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評

夏濟安著，萬芷君等譯：《黑暗

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

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5）。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7年12月號　總第一六四期

紀中國的歷史命運的一個隱喻與預

言。不同於自由派知識份子、新儒

家知識份子在價值觀和政治立場上

與中共存在明顯的分歧，左翼知識

份子一直是革命的同路人甚至並肩

作戰者，他們理所當然地認定自己

是革命勝利的「有功之臣」，但卻未

曾預料這種政治意識上的「主體

性」，恰恰是新政權猜忌和防範的

根源之一。相對於學術界對自由主

義、新儒家等知識份子的研究，對

左翼知識份子的研究一直處於「虛

假繁榮」的狀態，也就是說雖然有

很多成果，但絕大部分都是停留在

作品或者文本分析的層次，甚至滯

留在意識形態再闡釋的境地，而未

能將現代中國左翼文化運動還原到

歷史語境，從歷史與思想互動的層

次來探測人性在二十世紀革命政治

中間的脈動與掙扎。

就此而言，夏濟安遠在五十年

前（1968）以英文出版、最近譯成 

中文的《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

文學運動研究》（The Gate of Dark-

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以下簡稱《黑

暗的閘門》，引用只註頁碼），至今

左翼知識人與中國革命
——評夏濟安《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
文學運動研究》

●唐小兵

天地玄黃的1949年11月16日， 

左翼作家胡風在寫給妻子梅志的一

封信中黯然說道：「我們多麼可憐， 

獻出心去還要看人家要不要！」1

這似乎成了左翼知識份子在二十世

二十世紀中國左翼文

學和左翼作家的研究

可謂汗牛充棟，但大

多數是對左翼作家作

品的文本分析，而缺

乏一種更為宏闊的歷

史視野，也不能很好

地將左翼文化人放置

在歷史的脈絡裏來展

開具體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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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書評 仍舊是中國左翼研究無法超越的一

