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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阳翰笙是以革命家和

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出现的，他从20世纪20年代

末开始发表小说，到90年代初出版诗集，活跃文

坛五六十年。他一生创作了300多万字的小说、

戏剧、电影、文论等，其中有8部大型话剧剧本，

使他成为有名的戏剧家，其中《天国春秋》被认为

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张大明、潘光武著《阳

翰笙评传》）、“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周巍

峙《深切怀念阳翰老》）。它取材于太平天国时期

的“天京内讧”事件。北王韦昌辉利用洪秀全和

东王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故意制造事端，引起洪

秀全的猜忌，最后杨秀清及其部队两万多人都惨

遭杀害。太平天国领导层元气大伤，间接导致了

反清斗争的失败。

作品创作于1941年，非常幸运的是，作者当

时亲笔书写的手稿穿越历史重重的风雨，如今完

整地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库中，为我们

回到历史现场，一窥这部优秀作品的生产的最初

时刻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为蒋介石还是郭沫若

阳翰笙将《天国春秋》的手稿用线绳装订起

来，并为之加上了纸壳做成的封面与封底，封面

以毛笔正楷竖排题写：“天国春秋 阳翰笙题”。

阳翰笙至少为自己的五本话剧剧本做了这样的

“装帧”，它们是：《青年中国》《两面人》《草莽英

雄》《天国春秋》和《槿花之歌》，其中仅《天国春

秋》的封面有明显的折印。

整篇手稿用蓝色钢笔写在20×20的方格稿

纸上，稿纸纸张粗粝，与我们对战时重庆的物资

供给情况的想象一致。整本手稿共计215页，有

修改痕迹。修改明显可以分成前期和后期两个

阶段，以蓝色与黑色字迹相区分。阳翰笙的笔迹

稍显潦草，显出为创作激情驱使而奋笔疾书的战

斗状态。

在篇末作者注明“1941年 9月 3号脱稿”。

阳翰笙在自己的日记中曾记载过《天国春秋》的

创作起始时间：“1941年，一月十七日因父病，回

故里省视，至三月始归。初夏开始写《天国春

秋》，至9月始完成。”（《阳翰笙日记选》）

手稿完成后曾有中华艺剧社的油印本。

1942年2月9日阳翰笙在日记中写道：

予倩（欧阳予倩，当时在广西领导戏剧工作，

笔者注）再次来访商催《天国春秋》剧本。拟日内

将中艺（中华剧艺社，笔者注）油印本改好寄去。

（见《阳翰笙日记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第20页）

但此本现已无从查找。

1942年6月起该剧开始在《抗战文艺》上连

载，分三次载完。在这个初刊本上，《天国春秋》

的正标题之下加上了一个副标题——“为纪念郭

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而作”，而这个副

标题在手稿上是没有的。

这就涉及到了《天国春秋》的创作动机与时

代的形势。1941年 1月，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

外的“皖南事变”，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遭到了国

民党军队的围歼。这起事件引起了中国共产党

及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从解放区、国统区到

沦陷区，人们都以不同的形式愤怒声讨国民党反

动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滔天罪行。在这种情

况下，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

书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阳翰笙，怀着义愤

的心情冒着重庆的酷暑写下了六幕历史剧《天国

春秋》。阳翰笙在自己的回忆录《风雨五十年》中

回忆说：

皖南事变发生后，我们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

下进行有计划的疏散应变工作。这一工作告一

段落，恩来同志让我回家乡一次，以避开敌人的

刀锋。那时，我内心充满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

恨，决心通过戏剧形式来揭露蒋介石集团对外投

降、对内残杀的罪行。在法西斯白色恐怖笼罩的

日子里，写现实题材是不容许的。我在三十年代

初曾打算写作太平天国三部曲，搜集了大量材

料。这时，我便想到从我熟悉的历史材料中选取

题材，准备通过描写太平天国的内乱来体现我的

创作意图。

这充分说明，《天国春秋》是特意为皖南事变

而作。周恩来在1941年1月18日发表在《新华

日报》上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也是这部历史剧的精神主旨所在。

那为何剧本在第一次公开发表时要特意加

上“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而

作”呢？为何要明确地“歪曲”自己的创作动机

呢？这就涉及到作家的另一身份：中国共产党在

国统区左翼文化运动和进步抗日文化工作的主

要领导者，一位真正的革命者。

阳翰笙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1902年11

月 7日（农历十月初八）出生于四川高县罗场

镇。罗场地处川滇边界，山多地瘠，少数民族杂

居，民风强悍淳朴。欧阳姓来自湖南安仁县。阳

翰笙小时候常听家乡人传颂当年太平天国石达

开从云南挥师入川，在罗场一带战清军的种种英

勇事迹。1922年在成都读书的阳翰笙因为领导

学生运动被通缉，苦闷中他找到了时任泸州川南

师范学校校长的中共地下党员恽代英，二人在油

