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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翰笙阳翰笙

本专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

在1982年出版的《阳翰笙剧作集》

自序中，作者阳翰笙形容自己的戏剧创

作为“长自石缝”的作品。除新中国成立

后的《三人行》外，剧作集收录的6部作

品，都创作于解放前国统区的环境里，

严格的审查环境，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

紧张的创作时间自然为剧本创作带来了

一定的挑战，但同时，从阳翰笙第一部戏

剧作品——创作于1936年的《前夜》始，

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人行》，中国社

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与转折，多重矛盾

激烈交织，也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

时代土壤。在鲜活的创作素材和紧张的

政治诉求面前，如何叙述革命，如何传递

政治寓言，如何启迪民众召唤共识共信，

成为阳翰笙剧作探索的方向。

在他的多部作品中，为了获得更广

泛的民众基础，社会政治的思考孕育在

传统的伦理叙事中，“家庭”以及由其延

伸的“社会组织”成为外部宏大叙事的

重要载体。其中，“家族伦理”与“革命伦

理”的冲突、碰撞、融合，赋予了戏剧故

事以巨大张力和丰富内涵，成为了隐含

在作品中的重要思想脉络。对作者这一

创作特点的窥探，也将为我们理解文学

大众化提供一个切口。

家国一体——个体记忆
与集体记忆的交融

在阳翰笙戏剧作品的代表作之一

《草莽英雄》的创作过程中，阳翰笙曾对

剧中人物陈三妹手刃杀兄仇人后的情

状一度做了改动。开始时，三妹杀了仇

人李成华后是狂笑着出场的，而经过修

改后，她的态度“沉缓”，声音也变得“低

沉”，“断断续续地自语着”。阳翰笙在日

记中写道，“我的意思是要描绘她在深

仇已报、经过一度痛快的狂喜之后 ,

心里却又慢慢地悲苦起来了 ”。这份改

动不仅凝结着作者对人性深处的挖掘

和体悟，更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草莽英雄》所描写的是辛亥革命

前夜，四川保路同志会反对满清政府的

斗争。陈三妹的“家仇”有着一定的历史

意义。她的哥哥是同盟会成员，在川南

革命活动中被杀害，逮捕他的人就是时

任当地团防总局长的地主李成华。陈三

妹的家庭悲剧的制造者不是一个独立

的个人，还有背后的腐败黑暗的政府、

贪婪狠毒的地主阶级。杀掉一个人并不

能化解三妹心中的苦楚，也不能拯救更

多像三妹一样的苦命人，在三妹悲苦的

回味中将孕育出一种新的力量，带领她

走出家庭与个人的哀乐，成长为剧作中

像“唐彬贤”一样的革命者，为民族与更

多人的幸福做出抗争。“家国一体”是中

国传统伦理秩序中的重要特点之一，

《草莽英雄》从这一民间自发的保路运

动中，寻找到了“国仇”“家恨”的重要关

联，从而引发民众更深层的认同。

相较以革命的旨归为其目标，以一

切有利于实现革命的目的和行为为

“善”的“革命伦理”，“家族伦理”往往容

易出现妥协和犹疑，只有在以“报恩复

仇”的道德要求、“尽忠尽孝”的伦理精

神为支撑时，二者才能在目标、信念、价

值取向上取得完全一致，传统伦理资源

赋予革命以合法性的群众基础，有效地

聚拢民心民意。

这一点在描写朝鲜“三一”独立运

动的作品《槿花之歌》中有充分的体现。

朝鲜人崔老太太一家的四个儿子，三个

都以不同的方式为国捐躯，最后一个也

仍不得归家，在白山黑水中经历恶劣环

境、残酷战争的考验，随时准备为复国运

动贡献自己。这一剧作根据作者的朝鲜

族朋友李君的真实故事改编，在《槿花之

歌》题记中作者写道，经历了“三一”运动

的金奎光先生在听过剧本内容时，有这

样一番感叹，这不是朝鲜一家一姓的故

事，简直可以说是朝鲜十分之七八的“革

命之家”的普遍故事。这个故事对于中国

的读者和观众来说也并不陌生。“忠烈满

门”的杨家将式的故事一直有着广泛的

民间基础，将这一新时代的“革命伦理”