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同為研究左翼

知識份子與左翼文學的學者王宏志

（亦為此書翻譯本的推動者）在序言

中精闢地概括了全書的主旨：

《黑暗的閘門》共收七篇文章。表面

看來，這是一本輯錄幾篇相關文 

章而編成的論文集，不是一本研究

專著，而魯迅（1881-1936）、瞿秋白 

（1899-1935）、蔣光慈（1901-1931）

三篇是個別文學作家的研究，左聯

〔左翼作家聯盟〕五烈士、左聯解散

以及延安文藝座談會各篇則是政治

成分較重，針對的是團體或群體，

二者好像不甚協調。但其實不然，

無論是有關魯迅、瞿秋白和蔣光慈

個別作家的討論，還是針對五烈

士、左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

十餘年的文壇，夏濟安在探討的是

同一個命題：如何理解政治與文學

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頁viii）

二十世紀中國左翼文學和左翼

作家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浩如煙

海，但大多數基本上是對左翼作家

作品的文本分析，而缺乏一種更為

宏闊的歷史視野，也不能很好地將

左翼文化人放置在歷史的脈絡裏來

展開具體的分析，因此，這些作品

的影響往往局限於文學界而無法溢

出學科之窠臼。雖然在夏濟安之

後，有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的浪

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王宏

志《魯迅與左聯》，以及更年輕一代

學者程凱、姜濤等的專著2，都基

本上超越了此前被主流政治意識 

形態所宰制的對左翼文學與文化人

的研究境況，但相比較而言，《黑

暗的閘門》對左翼文學的優劣之洞

察、對人性在歷史與政治困境中的

掙扎之深度理解，以及對二十世紀

中國革命的內在悲劇感的通透把

握，都使此書在史料相當受局限的

1960年代超越了時代的限制，而成 

為一部具有經典性的作品。

一　左翼知識人的「血路」 
與心路　　　　

夏濟安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 

英文系，後成為西南聯合大學、 

台灣大學等校英文系教授，培養了

諸如白先勇、陳若曦等著名作家，

1959年赴美後因緣際會進入中共黨 

史研究，《黑暗的閘門》就是他涉足

這一領域的成果。夏濟安在去世的

前一年，即1964年6月寫了一篇〈一 

部關於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書稿序

言〉，交代研究現代中國的左翼文學 

與左翼知識份子是因為對既有的主

流歷史敍述不滿，認為這種意識形

態的歷史敍述裁剪了豐富的歷史事

實，而忽略了左翼文學運動內部以

及左翼文學與政治關係的複雜性。

夏濟安關注的是這一群左翼知識人

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心路歷程」：

這些作家發現自己在「五四運動」以 

後面臨巨大的自由和巨大的責任。

巨大的自由是因為舊中國的社會體

系瓦解了，巨大的責任則是因為他

們有大好機會去創造理想的未來。

對於當時的狀況，他們當然是不滿

意的。1911年以來，革命思想讓不 

少知識份子着迷，1917年俄國樹立 

的榜樣堪為革命的理想範式。很多

人自願擁護共產主義，他們找到了

配得上自己的事業，他們願意為此

《黑暗的閘門》對左翼

文學的優劣之洞察、

對人性在歷史與政治

困境中的掙扎之深度

理解，以及對二十世

紀中國革命的內在悲

劇感的通透把握，都

使此書在史料相當受

局限的1960年代超越	

了時代的限制，而成

為具經典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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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國革命	
奉獻自己的才華——必要時甚至

