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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兄之死 *

⊙ 謝燕清

 

* 本研究受到南京大學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預研項目資助。

福柯（Foucault）對身體和權力的解析揭示了資本主義興起的同時，近代國家怎樣基於韋伯

意義上的理性，通過規訓身體建立權力系統1。秉承這個思路，有學者開始探究近代中國身體

規訓的歷史脈絡。由於中國近代自強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失敗，導致國人把注意

力開始轉移到身體和國民性問題上，以致於「軍國民」、「新民」、「新文化」、「公民運

動」密集地出現在中國2。國共兩黨在1949年以前的競爭在身體規訓領域同樣如火如荼，但實

施的都是不同理念的現代性方案，因為兩黨的思想源頭都來自歐洲3。因此兩黨的政黨倫理和

關於民族國家的建構方案有著某種同構性和家族相似性4，這也是兩黨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達成

妥協與合作的基礎。

經歷了南方蘇區和延安兩個時期，共產黨終於通過延安整風和土地改革，找到了鍛造新人的

途徑，即利用現代的政黨倫理和階級鬥爭技術配置起來的道德政治。在新德治中，人的自然

身體和政治身體被分離開來，階級鬥爭成為政治身體的靈魂所在5。革命隊伍的整合模式經歷

了肅反模式─懲罰主義模式─搶救運動三個階段，體現了黨內磨合技術的成熟，而這需要擁

有成熟的政黨倫理，毛澤東思想的確立標誌著共產黨的成年禮6。訴苦技術的發明，則顯示了

共產黨高超的治理藝術和潛質7。無論是搶救運動還是訴苦技術，都使得被動員方與動員方協

調起來，投入到運動中去，展現了共產黨在社會動員中調動情感的能力8。經過幾次大的軍事

戰略失誤之後，軍閥倒戈、中間黨派北上、地方人心潰散，國民黨這個泥足巨人連劃江而治

都不可求，暴露其在身體治理方面與共產黨的巨大落差。

繼承了清末以來身體治理運動的歷史使命，共產黨展開了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其中之一就是

重新調整中國的階級關係和秩序。區別於針對農民的身體治理技術─「訴苦」，黨摸索出針

對知識份子特點的「洗腦」技術。本文將通過對《青春之歌》的敘事分析，揭示在文藝形式

下，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共產黨整合知識份子的身體政治技術的某些技巧。

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9的社會污染與塗爾幹（Emile Durkheim）10的社會失範是

分別針對原始社會和現代社會提出的概念，顯示了社會是如何確立其秩序的，以及面臨不穩

定和不確定性因素時的應對辦法。《青春之歌》在處理盧嘉川和江華的命運時，顯然不僅考

慮了其對文本內部秩序的影響，更受到文本外部的社會秩序對文本解讀的指導性壓力。處理

盧嘉川的命運，就是作者執行社會清除威脅的結果，作者不是文本的上帝，如塗爾幹所言，

社會才是上帝。



同樣是革命者，為甚麼盧嘉川不能見容於革命隊伍，祉活下去繼續革命工作乃至和林道靜建

立革命伴侶關係呢？現在我們就來探究一下究竟盧兄做了甚麼越軌的事情，以及他身上具有

甚麼樣的污染特質。作為知識份子改造的教學參考，《青春之歌》顯然試圖通過盧兄的死亡

進一步向觀眾暗示更多的資訊。

一 為甚麼死的是鍾愛之人？

小說《青春之歌》的核心是拯救林道靜瀕臨墮落的肉體和靈魂為線索，就在盧嘉川引導林道

靜即將成功脫離小家庭之際，卻身陷囹圄成為烈士。看似避免才子佳人的俗套，其實另有苦

衷。從創作原意上講，盧是作者心目中的革命知識份子完人，理想的革命伴侶。在後續文本

《英華之歌》裏，盧嘉川復活，貶低江華，重燃對盧的情愫，就是對《青春之歌》裏盧嘉川

之死的顛覆11。究竟是甚麼促使盧嘉川在五十年代的創作語境裏必須成為烈士呢？盧是拯救

林道靜的關鍵人物，他和林道靜的對手戲直接關係到能不能說服教育人民群眾，因此他的死

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小說的主創動機是敘述知識份子如何向黨靠近，但成了這本書出版坎坷的重要原因，而同時

