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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诗派”的考辨
和其笔下的“祖国”

□张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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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诗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在认知上始终包含着
复杂的内容及其相应的历史过程。限于篇幅原因，此处仅举
两例。

其一，是“七月诗派”的定位问题。“七月诗派”因从属于范
围更大的“七月派”，自其诞生之日起，就由于 20世纪 30年代
后期左翼文艺运动的论争而在部分论者眼中带有特殊的艺术
取向。至 20世纪 5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七月诗派”
的成员纷纷“搁笔”——出于对上述认知的主观印象，“七月
派”（包括“七月诗派”）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进入研究视野时
曾一度被认为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但正如当事人之
一的诗人牛汉认为“这是个政治性很强的命题”（牛汉：《关于

“七月派”的几个“问题”》），从胡风在《愿和读者一同成长——
〈七月〉代致辞》（1937）和《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1938）的
“座谈会记录”发言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七月的态度”：广
泛吸收写作者，但又坚守一定的原则和立场；具有较为广阔的
发展空间，但又秉持鲜明的艺术个性。至于像普遍被认定的

“七月派诗人”绿原、牛汉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指出的“当时并没
有意识到自己是个流派”；“更没有自称过‘七月诗派’”；仅仅
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渐渐形成艺术志趣大体上相近的一
个作者群，客观上形成为一个流派”，等等，也不失为一种有力
的佐证。结合史实与当事人的看法，“七月诗派”符合文学流
派的基本特征是没有问题的。她以《七月》《希望》为阵地，以
胡风的文艺思想理论和编辑理念为指导性文献和早期的组织
原则，并最终在发展中走向成熟。她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体
现了流派的美学风格、价值追求以及不可避免的政治文化理
念，但无限夸大其某一侧面、不从全局进行考察，都不能对“七
月诗派”乃至“七月派”进行整体的把握。

其二，是“七月诗派”的成员问题。1981年由绿原、牛汉编
选的《白色花》作为一部“多人集”，曾将阿垅、鲁藜、孙钿、彭燕
郊、方然、冀汸、钟瑄、郑思、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芒甸、徐
放、牛汉、鲁煤、化铁、牛谷怀、朱健、罗洛共 20 位诗人纳入到

“七月诗派”的版图之内，并对后来的读者产生重要的影响。
然而，无论从编者说明，还是历史事实来看，这些都远不能呈
现“七月诗派”的全貌。“七月诗派”的成员认定当然不能仅限
于在《七月》以及《希望》上发过诗作的人。参照文学流派的一
般标准，一个基本的判定前提或许就是：“七月派诗人”应当在

“七月派”代表的刊物上发表过自己的代表作且在相当数量的
读者群中留有印象；他们可以不在一个共同的区域生活，但应
当有共同或相近的艺术风格；他们的创作主方向或至少有一
项是诗歌的，他们的身份应当是读者眼中的诗人。显然，在上
述标准的“综合”之下，诸如萧军等在《七月》上偶一发诗的作
家是无法进入“七月诗派”的阵营之中的；与之相对应地，在

《七月》上大量发诗甚至有的被编入“七月诗丛”，但在当时由
于生活道路等种种原因奔赴解放区的诗人如胡征、鲁藜、天
蓝、侯唯东则应当被视为“七月诗人”，至于他们在解放区继续
创作进而成为“解放区诗人”、产生身份交叉的现象，并不能成
为影响其作为“七月诗人”的判定。除以上提到的诗人之外，

“七月派诗人”当然还包括诗人兼理论家的胡风，以及邹荻帆、
彭燕郊、庄涌等。但和上述经历相近的艾青、田间是不是“七
月派诗人”呢？在考察两位诗人与《七月》的关系史，再结合绿

原、牛汉以及当代学者如李怡、周燕芬等的研究，我们可以做
出如下结论：艾青、田间的一些代表作都发表在《七月》上；他
们的艺术成就通过《七月》在读者心中得到了更为广泛地认
可；他们的作品影响到了“七月诗派”后来的一批年青诗人；鉴
于他们的成就和声誉，将其作为“七月诗派”奠基的重要诗人
既符合历史事实，又符合文学史的考察。

“七月诗派”可以按照《七月》和《希望》杂志的创办为中
心，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相互衔接的过程中，