奉獻生命。但是，起初的自覺獻身

最終淪陷於共產黨的運作體制。每

個人都要服從命令，遵守紀律。個

人對於改變現狀的意願、對於自由

的聲張以及挑釁和反抗的姿態，在

集體意志和統一行動中消於無形。

（頁xxx）

夏濟安在《黑暗的閘門》中選擇瞿

秋白、蔣光慈、魯迅和左聯五烈士

等來探索現代中國的左翼文化運

動，基本上就是圍繞上述的核心問

題意識展開的。

最早投身左翼文化運動的知識

人，基本上都是受到五四新文化運

動的感召而從各地蓬然而起的，新

文化運動所訴諸的民主、科學、自

由、戀愛神聖、人生自主等觀念，

讓他們在苦悶的日常生活世界裏抓

取到了否定和反抗既有價值體系的

「批判的武器」，同時也讓他們有了

想像自我與未來中國的思想資源。

因此可以說，左翼知識人追求的個

人解放和生活自由，都是建立在將

傳統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污名化

為「牢籠」或者「網羅」的基礎之上

的。正是從個人主義、個性主義出

發一路奔向人本主義，才有了國民

性改造的文學母題，中國社會因此

被闡釋成了一個懸而未決的「社會

問題」，也因此才有傅斯年倡導「造

社會」的壯懷激烈，而第一次世界

大戰之後各種社會問題叢書如過江

之鯽在知識界湧現，也是時代症候

的一種彰顯3。

簡言之，五四之子所追尋的並

非經典意義上的構築在權利、秩序

與自律基礎上的自由，他們毋寧是

一種從傳統共同體裏奔湧而出尋求

解放的浪漫主義的「個人」——解

放並不等同於自由，而傳統也絕非

一定是倫理的負擔。當「舊中國的

社會體系」在新文化的衝擊之下土

崩瓦解之後，知識人發現失去了傳

統的庇護，而新的共同體尚未建立

起來之際，作為「歷史中間物」（魯迅 

語）的個人被纏結在含混、突兀而

撕裂的歷史節點之中，前不着村，

後不着店，形同十字街頭上的幽靈。 

無論是魯迅的「發現自己絕非振臂

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4，還是郭

沫若的「天狗論」，都在展現一種過

渡時代的人性落寞與自我膨脹。

正是這一群最有個性、最愛浪

漫的讀書人，在經歷了最初的自由

奔放與隨之而來的人生煩悶之後，

突然發現失去了「昨日世界」之後的 

自我空空蕩蕩、一無所有，於是重

新開始尋找組織，尋覓理想，試圖

將自我的生命意義安頓在一個巨大

的烏托邦理想之中，並扎根在其現

實的組織體制之中。為了理想而毀

滅歷史與傳統，為了意義而投身左

翼與革命，在這個裹着血與淚的歷

史過程中左支右絀、進退失據的個

人，才是夏濟安特別關注的「軟心

腸的共產主義者」。

夏濟安依託於有限的史料和驚

人的直覺，卻能洞幽燭微，曲徑通

幽，洞察出這一批左翼知識人內在

的困境。這個困境主要表現在兩個

層面：一是文學理念上的高調與文

學創作上的挫敗的反差。用夏濟安

的話來說，就是「成為更好的共產主

義者怎麼就意味着能夠成為更好的

作家呢？」（頁63）；二是個性化的

自我與高度紀律化的組織之間的張

力。前者以左翼的革命理論概念先

行地「製作」文學，革命理論綁架了

夏濟安依託於有限的

史料和驚人的直覺，

卻能洞察出左翼知識

人內在的困境：一是

文學理念上的高調與

文學創作上的挫敗的

反差；二是個性化的

自我與高度紀律化的

組織之間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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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書評 文學者的靈感，也壓抑了原創性與

現實感，最後所造就的是公式化、

普遍化的淪為革命符號的「個人」；

而後者造成的更是「革命吞噬了自己 

的兒女」這一巨大的歷史悲劇，這在 

前引胡風的書信中可管窺一斑。

二　蔣光慈：天才與 
瘋子之間　

在第二章有關蔣光慈的討論

中，夏濟安在分析很早就投身中共

革命而後被開除出黨的左翼作家蔣

光慈時，即敏銳地注意到了上述的

糾結。蔣出身於安徽一個小資產階

級家庭，同瞿秋白一樣，也是因為

在早期左翼青年中具備俄文閱讀 

和翻譯的基礎，而致力於馬列主義

的介紹與宣傳，主要工作是任教於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但也勤奮於文

學創作。他所創作的《麗莎的哀怨》

（1929）、《衝出雲圍的月亮》（1930） 

和《咆哮了的土地》（1930）等被認為 

是革命文學的重要作品。但在夏濟

安看來，這些作品無論就藝術成就

還是其所展現的歷史文化與思想的

深刻性而言，都是一些不太成功的

嘗試。夏濟安指出：

蔣光慈是一個資質平庸的作家，除

了自命不凡和激情洋溢之外平凡無

奇，而這些特質在他那一代的年輕

人中幾乎比比皆是。「五四」運動促

生出大量的反叛青年，他們用自我

來對抗社會，後來發現個人的力量

在對抗中顯得太過單薄，於是頌揚

社會中的一個階級，即被神化了的

無產階級，他們認為這個階級的利

益就是自己的利益。（頁65）

可以說，對階級的闡釋以及由此而

凝定的階級立場，就成為左翼知識

份子診斷當時中國社會所抱持的一

種激進姿態，階級鬥爭在左翼文學

的系譜中也就成為了萬靈丹藥。

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這些

投身左翼文化事業的中小知識青年， 

極少是真正出身於「無產階級」（無

論是工人階層還是農民階層），反

而大多出身於沒落的士紳家庭或小

資產階級階層。出身與立場之間、

政治抉擇與意識形態之間、文學者

（理念人）與革命者（行動者）之間，

構成了左翼知識人一種持久且內耗

的尖銳對立。有些左翼知識份子對

這些痛苦視而不見、假裝和諧，有

些寄希望於革命政黨的「總體解決」， 

而那些「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就

在對這種痛苦的逼視中靈魂戰慄。

儘管如此，夏濟安並不認為蔣

光慈的失敗是一種政治介入文學 

的普遍意義上的失敗，在他看來，

蔣的革命文學並非「奉旨文學」的案 

例，而更多折射出的是蔣個性上的

偏執與人性上的軟弱對其創作與思

考造成的巨大限制，所以他在論述

的時候又將蔣與其他更極端和意識

形態化的左翼作家區分了開來：

蔣光慈是第一個投身詩歌和小說創

作的中國共產黨。但是，他的「公

式」反映出他作為個體所在意的事

物，所以不是他按照意識形態憑空

發明出來的。儘管這一個體執迷不

悟、能力欠缺，顯得愚蠢、淺薄而

迷茫，我們在此不應在意，他是否

有別於那些在寫作上完全聽命於共

產黨且個性喪失得更為徹底的宣傳

家。誠然蔣光慈也曾試圖取悅黨，

但最終反而惹怒了黨。如果他混淆

夏濟安並不認為蔣光

慈的失敗是一種政治

介入文學的普遍意義

上的失敗。他認為蔣

骨子裏軟弱而自戀，

才是構成其作品中的

高亢主人翁與其憋屈

自我之間強烈撕裂的

心靈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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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國革命	
了政治問題與愛情趣味，那就不會