期的《紅岩》、《紅旗譜》、《紅日》卻以工農兵題材而暢通無阻12。「五四」運動中挾帶

起的追求個性解放、打破家庭束縛、婚姻約束的風潮在新青年中成一時風氣，脫離了當時中

國民眾的風俗習慣13，而延安文藝路線14則巧妙地以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即以強大的民

俗價值觀來消解五四追求個性解放的新生活價值觀，自此工農兵成了文藝批評的一個話語資

源。

革命男女青年之間事實上存在動盪的情感生活，在解放後現實主義文學的敘述空間裏受到質

疑。這種情感生活曾經被視為革命激情的原動力，而在解放後革命動力就只能是階級意識而

非力比多。在當時反映知識份子題材小說鳳毛麟角的情況下，追捧《青春之歌》多少是有一

定閱讀能力的人。而識字不多的工農大眾即使讀了，在當時的氛圍下也很難產生共鳴感。北

京電子管廠的郭開作為工農讀者的代言人，列舉工人不滿的原因不過是林道靜和好幾個男人

談戀愛。普通群眾的政治嗅覺沒有那麼敏銳，真正讓勞動人民反感的不是階級鬥爭領導權問

題，而是林道靜等人的婚姻家庭觀。

小說初版中林道靜和五個男人之間發生過情感糾葛，和余永澤是同居（事實夫妻）關係，和

盧嘉川是曖昧的暗戀關係，和江華是同居關係，和趙毓青關係密切，被徐甯單戀。其中林和

余、盧，和盧、江、趙、徐之間先後又同時處於情感糾葛的漩渦中，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三

角、四角戀的關係裏。在男性中心主義視角裏，她是近乎白莉萍式的交際花，男人們習慣於

追逐女性、收入後宮的模式，但無法接受女性周旋於男性之間，把擇偶主動權掌握在女人手

中的換位元視角15。這可能就是「工農幹部和老工人都看不下去」的原因。楊沫按照工農階

級的意見大力刪除了林道靜的情感活動，增加了和勞動人民結合的內容16。電影的介入意味

著敘事脫離了小說作者個人的控制，敘事在更廣泛的社會壓力下進行，結果電影的淨化比小

說更加徹底，導演崔嵬17表示要刪除林道靜夫妻關係以外一切不健康的情緒。在電影裏，

趙、徐已經成為林的擦肩路人，江華沒有乘虛而入，而是嚴格止於革命同志關係，至於盧嘉

川則在最大限度上回避和林道靜的情感接觸。

淨化的敘事框架會改變盧嘉川的命運麼？樹立一個烈士作為教育林道靜的榜樣固然必要，但



為甚麼必然選中盧嘉川？革命者那麼多，大家都在冒著同樣的風險，甚至江華的風險比盧嘉

川更大，但江華活下來了，這又是為甚麼？

二 危險的佈道者

電影版的盧─林關係是最乾淨的敘事版本，從頭至尾二人的對白都圍繞著革命的話題展開。

導演試圖把盧嘉川從曖昧的第三者角色裏摘出去，從而保持純潔的革命佈道者形象。然而不

論盧嘉川的動機如何，他的行動客觀上介入了一個家庭（雖然在世俗的觀念裏，余─林不是

明媒正娶），其後果造成了一個家庭的破裂。因此如何使得他的行動在道義上贏得民眾的認

同，這是電影改編成敗的關鍵。作為革命者，其行為和品德不能有瑕疵，否則將玷污革命，

誤導群眾。

延安文藝路線的重大調整體現在民俗價值觀念上，知識份子要向工農兵的價值趣味讓步，折

射出現代個人主義向傳統倫理道德觀的讓步18。共產黨對傳統倫理道德觀以階級的觀點作了

切割，保留了勞動人民的健康觀點，拋棄了腐朽的封建剝削階級觀點，然而甚麼是勞動人民

的觀點，其詮釋權力掌握在黨的手裏。大眾趣味成了黨改造知識份子的一個話語策略。

雖然糅合了一點自由戀愛，余永澤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小富即安、「老婆孩子熱炕頭」、