“七月诗丛”可以视为“七月诗派”创作实绩的一次集中展示。
从前期到后期，“七月诗派”的创作始终受到此前就已成名多
时的艾青、田间的影响。除此之外，对“七月诗派”风格产生重
要影响的还有胡风。在许多人看来，胡风是20世纪中国文学
的重要理论家、“七月”的组织者、推动者，但与这些他者眼中
的身份、形象相比，胡风“一生最看重诗人这个称号”（绿原、牛
汉：《〈胡风诗全编〉编余对谈录》），不仅如此，胡风终其一生也
未改变自己的诗人个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风就以
抑制不住的喜悦，最早评介了艾青和田间的诗。着眼于艾青、
田间以及胡风对于“七月诗派”的形成、发展产生的影响，胡风
的“评介”不是偶然的：正是因为风格的接近才会产生创作与
鉴赏之间的共鸣；而作为一种“自然的逻辑”，胡风也会将其诗
艺风格、旨趣偏好贯穿于《七月》《希望》的个体创作的编辑过
程之中，进而间接促使“七月诗派”风格的形成。因此，从这个
意义上说，“七月诗派”的流派风格、整体艺术取向是在艾青、
田间和胡风三者共同的作用和实践中形成的。朴素而深沉、
沉郁而凝重，追求“血与火”的质感，讲究形式的跳跃和情感的
激昂，以及深化现代诗歌的现实主义美学风范等，都是“七月
诗派”的风格特点以及贡献于新诗史的创作财富。

当然，在强调整体特色之余，“七月诗派”的个性意识同样
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七月诗派”的成员们不仅
风格各异，而且还常常一个诗人可以同时操持多副笔墨。阿
垅书写现实题材时的严肃性、力之美可以与其爱情诗的缠绵
相对比；绿原诗歌思想的深沉与灵魂的痛感和其童话诗的迥然
有别；鲁藜诗歌的清新自然和哲理提升的相互映衬以及他与

“七月诗派”其他诗人激愤、凝重之间的区别……应当说，正是
“七月诗派”诗人在坚守个性本位的同时，又有较为明确、自觉
的共性追求，才造成了该诗派本身的繁复与艺术的厚度与广

度。在继承以往新诗的传统，紧跟时代的脚步、把握现实脉搏
的过程中，“七月诗派”发展并超越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
诗的创作实践，丰富了诗歌现实生活和情感表现的空间和力
度，并在与“中国新诗派”（即“九叶诗派”）交相辉映的过程中成
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重镇。

“七月诗派”崛起的年代，适逢抗战爆发，国家处于危难之
际，特定的历史背景使《七月》及其诗歌群体必然面对抗战的
现实要求。从胡风将刊物定名为“七月”以纪念“七七事变”，
反映抗战生活，反映当时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以达到“提高
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胡风：《愿和
读者一同成长——〈七月〉代致辞》）的目的，显然是《七月》以
及整个“七月派”的宗旨。从“七月诗派”整体创作情况不难看
出：迫切地汇入时代的洪流，通过严格的自省，抵达同人民大
众的情感相通，是他们创作的出发点。与此同时，由于“七月”
的组织者、理论家已意识到“新情势下的新形式”、“由平铺直
叙到提要钩玄”、“情绪的饱满不等于狂叫”、“要歌颂也要批
判”以及如何书写“集体的史诗”（胡风：《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
的文艺形式》）等问题，所以，“七月诗派”的创作从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大众化”、“口号化”，“七月派诗人”正是通过立足于时
代真实而抵达艺术的真实；通过血肉相搏表达艺术理想和对
人民大众的无限忠诚。密切联系时代，虽决定了“七月诗派”
总体的艺术风格，但这种风格不宜做简单化、表面化的理解。

结合以往大量的研究文章，“七月诗派”的风格及其复杂
的内涵已经为学界所熟识，而其诗人的个体研究，形式、意象
及历史进程研究，也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但在笔者看来，
不同的研究角度仍然会为更好地认知“七月诗派”带来相应的
言说空间。作为一个“空白点”，“七月诗派”诸诗人虽大量书
写了“祖国”及其相关意象，但从主题角度研究其笔下“祖国”
书写的文章却不多见。而从比较的视野出发，“祖国”的题材、
意象等书写究竟会为“七月诗派”乃至整个新诗史带来怎样的
启示，恐怕也是一个关于时代、社会、现实和诗艺的课题。

抗战刚一开始，胡风就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为祖国而
歌》（1937）、《血誓——献给祖国的年青歌手们》（1937）、《给怯
懦者们》（1937）等作品。《为祖国而歌》等既写“受难的祖国”，
又写“我要尽情地歌唱”；与一般的使用第一人称、抒发自我情
感之作不同的是，他是通过自我的感知与发自内心的歌唱，和

