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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华汉（阳翰笙）“地泉三部曲”（《深

入》《转换》《复兴》）1930年出版，1932

年再版，为了扩大影响，作者请了易嘉

（瞿秋白）、钱杏邨、郑伯奇、茅盾四人写

了序言，最后他也写了重版自序，合在

一起一共有五篇序言，这在中外文学史

上实在少见。阳翰笙在再版自序中这样

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他说：

“《地泉》出版以后，在当时出版的《文艺

评论》上，虽也曾有人批评说是得到了

相当的成功，但我在那时却早已经就感

到了许多失败。现在《地泉》是有机会重

版了。在我们努力走向文艺大众化路线

的时候，我是早已毫无留恋的把它抛弃

了的。如果《地泉》的读者在创作时竟跟

着《地泉》的路线走，那在我这是一件不

大快意的事！因此，在这次重版《地泉》的

时候，我曾请了几个曾经读过我这部书

而且在口头上也发表过一些意见的朋

友，严厉无情的给这本书一个批评，好使

我及本书的读者，都能从他们正确的批

评中，得到些宝贵的教训，书前的几篇

序，就是这样得来的。”（阳翰笙：《〈地泉〉

重版自序》，载《阳翰笙百年纪念文集》第

三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

第284-285）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阳翰

笙早已意识到《地泉》的艺术缺陷，尤其

是对“革命的浪漫谛克”路线危害性的认

识十分深刻，为了防止自己和其他作者

重蹈覆辙，还特地请了四个在当时很有

影响的文艺理论家撰文给予批评。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四篇序是

怎样批评《地泉》的。先看易嘉的序。易

嘉明确地指出：《地泉》“充满着所谓‘革

命的浪漫谛克’，‘地泉’的路线正是浪

漫谛克的路线”（易嘉：《地泉序》，载阳

翰笙：《地泉·序》，上海：上海湖风书局

1932年版，第2页），“‘地泉’固然有了

新的理想，固然抱着‘改变这个世界’的

志愿。然而‘地泉’连庸俗的现实主义都

没有做到。最肤浅的最浮面的描写，显

然暴露‘地泉’不但不能帮助‘改变这个

世界’的事业，甚至于也不能够解释这

个世界。‘地泉’正是新兴文学所要学习

的：‘不应当这样写’的标本”（易嘉：《地

泉序》，载阳翰笙：《地泉·序》，上海：上

海湖风书局1932年版，第3页），在“描

写的技术和结构”方面，《地泉》的“缺点

和幼稚的地方很多”，并且“文字是五四

式的假白话”（易嘉：《地泉序》，载阳翰

笙：《地泉·序》，上海：上海湖风书局

1932年版，第7页）。和易嘉一味批评不

同的是，郑伯奇首先肯定了《地泉》的许

多长处，“斗争的实感，伟大的时代相，

矫健的文字，强烈的煽动性”。（郑伯奇：

《地泉序》，载阳翰笙：《地泉·序》，上海：

上海湖风书局1932年版，第9页），接着

郑伯奇指出《地泉》存在着早期革命普

罗文学的两个通病，“一个是革命遗事

的平面描写，一个是革命理论的拟人描

写”，并且“题材的剪取，人物的活动，完

全是概念——这绝对不是观念——在

支配着。最后的《复兴》一篇，简直是用

小说体在演绎政治纲领”（郑伯奇：《地

泉序》，载阳翰笙：《地泉·序》，上海：上

海湖风书局1932年版，第10页）。作家

兼批评家的茅盾将《地泉》与同时期同

类作品看作一种创作“风气”或“文学现

象”，他对《地泉》的批评更是直言不讳，

在他看来“一部作品在产生时必须具备

两个必要条件（一）社会现象全部（非片

面的）认识，（二）感情的去影响读者的

艺术手腕”（茅盾：《〈地泉〉读后感》，载

阳翰笙：《地泉·序》，上海：上海湖风书

局1932年版，第13页）。而《地泉》恰恰

相反，既“缺乏社会现象全部（非片面

的）认识”，又“缺乏感情的去影响读者

的艺术手腕”，同时《地泉》还存在着早

期革命文学“‘脸谱主义’地去描写人

物”，“‘方程式’地去布置故事”的通病，

因而“就没有深切地感人的力量！就要

弄到读者对象非常狭小！”总之，《地泉》

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其价值仅仅在于

“对于本书作者是一个可宝贵的教训，

对于文坛全体的进向，也是一个教训”

