢一

方，轉入反攻階段。為了配合形勢發展的需要，避居香港的左翼文人以上海出

版的《文匯報》、《文萃》和香港出版的《華商報》、《群眾》、《大眾文藝叢刊》以及

《小說》月刊、《文藝生活》等媒介為陣地，發起了有目的、有針對性的文壇清剿

和整肅運動。閱讀當年那些充滿激情、聲色俱厲的討伐文字，仍能感受到其中

的硝煙與戰火味。在被批判的對象中，既包括胡風、路翎、舒蕪、姚雪垠、臧

克家、駱賓基、李廣田等左翼「異己」作家或「革命同路人」，也包括所謂的主張

「唯生主義文藝」和「文藝再革命」的徐仲年，標榜「文藝的復興」的顧一樵，宣揚

「為藝術而藝術」的朱光潛、梁實秋、沈從文，以及「擺出四大家族奴才總管面目」

的易君左、蕭乾、張道藩、潘公展等。另外，還有未被點名的所謂「黃色」的買辦

文藝，色情的、趣味惡劣的、鴛鴦蝴蝶的⋯⋯。當然，細數歷史文獻可以發現，

作為自由主義作家的朱光潛、沈從文和蕭乾等三人卻「力壓群雄」而成為左翼火力

的集中靶子。何以故？本文將以回到歷史現場的方式再現這一文壇恩怨與糾葛。

一　對朱光潛的清剿及過往糾葛

1948年3月1日創刊的《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中，載有兩篇與朱光潛直接相

關的文章，即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和邵荃麟的〈對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檢

討．批判．和今後的方向〉。郭沫若在文中將朱光潛定名為「藍色作家」，並予以

批判道1：

當今國民黨當權，為所欲為的宰治.老百姓，是不是黨老爺們都是「生來演

戲」的，而老百姓們是「生來看戲」的呢？照朱教授的邏輯說來，又能夠得出

一個答案，便是「是也」！認真說，這就是朱大教授整套「思想」的核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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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百年中國與世界 他的文藝思想當然也就是從這兒出發的。由他這樣的一位思想家所羽翼.