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等公共主题建立了紧密的有机联系，进
而在联系的过程中实现了一种从个体到群体的话语讲述方
式；其感情真挚而深沉，唱出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众多中国诗人
的心声。与胡风相比，田间写于这一时期的诗如《战争的抒情
小诗（四首）》（1937）、长诗《给战斗者》（1938）等，更多指向了
时代和战争本身。诗人自觉地充当了“时代的鼓手”，以饱满
的情感和悲壮的境界反映了民族忧患主题留在诗歌上的印
记。至 20世纪 40年代，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七月诗人”书写

“祖国”也变得深沉，曾卓的《病中》（1940），阿垅的《刀》
（1941）、《末日》（1941），胡风的《记一首没有写的诗》（1942）、
《海路历程》（1942）等，均通过回顾抗战以来的历史、故国的苦
难表达“我的记忆是深沉的”；至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绿原
又在《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1944）、《终点，又是一个起点》

（1945）中对于国家未来的命运加以沉思，对于“天真的乐观主
义者们”的启谕、忠告、警醒，对于8年抗战的回顾与胜利的展
望等等，上述例证构成了抗战时期“七月诗派”“祖国”书写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抗日战争时期相比，解放战争时期“七月
派”诗歌在延续以往风格的前提下，更多将“祖国”书写集中于
民主、自由和批判国统区的黑暗统治上。绿原的《复仇的哲
学》（1946）、《伽利略在真理面前》（1946）、《轭》（1947）、《你是
谁？》（1947）等，通过对罪恶世界中饥饿、贫困、灾难、拜金主
义、绝望等诸方面的揭露，写出了必然反抗的“复仇的哲学”、
丧失真理后人性的泯灭；徐放的《在动乱的城记》（1946）曾在
结尾面对“动乱的城”，大声疾呼“在没有自由的国度，/囚徒/
要阳光；/人/要反抗！/为了生活，/我要歌唱；/为了那些敢于
在暴君的版图上的引火者，/我/要为我们的后代写下幸福的
诗篇！”阿垅的《写于悲愤的城》（1946）直击当时国民党在重庆
的黑暗统治和制造的系列事件，《孤岛》（1946）以隐喻的手法，
通过“孤岛”与大陆“永远联结而属一体”，道出了诗人与正义力
量、进步事业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去国》（1947）写出了被剥
夺自由后，“我难道不是在我底祖国？然而这难道是为我所属
的国？”的深切感受。

如果说上述列举的诗作是从主题的角度呈现了“七月诗
派”的“祖国”书写，那么，这样的书写显然还包括意象的选
择。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1937）、《我们要战
争——直到我们自由了》（1938）、《手推车》（1938）、《北方》

（1938）、《我爱这土地》（1938）等，曾以土地、雪、北方等意象深
沉而含蓄地表达了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孙钿的《旗底歌》

（1940），基本采用了写实的手法和直接抒情的笔调，表达了
抗日战士在“旗”的引导下奔上前线、前赴后继的场景。

“旗”在这里采用的“标识”的本意，它经历过战火的考
验，战士鲜血的浸染，它以“眼睛”指引斗士们前进，而抗
战的艰巨性、过程性和正义性也正蕴含其中；此外，彭燕郊
的长诗《春天——大地的诱惑》（1941）、鲁藜的长诗《春在北
方》（1941）等，则通过“春天”、“大地”抒发对祖国深沉的
爱和复苏的想象……总之，“祖国”书写的角度不仅为“七
月诗派”带来了更为具体、繁复的表意空间，而且，还为

“七月诗派”带来了意象经营及其类型化的言说维度，其可
以作为研讨“七月诗派”的新的视野，并在纵横交错的过程
中呈现更为丰富的诗性空间。

“七月派”的潜在写作
□刘志荣

胡风冤案发生到现在，已有将近60年。冤案
第一次平反，也已30多年；第三次平反——也是
彻底平反的一次，也已25年。冤案作为当代史上
的一次事件，虽然在幸存者和后人的身心上，还是
留存下了难以平复的创伤，但整个事件则似乎已
经成为了历史；既然成为了历史，其中的是是非
非、经验教训，便留给了历史学家和后人去研究、
评说、吸取。而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历史有时也和
文学有相近之处，胡风事件的整个经过，俨然就是
一部小说，一部戏剧，有它的结构脉络、情节起伏，
也有它的角色设置、人物层次，后来者可去对之做
情节分析与因果考察，在此过程中，或者不但可对
文学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也可对历史有更深入的
理解。