（茅盾：《〈地泉〉读后感》，载阳翰笙：《地

泉·序》，上海：上海湖风书局 1932 年

版，第19页）。像茅盾一样，钱杏邨也是

将《地泉》纳入初期中国普罗文学中加

以批评，认为它们“都是些小资产阶级

的文学。内容空虚，技术粗糙，包含了许

多不正确的倾向”（钱杏邨：《地泉序》，

载阳翰笙：《地泉·序》，上海：上海湖风

书局1932年版，第21页），其中第一“是

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的倾向”，第二“是

浪漫主义倾向”，第三“是才子佳人英雄

儿女的倾向”，第四“是幻灭动摇的倾

向”。最后，钱杏邨以辩证的眼光肯定了

早期普罗文学的价值，认为这些作品虽

然不健康、幼稚、犯着错误，但“在当时是

曾经扮演过大的角色，曾经建立过大的

影响。这些作品是确立了中国普罗文学

运动的基础，我们是通过这条在道路工

程学上最落后的道路走过来的”（钱杏

邨：《地泉序》，载阳翰笙：《地泉·序》，上

海：上海湖风书局1932年版，第26页）。

上述四篇序言不约而同地将阳翰

笙“地泉三部曲”看作早期革命文学在

艺术上失败的典型案例，有着“革命的

浪漫谛克”路线通病，这样的作品除了

失败的教训和鼓吹革命外基本上没有

什么更多的价值。问题是既然批评家都

一致否定“革命的浪漫谛克”的艺术价

值，为什么作家却十分热衷于此，“革命

的浪漫谛克”为什么对作家具有那么大

的吸引力，乃至于20世纪中国作家中

始终有人对此恋恋不舍，它的魔性力量

来自何处？还有，明明知晓四篇序都对

《地泉》持批判甚至否定态度，阳翰笙依

旧将它们刊印出来，除了让读者明白

“革命的浪漫谛克”的缺点与危害之外，

作者还有没有别的用意，作者这种敢于

直面批评的底气又来自哪里？

二

想要回答上述问题并不是件容易

的事情，其中涉及到革命与文学关系以

及革命文学审美追求等一系列理论命

题。首先我们还是听听作家阳翰笙本人

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在《〈地泉〉重

版自序》中，作者回应了易嘉和茅盾对

他的批评。阳翰笙说虽然易嘉对《地泉》

失败处看得最明白、最透彻，但他没有

搞清楚为什么那一时期的作家纷纷去

走浪漫谛克的路线而不是去走“唯物辩

证法的现实主义的路线”。阳翰笙认为

从事早期普罗革命文学创作的作家都

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立场和

生活观点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所以，他

才把残酷的现实斗争神秘化，理想化，

高尚化，乃至浪漫谛克化，而他的作品

的内容与形式，也就因之才形成了一贯

的‘革命的浪漫谛克’的路线”（阳翰笙：

《〈地泉〉重版自序》，载《阳翰笙百年纪

念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年版，第285-286）。言下之意，只

要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亲自写作小说，没

有参与革命的作家所写出来的革命都

不可避免的带有“浪漫谛克化”色彩，革

命文学与革命的浪漫谛克主义天生是

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要想去掉革

命的浪漫谛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

须投入到革命的大熔炉中，作家只有亲

身参加残酷的现实斗争，才能创作出真

正的革命文学（“大众化”的新兴文学）。

这一回应既解释了《地泉》走“革命的浪

漫谛克路线”的原因，同时又提出了如

何克服“浪漫谛克化”的方法，可谓一举

两得，其中充满了对革命文学写作实践

和理论解释的自信，其话语里还藏有这

样的潜台词：“虽然你说的都没错，但我

知道的比你更多！”阳翰笙对茅盾的批

评意见，表面上接受内心很不以为然，

其回应充满火药味。他首先用茅盾提出

的“两个必要条件”来对照茅盾的《蚀》，

认为《蚀》虽然具备了茅盾自己所说的

“两大条件”，但依然不算成功之作，与

新兴的革命文学没有原则上的相同点，

至于茅盾所指出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

命的浪漫谛克”文学在人物形象刻画上

的“脸谱化”和结构艺术上的“程式化”