的故事装载于“民族主义原型”的传统叙

事中，更易获得民众的精神共鸣。

在前线或在后方战争中牺牲的孩

子、生离死别中悲痛的母亲与妻儿、压

抑的政治环境与艰苦的生存境况、一次

次被镇压又觉醒的民族解放抗争，这个

朝鲜崔氏家族的故事所具有的共享性

符号背负着被压迫民族的集体经验与

历史记忆，因而个体记忆升华为集体记

忆，个人往事成为了民族的过往，家族

故事也成为了作为“历史—文化”共同

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故事”。背负

着民族苦难、家庭仇恨走向战场的主人

公，唤醒了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也必

将获得民众的全身心的支持与理解。

冲突错置——个人命运
与时代命运的重构

《两面人》和《三人行》是作者两部

意味深长的作品。这里的数字所指向的

意涵很值得玩味。“两面人”指的是抗战

时期民族资本家祝茗斋，他一方面痛恨

日本侵略者的压迫，支持抗战，一方面

舍不得自己的万亩茶园，私下里与亲敌

分子商贸往来。在两面逢迎中，他疲惫

不堪，吃尽苦头，最终放下包袱，走向革

命。这里的“两面”背后的实质实际上是

“家族伦理”所支持的财产保障、务实政

治主张，与“革命伦理”的矛盾。而《三人

行》创作于1958年，记录的是土地改革

期间三位地质学者的思想冲突、成长变

化。赵文浒所代表的“革命伦理”最终战

胜了落后分子石人俊的“家族伦理”，阶

级情感战胜了血缘亲情，也带动了在中

间阶段摇摆的吴思贤的蜕变与成长。两

部作品的主人公身份——民族资本家、

高级知识分子都颇有深意，他们正是深

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家族伦理秩序的

拥趸者，现实的冲突、残酷的代价让他

们获得觉醒，从而明白个人命运与时代

命运的紧密联系，获悉革命的意义所

在。

阳翰笙剧作在展现鲜明的时代特

色的同时，也注重对地域风貌的挖掘，

塞外风光、巴山蜀水赋予作品独特的审

美体验。而这些异域风景更重要的作用

在于，作者借这些山水所孕育的那些叛

逆、勇敢的美丽女性之口，展现了当地

民俗的开放与自由，这一方面应和了人

性解放的启蒙精神，一方面拓展了“家

族伦理”与“革命伦理”的探讨半径。

《塞上风云》的金花儿是一位美丽

泼辣的蒙古族姑娘。她和她的蒙古族同

胞们，“风来了不怕，雪来了硬挡，野狼

来了就要去追打，黄羊来了也要去捉

捕”。在追求爱情上，她大胆勇敢，热情

表白，被人拒绝了也并不气馁难过，与

传统意义上的“娇滴滴”的女性形象截

然不同。但就是这样一个女性也受到了

“家族伦理”的束缚。她的母亲面对天灾

人祸，只会一味求佛，上了由日本兵假

扮的佛爷的当。每当金花儿对此提出质

疑，对日本兵的侵略行径、对王爷的压

榨迫害表现出不满时，母亲难过的目光

和担心的面容、悠久的宗教传统都让她

妥协与让步。最后，金花儿死在了日本

侵略者的手中，她的热血也终于惊醒了

被日本安抚政策蒙骗的蒙古族同胞。剧

中主人公丁世雄在面对灾祸时的感慨

极富号召力，“他妈的！这还成一个世界

吗！咱们要是再不起来，是休想活下去

了。”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梁漱溟

语），“家族伦理”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

要意义，但在生存的主题下，“家族伦

理”必须让位于“革命伦理”。

与敢爱敢恨的金花儿异曲同工，

《天国春秋》中的太平天国女将洪宣娇

也是一位浓墨重彩、令人印象深刻的人

物。作为悲剧故事的重要推动者，她的

嫉妒、偏执和轻信间接导致了天国的内

乱。但作者显然对她一直心存怜悯，她

爽朗活泼的性格、打仗时“不顾死活地

冲在男人前头”的英勇事迹，和她的犹

疑与忏悔都令读者与观众很难对她生

出憎恶之情。洪宣娇犯下弥天大错的深

层原因在于她个人情感与民族大义之

间的纠缠错位。她对杨秀清的手足之情

令她无法容忍杨对“外人”傅善祥的倚

重赞美，“家族伦理”错置于“革命伦理”