「教授太太」等等，即以家庭為本位，傳宗接代而已。家庭是男人最後的堡壘，養家糊口和

保衛家庭的完整性這個責任是一體的。當余─林結合後，呈現在電影畫面上的是一個穩定的

家庭生活場景，這是符合大眾趣味的才子佳人大團圓的局面。

從世俗觀點看，夫妻之間磕絆乃是人之常情，而且一旦余永澤工作落實也許婚姻危機就化解

了。對一個苦悶的小資產階級家庭婦女而言，盧嘉川的介入無疑是生活中的一種刺激。雖然

電影敘事裏用極為潔淨的手法來描繪盧林的關係，但我們仍然發現盧對林散發出不可遏制的

男性魅惑力。比如在小學挺身退散兵、火車站領導學生南下、北大集會演講都展現了儒家知

識份子「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浩然正氣，而余永澤的形象則日趨猥瑣。客觀上說，盧嘉川的

革命風采（性吸引力）、革命理論促成了林─余的進一步離心離德，強化了夫妻之間的隔

閡。而盧─林之間發生了甚麼呢？電影裏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畫面─年夜聚會，盧─林促膝談

心，稍有民俗常識的人都知道，畫面中紅燭台和紅酒、小窗下，郎才女貌一對佳人，夜深人

靜相對而坐，更像是洞房花燭夜互訴衷情。然而導演立即用對白引開觀眾的歪念，可是談話

內容依然是用革命大道理引導林遠離余永澤的小家庭19。

終於，余永澤這個最受傷的男人憤怒了，他一面警告盧嘉川不要破壞他的家庭，一面對林道

靜喊出「你是我的」。那麼余永澤作為林道靜丈夫的權利何在？在小說設定的年代裏，中國

社會還是一個父系的從夫居制社會，就余永澤個案稍有變化，增添了自由戀愛和小家庭模式

等因素，但沒有改變傳統的父系繼嗣制度。余─林的結合雖沒有正式的婚嫁儀式，但婚後生

活來源都是余永澤的地主父親資助，自由婚姻建立在「啃老」模式上，林道靜的生活完全依

附於余氏家族。丈夫和妻子的權力與義務關係平衡主要看丈夫供養妻子的能力上，沒有財產

基礎，婦女的地位是十分脆弱的20。民眾會自發地同情正當權益受損害的丈夫，而厭惡不恪

守婦道的妻子，以及插足他人家庭的男子。在沒有覺悟的保衛小家庭的群眾心目裏，革命者

佈道者和游方僧人是同樣危險的，如《水滸》裏勾引楊雄老婆潘巧雲的和尚裴如海。

電影敘事採取三種策略扭轉盧嘉川的曖昧色彩，一是樹立盧嘉川清教徒的形象；二是醜化余



永澤，除了把余從一個英雄救美的書生矮化為不顧國家民族利益的個人主義者，還通過余永

澤逼走盧嘉川一幕暗示餘對盧的死有間接責任；最後是在余─林關係上做文章，導演崔嵬通

過魏三大伯借錢揭露余永澤的階級立場，暗示林─餘感情的破裂實質是階級決裂，從而進一

步為盧嘉川「破壞」林─餘婚姻尋找合法性21。

當盧嘉川基本完成了引導林道靜跳出個人主義小家庭的任務之後，他的存在無論在小說或電

影裏都變得非常尷尬。他繼續活著，顯然和林道靜情感將公開化，玷污純潔的革命動機。在

小說初版裏，盧的動機的確並不單純。犧牲掉盧嘉川，把他推向共產主義完人，可以徹底杜

絕觀眾心裏不健康的聯想，這是《青春之歌》敘事承受的壓力。在五十年代的革命話語背景

下，革命布教活動符合革命倫理價值導向，然而父系從夫居的家庭倫理觀念也頑強地以勞動

人民的倫理價值名義獲得存在的合法性。在兩個合法的倫理價值之間，盧嘉川「生不如

死」。

革命倫理以對傳統倫理的部分讓步，來換取大眾對革命倫理的支持，從而在社會上形成孤立

知識份子的氛圍，這是1949年後中國知識份子社會聲望空前跌落後，失去歷史上擁有的自尊