引導讀者走向堅定不移的革命之路。 

（頁77）

夏濟安認為蔣光慈骨子裏軟弱

而自戀，認定這兩者才是構成其作

品中的高亢主人翁與其憋屈自我之

間強烈撕裂的心靈根源：

一個真正的天才或是一個瘋子應該

是不在意自己的名聲的。跟這兩個

都沾不到邊的蔣光慈倒是很注重自

己的名譽。強烈的自尊心不容許他

坦誠自己的軟弱，自己被壓抑的對

家、溫暖和摯愛的欲望。這種欲望

與共產主義者的身份極不相稱，但

正是這種欲望塑造了他小說中的 

情節，可以說是一個落寞者的白 

日夢。（頁83）

三　革命文學的可能／ 
 不可能性　　

在第五章對於左聯五烈士（胡

也頻、柔石、馮鏗、殷夫和李偉

森）的革命人生與文學創作之關係

的分析中，夏濟安同樣聚焦的是這

群人「天真的人生觀以及對文學粗

疏的理解」（頁145）。簡言之，就

是他們在革命激情的驅動之下，最

大程度地簡化了人性的複雜性，用

黑白分明的兩分法來認知歷史與人

心。革命文學中的吶喊與激烈，為

在飛行集會、扔炸彈、撒傳單等激

進主義的政治行動中不斷遭遇挫敗

的革命者，提供了一種象徵性的心

靈安慰與虛假的革命高潮體驗。革

命邏輯與文學審美之間的對峙恰恰

反證了革命文學的不可能性，夏濟

安的這一段論析切中肯綮：

如果成熟意味着一名作家可以從多

個角度看待事物，能夠讓經驗和理

想獲得平衡，即使在最高尚的行為

中也洞見人性的弱點，那麼，胡也

頻的確算不上成熟。但丁玲也沒比

他好到哪裏去。革命作家面臨的最

大阻礙正是他們對革命的熱情。他

們如此堅信革命即為至善，所以從

未質疑過它。他們的動機往往十分

純潔，沒有分析的必要，而且在罷

工、示威或暴亂等狂熱時刻，理智

似乎顯得格格不入。（頁160）

這就觸及到二十世紀中國共產

革命最核心的主題：「新人」的塑造

或者道德革命的可能性5。在革命

文學者看來，人心只有兩種：天使

的至善或魔鬼的卑劣，前者是革命

者的專利，後者是反革命者的標

籤。換言之，革命文學乃至革命本

身從來不承認在黑與白之間灰色調

的存在，正是這種高昂而粗暴的無

視人性的幽暗，導致了革命者與革

命文學雙重的虧空。人對自我心靈

的探尋程度，決定了他對其創作的

人物之心靈複雜性的理解程度與表

達能力，在這方面，茅盾文學作品

的歷史感更強烈，而不是簡單的革

命文學的公式和教條，顯然要比這

些年輕的左翼作家做得好一點。

由此可見，夏濟安對革命與文

學的理解，遠在革命文學者之上：

如果一名作家沒能注意到這些，那

他不會知道在何種境遇下，人性會

既崇高又低劣——閃耀着真正的

英雄主義光輝的同時，卻也可能被

無恥地操縱和愚弄。畢竟，革命要

靠人的努力，而不是靠天使的饋

贈。在革命進程中浮現的恐懼、虛

在對於左聯五烈士的

革命人生與文學創作

之關係的分析中，夏

濟安聚焦的是這群

人「天真的人生觀以

及對文學粗疏的理

解」。革命邏輯與文

學審美之間的對峙恰

恰反證了革命文學的

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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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革