对于胡风的文学思想、批评实践和文学活动，
进而对整个七月派的创作和活动的研究，上世纪
80年代以来，便已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个被持
续关注的热点，尽管也有一些阻力和干扰，相关的
研究成果，却还是不断出现。对于胡风事件的来
龙去脉，也不断有回忆、资料面世，当事人的回忆、
记述等自然不可代替，前些年甚至还看到过当年
办案的公安人员和胡风在四川农场劳改时的同案
犯的回忆（后一材料真伪难辨）。相信随着时间的
推移，会有更多的材料出土，整个事件的细节也会
更丰富、清晰——时至今日，尽管有一些细节层面
的问题还有争议，但整个事件情节结构层次的大
关节，可以说早已清晰。既已清晰，它便需要、容
许、也经得起各个角度的解读——虽然并不是说
各种解读都在同一个层次。相对来说，理性清明、
襟怀坦白、洞察幽微而又不局限于私人恩怨的解
读，肯定更能切中历史的关窍，也便更能经得起时
间的考验。

解读这一历史戏剧的资料，尽管已经足够丰
富，以后也可能还会不断补足，但冤案当事人的

“潜在写作”，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从
中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心态，以及他们经历炼狱
考验时的心路历程，那不光是有文学史的价值，也
有精神史的价值，而从其中，偶或也许还能瞥见文
学史和精神史演变的某些关窍。

要谈七月派的潜在写作，胡风系狱和关押期
间默吟和写作的几千首旧体诗，显然不能回避。
其中最为著名的，可能还是那首《一九五五年旧历
除夕》：

竟在囚房度岁时，奇冤如梦命如丝；
空中悉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
昨友今仇何取证？倾家负党忍吟诗！
廿年点滴成灰烬，俯首无言见黑衣。
此作发表出来的版本，字句偶或有异，但诗中

核心的结构和意绪，其实相当稳定：难以置信、奇
冤难平、怨望追问、愤激悲苦、孤独萧索……种种
情绪，五味杂陈。胡风此时的心态，一方面仍然把
自己看作共同事业的一分子，另一方面，则对突然
降临的弥天横祸难以置信、百思不得其解，又对冤
狱昭雪还存有一丝希望，但却又直觉式地觉察到
在当时要平反昭雪并不容易，种种复杂心态，导致
他在此诗中虽有剖白心迹之言，却更多愤激悲苦
之辞，声调辞句，怨而未怒，却哀而近伤，已近乎变
风变雅之音。

胡风此期的诗作中，以《怀春室杂诗》《怀春室
感怀》与《流囚答赠》为佳，对照其中的辞句，如作
于冤案发生约10年后与聂绀弩唱和的组诗《次原
韵报阿度兄》，尤其“其二”中的句子：“太息书生无
史识，几曾读懂党人碑？”其心态变化实不难追
索。中国的新文学家一向不太喜欢读史——偶尔
读史甚至治史者，也往往强调新眼光、“新境界”，
此一弊病，左翼文学家犹然，内中心态，仿佛知堂
老人所言：“以为从此是另一世界，将大有改变，与
以前绝对不同，仿佛是旧人霎时死绝，新人自天落

下，自地涌出，或从空桑中跳出来，完全是两种生
物的样子”（《闭户读书论》），而征诸史实，以往的
历史，仍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教训，读史得间者，则更可以认识到人群之中“凡
圣同居，龙蛇混杂”的灵魂分布状态，对于人群之
中不可免的共同生活也会有较深入的认识，出处
去就，也就会略为不同些。

胡风系狱近10年后认识到“史识”的重要性，
可以说是用生命换来的教训。然而，“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似乎是特定类型人注定的命运。历史
上那些奔赴悲剧命运的人物，往往是不由自主地
选择了命运指派的道路——如果是清醒自觉的选
择，怨尤可能会小一些，在历史中留下的能量也会
更强一些，也就更为后人所纪念一些（此可如屈原
和文天祥的例子）。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和
命运，也各有自己不可代替的意义——屈原固不
能代替渔父，渔父却也不能代替屈原，“竭知尽忠
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然不经意之
间却已显示出自己内心的选择，纵精通卜算的郑
詹尹也只能回答说：“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
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
策诚不能知此事。”

