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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隨着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發生，蘇聯作家高爾基（Maksim Gorky）和西方其

他作家一起進入了中國讀者的視野。然而，中國文壇對高爾基形象進行有意識的

建構主要與革命文學的興盛聯繫在一起。左聯時期，高爾基是作為國際無產階級

文學運動的代表作家被建構的；延安時期，高爾基則是作為工農兵文藝運動的

「文學旗手」被建構的。在解放區舉行的一系列紀念大會中，高爾基被賦予了「文學 

旗手」的形象，並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後被成功納入了延安文藝體制當中，成為

推動解放區文學前進的獨特生產方式的一部分。高爾基的人生歷程、創作道路、

道德追求、政治傾向等都被賦予了意識形態內涵，他不再作為一個有個人情感和

思想矛盾的獨立作家而存在，而是變成了具有世界主義面向的文學「偶像」。本文

主要通過考察左聯（1930-1936）和延安（1937-1947）兩個時期高爾基形象的建構歷

程，探索革命文學運動過程中「文學旗手」的樹立和延安文藝體制建構之間的複雜

關係，並進而反思解放區文學走向意識形態化的必然性。

關鍵詞：高爾基（Maksim Gorky）　文學旗手　延安文藝體制　解放區　意識形態

自二十一世紀開始以來的延安文藝研究中，延安文藝座談會及其後產生

的文藝範式，得到現代文學研究界的重新重視。與以往研究不同，文學生產

機制和文學典範的建構，成為眾多學者關注的一個焦點1。以1942年5月延

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為分界線，解放區後期的文學創作和文藝運動走向了體

制化。這其實是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2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實施的過程。為了確立〈講話〉的權威地位，各種

規範和引導文學創作的文藝生產方式被迅速建立起來，而確立「文學旗手」就

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在延安文藝體制的建構過程中，作為左翼「文學旗

手」的魯迅在解放區的文學偶像地位已經得到了比較充分的研究3，而對作為

「文學旗手」的樹立
——解放區語境中的高爾基形象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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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俄「文學旗手」的高爾基（Maksim Gorky）在解放區的影響，討論還比較少，

需要開展進一步的研究。

高爾基為中國作家所熟知，主要是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在1920年代

中期左翼文學運動興起以前，中國現代作家都是將高爾基作為從社會底層自

然成長起來的作家來看待的。在五四時期的中國作家看來，除了個人生活道

路的艱辛和對底層民眾生活的熟悉以外，高爾基與歐洲其他同時代的作家並

沒有根本性的差異。然而，當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

於1930年3月成立以後，高爾基卻一躍而成為國際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代表

作家。對於中國正在開展的左翼文學運動來說，革命化和政治化的內涵開始

融入高爾基的文化身份中。

在經歷了左聯從文學與政治關係的立場對高爾基形象的政治化塑造後，

抗戰全面爆發後的解放區作家從文學與政黨關係的角度入手，力圖將高爾基

建構成解放區文學運動的旗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成功領導中國革命，

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重視和依靠文藝的力量，將作為審美意識形態的

文藝轉化為文化權力，而真正擁有和能夠發揮這種功能的主要是已經創作出

文藝「正典」的經典作家。高爾基之所以能夠成為解放區文藝運動的「文學旗

手」，一方面根源於高爾基在蘇俄文藝運動中的「經典」地位；另一方面也根源

於中國共產黨開展文藝運動的世界主義面向。高爾基一旦成為解放區文藝運

動的「文學旗手」，其所代表的國際無產階級文學家的政治身份將得到中國共

產黨的確認，並迅速由一種世界性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權力。

在解放區的文學運動中，作為「文學旗手」的高爾基形象主要是通過舉辦

逝世周年紀念大會的方式塑造的，政黨意識形態成為高爾基形象建構的中心。

當高爾基的創作道路、政治傾向和「經典」作品成為解放區作家遵從和模仿的對

象時，作為「文學旗手」的高爾基形象自然就變成了延安文藝體制的一部分。

本文主要通過考察左聯（1930-1936）和延安（1937-1947）兩個時期高爾基形象的

建構歷程，探索革命文學運動過程中「文學旗手」的樹立和延安文藝體制建構之

間的複雜關係，並進而反思解放區文學的世界主義面向和意識形態化。

一　左聯對高爾基的政治化塑造

作為國際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代表作家，高爾基對中國文壇的影響與

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發生相伴隨。然而，中國作家有意識地對高爾基進行政治

化建構則是從1920年代中期的左翼文學運動開始的。尤其是在左聯成立以

後，介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和翻譯國際無產階級文學作品成為左翼作家的

重要任務，高爾基開始成為左翼文學關注的重要對象。1930年，夏衍翻譯的

《母親》由大江書鋪出版，洪靈菲翻譯的《我的童年》由亞東圖書館出版，杜畏

之翻譯的《我的大學》由湖風書局出版，魯迅編輯的論文集《戈理基文錄》由光

華書局出版4。這些翻譯成漢語的文學作品和論文集，成為左翼作家建構高

爾基形象的最基本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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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學術論文 雖然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左聯業已成立，但並不是所有左翼作家一開始就