通病，阳翰笙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在他

看来衡量革命文学好坏的标准是内容

而不是形式，他反驳道：“我们在批评过

去作品的时候，如果我们竟看轻了作品

的内容，或竟抹煞了作品中的阶级的战

斗任务而不加以严厉的检查，只片面的

从作品的结构上，手法上，技巧上，即整

个的形式上去着眼，这不仅在一般的文

艺批评方法上不容许，而且，其结果，却

更将有离开我们新兴文学运动正确路

线的危险。”（阳翰笙：《〈地泉〉重版自

序》，载《阳翰笙百年纪念文集》第三卷，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6页）最后阳翰笙这样回应茅盾：“我

们最最重要的是要到大众中去，特别是

要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充实我们的

战斗生活……我们最最重要的是应该

面向大众，在大众现实的斗争中去认识

社会生活的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我

们最最重要的是应该参加在大众的斗

争中去用批判的眼光去学习大众所需

要的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阳翰笙：

《〈地泉〉重版自序》，载《阳翰笙百年纪

念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年版，第287页）

显然，以新兴文学（即革命文学）实

践者与理论家双重身份自居的阳翰笙

面对茅盾等人的严肃批评显得十分自

信，他自觉自己对普罗文学以及文艺作

品大众化问题的认识远比茅盾等人深

刻，因而，能够坦然面对茅盾等人对《地

泉》在艺术上种种失败处的批评，他相

信这些艺术形式上的毛病并不是致命

的，改正起来也十分容易，同时他还相

信《地泉》并非一无是处，他认为《暗夜》

（即《深入》）“力图在文艺作品中反映和

宣扬土地革命的斗争”（阳翰笙：《〈阳翰

笙选集〉小说集自序》，载《阳翰笙百年

纪念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

社2002年版，第291页）；而《转换》则

是写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

命失败之后这样一个“苦闷时代”如何

在徘徊、犹豫、苦闷中四处寻找出路的

现实，并给他们指出一条走向革命道路

的光明前途（阳翰笙：《谈谈我的创作经

验》，载《阳翰笙百年纪念文集》第三卷，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0页）；至于《复兴》，作者承认是在感

染了“说大话、放空炮”这一“时代病”的

情况下写成的急就章，因而缺点很多但

也并非完全是失败之作。阳翰笙在新兴

革命文学理论方面的自觉与自信与他

此时的政治立场以及所担任的左翼文

学阵营领导人的身份密切相关。从1930

年开始，阳翰笙撰写了不少理论文章探

讨论述“新文艺运动”、“普罗文化大众

化的问题”，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文

艺批评观点来阐释、评价当时的革命文

学作品，1932年6月，阳翰笙发表长文

《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对“新兴文

艺”为什么要大众化、如何大众化以及

如何培养新兴作家等问题进行了详细

的论述，其中阳翰笙明确提出了反对概

念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脸谱主义、团圆

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等五种倾向，反对浪

漫谛克式的写法。但这并不表明革命文

学从此就与“革命的浪漫谛克”毫无关

联，也不表明自此以后，《地泉》式的浪

漫谛克化写法在日益成熟的革命文学

乃至社会主义文学中就失去了市场。

三

在解释为什么阳翰笙和其他左翼

作家对“革命的浪漫谛克”情有独钟时，

刘剑梅曾有过精彩论述，她说：“华汉和

其他左翼作家选择革命的浪漫主义形

式时，他们完全忠实于自己的社会历史

位置，忠实于他们自己，忠实于他们对

爱情和革命的情感，以及对真理的执著

追求。虽然他们的叙述风格违背了现实

主义模式，可是在华汉的心中，浪漫主

义能够最好地反映那个特定的历史年

代‘真实’现实。”（刘剑梅：《革命与情

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

身体与主题重述》，郭冰茹译，上海：上

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7页）但刘剑

梅却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情况，那就是

左翼作家并非铁板一块，即使是统一在

“革命的浪漫谛克”的大帐下，他们也有

着各自不同的风格与特点；此外，左翼

作家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会走向各自不同的方向。

实际上，阳翰笙早已经与蒋光慈式

的“革命的浪漫谛克”划清界限，虽然四

篇序都将《地泉》看作左翼文学“革命的

浪漫谛克”路线的代表，但在阳翰笙心目

中《地泉》的“革命的浪漫谛克”与蒋光慈

式的“罗曼谛克化”有着本质的区别，

1932年7月“地泉三部曲”的重版本身就

很能说明一些问题，最起码在阳翰笙本

人心目中《地泉》很重要，有再版的必要，

我们稍作分析就能看出其中用意。《深

入》（原名《暗夜》）是写农民不堪忍受反

动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压榨公开暴动，《转

换》（原名《寒梅》）则写林秋文如何从自

我沉沦的旋涡中挣扎出来走上革命道

路，《复兴》以城市工人为题材写他们怎

样勇敢自发组织起来举行罢工同资本

家作斗争。三部中篇从三个不同的方面

展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农民、小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以及工人是如何自发组织