的文藝，你看，到底是應該屬於正動，還是反動？

邵荃麟則批評道：「⋯⋯更主要的，是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幫兇和幫閒文藝。

這中間有朱光潛、梁實秋、沈從文之流的『為藝術而藝術論』⋯⋯這些人，或則

公然擺出四大家族奴才總管的面目，或者扭扭捏捏化裝為『自由主義者』的姿

態，但同樣掩遮不了他們鼻子上的白粉。⋯⋯我們決不能因其脆弱而放鬆對他

們的抨擊。因為他們是直接作為反動統治的代言人的。」2稍後，在5月1日出版

的《大眾文藝叢刊》第二輯中，邵荃麟再次撰文批判道3：

這一年來，我們看過了許多御用文人的無恥文章，但我們還找不出一

篇像朱光潛在《周論》第五期上所發表的〈談群眾培養怯懦與兇殘〉那樣卑

劣，無恥，陰險，狠毒的文字。這位國民黨中央常務監察老爺，現在是儼

然以戈培爾的姿態在出現了。

我們要問一下朱光潛：當你們還騎在人民頭上的時候，當你們主子還

在用達姆彈和裝甲車向徒手的人民衝鋒的時候，你這種撒嬌撒賴的做法，

這種對人民群眾無恥的誣衊，是甚麼作用呢？你以為你主子的瘋狂屠殺還

不夠徹底嗎？你以為你的挑唆還不夠盡力嗎？

但你卻比他們陰毒，因為你是裝.一副正人君子的臉孔，擺.大學院

長的身份，在你毛筆管下颼颼的閃出殘忍的殺機，這正是你們御用文人們

殺人不見血的最惡毒的地方。⋯⋯你，朱光潛，就是這樣一種角色！

這樣的批判還包括馬列主義美學家蔡儀1948年8月撰寫的長文〈朱光潛論〉。

文中，蔡儀將朱光潛的美學和文學理論貶為「封建士大夫的舊的理論」、「把洋大

爺的東西拿來撐撐腰，支持門面」，表現的是「文藝上的中體西用論」4。

郭沫若、邵荃麟、蔡儀等左翼文人緣何如此兇狠地批判一個從事文學和美

學研究工作的大學教授呢？或者說，朱光潛究竟闖了甚麼「禍」，會令這些人如

此大動干戈呢？

考察歷史可知，朱光潛與左翼文人的「交惡」應該從1937年《文學雜誌》創辦

算起。在發刊詞中，朱光潛這樣寫道：「中國所舊有的『文以載道』一個傳統觀念

很奇怪地在一般自命為『前進』作家的手Ú，換些新奇的花樣而安然復活ß。文

藝據說是『為大眾』，『為革命』，『為階級意識』。」顯然，朱光潛在這Ú的批判矛

頭是指向左翼文藝。在批評的同時，他還倡言道：「你如果愛自由，就得尊重旁

人的自由。在衝突鬥爭之中，我們還應維持『公平交易』與『君子風度』。」5顯

然，對於左翼文人來說，朱光潛的上述言論是不受歡迎的。不過，隨ß抗日戰

爭的爆發，《文學雜誌》被迫停刊，預期中的批評和清算也暫時被擱置了。

但《文學雜誌》在1947年6月復刊後，朱光潛在〈復刊卷首語〉中再次申明《文

學雜誌》復刊後的指導思想，並有所影射地寫道6：

文學上只有好壞之別，沒有甚麼新舊左右之別。⋯⋯市場上許多競爭的惡

伎倆不幸久已闖進文壇，大家都想賣獨家貨，以為打倒旁人就可以抬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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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於是浪費精力於縱橫捭闔，鬧店罵街。其實這不僅是浪費精力，也顯

得趣味低級。

朱光潛在文中的用詞與心機，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其中的究竟。這種含沙射影

式的批評還體現在他的〈學潮的事後檢討〉一文中，他說：學潮中少數操縱者「挾

有某政黨背景而在背後操縱利用，以求達到政治鬥爭目的的」，他們「假民主

的名號，作反民主精神的行動」7。稍後，朱光潛又在〈看戲與演戲——兩種人生

理想〉一文中針對斯蒂文森（Robert L. Stevenson）的散文〈步行〉中的一段話（「說

到究竟，能拿出會遊行來開心的並不是那些扛旗子遊行的人們，而是那些坐在

房子Ú眺望的人們。」），有感而發道：「我們看了那出會遊行而開心之後，也要

深心感激那些扛旗子的人們。假如他們也都坐在房子Ú眺望，世間還有甚麼戲

可看呢？」8從這些綿Ú藏針的話中可以判斷出，郭沫若為甚麼會如此敏感於「看

戲」和「演戲」這一形象比喻了。

如果說，這幾篇文章都是朱光潛藉曲筆來表達自己的一種觀點，那麼接下

來的〈蘇格拉底在中國（對話）——談中國民族性和中國文化的弱點〉一文，則直

接體現了他對時局的進一步關注和判斷。他藉文中的虛擬人物林、褚兩先生的

口說：「國內有兩個大政黨，都不體念人民的痛苦，一味用私心，逞意氣，打過

來，打過去，未建設的無從建設，已建設的盡行破壞。」他又藉蘇格拉底的話

說：「這是狂熱主義（fanaticism）。⋯⋯最近的例子是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他們