命中出現的問題使人沮喪和惱怒，

那麼人們仍能從革命理想中尋求愉

悅和慰藉。（頁162）

或許，正是這一複雜而具有「同情

的理解」的態度，讓夏濟安的這一

部出版於1960年代冷戰背景下的

作品，並非簡單的反共式文學評

論，或者「告別革命」式的歷史書

寫，而是一部充滿溫情與洞見且多

有持平之論的佳作。

四　魯迅：革命政治與 
左翼文化之間

魯迅作為左翼作家的精神領

袖，之所以能超越這群作家在創作

上的「刻板模式」，就因為其對人性

中的複雜與曖昧有着驚人的洞察

力，也正因為內心深處「人與鬼的

糾纏」，倡導「掊物質而張靈明、任

個人而排眾數」的魯迅才會活得「怨

憤深廣」6。夏濟安在第三、四章

中將魯迅與其同時代的知識人歸置

在一起進行比較，所得出的結論到

今天仍發人深省：

胡適的樂觀與周作人的悲觀都能在

魯迅身上找到呼應。魯迅與他們一

樣不滿現狀，但不同的是，他的所

見所想比他們更廣。在激進派和胡

適一樣的溫和派看來，未來一片光

明，但在魯迅的細察之下，未來卻

難掩其黑暗的一面。另一邊，周作

人、林語堂等人試圖尋回一個可愛

安寧的傳統中國，然而，儘管舊中

國的醜陋也有迷人之處，但在魯迅

眼裏卻始終面目可憎。魯迅所面臨

的問題遠比同代人更複雜、更壓

抑，他也因此更能代表那個時代的

問題、矛盾與不安。把魯迅歸為某

種運動、扣上某種角色或是劃在某

個方向裏，其實都是在吹捧歷史抽

象化的同時，淹沒了他個人的天

才。就算魯迅的時代只是一個過渡

期，可它的性質到底是甚麼？光與

暗一類的對比恐怕永遠也道不全那

個時代的真意，因為光暗之間還有

無數深淺的灰。好比暮色裏藏匿着

鬼影、私語、異象與幻影，稍不注

意，它們便消逝在等待黎明的焦躁

中。魯迅便是這暮色裏的記錄者，

他以敏銳的洞察力和微妙深刻的感

情寫作，而這些品質正是他作為反

叛者發聲時所缺失的。（頁141）

在夏濟安看來，具有如此豐富

的內心世界的魯迅，一旦捲入革命

政治與左翼文化之爭，仍舊難免被

簡單化和極端化的革命思維和心靈

所滲透，複雜幽微的心靈被信仰的

教條窄化。魯迅在私人書信裏所謂

的「橫站」，恰恰說明了其躋身的這

個左翼圈子的封閉與險惡。作者感

慨：「左翼作家們雖貴為上海大都

市的知識份子，但他們的懦弱、狹

隘、自負絲毫不亞於魯迅老家紹興

的農民、鄉紳。」（頁116）而這種

腹背受敵的痛苦感，更是強化了堅

持「一個也不寬恕」的立場的魯迅

在精神上的執拗甚至偏執，他生命

晚期創作的雜文正是這種鬥爭性的

「歷史遺產」。正如蔣光慈不願意去

十字街頭參加激烈的革命行動因而

與組織發生尖銳衝突一樣，早年受

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等哲人影 

響而深具獨立之精神人格的魯迅，

自詡為「精神界戰士」，也不願意放

具有豐富的內心世界

的魯迅，一旦捲入革

命政治與左翼文化之

爭，仍舊難免被簡單

化和極端化的革命思

維和心靈所滲透。魯

迅在私人書信裏所謂

的「橫站」，恰恰說明

了其躋身的這個左翼

圈子的封閉與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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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身段丟棄思想成為革命列車上的