把高爾基當作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傳聲筒來看待的。魯迅的《戈理基文錄》

收入了高爾基的七篇論文，另外還收入了高爾基的自傳，以及1930至1940年

代任莫斯科大學文學教授的柯剛（Petr S. Kogan，又譯戈庚）撰寫的作家評論

〈瑪克辛．戈理基〉。柯剛的論文主要強調了作為文學家的高爾基的複雜性和

矛盾性，他的「創造的個性，多樣而且複雜到幾乎要被人看作完全矛盾」，他

的文學作品「在那樣式上似乎是混沌着」的，「在關於事物的觀察及觀念上又似

乎互相衝突着矛盾着」5。魯迅將柯剛的〈瑪克辛．戈理基〉一文收入《戈理基

文錄》中，表明魯迅認同柯剛對高爾基作出的「混沌着」和「衝突着矛盾着」的

評價6，以魯迅從傳統向現代轉換的人生歷程、全面而深厚的文學理論素養

和對高爾基作品的理性理解來看，他不可能單純從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立場

去解讀高爾基及其創作。

此外，由於胡風從日本回國後自覺而深刻地接受了魯迅的影響，因而他

在左聯時期也主要是從創作主體的矛盾性和文學作品的複雜性角度來理解高

爾基的。胡風認為，高爾基的全部作品裏「貫穿着一條耀眼的紅線，那就是追

求『無限地愛人們和世界的』，在至高的意義上說的『強的』『善良的』人」，是

「人對於人的愛，對於世界的愛，對於光明和自由的愛，在活躍，在滋長，成

為肯定生活提高生活的力量」。高爾基的創作道路為「中國革命文學」發展提供

了極為重要的參照系，它告訴人們「不要把作家看成留聲機」，「文學作品不是

平面地反映生活，也不是照直地表現作家所要表現的生活，它應當從現實生

活創造出『使人想起可以希望的而且是可能的東西』，這樣就可以把文學從生

活提高，使文學的力量把生活提高」7。

從魯迅到胡風，雖然都是左翼文學運動的代表作家，但他們依舊是以

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形成的「人的立場」為中心來看待高爾基的文學創作的。在

他們的眼中，高爾基完全是一位「無限地愛人們和世界」的偉大的人道主義

者。儘管左翼作家普遍認為高爾基是蘇聯無產階級文學的傑出代表，可是這

並不妨礙他們對高爾基創作中「人的價值」的發現。

然而，對於經歷了「革命文學」論爭的大多數左翼作家來說，他們幾乎是

先天性地將階級性和工具性當作文學的本質特徵和基本功能，無產階級文學

毫無疑問要反映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要為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服務。如同

左聯黨團書記馮乃超所說：「文化問題就是文化領域上的階級鬥爭問題，無產

階級文學運動，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也就是廣大工農鬥爭的全部的一分

野。它在文化的領域中有它嚴重的特殊任務。」8高爾基作為蘇聯在文學領域

進行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宣傳的強大載體，其所負載的文學的階級性和工具性

內涵毫無疑問成為中國左翼作家從事文學活動的楷模，高爾基的文學地位也

因此遠遠超過了魯迅在左翼作家中的影響。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一方面固

然是由於高爾基從事文學活動的資料被蘇聯高度政治功利化，並在左聯成立

後被大量翻譯過來直接相關；另一方面也是左聯從中國的現實狀況出發，為

了發揮左翼文學的戰鬥性而積極強化無產階級文學的階級性的必然結果。

當1932年9月15日蘇聯為高爾基創作四十周年舉行紀念大會的消息傳到

中國後，左聯立即組織左翼作家翻譯出版了與這次紀念活動相關的文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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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其影響所及就是導致了左翼作家對高爾基形象認識的根本性變化。在左翼

作家翻譯出版的高爾基文學作品和有關高爾基的研究資料中最有代表性的，

一是周揚的《高爾基創作四十年紀念論文集》，二是瞿秋白的《高爾基創作選

集》9。前者包括蘇聯教育部部長盧納察爾斯基（A. B. Lunacharsky）、蘇維埃

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部長史鐵茨基（A. I. Stetsky）等人的紀念文章，高爾基本