起来同反动派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虽

然艺术水平不高，存在着诸如人物形象

模糊、情节设计简单、人物语言与身份

严重不符等等一系列硬伤，但其中所散

发的革命性、斗争性在白色恐怖的黑暗

中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鼓舞宣传作用，

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英勇无畏精神。

并且与蒋光慈在《丽莎的哀怨》等小说

当中所表现的软弱、动摇、堕落情绪相

比，阳翰笙的小说自始至终表现出一种

英勇无畏的革命情怀与视死如归的革

命精神，这也就是为什么蒋光慈后来被

开除党籍而阳翰笙则能成为党的文艺

领导者的根本原因之一。另外，《地泉》

虽然也沿用左翼文学“革命加爱情”模

式，但爱情在文本中所占的分量很轻，

而且几乎与性隔绝，革命已经成了它惟

一主题。所以当茅盾不分青红皂白地将

《地泉》与蒋光慈作品放在一起加以批

评的时候，阳翰笙非常不满并在自序中

给予反驳，言下之意，我的“革命的浪漫

谛克”与蒋光慈式的“罗曼谛克化”不是

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在阳翰笙看来，

中国革命离不开革命文学的宣传和鼓

动，蒋光慈式的“罗曼谛克化”不可以

要，但“革命的浪漫谛克”未必一无是

处，只要加以改正，依然可以发挥巨大

的作用，如果作家抛弃个人英雄主义和

个人自我表现主义，在作品中输入革命

内容与革命意识，“革命的浪漫谛克”精

神就依然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发挥巨大

的功能，“大众化的文艺作品的内容，毫

无疑义是应该而且必须以这些战斗的

任务作内容的。大众化的作品，不仅要

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残余以及反资产

阶级的内容，同时还应确立无产阶级正

确的宇宙观、人生观乃至恋爱观。因为只

有以新兴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它目前斗争

的任务作内容，才能更彻底地扫除那一

切种种束缚着大众、欺骗大众、组织着大

众的反动思想，使农工大众能够走上伟

大的解放斗争的道路上去。”（阳翰笙：

《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载《阳翰笙百

年纪念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戏剧出

版社2002年版，第38页）不难看出，阳

翰笙的这些观点几乎是中共文艺思想与

文艺政策的书面表达，其中的前瞻性和

理论性不言而喻。通过再版中的五篇序

言，阳翰笙成功地将《地泉》与蒋光慈式

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区别开来，他自己

也因此像他笔下的林秋文一样从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中挣脱出来，

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以满腔热诚

的革命情怀投入到电影剧本与话剧的创

作中，最后彻底离开小说创作领域。

阳翰笙以及《地泉》所涉及的革命

与文学的关系，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

并非个案，鲁迅、郭沫若、茅盾、成仿吾

等许多著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乃至中

共领导人对此都有论述，郭沫若在论及

革命与文学的关系时曾说：“革命时代

的希求革命的感情是最强烈最普遍的

一种团体感情。”（郭沫若：《革命与文

学》，《创造月刊》1卷3期1927年9月，

第7页）基于共同的革命情感的需要，革

命文学必然要求诗人将英雄崇拜的范