之上，最后导致了悲剧的诞生。

在看过《草莽英雄》后，郭沫若等人

都对罗选青、罗大嫂这两个典型人物的

塑造高度评价。作为四川保路同志会的

会长夫妇，他们一副柔肠侠骨，热情、能

干，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两人

的性格与山区的独特民俗风情相映成

辉。保路会成员朱九一出场，手中就“拿

着一张紧卷着的虎皮”。陈三妹颇为潇洒

的对革命者唐彬贤介绍当地的风俗，“那

有什么怕头呢！老虎、豹子要是一碰到我

们这儿的人，那它可就休想活了！”唐将

此地人的特别气质形容为“豪气、义气、

英雄气”。他们快意恩仇的性格虽似突破

了儒家传统的“家族伦理”，但其对个人

恩情的不成熟处理方式，仍是“仁”“孝”

观念在社会层面的体现。放走因一直对

罗选青心存忌惮而屡屡伸出援手的清朝

官员王云路，是保路运动失败的导火索，

也是导致罗选青被杀害的主要原因。保

路运动的局限性即在于他们的出发点仍

是一时一地的权益、个人化的恩怨情仇，

容易盲目轻信。革命者唐彬贤与他们的

不同就在于，拥有“革命伦理”的“浩然正

气”，这使他们显示出更冷静的忧患意

识，更理性的全局眼光。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 1927

年的国共分裂到1950年的土地改革，

从反映高层政治矛盾到普及民间教育，

《阳翰笙剧作集》以敏锐的时代目光见

证了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在多

个重大历史节点中做出了自己的政治

判断，为聚拢民心、推动共识，发挥了重

要的文学社会功用。“每天日夜两场，连

续演出七十多场，盛况不衰”，“观众席

中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在作

品集的后记中，阳翰笙对每场戏剧在观

众中的热烈反响做了详细的记录。由于

特殊的创作背景，剧作集中的多部作品

都有鲜明的政治映射。而剥离开这层政

治外衣，“家族伦理”与“革命伦理”的

冲突融合则成为贯穿其中的思想主线。

它推动了情节发展，带来矛盾、冲突，也

带来情感与故事的高潮。对这一线索的

理解与体悟，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时代

文学创作的价值产生新的思考，也为我

们理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带来启发。

（作者单位：《民族文学》杂志社）

阳翰笙是早期革命文艺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是著

名的小说家、戏剧家和电影艺术家。作为早期革命文艺的开拓

者之一，阳翰笙与其他进步作家一起积极进行了革命文艺的理

论探索和创作实践，成为同时期革命作家的重要代表。当然，早

期革命作家创作中的历史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这

种历史局限不会遮蔽这些作家的艺术努力和艺术贡献，他们在

创作活动中所形成和积淀的艺术经验也理应成为宝贵的历史

财富，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地讨论与研究。对于阳翰笙的研究，许

多学者从文艺运动组织、小说创作、电影和话剧剧本创作及其

艺术理论探索等方面已经进行了许多详细的、富有成果的探

讨。重读阳翰笙早期的作品，仍然感到其创作立场值得我们进

一步关注和思考，它对于当下艺术创作仍然具有某种启示意

义。同时，对该问题的探讨，也是对早期革命作家创作立场的整

体观照和重新反思。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创作立场界定得宽泛

一些，以便能从更多的角度概括分析这些革命作家的艺术经

验。创作立场是指作家在艺术活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态度、

姿态、观念和追求，贯穿于创作的全部环节，是作家对作品的艺

术价值、社会功能、接受对象、传播方式等诸多因素认知的总体

精神指向，它能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综合辨析一个作家或流派

的艺术认同和创作貌相。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可以从精神信

仰、艺术大众化和创新诉求三个路径走近阳翰笙的创作世界，

反思早期革命作家的创作立场。

同早期的革命艺术家们一样，精神信仰是阳翰笙重要的创

作渊源。阳翰笙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精神信仰不仅带给他创

作动机，而且影响其全部的创作方式和创作过程，并成为其创

作立场的重要表现。从创作观念上很容易理解，阳翰笙坚持现

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强调艺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需要说