灯下深谈了七个夜晚，恽代英解答了阳翰笙胸中

积蕴的众多问题，明确了共产主义的人生理想。

1923年秋阳翰笙在北京等候报考北京大

学，期间结识了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的陈毅。

陈毅向他畅谈巴黎公社、法国大革命、十月革

命……并借给他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

更加坚定了他走革命道路的信仰。“要革命到上

海大学来”，陈毅鼓励他去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是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培养革命干

部的大学。在这里执教的几乎都是著名的共产

党人）学习革命道理。阳翰笙欣然前去，进入社

会科学系学习，很快加入共青团。1925年他转

为共产党员，从此走上了终身为之奋斗的革命道

路。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

之一。1926年在黄埔军校担任中共总支书和政

治教官，兼任政治部秘书。1927年参加南昌起

义。11月受周恩来指派与李一氓赴上海参加创

造社（创造社的郭沫若和成仿吾都出国了，派阳

翰笙加强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在领导“左联”工

作时，因为他年长，资格又老，朋辈们习惯地称他

为“翰老”。老舍曾幽默地对赵清阁说过，“周总

理是全国人民统战的领导者，阳翰笙是文艺界的

周总理。”

1941 年 10月，就在阳翰笙完成剧本后不

久，周恩来部署了为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25周

年举行庆祝活动的政治任务。当事人郭沫若最

初也没有完全理解周恩来的意思，当即谦辞。周

恩来说：“为你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

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

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

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

西斯统治。”而具体执行这次政治任务的人正是

阳翰笙。

创作出来是一回事，能否上演和出版则是另

一回事。周恩来的部署为这部剧的公开上演找

到了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和借口，《天国春秋》在

通过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审核后，跟郭沫若的历史

剧一道，在第一届重庆雾季公演中一炮打响。“为

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而作”的副

标题自然要醒目地题写在《抗战文艺》杂志的版

面上。

手稿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天国春秋》在《抗战文艺》上首次刊出后，在

后期传播过程中还有如下版本：

1944年 8月重庆群益出版社版，1949年 8

月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再版。

1957年 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阳翰笙剧作

选》版。

1982年12月中国戏剧出版社《阳翰笙剧作

集》版。

1983年3月四川人民出版社《阳翰笙选集第

二卷话剧剧本》版。

1999年10月华夏出版社《阳翰笙代表作》版。

这些版本跨越了阳翰笙的不同人生阶段。

对比这些版本的异同，笔者尝试描述作品的生命

发展历程如下：

1、手稿是初次创作。

2、为演出油印时，作者在上面做了修改，这

修改稿油印后一部分送审，一部分留在导演和演

员手中排练。

3、1942年6月在《抗战文艺》上发表的是留

在作者手中的油印稿。

4、1944年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时的底本则

是国民党审核后的修改版，部分体现了国民党的

意志。

5、1957年人文版后记中提到作者于1955

年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索性把那些恋爱

场面都删去了”。这次修改依据的是《抗战文艺》

初刊本，也就是作者自己的手稿修改本，最终体

现在1957年2月的人文版中。这时作者正担任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党组书记，离1957年5

月全党整风和反右运动中受到通报批评还有两

年时间。

6、1982年，距离1979年阳翰笙“文革”后复

出三年，这部作品得以再次出版，依据的是1957

年人文本，修改幅度非常小，仅为标点符号和小

部分关于洪宣娇的内容，不能判断修改行为是作

者所做还是编辑所为。

7、1983年版为1982年版的重复。

8、到了1999年再出版时又回到了1944年

群益出版社经国民党修改的版本，而不是1943

年1月《抗战文艺》的最初版，也不是1957年作

者自己大改的版本，不能猜测出编者的意图。

笔者曾以剧本的主旨段——即在其后的历

史叙述中被反复言说的引起观众强烈反响的“大

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段落为例，将手稿

原稿、手稿修改稿与其他版本进行了对比，看出

不同时期的变化可以分为“主旨改变”与“个别词

句改变”两个方面：

1、洪宣娇到底恨谁
手稿原稿，洪宣娇在杨秀清被杀后仍然将满

腔仇恨投射到傅善祥的身上，是一个因妒生恨进

而毁掉天国大业的女人，“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

相残杀！”的主旨根本没有出现。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阳翰笙自称，当时为了通过审核，在创作时