人的文章，以及左聯其他成員翻譯的五篇文章，並將魯迅等人簽署的宣言〈高

爾基的四十年創作生活——我們的慶祝〉置於卷首。後者除了選譯高爾基創作

的十篇文學作品外，另外收入的三篇文章與周揚書中同一作者的文章內容大

致相同，只是題目稍加修改。正是由於蘇聯政治家參與高爾基及其創作的文

學評價活動，高爾基被看作是實踐了列寧的革命事業的無產階級作家，是國

際無產階級文學的「最大的權威」bk。史鐵茨基認為高爾基的創作「使他和俄國

工人階級的運動密切的聯繫着，使他和全世界的工人運動聯繫着」，高爾基是

「一個鬥爭者」，「把鬥爭的熱情灌輸到他的每一篇作品裏」，他常常能夠「從階

級的觀點上揭穿他的人物的偽善，頑固和虛偽的人道主義」bl。盧納察爾斯基

從「一切作家都是政治家」、「藝術都是意識形態的強有力的方式」、「巨大的政

治一定會產生巨大的文學」等觀點出發，認為高爾基不但是「一個政治家的作

家」，而且是「這個世界上空前的最偉大的政治家的作家」，因為高爾基生活在

人類有史以來「從來不曾有過這樣巨大的政治」環境中，「這樣的政治一定要產

生巨大的文學，而這巨大的文學已經在繁盛起來了」，高爾基的創作就是蘇聯

的「巨大的政治」的傑出代表bm。經過高爾基創作四十周年紀念活動的隆重舉

行，蘇聯圓滿地將高爾基塑造成了文學與政治結合的典範，擁有「這個世界上

空前的最偉大的政治家的作家」頭銜的高爾基形象成功地誕生了。

對於正在從事左翼文學運動的中國作家來說，當他們借鑒了來自國際左

翼文學運動中形成的文學觀念，並最終形成了左聯的無產階級文學理論之

時，他們確實渴望着出現一位傑出的作家，能夠印證正在宣傳中的無產階級

文學理論的正確性，並以此指導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發揮無產階級文學

的宣傳效果。魯迅雖然一直被看作是左翼文學運動的「盟主」，但由於左聯的

宗派主義和「革命文學」論爭以後其內部一直存在的矛盾，魯迅不可能成為中

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文學與政治完美結合的典範而得到左翼作家的普遍認

同。高爾基雖然是一個「外來者」，但由於中國無產階級的文學觀念與蘇聯積

極張揚的主流文學觀念內在的一致性，以及蘇聯對高爾基創作的階級性和工

具性的高度推崇，左聯也順理成章地接受了這樣的高爾基形象，並且將其奉

為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革命導師。以魯迅為首的中國左翼作家簽署的高

爾基創作四十周年祝賀宣言，基本上沿襲了盧納察爾斯基的看法，認為高爾

基是「新時代的文學的導師」，是「政治家的文學家」，是「最偉大的政治家的文

學家」。高爾基是「第一個從『社會的底層』裏出來的作家」，可以指導中國的工

農大眾創作出「比所謂文學更偉大的東西」bn。因此宣言說bo：

中國的革命的文學界，慶祝高爾基的鬥爭，慶祝高爾基的四十年的創作

生活，同時，也就表示我們為着真正的文化革命而鬥爭的決心，我們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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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學術論文 認高爾基是我們的導師，我們要向高爾基學習，我們要為着中國幾萬萬