要違背人性，發揮獸性，所以都受了他們所應受的懲罰。我看你們中國現在許

多做政治鬥爭的人們也還在蹈以往的覆轍。他們正在中宗教熱忱的毒，他們不

尋求光明而在玩火。」9朱光潛的這些言論無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面對中國的現

狀所作的個人思考，而這些思考也無疑會刺痛一些左翼文人。

朱光潛對於時局的態度並沒有停留在批判表面上。在稍後的〈自由份子與民

主政治〉一文中，他將這種思考深入下去，他說：

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國⋯⋯他們對於國家重要問題自然是很客觀地就國家全

局.想，他們所見到的自然是公是公非而不是黨是黨非。所以在像中國這

樣的國家`，真正能代表民意的是自由份子。自由份子的思想既然比較穩

健純正而又富於代表性，它在一個民主國家`就應該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保

持平衡的力量。

他還談及，目前的中國因為缺少自由份子的平衡，就只能是毫無結果的衝突。

為此他斷言：「我敢說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來，中國真正的民意還要藉社會

上少數優秀的自由份子去形成，去表現。」bk這就表明，朱光潛等精英自由主義

者已經對國共兩黨都表示了失望，而寄希望於「第三種力量」。當然，這種言論

對正忙於內戰的兩黨來說，無疑都是不中聽的。

隨後，朱光潛又針對國內頻繁發生的聚眾暴亂事件撰寫了〈談群眾培養怯懦

與兇殘〉一文，指責那些團體份子混在群眾中，不負責任地做「匿名揭帖」、「含

沙射影」的下流事；表面上是靠群眾掩護，而實際卻是「怯鼠馴羊」。為此他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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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百年中國與世界 道：「今日世界所需要的是清醒，和愛與沉ß，而今日群眾所走的是瘋狂，怨恨

浮躁，與怯弱的路。回頭是岸，讓我們禱祝捲在潮流中的人們趁早醒覺！」bl如

前所述，正是在這篇文章的直接刺激下，邵荃麟以〈對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和

〈朱光潛的怯懦與兇殘〉作出回應，批評朱光潛的文藝思想是「地主大資產階級的

幫兇和幫閒文藝」，並將其斥為「反動統治的代言人」。

即使郭沫若等人拋出集束式的大批判，朱光潛依然我行我素，繼續撰寫了

大量批判文章；甚至在戰局已發生轉變之際，仍撰寫系列政論文章，繼續標舉

自由主義主張。在這些文章中，最能夠體現他這一時期的思想精華的是〈自由主

義與文藝〉一文。他寫道bm：

自由是文藝的本性，所以問題並不在於文藝應該不應該自由，而在我們是

否真正要文藝。⋯⋯因此，我反對拿文藝做宣傳的工具或是逢迎諂媚的工

具。文藝自有它的表現人生和怡情養性的功用，丟掉這自家園地而替哲學

宗教或政治做喇叭或應聲蟲，是無異於丟掉主子不做而甘心做奴隸。損人

利己是人類的普遍的劣根性，宗教家和政治家之流要威迫利誘文藝家做他

們的奴隸，或屬情理之常；而文藝家自己卻大聲嚷.：「文藝本來只配做宗

教，道德和政治的奴隸；做奴隸是文藝的神聖的義務！」這就未免奴顏屈膝

而恬不知恥了。

可見，朱光潛與左翼文藝界的「交惡」由來已久，這也就是郭沫若等人為何

如此大動干戈的根源所在。

二　對沈從文的清剿及過往糾葛

最先對沈從文發出批判之聲的是邵荃麟。他在1948年2月發表的〈二丑與小

丑之間——看沈從文的「新希望」〉中，以戲曲舞台上的丑角形象開篇，稱沈從文

扮演的角色是在二丑與小丑之間的一種比二丑低、卻比小丑高、替二丑說話的

丑角，是二丑的二丑，或稱為「三丑」。他還針對沈從文的「中間路線論」進一步

批判說bn：

沈從文所謂「綏靖時局，均衡兩大」，明明白白說出了這個活動的目標。從

目前一些偽自由主義的報刊上，正可看出一些他們搔首弄姿的風采。他們

顯然是想拾起那幅破爛的「中間路線」旗幟，來「黏合」一些對「中間路線」尚

存幻想的份子。而沈從文則在這`不過是扮演一個二丑以下的角色。但是

由於他技術的低劣，卻反而更清楚地露出他們的嘴臉了。

隨後，郭沫若便在其名篇〈斥反動文藝〉中將沈從文定性為「作文字上的裸體

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的「桃紅色作家」，說他「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

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並且進一步批評說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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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在抗戰初期全民族對日寇爭生死存