围从个人的一己爱好扩展到无产阶级

大众，将个人情感扩展为集体情感，从

而由个人的浪漫主义走向集体浪漫主

义。换句话说，革命文学所散发出的革

命浪漫主义天生具有集体性特征，“模

式化”注定是革命文学难以摆脱的宿

命。而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也可以通过对

革命的想象与鼓吹最终转变成为真正

的共产主义者，郭沫若、阳翰笙都是其

中的典型案例，但前提是作家必须主动

放弃主观英雄主义和孤芳自赏式的个

人英雄主义，而汇入到革命的洪流当

中，甘当革命队伍的马前卒。然而即使

这样，阳翰笙和他的同路人依然难以解

决革命和革命的浪漫谛克之间的矛盾，

依然无法与革命的浪漫谛克说再见，因

为无论什么样的革命作家一旦拿起笔

抒发革命情怀，必然遭遇“革命的浪漫

谛克”问题，同时也必然遭遇革命大我

与个人小我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如何

处理与解决革命文学乃至社会主义文

学创作中的主观与客观、大我与小我之

间的矛盾，成为自上世纪20年代革命

文学诞生以来困扰中国作家的一道世

纪性难题。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

人》《槿花之歌》四部话剧稿本现存于中国现

代文学馆手稿库中，这是阳翰笙于1936年至

1943 年间所创作的七部大型话剧中的四

部。不难看出，这是他话剧创作的顶峰时

期。这些作品和阳翰笙的其他文物文献资

料共60余件，由阳翰笙子女欧阳小华等于

2002年底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这四部手稿装订为统一的规格样式，看

上去就像是“四胞胎”。均有棕色硬质封面，

在封面的中间位置，从右向左，作者用毛笔

竖行楷体书写作品名称和“阳翰笙题”字

样。文稿正文均用钢笔竖行书写于稿纸上，

字迹工整，文笔流畅，有一气呵成之势。这

四部话剧均是上世纪40年代初创作完成的，

虽然历经70多年的风风雨雨，留下了不少历

史印迹，但四部手稿（除《天国春秋》封面破

损外）均保存完好。不难想象，作者对于这

几部作品是何等的爱护与珍惜。为了能够

长久保存，这些手稿现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恒温恒湿的专用库房，放置于专门“量身定

做”的囊匣中，供后人鉴赏、研究。

《天国春秋》手稿，六幕话剧，197页，作

者用钢笔竖行书写于规格为“20×20”“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专

用黑格稿笺上。在手稿的结尾处有“幕徐徐

落下。一九四一年九月三号脱稿”的字样。

从脱稿日期我们不难看出，这部手稿正是完

成于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之后，阳翰

笙为了控诉和谴责国民党这一滔天罪行而

创作的一部大型历史话剧。这部手稿有大

量修改的痕迹，或删减或添加，有的则大段

添加在稿纸页眉空白处，然后括起来，用箭

头指示添加的位置。可以看出为完成这部

作品，作者是几经斟酌，反复修改的。

《草莽英雄》手稿，五幕话剧，186页，作

者用钢笔竖行书写于规格为“20×20”“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专

用红格稿笺上。在手稿的结尾处有：“幕

落。一九四二、七、廿”字样。这部手稿也作

了大量的修改，修改的字迹密密麻麻，虽然

有些字小如米粒，但并不凌乱，依旧清晰可

辨。话剧《草莽英雄》是阳翰笙的一部代表

作，创作完成于“皖南事变”之后，正是国民

党反动派掀起的又一个反共高潮之时。他

们变本加厉地对四川人民进行镇压和剥削，

人民群众忍无可忍，因而起来进行反抗斗

争。

《两面人》手稿，四幕话剧，161页，作者

用钢笔竖行书写于规格为“20×20”红格稿

笺上。这部手稿修改不多，文字流畅。在剧

本的结尾处有“幕落。一九四三、三、十九”

字样。阳翰笙成功塑造了祝名斋这样一位

两面人形象。在抗战问题上，他采用“骑墙”