的勞動群眾的文化生活而奮鬥！

承認高爾基作為左翼文學運動導師的地位，當然是由於高爾基是「『底層』

的代表者，是無產階級的作家」bp，以及左翼作家所普遍認同的其文學創作體

現出來的文學與政治之間的密切關係，尤其是反映出不同階級之間的對立與鬥

爭。正如魯迅後來所說，從俄國文學裏「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

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鬥，變革，

戰鬥，建設，戰鬥，成功」，而從「戈理基感受了反抗」bq。這種「反抗」當然

是被壓迫的無產階級的「戰鬥」，只有通過文學與政治的完美結合才能完成。

在左聯時期的高爾基形象建構中，當時擔任左聯黨團書記的周揚起了更

為直接的推動作用。周揚除了在高爾基創作四十周年紀念大會舉行後不久即

編集前述的《高爾基創作四十年紀念論文集》一書，強化了高爾基在左翼作家

心目中「政治家的文學家」的形象外，又能夠擺脫單純從政治上對高爾基形象

做出的簡單定性，深入到高爾基的文學創作中進行具體的分析。比如，針對

許多批評家認為「初期的高爾基是個人主義的詩人，蔑視一切的，傲慢孤獨的

詩人，是有『超人』傾向的尼采主義者」的觀點，周揚在具體分析《伊塞吉爾老

太婆》、《馬加爾周達》和《杰爾卡西》等作品的基礎上，提出高爾基初期作品的

基本主題「就是強壯，勇敢，愛自由的人和卑怯，貪婪，有奴隸根性的狹隘的

私欲者的對立」，高爾基雖然沒有把他初期創作的人物「寫成個人主義者，寫

成英雄」，但是卻賦予了人物「極強烈的獨特的個性」，其目的是為了在創作中

體現「浪漫主義一般的原則」br。在1934年發生的「大眾語」論戰中，周揚又利

用自己掌握的高爾基關於口語與書面語關係的材料，提出了「文學語是從大眾

的口語汲取來」bs的觀點，有助於論戰者釐清書面語與大眾語的關係。

然而，在1930年代的嚴酷政治環境中，從意識形態立場上接受高爾基更

能發揮其政治引導功能。周揚對高爾基初期文學創作中的浪漫主義內涵的分

析和對其口語與書面語關係觀點的引述，其實還是為了證明高爾基形象所包

含的政治功利意義。也就是說，周揚所認同的仍然是政治功利化的高爾基形

象。由此，左聯通過對外依靠高爾基相關材料的輸入與對內憑藉現實政治的

反抗的方式，使左翼作家從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立場上接受了一個高度政治

功利化的高爾基形象，這一形象「象徵着文學與政治的完滿結合，文學家與政

治家的完滿結合」，引導着左翼作家政治功利化的創作活動bt。

二　紀念大會與「文學旗手」的確立

左聯時期的高爾基形象建構雖然對左翼作家的文學活動產生了一定的引

導作用，但是並沒有因為一部分知識份子作家從國統區來到解放區而對解放

區的文學活動產生直接的影響，解放區的高爾基形象是在中國共產黨的主導

下重新開始建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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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4年2月，瞿秋白從上海來到江西瑞金後，即成立了高爾基戲劇

學校，提出「高爾基的文藝是為大眾的文藝，應該是我們戲劇學校的方向！」

這是高爾基最早進入到中央蘇區的例子，但是產生的影響比較有限。以1937年

6月18日的高爾基逝世一周年紀念活動為起點，「高爾基」終於踏上了解放區

的土地，解放區作家開始了高爾基形象的建構之路ck。與左聯時期高爾基作

為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革命導師」的中心地位相比，起初高爾基形象在

解放區文學運動中的位置遠在魯迅形象之下。儘管高爾基是國際無產階級文

學的代表作家，但在解放區的政治現實下，他只能以一個「外來者」的形象而

存在。以中國共產黨為主體的解放區政權在進行「中華民族新文化」的建設過

程中，是不可能將一個「蘇聯大文豪」樹立為解放區的知識份子作家的主要模

仿對象的。正是由於魯迅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特殊關係，使得中國共產黨在

確立解放區的「文學旗手」時首先選擇了魯迅。儘管高爾基一直處於從屬的地

位，但解放區的高爾基形象建構又使解放區文學與以蘇聯為主體的國際無產

階級文學運動緊密聯繫在了一起，從而使解放區文學運動成為國際無產階級

文學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強化了解放區文學的世界性特徵。

解放區的高爾基形象建構完全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意識形態規範下進

行的，其目的是要在國際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背景下，將高爾基塑造成解放

區的知識份子作家從事文學活動時的「文學旗手」。在建構過程中，毛澤東的

觀點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1937年6月18日由中國文藝協會主持的高爾

基逝世一周年紀念活動中，毛在應邀發表的演講中積極讚揚了高爾基的「實際

鬥爭精神」和「遠大的政治眼光」，認為他「不但是個革命的文學家，並且是個

很好的政治家」cl。毛雖然對作為作家的高爾基的了解並不充分，但他卻以政

治權威的身份，從解放區的社會現實和文藝運動的需要出發對高爾基做出了

高度評價，指出了高爾基作為一位文學家所具有的鬥爭性和政治性特點。顯

然，毛是在解放區的抗戰現實的背景下，從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立場上對

高爾基進行評價的。在解放區的對外文化交往受到嚴格限制的情況下，毛專

門針對高爾基發表的唯一一次講話，就成為解放區的知識份子作家建構高爾

基形象的基本準則。對於解放區的知識份子作家來說，鬥爭性和政治性不但

是作為文學家的高爾基的特點，而且也是解放區所有知識份子作家從事文學

活動時都應當主動追求的。

高爾基形象建構的目標決定了建構方式的選擇。與魯迅形象建構的複雜

性相比cm，高爾基形象在建構方式上相對要單一得多。解放區確定了高爾基逝

世紀念日cn，在紀念日前後舉行周年紀念大會，是形象建構的最基本方式。以

前述1937年6月18日高爾基逝世一周年紀念大會為開端，解放區共舉行過五

次紀念大會。一周年紀念大會由中國文藝協會主持，毛澤東親自參加並發表了

關於高爾基精神的演講；二周年紀念大會由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組織，

眾多文學社團及其負責人參加；三周年紀念大會同樣由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

協會負責，延安的主要文化團體參加了紀念大會；而四周年紀念大會則由中華

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和中蘇文化協會籌劃並在重慶召開，在重慶的中國共產黨

領導的主要文化團體和作家參加了紀念大會；五周年紀念大會由中華全國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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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學術論文 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以下簡稱「延安文抗」）主辦，延安的主要機關、學校、