亡的時候，他高唱.「與抗戰無關」論；在抗戰後期作家們正加強團結，爭

取民主的時候，他又喊出「反對作家從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戰爭反對反

革命戰爭」，也正是鳳凰燬滅自己，從火`再生的時候，他又裝起一個悲天

憫人的面孔，謚之為「民族自殺悲劇」，把全中國的愛國青年學生斥為「比醉

人酒徒還難招架的衝撞大群中小猴兒心性的十萬道童」，而企圖在「報紙副

刊」上進行其和革命「游離」的新第三方面，所謂「第四組織」。（這些話見所

作〈一種新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的《益世報》。）這位看雲摘星的風

流小生，你看他的抱負多大，他不是存心要做一個摩登文素臣嗎？

《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還刊載了馮乃超的一篇批判文章。馮乃超在文中將

沈從文的〈芷江縣的熊公館〉描述為抒寫地主階級的「極一時人間豪華富貴」的生

活，稱道地主「人格的素樸與單純，悲憫與博大，遠見和深思」，並批評說bp：

地主階級的弄臣沈從文，為了慰娛他沒落的主子，也為了以緬懷過去來欺

慰自己，纔寫出這樣的作品來；然而這正是今天中國典型地主階級的文

藝，也是最反動的文藝。在這篇作品`，沈從文對於其自己的身份和「靈魂

與人格」作了一次最清楚的畫供。

考察歷史不難發現，沈從文與左翼文人的糾葛也是源遠流長。沈從文的人

生追求和文學主張說到底不過是自由主義，而正是這樣的自由主義使他對所謂

的「文壇」很反感。他曾說，所謂文壇不過是現代政治下一個縮影，其中，「派別

不同，則相互輕視；同流合污，則人皆天才」，「善吹如革命文學家，仍然不外

想賺錢」bq。為此，他以一副自由主義者的姿態頻繁地發起攻擊，同時也經常遭

到「文壇」各集團、幫派的批判、「掃蕩」。

在涉足文壇的二十多年中，筆墨官司構成沈從文文學生涯的一個亮點。他

曾在1947年的一個未完稿中總結說br：

民十五（此處年代有誤，應為1925年，即民國十四年——編者）時剛學習執

筆，就被一夥在北平的甚麼社員倒過，我自己就不曾料到。民十八在上海

又被一團體指定一某兄由檢討而揚棄過。且宣布必倒。我也想不出這檢討

是甚麼意義。到二十三年又被一群生力軍戰戰，三十年左右，桂林又有一

些遠距離掃蕩，三十四五年在昆明又有些近距離掃蕩。一共約二十年光

景，次數不為不多，而且照例是團體性，再加上一堆文壇消息，不可謂不

實力雄厚。

沈從文在這Ú的概括應該是比較全面的，只是有些內容含糊一些，沒有具體指

明被批判的內容。

不過，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中卻為其做了註腳和命名，即「色情文學傾向

論」（實為「現代派文學嘗試」）、「與抗戰無關論」（實為「反文學宣傳論」）、「反對

作家從政論」、「第四組織論」（也被稱作「中間路線論」、「新第三方面運動論」）。

沈從文對所謂的「文

壇」很反感。他認為所

謂文壇不過是現代政

治下一個縮影。為此，

他以自由主義者的姿

態頻繁地發起攻擊，

也經常遭到「文壇」各

集團、幫派的批判、

「掃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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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論」，以及他無辜被批評的「《戰國策》法西斯問題」等。可以說，沈從文與文壇

眾多高手都過過招，包括魯迅、茅盾、蘇汶等，當然也少不了郭沫若。

沈從文最早開罪郭沫若是在1930年，在沈從文一連串發表的十多篇作家論

中，其中就有一篇題為〈論郭沫若〉。他在文中說：「郭沫若可以說是一個詩

人，⋯⋯但是，創作〔意指小說〕是失敗了」，他的筆「奔放到不能節制」，「不能

節制的結果是廢話」，「看他的小說，在文字上我們得不到甚麼東西」。文章最後

又總結說：「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

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說方面他應當放棄了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

才的處所。」bs他還在隨後的〈論中國創作小說〉、〈「文藝政策」探討〉等文中點名

對郭沫若進行批評。當然這些言論尚屬純文藝方面的批評，或者可以說是沈從

文與郭沫若之間的私仇。不過，他們也有「公仇」。

抗戰勝利後，沈從文出於對國事的關心，接連發表了幾篇時論文章，在國

內政界和文化界產生反響。這其中包括，他在接受姚卿祥的訪談中「筆走偏

風」，除譏諷鳳子穿ß豔麗衣服「跑到蘇聯大使館去朗誦詩」；丁玲「到鐵礦上去

體驗工人生活，寫了文章還要請工人糾正」；何其芳「隨政治跑」等「出風頭，鬧

運動」的現象外，也捎帶批評了郭沫若「飛莫斯科」bt。同時，他還針對國共內戰

的現實情況撰文批評說：國共雙方只一味「玩火」，「燒死他人時也同時焚毀了自

己」，「燒到後來，很可能甚麼都會變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婦孤兒」，從而上演「民