特意加入了杨秀清、洪宣娇、傅善祥的三角爱情

戏份。这部分主题写得如此深入，以致作者写着

写着似乎有些身不由己，文学性的一面压倒了政

治性的意图。可以为此做注脚的是，作者在

1942年1月1日的日记中记到：

午后二时参加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1938 年成立于武汉，笔者注）所主持之茶话

会，席间与白薇、海尼（作家黄白薇、刘海尼，笔者

注）闲谈。谈到《天国春秋》，海尼怪问：“你写女

人写得那样的好，是不是受了你太太的影响？”我

笑答：“也许是的吧。”（《阳翰笙日记选》）

作者的日记通常非常简略，也并不是每日都

记，而这一对话被作者挑出，活灵活现地记录下

来，可以说他对这一对话是感到愉快和满意的，

对自己把女人戏写得如此打动人心感到非常自

得。这是作家创作才华自然的流露。

根据《百年阳翰笙》书中的记载，此剧从创作

到演出，周恩来都曾亲自过问，那么在初稿完成

后，阳翰笙很可能将剧本读给周恩来听过，根据

周恩来的指示精神，阳翰笙为了表达政治上应该

表达出的主旨，只得让洪宣娇改变性格，在最后

由咒骂傅善祥改为自我反思自我谴责，认为自己

分不清敌友而犯下了重罪。这样一来，洪宣娇的

定位就成了被挑唆和蒙蔽的人，她因为没有判断

好敌我而导致同室操戈、自相残杀，惨剧出现后

她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忏悔。和历史两相对

照，这分明就是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期望。然而这

种期望虽然没有抓住蒋介石的真实意愿和历史

处境，却创造出了让他忏悔的气氛和气势，同时

也表明，只要你忏悔，我们还可能原谅你。这种

逻辑对于广大民众来说非常易于接受，符合他们

的心理期待。因为蒋介石（洪宣娇）的强大地位，

彻底谴责他无恶不作破坏统一抗敌阵线是民族

败类，就是激怒蒋，也给蒋彻底翻脸提供了借

口。而以一种惋惜和悲痛的心情来低姿态诉说，

恨的不是你本质太坏，恨的是你被人利用做出了

蠢事。这种把握住历史分寸感的话语可以博得

广泛的同情。不能不说，在处于弱势和下风的地

位中，周恩来拿捏得无比得当，在惨痛损失后，借

力打力，于舆论宣传和人心向背上打了一个漂亮

的翻身仗。

阳翰笙作为“文艺界的周总理”，在这高超的

政治手腕和政治魅力的慑服和感召下，按照周恩

来的判断和指示，完成了剧本的修改。整部作品

美妙地展示和传达出了周恩来的意图。

1955年阳翰笙已成为党和国家在文化界的

领导人，他自觉以党性原则要求自己，周总理让

自己改的要改，没让自己删的爱情戏份似乎在传

达政治意图中并没有什么作用，于是在百忙中抽

出时间，细细地删去了东王杨秀清、西王肖朝贵

与西王娘洪宣娇的三角关系，即使这会导致杨秀

清、洪宣娇、傅善祥、韦昌辉等人物形象和人物性

格的改变也在所不惜。老舍当年在重庆看《天国

春秋》时说：“全剧适与《棠棣之花》相反，虽有文

雅的女状元，虽有富丽的布景，但不知怎的，全无

诗意。”（老舍《看戏短评》，载《老舍论剧》）爱情戏

尚在时的演出就诗意欠缺，现在去掉爱情戏，恐

怕就更无诗意了。但阳翰笙已不是当初写作手

稿原稿的阳翰笙了，审美与人性的考量已跃出了

他的视域。

2、曾国藩是“奴才头儿”吗
1944年的初版本的删改十分明显，咒骂咸

丰和曾国藩处的感叹号改为了逗号。对曾国藩

的修饰语“那奴才头儿”被删去，“满清的大兵就

要乘机杀到我们的天京来了”，去掉了“杀”字，

“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是的，是的，啊，

国舅！你听到吗？你听到吗？善祥的话，是一句

又一句的在刺痛着我的心呀！……为什么要杀那

几万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手足？”被悉数删去。

这样一来，洪宣娇悔恨的只是自己间接杀了

杨秀清和傅善祥，最关键的“不该自相残杀”的大

声疾呼被“敏锐”地去掉了。而曾国藩的称谓问

题更是涉及到当局各方对形势的不同态度。如

何评价曾国藩成了一个惹人注目的焦点：“那时

候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实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