明的是，这里涉及到对“真实”的理解问题。简单地说，这种“真

实”更多地指涉作家发自内心的艺术表达，以及在历史语境中

对某种社会生活的客观摄取和反映。这种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

好地走近具体的创作场域，正如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十七

年”文学中柳青、周立波等作家书写的“真实”一样；同时，也更

能客观地认知革命作家的精神信仰之于创作的意义及其生成

的思想经验。我们知道，阳翰笙的作品是典型的革命文艺，承载

着启蒙救亡的主题以及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诉求，这当然与其

精神信仰构成内在的必然联系。但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在精神

信仰导引下所形成的创作立场并不等同于政治立场或阶级立

场，就艺术创作而言，它更是体现在艺术活动中的一种态度和

姿态。正是这种相对独立的态度和姿态，拓展了我们在艺术创

作的视阈中对阳翰笙这些革命作家的阐释空间。

就文学创作而言，阳翰笙的作品主要书写历史变革时期的

革命运动，写革命运动中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写大众的苦

难与反抗，其创作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应该说，这种立场不仅来源于一个革命者的精神信仰，在

一定程度上也源自一个革命作家的审美取向。1927年底阳翰

笙参加创造社，同时以华汉为笔名开始了文学创作。从1928年

发表短篇小说《马林英》起，阳翰笙陆续创作了《女囚》《趸船上

的一夜》《血战》《十姑的悲愁》《奴隶》《枯叶》《归来》等多篇小

说，与蒋光慈、洪灵菲一起，成为早期普罗文学的开拓者。阳翰

笙的创作题材多选择自己的生活见闻，来源于关于革命运动的

社会信息，展示革命运动的现实情景。《马林英》是阳翰笙最早

的小说，塑造了革命运动中一位女英雄的形象。女革命者马林

英在N城发动武装斗争，失败后被敌人杀害，小说情节并不复

杂。小说重点刻画了马林英的性格特征，人物男性化的举止、顽

强奋战的斗志和临危不惧的勇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现

出这一时期的作家对革命英雄的最初想象。同时，小说也较成

功地叙写了初期革命斗争的特征，以及那段历史的血雨腥风。

考查阳翰笙的经历不难知道，《马林英》等小说的创作与作家之

前在广东等地的军中生活密切相关。1930年阳翰笙参与成立

左联，之后又创作了许多小说如《马桶间》《兵变》《死亡线上》

《两个女性》《义勇军》等，三部中篇小说《深入》《转换》和《复兴》

组成长篇小说《地泉》，史称“华汉三部曲”，在当时产生了较大

的社会影响。《地泉》以宏阔的场面描绘了当时农村革命和工人

运动，叙写了革命运动中新的人物形象，丰富展现了初期革命

运动的发展状况，正如钱杏邨为《地泉》作序时指出：“《地泉》三

部曲书写了当时的农村革命、小资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成长

以及工人运动的壮大，呈现了当时革命运动的现实状况。”在阳

翰笙等革命作家看来，革命运动是当时社会发展中的现实潮

流，作为作家理应正视现实、反映革命，深刻地揭示社会革命的

必然，客观真实地书写这种客观存在，自觉承担这一时代使命。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左”思潮，但阳翰笙等革命作家所