族自殺的悲劇」ck。他在〈一種新希望〉中提出了「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嘗試」和「『第

四組織』的孕育」，主張通過「學術獨立」來消除受鼓動的青年學生的猴兒性心理，

「重造這個國家」cl。

對於沈從文的「挑釁」，郭沫若從1938年開始便先後在〈抗戰與文化問題〉、

〈抗戰以來的文藝思潮〉、〈新文藝的使命——紀念文協五周年〉、《洪波曲》、〈新

繆斯九神禮讚〉等著作中，或影射或點名地予以反擊。而且他還曾在「文協」（中

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改選時暗中把沈從文從理事會的名單中Ô掉cm。幾乎在

同時，其他左翼作家也都紛紛撰文圍剿，至1948年國共戰事漸趨明朗之時，形

成對沈從文的全面清算之勢，並一直延續到1949年初。

三　對蕭乾的清剿及過往糾葛

1948年，胡繩在潘漢年主持的《華商報》上發表批判文章。文中稱：《大公

報》「向來以小罵大幫忙著名」，現在「無非是替他的主人來施行這種無恥的宣傳戰

術」，它所謂的「填土工作」就是「妄想支撐搖搖欲墜的反動大廈」，「為獨裁統治者

效勞」cn。文中雖未具體點名，但顯然指向蕭乾。

當然，批判蕭乾最猛烈的火力還是來自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郭沫若在文

中將蕭乾判為最為反動的「黑色作家」，並在「判詞」中這樣寫道co：

甚麼是黑？人們在這一色下最好請想到鴉片，而我所想舉以為代表

的，便是《大公報》的蕭乾。這是標準的買辦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貴族的芝

沈從文最早開罪郭沫

若，尚屬純文藝方面

的批評，或者可以說

是沈從文與郭沫若之

間的私仇。不過，他

們也有「公仇」。郭沫

若曾在「文協」改選時

暗中把沈從文從理事

會的名單中L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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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其實何嘗是芝蘭又何嘗是貴族！舶來商品中的阿芙蓉，帝國主義者