的卖国投降政策，正把曾国藩当成是他们的救命

恩人，五体投地地来崇拜的。”（《阳翰笙剧作选》

后记）那么做出这些“精准修改”行为的人是谁

呢？他这样算在事实上阉割了这个剧本吗？

1946年何其芳曾经回忆过自己的《天国春

秋》观剧体验，写作《评〈天国春秋〉》（见《何其芳

文集》）一文，对国民党的审查提出批评。在文章

中他说到：“我曾经把作者最初的油印本和上演

时的台词比较，和出版后的本子比较，发见有很

多删改。颇可玩味的是杨秀清讲他的穷苦出身

不准讲，杨秀清骂曾国藩是奴才头儿不准骂，韦

昌辉做私货买卖不准提，洪仁发、洪仁达、洪仁政

的罪恶也不准揭露，诸如此类，多得很。那些检

查官竟是这样怕穷人，而又那样爱护汉奸、官商

与恶棍。”

这就指明了做出删改的是“检查官”，也即国

民党重庆市党部审查委员会。这位删改《天国春

秋》的委员尽职尽责，删改得也是十分的“到位”，

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和素质。既然可以做出这样

的修改，难道会愚蠢得看不出整部剧的用意吗？

为何不直接毙掉，而是放过了让其诞生呢？

当时担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审查委员的是

吴茂孙，具体负责审查《天国春秋》。他这样对阳

翰笙说：“我删我的，你演你的，横竖没有人拿着

本子去看戏。”（载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

省宜宾市人民政府合编《百年阳翰笙》）

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还是要得益于周恩来

在重庆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在1941年夏天，和

阳翰笙创作《天国春秋》同时，一些早就和周恩来

有过接触的在重庆的国民党上层左派人士为共

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所折服，

他们在重庆正式加入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国民主

革命同盟”（小民革），其主要任务是利用各种渠

道，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中愿意进步的人，从国

民党内部推动坚持团结、民主、抗战的斗争。吴

茂孙正是“小民革”的成员，在关键位置关键时刻

以灵活的方式做了《天国春秋》的助产士。

但这一国民党内部的潜流并不能被看做当

时的主流，《天国春秋》其后的遭遇并非一帆风

顺。根据阳翰笙日记的记载，之后的演出过程

中，国民党特务不时扰乱，导演应云卫遭到殴打，

计划在成都的演出也因审查的原因几乎搁浅：

1942年 6月 2日：晚《天国春秋》最后一场上

演于民众会场，一幕未完，即发生有人殴辱云卫

事，我当即从剧场走出，一面鼓励和劝慰中艺诸

友继续将戏演下去，一面多面托人与宪兵方面交

涉。结果，云卫去未一小时，即安然自宪兵派出

所出。回兼善，云卫详谈经过，令人愤慨之至！

（见《阳翰笙日记选》）

1943 年 12 月 19 日：梦莲（应云卫之妻程梦

莲）来此后，今天算跟她谈了一次较详细的话。

她是为《天国春秋》禁演事，特由成都赶来重庆

的。原来《天》剧本决八号在蓉上演的，六号忽得

图审会电令，说此剧未得图审会修改前，绝对不

准上演。云卫没有办法，只好派梦莲来渝交涉这

件事情。梦莲到此后，几经奔走，现在虽说可望

不致遭禁了，可是听说一切手续办妥至快也要22

号才能上演了；同时国民大戏院方面因候《天》剧

无着，已经早排了电影片子。因此《天》剧却不能

不搬去蓉光；而蓉光是一个久未演戏的冷戏院，

新年的日子又不能让出来。结果如何，真叫人担

心得很呢！（见《阳翰笙日记选》）

值得玩味的是，这些犯了国民党忌讳的词句

在1957年作者亲自修改的版本中并没有得到全

面恢复。“不该自相残杀”这一明线恢复了，对曾

国藩的评价“那奴才头儿”并没有重现。这究竟

是作者无意识忽略了这一暗线，还是随着作者身

份地位的变化对曾的评价也发生了微妙的转

换？无论如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阳翰笙在

政治的敏感性上稍有松懈，在该如何把握意识形

态方面与一流的政治家有差距。而这一“弱点”