提線木偶，因而與左聯掌握實權的

周揚等人之間發生劇烈的對抗。

魯迅晚年最深刻的悲劇就是作

為五四新文化的啟蒙者，其所篤信

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與

組織所要求的對共產主義及其肉身

（黨的負責人）毫無保留的信仰之間

的深刻矛盾，這其實也是夏濟安在

書中討論的瞿秋白、蔣光慈等人所

面對的共同精神困境。正是從這樣

一個脈絡出發，夏濟安對以魯迅為

代表的這一群左翼知識人「未盡的

才情」深感惋惜：「藝術家在革命中

扮演甚麼角色？個人與組織之間存

在怎樣的內在矛盾，又如何相互依

存？」（頁107）

五　瞿秋白：軟心腸的 
共產主義者　

同樣具有強烈悲劇意味的是，

夏濟安在書中第一章討論的中共早

期領袖瞿秋白，作為一個骨子裏浪

漫多情的中國文人，卻躋身高位成

為共產黨最高領導人，面對日益嚴

苛的革命環境與極度嚴密化的組織

紀律，天性憂鬱、性格優柔的瞿秋

白所感受到的是，其在離世之前的

心靈史經典《多餘的話》（1935）中

所坦承的「二元人物」的分裂，即

作為戰士的黨員與作為讀書人的文

人之間的分裂。可信者不可愛，可

愛者不可信，理智奔向未來，而情

感牽絆在過去，這樣的人生怎能不

是一種自我的折磨？

夏濟安對瞿秋白的知人論世之

語無出其右者：「他是一位搞革命

的抑鬱症患者；一個有社會主義覺

悟的唯美主義者；一個憎惡舊社會

的多愁善感者；一個在莫斯科受過

訓練的『菩薩行』人生觀的實踐者；

一位追尋『餓鄉』卻又受不了黑麪

包的朝聖者；或者，一言以蔽之，

他是一位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

（頁40-41）所謂「軟心腸的共產主

義者」，是跟鐵石心腸的、如霜雪

般冰冷且極具行動能力和冷酷意志

的革命者相對應：前者是誤入革命

之路的觀念人，後者則是目標明確

的行動者；前者拖着浪漫主義的個

性與才情，後者已被鍛造成職業革

命家的整齊劃一。

瞿秋白曾經試圖通過革命和入

黨來克服身上的雙重人格的衝突：

他的這兩種人格都需要專一的忠

誠，但是對之投入相同的精力是不

可能的。一種衝動是要追隨自己天

性，滿足自己對溫和、柔情、美麗

的物件和舒適的氛圍的渴望。而另

一種衝動則是追隨理性，做理智認

為正確的事情，毫不遲疑地從整體

上來接受革命，接受革命所伴隨的

嚴酷、醜惡和變態。如果不能作出

妥協，那麼他必定要作出選擇。

（頁30-31）

通過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和依託於

黨組織，瞿秋白表面上似乎超越了

這種兩難選擇。但其遺作《多餘的

話》充分地證明，這種人性與黨性

之間的纏結從來就沒有得到一個妥

帖的安置與紓解，他對政治的厭惡

是如此根深蒂固，政治代表了世間

一切的醜惡：精力的耗竭、致命的

疲乏、心靈的死亡、感官的麻木、

永恆的謊言，以及自然情感的毀滅。

夏濟安認為《多餘的話》作為

一個虛度了一生的人的輓歌，作為

魯迅晚年最深刻的悲

劇就是作為五四新文

化的啟蒙者，其所篤

信的「自由之思想、

獨立之精神」，與組

織所要求的對共產主

義及其肉身（黨的負

責人）毫無保留的信

仰之間的深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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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這部作品超越了政治，超越了