工廠派代表參加，並在延安舉辦了高爾基小型展覽會；六周年紀念大會由延安

詩會和延安文化俱樂部組織，延安的主要文學社團參加了紀念大會co。

這些紀念大會規模比較龐大，參加會議的每次少則五六百人，多則超過

千人。每次紀念大會的形式基本相同，先由主持人報告召開會議的意義和高

爾基的生平，接着由不同團體的代表發言表達對高爾基的敬意，最後由熟悉

高爾基的作家演說高爾基作品的精神內涵及其現實作用。顯然，這種模式化

的紀念只是為了表達一種意識形態意圖，並不會產生任何實質的意義。也就

是說，紀念大會有意無意中已經轉變成了一種政治儀式。如人類學學者所

言，作為「屬於特定社會、特定人群的特別事務和活動」，儀式往往會「持續不

斷地出現同一個主題」，「這種帶有無可爭議的、強制性的、權威性的宣言 

把人們引導到一種類似於瘋狂般的崇拜程度」。其最後的結果是，「一方面，

它成為社會控制的有效力量；另一方面，儀式的形式本身也轉化成為一種權

力」cp。所以，《新中華報》的編者發出了這樣的呼籲：「我們今天紀念高爾基，

要學習高爾基，研究高爾基」，「空洞的紀念形式，對死人或活人都是毫無意

義的」cq。然而，形式化的紀念大會依然是年復一年地持續着。

既然毛澤東已經確定了作為「文學旗手」的高爾基形象的基本內涵，那麼在

高爾基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解放區的知識份子作家只能以此為依據進行革命

化的闡釋。在1938年二周年紀念大會上，時任《解放》周刊編輯的吳亮平提出了

高爾基的三個偉大：「第一，高爾基擊破了今天一切反動的黑暗的東西；第二，

他把文學和無產階級鬥爭聯繫起來了；第三，他有一定的政治方向。」而在魯迅

藝術學院任教的周揚則不僅要求青年學習高爾基的「反抗的精神」、「偉大的現

實主義」、「把藝術家和革命家統一起來的精神」和「反市儈主義」，而且也要求青

年將高爾基精神「用在我們神聖的抗戰上去，別的一切紀念都是無價值的」cr。

在1940年的四周年紀念日，何其芳發表文章指出高爾基「是一個新的階級的代

表」，「他帶着粗率的強壯的姿勢走進當時的紳士作家之群，是那樣地不和

諧，那樣地震驚了舊俄羅斯。他的勝利預言了無產階級的勝利，因為他代表

了新的階級，正在生長，壯大的階級，希望和未來都屬於它的階級」cs。

在解放區的知識份子作家看來，高爾基是「偉大的文豪，堅韌的戰士」ct，

是「中國人民及文化界先進的最親切的摯友」，其「忠實於革命，忠實於工人階

級和人類解放」的精神，「更是在抗戰中的中國文學家的一個最應該學習的模

範」dk。在他們的發言或文章中，運用得最多的是「政治方向」、「文學家與革

命家的統一」、「無產階級的代表」、「文學與階級鬥爭的結合」、「對革命的忠

誠」等等，這些大致一樣的表述其實都是對毛澤東論述的高爾基精神的簡單複

述，沒有建立在對高爾基的大量文學創作進行分析的基礎之上。誠如《新中華

報》的編者所說dl：

就中國來說，為高爾基而寫的紀念文字，在數量上的確是相當可觀了，

然而在品質上，似乎還很菲薄，這位巨人本身以及其作品，簡直似一座

豐富寶藏，需要我們更努力地掘發，整理，並全部地，有系統地，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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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介紹出來，很多的中國人對他似乎還停留在只知其名不知其人的「偶像