也恰恰展现了他作为文学家天真的一面。

《天国春秋》是文学经典吗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若将一部作品

看做社会话语的凝结的话，其构成特点是不同因

素接合的结果，这些因素间的接合是偶然的和暂

时的，是政治斗争的使然。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

的评价，《天国春秋》是否可以算作“中国话剧史

上的经典之作”？这涉及到如何认识文学经典的

问题。

根据经典生成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将经典

分为“传统经典”和“群选经典”两种，根据赵勇教

授的观点，（赵勇《怎样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

究》）传统的经典是在专业之内，通过一些专业人

士、权威人士的比较分析，也就是在一个纵的聚

合轴上操作。一部作品出来后能不能成为经典，

够不够经典的资格，是通过和此前的作品进行比

较来确认的，在比较的过程中有商榷有争议有交

锋，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这是传统的文学经典

在形成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这种经典要

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被认可。比如现在我

们都承认《水浒传》《红楼梦》是经典之作，承认

鲁迅的作品是经典之作。

还有一种经典是在横组合轴上展开的，而横

组合轴上的操作进程很快，一些作品很快就会成

为经典之作，这就是所谓的“群选经典”：大家伙

儿都来投票，聚集人气，依靠网上的点击、投票、

海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把一部作品捧红。

是当下商业大众文化时代的“群选经典”。

赵勇认为，在“红色经典”的生产中这两种经

典的生产方式都参与了，一方面是专家学者的解

读，确保作品能在纵聚合轴上展开；另一方面，读

者的阅读、评论与口口相传等等，又让作品在横

组合轴上大显神通。

通过对《天国春秋》生产过程的钩沉，我们发

现，这部作品既有老舍、何其芳以及其后夏衍、周

巍峙对其的解读与品评，也在当时的重庆雾季公

演中，借助话剧的形式和为郭沫若祝寿的气氛得

以与众多观众见面，与合作抗战的和人心激荡的

脉搏共振，一时风光无两，成为那个“话剧黄金时

代”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称之为其时的经

典之作毫不为过。

但一个时代的经典能否成为文学史上的经

典呢？美国学者布鲁姆(Harold Bloom)在《西

方正典》中的一个说法：“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

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

（［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译

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放在较长的历史时

段上看，《天国春秋》与时势和政治意图结合过于

紧密的优势就变成了劣势，当时过境迁，作品很难

再找到与新语境接合的触碰点，再语境化遇到了

困难。本来关于爱情的戏份可以作为连接不同时

代读者内心的纽带，但作者在1957年修改时又大

刀阔斧将其完全砍去，不啻自绝“后路”。

同时，作品在对历史背景的叙述方面又过于

简略，真实与虚构的问题并没有得到作者应有的

重视，看中的只是“有用”和“无用”，这无疑为“征

服”和打动专家学者设置了重重障碍。

另一方面，作者秉持一个作家的精英姿态，

整篇作品并未吸收民间和大众化的模式性叙述

套路，为今后进一步被大众文化选中作为改编资

源也设置了障碍。如此，《天国春秋》也已经驶出

了经久不衰保持经典地位的轨道。

不过笔者认为，作品中对太平天国中女性形

象的塑造颇值玩味，比如傅善祥的幸福感建立在

“女人也算是人了”之上。她说：“从前，我妈妈在

的时候，总希望我多学学针线，多读读诗书，将来

好做一个一品夫人，做一个大官太太。”而她已经

告别这种状态，为自己实现了作为人的价值而高

兴。但她并非是一个铁姑娘的角色，而是喜欢自

己女性的身体与美丽的容貌，也具有满腔柔情的

女性特质，爱慕东王。这位男性作家笔下的理想

女性形象可以总结为，你既要能干，又要温柔。

在这一点上或许可以与现代女性对自己身份的

焦虑产生共鸣，成为与新时代接合的关键点。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天国春秋》手稿

1941年周恩来（右一）与郭沫若（中）、阳翰笙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