的康伯度而已！摩登得很，真真正正月亮都只有外國的圓。高貴得很，

四萬萬五千萬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這位「貴族」鑽在集御用之大成

的《大公報》這個大反動堡壘`盡量發散其幽緲，微妙的毒素，而與各色的

御用文士如桃紅色小生，藍衣監察，黃幫弟兄，白面嘍囉互通聲息，從槍

眼中發出各色各樣的烏煙瘴氣。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了。就和《大公報》

一樣，《大公報》的蕭乾也起了這種麻醉讀者的作用，對於這種黑色的反動

文藝，我今天不僅想大聲急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

御用，御用，第三個還是御用，

今天你的元勳就是政學系的大公！

鴉片，鴉片，第三個還是鴉片，

今天你的貢煙就是《大公報》的蕭乾！

郭沫若雖然對朱光潛和沈從文也給予了尖酸刻薄的批判，並分別斥之為「藍

色」和「桃紅色」，但是對蕭乾的批判似乎要更嚴重一些，或者用李輝的話說，就

是「詩人特有的激情和厭惡情緒」cp更強烈一些。還不僅於此，郭沫若於3月14、

15日在《華商報》上先後發表〈自由主義親美擁蔣，「和平攻勢」配合美援〉、〈提防

政治扒手〉等文章。在後文中他寫道：「我們已經明確地知道TV宋〔宋子文〕出了

二百六十億，政學系的宣傳機構派出了開路先鋒蕭乾。蕭乾被派去做《新路》的

主編，這和得了大量美金外匯到香港來進行宣傳攻勢，是有密切聯繫的⋯⋯他

們已經將一部分過去不曾和國民黨合作過的文化和文藝工作者扒過去了，這分

明是錢昌照、蕭乾經手扒過去的。」cq在短短的一個月內，郭沫若連發三篇文章

痛斥蕭乾，足見這其中積怨之深。

1946年，隨ß抗戰的慘勝，遊歷歐美七年的蕭乾得到《大公報》的電邀，迫

不及待地回到中國。蕭乾的回歸為《大公報》、也為整個文化輿論界吹來一股清

新的風，他以「塔塔木林」為筆名撰寫了《紅毛長談》的系列雜文，對包括國共內

戰等諸多問題進行了辛辣的嘲諷，其中的〈法治與人治〉、〈中古政治〉、〈半夜

三更國際夢〉等篇意義深遠，影響廣泛，一時間令文化輿論界刮目相看。連他

的恩師沈從文也讚不絕口，為此還專門撰文〈懷塔塔木林〉予以稱讚。蕭乾此後

接連撰寫了〈玫瑰好夢〉、〈神遊大西南〉、〈二十年後之南京〉、〈中國舞台的歧

途〉、〈中國音樂往哪Ú走？〉等諸多文章，延續ß他的不偏不倚、左右開弓的

作風。

1947年，為紀念五四文藝節，由他主筆撰寫了〈中國文藝往哪Ú走？〉的社

論，文中不無影射地寫道cr：

每逢人類走上集團主義，必有頭目招募嘍囉，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此

在政治，已誤了大事；在文壇，這現象尤其不可。真正大政治家，其宣傳

必仰仗政績；真正大作家，其作品便是不朽的紀念碑。近來文壇上彼此稱

公稱老，已染上不少腐化習氣，而人在中年，便大張壽宴，尤令人感到暮

氣。⋯⋯紀念五四，我們應革除文壇上的元首主義。

郭沫若雖然對朱光潛

和沈從文也給予了尖

酸刻薄的批判，並分

別斥之為「藍色」和「桃

紅色」，但是對蕭乾的

批判似乎要更嚴重一

些——將他判為最為

反動的「黑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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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摘作品缺點，而動輒以『富有毒素』或『反動落伍』的罪名來抨擊摧殘。」在批評