崇拜」的程度，真正理解他的實在很少。

事實上，在解放區舉辦的高爾基逝世周年紀念活動中，作為個人和作家

的高爾基已經被消解了。對於解放區作家來說，高爾基因出身社會底層而艱

辛奮鬥的人生道路，以及對社會底層民眾無奈的精神世界的獨特表現等已經

變得不再重要，解放區作家更關心的是高爾基作為「一個新的階級的代表」的

政治傾向性。因為在他們看來，一旦參與了紀念活動，自己似乎就獲得了一

種創作的「魔力」，能夠按照固定的程式開展文學創作。按照人類學的儀式理

論，在這種「特定的社會化儀式活動中，會產生精神或人格上的特權和權

威」，可以說，高爾基已經「被賦予特殊的精神或神聖的力量」，與解放區的以

文藝社團為代表的「社會機構相輔相成，構成了社會機制的一部分」dm。正是

通過一系列的紀念活動，作為「文學旗手」的高爾基形象與解放區知識份子作

家對經典作家的個人崇拜情結取得了統一，知識份子作家在認同高爾基作為

「文學旗手」的過程中自然變成了延安文藝體制的建構者。

三　蕭三與高爾基形象建構的「實用主義」

在作為「文學旗手」的高爾基形象建構中，於1939年4月底從蘇聯回到解

放區擔任延安文化俱樂部主任的蕭三發揮過特殊的作用。如果說，高爾基逝

世紀念大會是以政治儀式的方式確立了高爾基在解放區作家心目中的「文學旗

手」地位的話，那麼，蕭三對高爾基的認同，則表明解放區作家在建構「文學

旗手」過程中的「實用主義」，也即政黨功利主義傾向，體現了文學與政治聯姻

過程中作家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要求的認同。

蕭三是1920年前往法國勤工儉學，後於1922年底離開巴黎前往莫斯科

的，期間於1925年初回到中國參加了大革命運動，在大革命失敗後又回到了

莫斯科。雖然蕭三在蘇聯生活的時間超過了十年，也曾於1934年8月召開的

蘇聯作家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拜會過高爾基，但他並沒有系統地閱讀過高爾

基的文學作品，對其文學成就的理解全部來源於蘇聯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觀

點，並沒有形成自己的獨到見解。

當蕭三回到解放區後，隨即以蘇聯文學見證者的身份，對高爾基的文學

成就進行了廣泛的宣傳。一方面，蕭三着力介紹了高爾基的人道主義思想，

塑造了高爾基形象的人道主義內涵。他認為高爾基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無

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者」，高爾基是「為了愛人類」，所以「恨人類的

仇敵，恨殺人的戰爭」，在自己的文學創作中「貫注着一種相信群眾底創造力

量，人類解放之偉大的將來的精神」dn。另一方面，蕭三也用心介紹了高爾基

的社會主義美學觀，力圖建構作為社會主義美學家的高爾基形象。在1940年

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中，蕭三發表了根據蘇聯文學批評材料編譯的〈高爾

基底社會主義的美學觀〉一文，從文學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係、文學的功能 

與價值標準，以及文學的題材與主題等三個方面介紹了高爾基的美學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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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學術論文 蕭三認為，文學不僅是現實的反映，而且要改造現實，文學不僅要幫助人、