表现出来的创作立场是值得肯定与思考的，它诠释了这一代艺

术家在处理“作家”与“世界”关系时的积极态度以及值得尊敬

的创作努力，而不是凌空虚蹈、无病呻吟或沽名钓誉。而这一

切，显然与他们的精神信仰密不可分。

坚持艺术的大众化是阳翰笙创作立场的一个重要维度。自

上世纪初到当代新时期阶段，艺术大众化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

题。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从抗战文

学到延安文学大众化运动，从“十七年”文学到1990年代的文学

市场化，艺术的“大众化”话题不断有新的因素渗入，其讨论的范

围也因此被不断拓展。在当下文化消费和网络传媒时代，进一步

关注“大众化”问题也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我们对阳翰笙等早

期革命艺术家“大众化”立场的重新关注，也是在当下艺术生产

的场域中对“大众化”问题的一种文化反思，探寻历史中革命文

学思潮之于这种反思的新价值。阳翰笙曾写过《文艺思潮的社会

背景》《唯物史论研究》《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等重要文章，分

析文艺思潮产生的背景，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倡导

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新文学。他在《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一文

中强调，作家不能站在大众之外，也不能站在大众之上，必须生

活在大众之中，应该与大众一起生活，不能成为大众之外清高的

旁观者。从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来看，这些创作观念仍具

有现实的意义，它从一个角度深刻地论述了作家与世界的某种

关系。左联期间，阳翰笙与瞿秋白、郭沫若、冯雪峰、茅盾、钱杏

邨、冯乃超、夏衍、周扬、胡风等一起，对革命文艺理论进行了多

方面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中国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的系

统性。阳翰笙创作中的“大众化”立场不仅体现在艺术观念方面，

更多地体现在电影艺术等领域卓有成效的创作实践上。

从事电影剧作是阳翰笙大众化创作立场的实践体现，也使

他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上世纪30年代初，阳翰笙

与夏衍、田汉等许多左翼作家开始进入电影界，并具体加入艺

华影片公司，以电影艺术的形式服务和影响大众。在1933—

1937年短短几年中，阳翰笙先后创作了10个电影剧本，其中，

《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逃亡》《生之哀歌》《生死同心》

《夜奔》6部搬上银幕。阳翰笙的电影剧作始终贯穿现实主义的

时代主题，描写黑暗现实及压迫之下的反抗精神，有效表达了

广大民众的心声。比如在《铁板红泪录》中，阳翰笙以敏锐的艺

术感觉聚焦乡村问题，较早以电影的形式反映农民与地主土豪

之间的深层矛盾，以抗租斗争为故事线索，气势恢弘地展示了

农民武装运动的革命风潮。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从小说

转到电影剧作，短短几年阳翰笙何以在电影领域产量颇丰并产

生较大的影响？起初阳翰笙并不擅长电影剧本创作，《铁板红泪

录》是应夏衍要求创作的，阳翰笙只是提供了小说文本，是洪深

将之改编成剧本进行拍摄的。之后阳翰笙真正走进电影剧本创

作领域，一发不可收，成绩斐然。一方面，电影艺术传播的大众

化激发了阳翰笙的创作动力。1931年12月，阳翰笙在观看抗

日联合公演后写了《从怒涛澎湃般的观众呼喊声里归来》一文。

尽管这是一篇演出的观后感，但可以看出阳翰笙对“观众呼声”

的关注。在这篇文章里，阳翰笙探讨了表演艺术如何抓住老百

姓的生命所系、如何说服观众打动人心等问题，表现出对大众

接受方式和接受效果的重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在以后

的创作中对电影艺术的兴趣和执著了。另一方面，阳翰笙在电

影剧本创作中突出了“大众化”因素，更容易产生广泛的社会影

响。阳翰笙的电影创作突出社会重大主题，但往往都是从民众

关切的具体问题切入，如抗日、失业、物价、水灾等等，并以小人

物的日常生活为线索进行叙述，容易与观众形成共鸣。这个特

征几乎显现在阳翰笙所有的电影剧作中，在《万家灯火》和《三

毛流浪记》等后来的电影创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艺术创新也是阳翰笙创作立场的重要内涵。早期的革命文