的两面派做法，最终失去大家的信任。

《槿花之歌》手稿，五幕话剧，176页。作

者用钢笔竖行书写于规格为：“20×20”蓝格

稿笺上。手稿结尾处有“幕落。一九四三、

十一、十五日脱稿”字样。作者对整部作品

做了大量修改。删改

或添加的文字随处可

见，字迹清晰工整。

话剧《槿花之歌》与上

述三部话剧作品在创

作风格上有所改变：

由粗犷转向细腻，由

戏剧化转向散文化，

由刻意追求戏剧情节

的跌宕转向着力于人

物情感的描写。

阳翰笙的话剧创

作和其他的文艺创作

一样，都具有鲜明的

时代感和强烈的战斗

性，始终和党所指引

的大方向保持一致，

体现了他高度的革命

自觉性和历史责任

感。他创作的速度之

快也是惊人的。我们

从《天国春秋》（1941年9月3日脱稿）、《草莽

英雄》（1942年 7月 20日脱稿）、《两面人》

（1943年3月19日脱稿）、《槿花之歌》（1943

年11月15日脱稿）这四部话剧的脱稿日期

可以看出，这是阳翰笙于1941年至1943年

间，利用三年时间创作完成的。

阳翰笙创作这几部话剧时，任国民军事

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

或文委会）副主任，郭沫若为主任。抗战时

期的国统区，创作环境恶劣，政治、文化斗争

非常激烈，创作时间紧迫，同时受到国民党

严酷的审查制度的百般刁难和重重迫害，为

了要通过那道“难于通过的审查关”，作者只

能用历史剧作“保护色”，通过写历史剧反映

现实生活。通过话剧中的人物语言来针砭

时弊。但在语言的运用上，许多话却无法点

明说透。它们虽是艰苦环境下盛开的花朵，

但却分外娇艳芬芳。

我们以历史剧《天国春秋》和《草莽英

雄》为例，来了解作者是如何运用含蓄的语

言来以史讽今的。下面仅举数例略析之：

例一：（《天国春秋》，第一幕，P17页）

原文：韦（昌辉）：……琦妖头实在也太

作怪了，这半年来，我们真吃这两个奴才的

大亏不小，难怪陛下也要感觉得不安了。

杨（秀清）：（快意）没有什么了不得，只

消三个月，我担保一定可以把江北的扬州取

回来，只消半年，我担保也一定可以把向妖

头的江南大营踏成粉碎！

韦（昌辉）：（谄谀地）殿下的天威神武我

是素来就很敬服的。

杨（秀清）：（注视昌辉）我所担心的，不是

敌人，倒是我们自己。敌人的猖獗用不着怕，

自己的不争气、不长进那才实在叫人担心！

韦（昌辉）：（有点不安）唔，是的。

文中所说的“琦妖头”即琦善，咸丰二年

（1852）任钦差大臣，组建江北大营围攻太平

军。“向妖头”即向荣，是清朝的一员大将，也

曾围攻太平军。本来是太平军与清政府之

间的矛盾，阳翰笙借用杨秀清的话：“我所担

心的，不是敌人，”“倒是我们自己”，暗指当

时太平军内部已产生矛盾，出现了“裂缝”、

“窝里斗”的局面。矛盾已从敌我矛盾转向

内部矛盾。作者用太平军内部矛盾来影射

抗战时期，因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不断制造磨擦事件，从而造成国共两党内部

矛盾激化这一事实。

例二：（《天国春秋》，第六幕，P16页）

原文：洪（宣娇）：……你说什么？我们

自己人杀自己人！自己弟兄杀自己弟兄！

咸丰那狗鞑子在说痛快痛快！……你说什

么？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是的，是

的，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我们

为什么要杀秀清？为什么要杀善祥？为什

么要杀那几万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手足？

我们真是罪人……

这一段可以说是阳翰笙创作《天国春

秋》的点睛之笔。把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

民的卖国投降阴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

来。“自己人杀自己人”，“自己弟兄杀自己弟

兄”，作者通过太平军内部不团结进而演变

为自相残杀的残酷事实，间接揭露国民党反

动派破坏团结，准备向日寇妥协投降的罪恶

阴谋。控诉和谴责他们制造“皖南事变”这

一滔天罪行。1941年 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

是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对华中的新四军

军部所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是国民党第二

次反共高潮的顶点。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曾

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

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控

拆这一罪恶事实。

例三：（《草莽英雄》，第五幕 ，P183页）

原文：唐（彬贤）：啊，大哥！大嫂！

罗（选青）：（急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彬贤！

唐（彬贤）：我正说来跟你禀报呀，大

哥！……周统领的大汉军，正从山下的左右

两面对我们包抄过来了！现在何五哥的部

队正在山下跟他们抵着打！

罗（选青）：（愤怒）哼，这些狗贼，真都是

他妈的一些人面兽心！打就打吧，哼，我罗

选青是好惹的吗！

罗（大嫂）：（惊诧）他们不也是反满清的

吗？为什么会来打我们呢！

罗选青：（恕斥）你还问这些干什么！他

们那批家伙哪儿是人，简直是狗！狗！狗！

罗选青，保路同志会的首领。因缺乏冷

静的头脑、锐利的眼光和明确的政治方向，

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巡防营表面上答应

与保路同志军共同抗击清廷，实际上是敷衍

他们，使他们毫无防备而对之下“黑手”。这

恰恰揭露了抗战期间，国民党积极反共、消

极抗日的嘴脸。

《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槿花

之歌》，这些战地中开出的美丽之花，虽然缺

乏充足的营养与水分，但依然娇艳芬芳。它

们是反映中国人民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争

的历史长卷，它们是抗日戏剧档案的瑰宝。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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