指示人、教育人，而且要把反映「歷史的真理」，即「無產階級的革命毅力，改

造世界以便於自由地發展人民創造力的這個毅力」和「創造正派典型人物」作為

其核心任務do。

其實，蕭三不僅是在介紹高爾基的社會主義美學觀，而且也是在表達自

己對於文學的認識。然而，在建構作為「文學旗手」的高爾基形象的過程中，

蕭三毫不吝惜地給予了高爾基過高的評價，諸如「真正的人道主義者」和「文化

界的領袖」dp，「人類明燈，文化總指揮」dq等，這與毛澤東在高爾基逝世一周

年紀念大會上所作的演講中提出的「革命的文學家」和「很好的政治家」的基本

定位極不相稱。儘管蕭三給予高爾基的這些徒具虛名的頭銜在儀式化的紀念

活動中並沒有實際的意義，但當毛力圖以魯迅作為「文學旗手」的主體建構「中

華民族新文化」，並在從國統區來到解放區的知識份子作家中樹立自己的文學

權威地位時，蕭三的這些評價就顯得有點不合時宜了。與此形成了明顯對照

的，是周揚在作為「文學旗手」的高爾基形象建構中表現出來的態度。周揚在

左聯時期曾對高爾基作過廣泛的介紹，與蕭三相比，周揚對高爾基的文學成

就和文學思想的理解相當透徹。然而，除了在周年紀念大會上有節制地表達

對高爾基的尊崇以外，周揚在解放區沒有寫過一篇關於高爾基的論文。也

許，只有周揚才能真正明白毛將魯迅和高爾基建構為解放區的「文學旗手」的

真正意圖。

戰爭的持續不斷地強化着解放區的封閉狀態，蘇聯幾乎成為解放區作家

了解高爾基研究狀況的唯一渠道，因而解放區的高爾基形象建構完全被蘇聯

官方的解讀所左右。最明顯的例子是，當蘇聯出於國內政治的需要於1938年

3月公布了高爾基最新的死因（高爾基是被「托派份子」謀害的）後，在解放區

作為「文學旗手」的高爾基形象建構立刻增加了「托派」受害者和反抗者的內

容。此後，在每年一度舉行的高爾基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報告高爾基的遇

害經歷就成為紀念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柯仲平於1938年高爾基逝世二周年

紀念時發表文章，認為高爾基被「托派」「毒害」是由於高爾基是列寧的「忠實

信徒」，是斯大林「最親信的朋友」，全世界「愛自由的人民，誰都在傾聽着高

爾基的一言一行，把他當作最高的教師，他能使世界反托匪的運動繼續高漲，

當然他就成為托匪最可怕的一人了」，真正「愛護中華民族的人們，應該永遠站

在反法西斯及其走狗托匪的這一條戰線上來」dr。蕭三於1939年高爾基逝世 

三周年紀念時發表文章，指出高爾基「從開始他的文學的社會的活動的第一天

起，便加入了革命的無產階級之馬克思主義者的先鋒隊伍，至死不改其宗。

對這一階級的忠誠，決定了高爾基一生許多年和布爾什維克的聯繫，決定了

他一生許多年和列寧與斯大林的友誼，交情」，「法西斯蒂的走狗——托洛茨

基——布哈林等匪徒」痛恨「這種友誼，交情」，「仇恨蘇聯建設的成功，斯大

林領導的勝利」，因而「硬把全蘇聯以及全世界勞動人民的代言人，人類新文化

的燈塔，人類新社會之積極的靈感者，建設者，活活地摧殘了，毒死了」ds。

蕭三完全不顧及高爾基的文學創作和人生道路的實際情況，只是從意識形態

立場給予了高爾基眾多廉價的頭銜，讓人們看到了一個與「托派」勢不兩立的

高爾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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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爾基作為「托派」受害者和反抗者的形象建構，很快與解放區文學發

展的現實政治要求聯繫了起來。在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前後開展的文

藝界整風運動中，當王實味的「托派份子」身份被確定以後，作為「文學旗手」

的高爾基形象的現實功利性獲得了充分展示。

伴隨着從國統區來到解放區的知識份子數量的增多，1940年代初期的解

放區逐漸形成了一股「主張暴露黑暗」dt的文學創作潮流。這一批帶有濃重理

想氣息的知識份子作家以強烈的啟蒙精神、自我批判意識和反抗現實生活的

勇氣，對解放區存在的各種不盡己意的現象展開了毫不留情的批評。作為延

安中央研究院中國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的王實味，出於五四影響下的一代

知識份子的責任感也加入了這一文學創作潮流，創作了〈野百合花〉、〈政治

家．藝術家〉等數篇雜文ek。雖然王實味的作品數量有限，如胡喬木所言，並

「不代表整個文藝界」el，但是，歷史的風雲際會卻使在文藝界並不具有代表

性的王實味充當了「托派份子」的角色。一旦他的「托派份子」身份得到確認，

對其全面批判就在所難免。可以說，持續了近一個月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既是

毛澤東在解放區建立文學權威的過程，也是對以王實味為代表的所謂「暴露黑

暗」的文學創作潮流的批判過程em。

在座談會結束之後，延安文藝界對高爾基的「托派」受害者和反抗者形象

的張揚和對王實味的「托派份子」行為的否定完美地結合了起來，形成了以「托

派」為中心語詞的文學政治化的批判潮流。一方面，高爾基批評小市民和小知

識份子的雜文（如〈論絛蟲〉），被解放區作家廣泛翻譯登載在《解放日報》等報

刊上en；另一方面，從解放區反「托派份子」鬥爭的現實出發解讀高爾基的論

文（如林默涵的〈高爾基怎樣和「絛蟲」鬥爭〉），也在解放區的報刊上及時出現

了。高爾基成為反對「托派」領袖，「在工農大眾的旗幟下面，他把自己整個生

命都獻給了為工農大眾的謀利益的事業，和一切公開的及暗藏的敵人戰鬥到

最後一息」eo，而以王實味為代表的「托派份子」則如同「絛蟲」一樣受到了知

識份子的唾棄。

1942年的高爾基逝世六周年紀念大會顯得格外隆重，高爾基有幸和屈原、

瞿秋白等中國作家獲得了共同紀念的資格。蕭三在大會上作了題為〈高爾基是怎

樣被托派害死的〉的報告，「痛斥托派王實味的政治陰謀，提醒大家提高政治警

覺性」ep。在紀念大會召開前兩天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的〈高爾基——無產階級

的人道主義者、社會主義美學家，反對法西斯主義、托派的戰士〉一文裏，蕭三

不但指出高爾基因為「以自己的創作，宣揚了工人階級的先進、英勇、有作為，

宣揚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而引起「托派」的「害怕，惱怒，嫉恨，而非置

之於死不可」，而且也提出了這樣極端的觀點：「王實味也就是殺死高爾基的兇

手之一！你看他還是將已死的中國的高爾基——魯迅再殺了一刀嗎？你看他不

是否認中華民眾，中華民族，而在革命隊伍裏裏盡挑撥離間之能事，破壞黨，

破壞團結，破壞民族統一戰線，做日本帝國主義的應聲蟲的傭僕嗎？」eq其

後，周揚按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的〈講話〉中的觀點，從「文藝與

政治」、「人性論」和「光明與黑暗」三個方面條分縷析地批判了王實味文藝思想

的錯誤，指出王的「文藝觀點有它托洛斯基主義的淵源」，反對王的思想就是

「反對文學領域上的托洛斯基主義」，就是主張「文藝應當為大眾」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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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學術論文 其實，無論是對高爾基反對「托派」行為的宣揚，還是對王實味「托派份