階級鬥爭，超越了任何的意識形

態。因此，那個本真的、憂鬱的瞿

秋白通過臨終遺言的方式俘獲了讀

史者的心靈：「無論是作為共產黨

的書記、理論家、左翼作家中的領

軍人物，或是國民黨的階下囚，他

依舊還是那位年輕的秋白，對莫斯

科那被雲影遮住的月亮，慨嘆不

已；對那神秘而可怕的俄雪，發出

絕望的哀嚎。」（頁41）

六　左翼知識份子：難以 
    歸類的歷史存在？

從上可見，夏濟安的《黑暗的

閘門》又何嘗不是獻給二十世紀中

國上半葉左翼知識人的一曲輓歌？

尤其是本書第六章關於延安文藝座

談會的討論，充滿了一種哀婉的情

調與歷史的反諷，那些在上海的亭

子間裏高歌自由與解放的作家，當

他們憧憬的革命政治理想化成延安

文藝座談會確立的一條條文藝創作

與批評的清規戒律甚至天羅地網之

後，這些曾經一度浪漫多情甚至自

戀自負的知識人，在日益逼仄和窄

化的政治文化空間裏，也就只能俯

首稱臣，唾面自乾，或者掙扎着試

圖保留一點點最後的創作自由與作

為一個讀書人的尊嚴。覆巢之下，

安有完卵？更何況知識份子與政黨

間「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關係比 

喻已成為經典說法，都貼切地表明

在這場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為主導的

革命中，作為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

識份子注定無處可逃的歷史命運，

知識份子的原罪意識即由此滋生。

夏濟安對這群左翼作家的困境

不是站在一個大洋彼岸自由的高地

冷嘲熱諷，而是設身處地理解他們

的苦悶而給予了深切的同情：

自1942年來，毫不相干的世界觀， 

往往被強加在共產主義文學作品

中，顯得格外突兀。合理的解決辦

法似乎有二，一是借鑒自由主義，

允許作家不遵照任何政治準則，以

個人的才能發展自己的創作方法，

二是完全按照公式寫作，直接宣告

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徹底勝利。然

而，毛澤東卻提出雙重標準，給作

家們徒增混亂和痛苦。毫無疑問，

藝術家的世界觀與他的創作方法之

間有千萬種可能的關聯，但在中共

的政治形勢下，關聯只有一種，那

就是恐懼。中共中國的作家要時時

想到自己對黨的責任，難免提心吊

膽，但同時，他們又跟其他作家一

樣，要在思想、情感、意象、文字

的漩渦中掙扎。（頁232）

左翼作家高歌革命的浪漫，卻

闖入禁欲的領地，他們詛咒傳統的

罪惡，卻陷溺在新組織的鐵籠之

中；他們追求個性的解放，最終卻

發現這種自由奔放的個性與政黨的

鐵的紀律格格不入，而沒有了傳統

多元共同體和價值資源對心智生命

的滋養，個人在面對異化的革命時

更是喪失了抵抗的可能；他們誤入

了革命政治的場域，卻仍舊試圖保

持着一點知識人的斯文與尊嚴。論

革命，不及職業革命家的果決與毅

力；論文學，不及沈從文、周作人

等京派文化人的博大與璀璨。最後

這群左翼知識人似乎成了不倫不

類、難以歸類的歷史存在，也恰恰

夏濟安認為瞿秋白	

是一位軟心腸的共	

產主義者。瞿秋白遺

作《多餘的話》充分證	

明，人性與黨性之間

的纏結從來就沒有得

到一個妥帖的安置與

紓解。這部作品超越

了政治，超越了階級

鬥爭，超越了任何的

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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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種難以歸類的遲疑、軟弱、孤

獨與憤激，映照出了革命年代的面

相與症候。這正如錢理群在研究胡

風、舒蕪等左翼知識人建國後的人

生悲劇時所反思的那樣7：

左翼知識份子所表現出的信仰的堅

定，鬥爭的勇氣，行動實踐的意志

與能力，義無反顧地為真理而獻身

的精神，都是令人崇敬的。但他們

卻很容易將自己的信念、信仰絕對

化，把千辛萬苦作出的選擇視為通

向真理的唯一道路，而把所有不同

於自己的選擇，理所當然地看作是

錯誤，以至反動，從而從根本上拒

絕多元化的觀念。他們更容易把鬥

爭絕對化，理想化，甚至審美化；

而殘酷的鬥爭環境也使他們容易產

生二元對立的思維，相對缺少寬容

的心態，甚至視之為必須拋棄的小

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而他們的實踐

性品格，又使他們很容易產生對組

織的力量，特別是共產黨這樣的思

想、意志與行動高度一致的組織的

信賴，依從，因為這是革命實踐所

必須，在思想上也就有將組織真理

化的要求。所有這些，都是左翼知

識份子比較容易（當然不是必然）

陷入黨迷信，陷入獨斷論的內在原

因。這樣，他們就不免要陷入走向

自己理想、追求的反面的歷史悲

劇。作為後人，面對這樣的悲劇結

局，要作出客觀的歷史評價，常常

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我們不能

因為左翼知識份子追求的崇高，不

去正視他們確實存在的失誤，甚至

是迷誤；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在

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時，將他們原

初的，也是內在的精神品格輕易否

定與拋棄。特別是在人們失去信

仰，許多知識份子都放棄了對真理

的追求的當下中國，左翼知識份子

的這些精神品格就顯得格外可貴，

但我們又不能因此而忘掉他們曾經

有過的迷誤所付出的血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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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副教授

左翼作家追求個性的

解放，最終卻發現這

種自由奔放的個性與

政黨的鐵的紀律格格

不入。左翼知識人似

乎成了不倫不類、難

以歸類的歷史存在。

這種難以歸類的遲

疑、軟弱、孤獨與憤

激，映照出了革命年

代的面相與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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