艺创作在很大程度上配合政治任务，作家从艺术角度进行个性

化创新无疑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

到阳翰笙某种程度的创新诉求以及相应的创作努力，而不是以

革命文艺的创作原则来排斥创新的可能。小说《地泉》再版时阳

翰笙请人作序，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华汉三部曲”5篇序言。对

于钱杏邨、郑伯奇的尖锐批评以及茅盾、瞿秋白全盘否定的评

价，阳翰笙都乐于接受。对于“革命遗事的平面描写”，“缺乏感

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以及“脸谱主义”的人物塑造和

“方程式”的叙事结构等当时革命文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阳翰

笙是正视的，并在创作中力求改变和尝试创新。他的这种创新

诉求在其电影剧作中已经有了明显的体现。譬如许多电影剧作

中的人物、结构等已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小说中的脸谱化和模

式化，并尽量避免了空洞的宣教叙述，注意人物形象的丰富性

以及思想表达的含蓄性。正因为如此，中国电影史上才留下了

诸如《万家灯火》和《三毛流浪记》这样的经典佳作。

阳翰笙的话剧创作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现代文学史上被

称为继田汉、夏衍和曹禺之后影响较大的剧作家。在话剧理论

和创作实践方面，阳翰笙都表现出积极的探索和创新精神。

1936年阳翰笙写了《编剧杂谈》一文，提出要借鉴国外的话剧

经验推进中国的戏剧运动，倡导对话剧创作技巧进行研究，强

调剧情结构的“紧张、出奇与曲折”，人物刻画要“性格化或典型

化，避免一般化”。1941年他又发表《漫谈戏剧的民族形式问

题》，强调要创造新的民族形式进行戏剧改革，“从戏剧文学史

上看，从无百年不变的形式”，主张增添新的艺术元素以“促进

旧剧的改革”。尽管当时的理论探索是有限度的，但它在很大程

度上显示了阳翰笙力求改变的努力和追求创新的立场。阳翰笙

在抗战前夕就开始话剧创作，先后共创作了8个大型话剧：《前

夜》《李秀成之死》《塞上风云》《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

《槿花之歌》和《三人行》。他的话剧一上演就受到观众好评，演

出大获成功。比如，1937年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二个话剧剧本

《李秀成之死》，该剧在武汉、上海等地连演数月，好评如潮，成

为抗战初期最受欢迎的名剧之一。话剧创作的成功，显示出阳

翰笙在这方面卓越的艺术能力，同时也是他在话剧创作过程中

不断追求艺术创新的结果。《天国春秋》是阳翰笙话剧创作的代

表作，在中国话剧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该剧是一部历史剧，取

材于太平天国的内部纷争。尽管有借古讽今之意，但剧作显然

脱离了某种社会功能的预设，是一部完整的、具有很高艺术价

值的历史剧。在这里，我们似乎真正看到了阳翰笙出色的艺术

感悟以及对话剧艺术高超的驾驭能力，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他力

求创新的审美取向及其所掘进的艺术深度。在谙熟太平天国起

义史料的基础上，阳翰笙对题材进行了丰富的艺术处理。剧作

中没有主题先行的设置，也没有教义宣传的某种指向，而是选

取太平天国内讧这个矛盾来展开艺术世界，在对抗中呈现历史

的悲剧性，在张力中表现悲剧之美，在审美中达到艺术的高度。

剧作刻画了杨秀清、韦昌辉、洪宣娇、傅善祥等典型的人物形

象，从性格入手，透视人性的弱点，揭示历史的悲剧，显示出作

家力求表达人类普遍意义的艺术努力。因此，从艺术价值来看，

《天国春秋》具有了一种超越性的艺术品格，在中国文学史上闪

烁着不可磨灭的艺术光芒。从这个意义上说，阳翰笙因此也实

现了对自己的一种超越，在那个时代表现出了一种弥足珍贵的

创新诉求。

时代在前行，文学在变化。如何对待历史，如何看待历史中

的文学，这些正在考验着人们的智慧。或许对历史的尊重，对文

学的敬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阅读耐心与辩证理解，将给我们

的文学话语带来更多的、更有价值的可能性和丰富性。我们对

阳翰笙等早期革命作家的重读与探讨，也是基于这个立场。无

论文学如何变化，阳翰笙等早期革命作家创作立场中所展示出

的那种不灭的热情与信仰，那种执著的社会关切，那种力求创

新的艺术诉求，都应是人们需要文学的理由，也是文学发展的

动力所在。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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