的同時，他還主張對文壇「寄以民主的期望」，即「容許與自己意見或作風不同者

的存在」，在「『法定』範圍內」，作家「應有其寫作的自由，批評家不宜橫加侵

犯」，應保持文藝欣賞上的「民主的雅量」。他還設想了理想的文壇：「在那Ú，

平民化的向日葵與貴族化的芝蘭可以並肩而立」cs。可以說，這篇文藝宣言雖是

代表《大公報》立言，但其中也明確體現出蕭乾1930年代以來所追求的自由主義

文學思想。

針對郭沫若對蕭乾所下的「判詞」，以往的研究者都過於看重文中「稱公稱

老」和「大張壽宴」的張力，即過於強調個人恩怨而忽略其他要素。當然，這也是

蕭乾本人刻意強調的結果。蕭乾在事後多次說起：「這次太不慎重。只幾個字，

開罪了文藝界領導人。」ct蕭乾的愛人文潔若也回憶證實說：「稱公稱老」這四個

字「捅了馬蜂窩」，蕭乾當ß自己的面說：「四個字恨上一輩子。」dk客觀地說，

「稱公稱老」、「大張壽宴」以及「革除文壇上的元首主義」等敏感話語，確實可能

成為〈斥反動文藝〉的背景資料，因為該文中使用的「反動」、「貴族」、「芝蘭」、

「毒素」等都是蕭乾原文中的用語。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細讀蕭乾

這一時期的文章便可發現，郭沫若的「判詞」是一個合力的結果，而並非僅僅是

那一篇文章和那「四個字」。

如在〈人道與人權〉中，蕭乾寫道：「多少人嚷中國問題只是國共問題，多少

人嚷中國問題只是憲法問題。綜觀各大戰場的憑弔記，多少對付同胞的殘暴都

是西洋人對敵人所行不出的。」dl在〈吾家有個夜哭郎——五千歲這個又黃又瘦的

苦命娃娃〉中，他形象地比附說：「馬克思也好，荀子也好，衣食足了甚麼都好

說。衣食不足，⋯⋯這個娃娃依然會踹動起來」，說到底，中國「眼前的問題根

本是奶汁，奶汁，更多的奶汁」dm。如果與郭沫若「判詞」中的「夜哭的娃娃」相聯

繫，可以判定，郭文顯然也受到此文的影響。而且，那句經典的「怒吼」：「御

用，御用，第三個還是御用」與「鴉片，鴉片，第三個還是鴉片」，無論從修辭手

法上，還是詩句韻律上，都可以看作是「奶汁，奶汁，更多的奶汁」的模仿或借

用。

還有，1948年1月以來，蕭乾參與了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及其機關刊物《新

路》的創辦，公開倡導在中國施行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文化民主，以國共之外

的「第三種立場」相標榜。這對於正躊躇滿志的香港左翼文化界來說，其挑戰性

和打擊性是絲毫不弱的。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闢妥協騎牆中間路線〉一文

中，蕭乾將國民黨和共產黨喻作白色和紅色，而將自由主義者喻作「灰色人

物」，並解釋說：所謂「灰色」，是因為「他們白不夠白，紅不夠紅，對兩個極端

都不熱中，而暗Ú依然默禱ß紅白遲早合龍」。為了避免「中國的前景更為模

糊」，「我們在此為這『灰色人物』的臉相繪一輪廓，是希望除了把他的五官明晰

化些之外，並把那『灰色』根本除去。因為我們信念中的自由主義既不模糊，也

不是灰色的」dn。如果將這些內容及語詞與郭沫若「判詞」中的「幽緲」、「微妙」、

「烏煙瘴氣」等相對照，不難看出，郭沫若的「紅、藍、黃、白、黑」的「五色畫像」

正是有感於蕭乾的「紅、白、灰」，只不過是做了適當的發揮而已。蕭乾在文中

還對去除「灰色」後的「自由主義」做了明確界定do：

1948年，蕭乾參與了

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

及其機關刊物《新路》

的創辦，公開倡導在

中國施行政治民主、

經濟民主和文化民

主，以國共之外的

「第三種立場」相標

榜。這對於正躊躇滿

志的香港左翼文化界

來說，其挑戰性和打

擊性是絲毫不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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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不是一面空泛的旗幟，下面集合.一簇牢騷專家，失意政客。自

由主義者不是看風使船的舵手，不是冷門下注的賭客。自由主義是一種理

想，一種抱負，信奉此理想抱負的，坐在沙發上與挺立在斷頭台上，信念

得一般堅定。自由主義不是迎合時勢的一個口號，它代表的是一種根本的

人生態度。這種態度而且不是消極的。不左也不右的，政府與共黨，美國

與蘇聯一起罵的未必即是自由主義者。

隨後，蕭乾闡述了自由主義的五條基本信念：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並重；

相信理性與公平，反對意氣、霸氣與武器；以大多數的幸福為前提；贊成民主

的多黨競爭制；任何革命必須與改造並駕齊驅dp。接ß，他又分別發表了〈華盛

頓精神的不朽——頌埃森豪元帥的風度〉和〈政黨．和平．填土工作——論自由

主義者的時代使命〉，立場鮮明地提出自由主義者在中國當下的使命、任務和地

位，要與共產黨和國民黨來爭奪中國的領導權dq，這讓左翼文化界非常痛恨。

茅盾在《我走過的道路》中記述：「為了反對這股『新的第三方面』攪起的『中間

路線』逆流，四八年上半年，我們開展了對『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的批判。流亡

到香港的文化界人士郭沫若、馬æ倫、鄧初民、侯外廬、翦伯贊、曾昭掄等都

發表談話或寫文章，指出要『提防政治扒手』，要『戳穿美蔣新的政治陰謀』。」dr

可見，蕭乾與郭沫若等左翼文人的確「交惡」很深，這也就是他何以遭受猛烈批

判的原因所在。

四　結語

1948年前後的文壇清剿運動儘管因為左翼作家紛紛「北上」迎接勝利而匆忙

收兵，但是作為共和國未來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卻不肯就此罷休。在1949年戰

局已經基本確定之時，他接連發表了〈丟掉幻想，準備戰鬥〉、〈別了，司徒雷

登〉、〈為甚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等多篇總結性文章。從歷史的結果看，無論是以《大眾文藝叢刊》為代表的左翼

文人的大批判，還是毛澤東帶有預見性的最後宣判，都已經明白地昭示，自由

主義作家是不能被容留於新的政權和國家。從另一方面來看，1948年前後左翼

作家的大批判可以看作1949年後歷次政治運動的一個預演，同時也奠定了後來

的文風和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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