子」行為的批判，最後都歸結到了一點，即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上。正如從國統

區來到解放區的知識份子作家在延安文抗召開的座談會上所表示的那樣，王

實味「把進步的政治家與進步的藝術家對立起來」，「為文藝家所憎惡」es。當

解放區的知識份子作家把高爾基與王實味聯繫起來時，前者反對「托派」的現

實意義在解放區得到了無限放大。至此，作為「文學旗手」的高爾基形象的現

實功利性獲得了完全的釋放。

四　結語：延安文藝體制中的高爾基形象

如果說左聯時期的高爾基形象塑造是從文學的政治革命層面進行的話，

那麼，抗戰全面爆發後，在中共控制的解放區內進行高爾基形象建構則更多

是從意識形態層面入手。正是通過儀式化的高爾基逝世周年紀念大會等相關

文學活動，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將高爾基建構成解放區作家尊崇和模仿的「文學

旗手」。一旦高爾基成為解放區的「文學旗手」，也變成了延安文藝體制的建構

者，生活在解放區的作家遂通過有意模仿而獲得了一種意識形態規範下的創

作經驗，高爾基也就擁有了作為國際無產階級文學資源的文化權力。

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中國文學走上了一條不同於傳統文學的新路，從

不同層面顯現出反叛古典文學束縛的努力。其中，從文學發展的外在規範角

度來看，最需要注意的是現代文學制度的形成。文學社團的成立、稿費制度

的施行、獎勵方式的選擇等等，都使現代文學的運行方式迥異於傳統文學。

左聯的成立不僅是一個政治化的文學社團的出現，更是一種不同於五四新文

學傳統的「更新」的文學制度的產生——這就是文學發展被納入了革命的規範

之下，文學變成了政治的一部分，作家必須按照革命的要求去創作。然而，

由於1930年代激烈的階級矛盾衝突的影響，左聯領導下的左翼文學運動並沒

有建立正規的文學制度。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隨着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影響力逐漸擴

大，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開始思考以文學為主體的文化運動在民族戰

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當文學可以和政治結合起來並且能夠為政治服務

時，中國共產黨自然將文學運動看作社會變革的一部分，文學在解放區的地

位得到了極大提升。然而，文學創作畢竟是涉及到人的心理和靈魂的複雜的

精神活動，如果中國共產黨要將文學當作民族戰爭和社會動員的工具，就必

須將文學變成社會結構系統中的一部分，通過文學及時傳達黨的各種主張、

要求和意願。解放區作家追求文學的意識形態規範的過程，也就是解放區文

學走向制度化的過程，這是文學運動與革命運動雙向互動的結果。解放區文

學如果要按照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要求穩步向前的話，就必須建立一整套能夠

保證文學走向預期軌道的機制，於是延安文藝體制便應運而生。

延安文藝體制是由一整套制度和規範組成的文學生產機制，是在不同的

文學生產方式推動下不斷走向完善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後，作為一種文

藝理論的〈講話〉被確定為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文藝的工農兵方向」et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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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放區文學運動的基本方向。從根本上來說，「文藝的工農兵方向」也就是

文學的大眾化方向，要求解放區作家與工農兵大眾「打成一片」。事實上，強

調文學創作的大眾化方向，就是要求作家在文學活動中正確傳達中國共產黨

的革命願望。為此，解放區的文學機構分別從文藝社團的建立、出版機構的

創辦、文藝獎金的設立、文學會議的召開、寫作方式的選擇、「文學旗手」的

樹立等不同層面，對文學發展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而最為核心的一點，就是

強調文學與政治的結合，將文學當作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願望的載體。

作為解放區文學生產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旗手」的樹立從創作主

體的層面規定了解放區作家應當遵從和模仿的對象。高爾基得以和魯迅一起

成為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前後解放區樹立的「文學旗手」，其人生歷程、創作

道路、道德追求、政治傾向等都被賦予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要求。同魯迅一

樣，在解放區的文學運動中，高爾基不再是作為一個有個人情感和思想矛盾

的獨立作家而存在，而是變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偶

像」。因而，作為「文學旗手」的高爾基既建構了延安文藝體制，延安文藝體制

又反過來賦予高爾基以特殊的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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