和自信後而迅速投入到自我改造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知識份子在倫理層面上不再是道德的

典範和維護者，相反還成了罪人。盧嘉川在道德上的曖昧反映了知識份子的困惑，他的死也

和這種倫理失範有著深刻的關聯。

三 肉身之罪

按理說，洗刷乾淨了的盧嘉川沒有了性的欲望，可以給他一個生的機會和離開余永澤的林道

靜交往，以證明兩人的清白。文本中還有一個烈士備用人選，那就是江華，他的事蹟也足以

教育林道靜繼續前進。可是小說和電影都沒有朝這個方向改編，這就意味著盧嘉川之死還有

著更深層的原因。

我們先看看和林道靜關係最密切的三個男人的基本狀況：

 余永澤 盧嘉川 江華

身份類型 北大學生

中間知識份子 革命知識份子

氣質 書 生 亦工、亦農

性 性欲明確 性欲曖昧（被去性化） 無欲

結局 迷失（改造物件） 烈士 革命領導者

我們看到，前後共同分享林道靜情感生活的三個男人表面上看有一個共性，即北京大學的學

生，即知識份子。按照黨的類型學劃分，余屬於中間類別的知識份子，盧、江則屬於革命知

識份子22。余永澤的死活不是小說的重點，倒是盧、江兩個人的命運耐人尋味，從工作的危

險性而言，江的風險顯然高於盧，但江卻屢屢化險為夷，這必須到兩個人的差異中去尋找原

因了。

同為革命類型的知識份子，盧、江是有明顯區別的，而這正是問題所在。電影裏人物造型氣

質差異鮮明，盧接近余永澤，而江華更像是穿了長衫的敵後武工隊員。在小說文本裏，兩個



人背景各有交待。江華認為自己「不算是大學生。說是個工人，還更合適。」他出生於上海

工人家庭，幹過學徒工，工讀期間接受黨的領導和教育，參加工人運動，以後托人買了假文

憑考入北大哲學系23。盧嘉川則代表純知識份子型的革命知識份子24。

江華執著地堅持工人階級身份，僅僅是出於素樸的階級情感麼？在五十年代，知識份子/大學

生被定性為小資產階級，「他們的階級本性卻是同社會主義根本相反的。……遇到個人利益

和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要他們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的、國家的利益，他們

就覺得社會主義是不可忍受的東西了」25。知識份子幾乎被擠壓到叛亂者的邊緣，基於這樣

的判斷，江華怎麼可以放棄工人階級護身符呢？

解放前夕黨的知識份子政策有一定矛盾張力，一方面需要統戰，另一方面又懷疑知識份子對

革命的忠誠度。毛澤東指出，在知識份子沒有和民眾革命鬥爭打成一片時，其思想是空虛

的，行動是動搖的，在關鍵時刻就會出逃兵乃至叛徒，並以陳獨秀和張國燾為例26。根據這

個提示，小說再版本裏增寫了戴愉叛變的過程。毛還提出了知識份子無知論、工農有知論，

用生產知識和階級鬥爭知識理論來消解知識份子的專業知識優勢27。正是基於這樣的環境，

江華放棄了知識份子立場，逼著林道靜承認自己在工人階級面前是繡花枕頭。那麼江華自己

又是甚麼呢？

基於對舊知識份子疑慮，取而代之的戰略應運而生。早在1948年，任弼時就指出要培養工農

出身的知識份子，「如果只能利用舊的，而不著重去培養工農知識份子，那就會要犯錯

誤」28。事實證明，他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大鳴大放運動本來是想改善和知識份子的關係，

結果發現知識份子的確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反右運動之後，毛澤東便提出了紅專理論，重

提建設工人階級知識份子隊伍的標準。江華的身份和氣質便是在這樣的語境下鍛造成形，他

在學識上夠得上專，小說文本裏指出他考上了北大哲學系；同時也夠紅，在黨的呵護下成長

於工人運動；還具有藐視白專路線的舉動，如買假文憑獲得考試資格，以及不承認大學生身

份的革命姿態。當然，他的專還體現在他本人豐富的革命鬥爭閱歷上，這很符合毛澤東的階

級鬥爭知識、生產鬥爭知識與專業知識兩分法，達到了五、六十年代紅專理論下的黨員知識

份子標準。

江華的歷史定位已然明確，他就獲得了不死之身。在電影銀幕上，我們看到江華的農民和工

人的扮相，絲毫不能引起人們的詫異，可見他的身體與這兩個身份是多麼的吻合。不僅特務

抓不住他，而且他的身體也百煉成鋼，他在農村鬥爭中雖然流血還能有旺盛的鬥爭精力。小

說裏還有進一步的描繪，說他雖然流著血，卻仿佛沒有任何痛苦。被釘子釘在腰上後，又奇

跡般地在一二九大遊行上發表演講29。這一切都在向觀眾炫耀，一旦知識份子擁有了工農階

級的體魄，他就擁有了不死之身。暗示著黨的知識份子改造路徑，是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

在思想、氣質、體質等全方面放棄原有的獨特屬性，從而徹底融入工農大眾。

江華具有了變形金剛的體質，這就意味著盧嘉川在革命隊伍裏生態區位的喪失。盧嘉川保留

了書生氣質，這暗示著他還殘留著小資產階級習氣，處於一種過渡狀態，或不穩定的狀態。

擺在他面前的有兩個選擇，一是向江華過渡，徹底洗刷掉小資產階級習氣，另一種是退回去

向余永澤靠近。盧嘉川停滯在中間狀態，這意味著他作為知識份子是尚未改造完全的類型。

他即使活下去也難逃一劫，這在續集《英華之歌》裏得到了證實，江華因為根紅苗正理所當

然成為整人的一方，而羅大方等人則由於出身和氣質問題遭到了清洗。從對李大釗、蔡和森

等純知識份子型革命先烈的解讀中，尤其是作者明確把盧嘉川這個人物形象與李大釗一起赴



難的方姓大學生聯繫在一起30，這就明確暗示了盧的悲劇性命運是和黨內知識份子邊緣化的

歷史命運相關聯的。男女關係在革命隊伍中從來都不是致命性的因素，失去了在黨內的歷史

定位，盧嘉川的身體就喪失了逃脫特務追捕的機敏性和在牢獄裏的抗擊打性能，他所唯一能

作的貢獻就是以死來證明自己的忠誠，作為回報，黨和人民把他奉為烈士而不朽。

要麼成為江華那樣的紅專知識份子，要麼被歷史終結，這大概是大部分觀眾看完電影後的觀

感。197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落實黨的知識份子政策的幾點意見》，提出要發

展知識份子入黨。不過直到中共十二大才修改了黨章，為知識份子的政治地位徹底正名。黨

宣佈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意味著知識份子身上的污染特質（小資產階級）被取

消了，對知識份子的身體規訓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階級鬥爭要素淡化，其結果是1979至1989

年，全國共有275萬知識份子入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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