胡风此期曾有诗句曰：“翻天无畏惧，系狱不
凄惶。”（《猴王赞》），然而人都是软弱的凡人，没法
全然成为神话和文学中的英雄，在关押之中，他仍
在期望着“对话”，甚至“文革”中在四川囚居期间，
患了严重的“心因性精神病”，他依然在和不在场
的“权威者”进行着虚拟的对话……只是那弥天的
灾祸、满怀的冤忧、古往今来不断重复的悲剧，又哪
能有几个凡人承当得起？故与其诉说于个人，不如
诉说于天地——人世间对此的模仿，便是诗，是音
乐，是文学和艺术……而要对此进行理解和解消
者，则恐怕不可避免地走上热爱智慧的哲人之路。

我曾经把七月派的潜在写作，概括为“从现实
战斗精神到现代反抗意识”（《潜在写作：1949—
1976》），这两个概念都是从陈思和那里借来并做
了变通的：现实战斗精神指的是1949年之前他们
写作中那种批判现实的激情，现代反抗意识则指
代的是冤案发生之后他们对荒诞命运的反抗——
表现在他们的潜在写作中，则是不自觉地带上了
某种现代主义的色彩。

这种现代主义色彩，有时候在他们的写作中
体现为某种鲜明的视觉意象，比如曾卓的名诗《悬
崖边的树》：那棵树是被“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
风”，“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
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
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
强”——“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
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是一种被命运摧残得变形但却在深谷断崖上顽强
地站立、并期待着生命的奋发的形象，如果了解现
代主义文学中某种反抗荒诞的悲剧精神，不难发
现其中的共通之处——尽管此诗中似乎仍还保留
着某种浪漫主义精神的残留。类似的意象，也出
现在牛汉的《半棵树》里，表现得更为残酷、也更为
悲壮一些：

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

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
像一个人
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
侧着身子挺立着

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
从树尖到树根
齐楂楂劈掉了半边

春天来到的时候
半棵树仍然直直的挺立着
长满了青青的树叶

半棵树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

人们说
雷电还要来劈它
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
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
诗中典型地体现了牛汉此期诗歌中充溢着的

伤残意象（其他类似的还有被剪掉了趾爪的华南
虎、被砍掉了头颅的灌木、被伐倒的枫树等等），然
而形体的残缺和精神的昂扬却形成了一种不无悲
剧色彩的矛盾结合，最能代表在荒诞命运之前的
精神挺立。

七月派诗人的潜在写作，也有一些表现了极
端状态之下残酷的心理体验，比如彭燕郊的《空
白》，表现了在极端处境之下自我濒临消解时的心
理状态，又如绿原的《面壁而立》，以幻觉的形式，
表现了一代人的生命姿态：1960年8月，绿原被单
身囚禁5年后将转集体监狱，在交接室被命面壁而
立达二时许，诗人这时突然产生幻觉：“一堵手舞
足蹈的白墙”像猛兽一样向他扑来，两者“面面相
觑”，离得太近，“近得简直看不见但听得见它”，于
是在幻听中他的各种各样的意念像油彩一样向白
墙泼去，使之成为“五颜六色”的“一幅可怕的交响
乐式的大壁画”：幻觉的第一个层次，他听到“风声
雨声枪声以及逃窜者惊慌而凌乱的脚步声”，那逃
窜者似乎逃出了壁画，与他并排站立，艰难地喘息
着；在第二个层次，他听见自己“一脚跨进了壁
画”，“正和逃窜者一起在刺丛中间爬行还在喘
息”，前面有路，又似乎没有路，“在有路和没有路
之间”，逃窜者们奔跑着，“在希望之中奔跑着”；进
而，他从幻觉之中苏醒过来，然而感觉自己一个人
还在奔跑，匆匆奔向了永恒——“什么也没有”的
永恒，也许就是没有绝望与希望的虚无吧，它至少
使得他从纷乱中清醒——然而，这种虚无中的清
醒没有机会延续多长时间，交接手续完成，新的

“宽敞而嘈杂的监狱”“像一头巨兽”把他吞没。他
进入了另一个精神与肉体的炼狱。

在另一些时候，他们的潜在写作中格外残酷
地表现出所面临处境的荒诞无望，典型的如绿原
的《又一个哥伦布》，把单独囚禁时面对的无穷无
尽的时间的绝望，换喻成贸然出航的哥伦布在大
海上面对着的空间的绝望。而在这种荒诞无望的

绝境中，竟然也有精神的觉醒和绝境突围的实际
努力，前者如绿原的《自己救自己》中的精灵，在无
穷尽的期待和失望之后，不再对外界寄予希望，而
从自己的精神内部寻找拯救的可能，后者如绿原
在狱中的漫长岁月中，“像斯特凡·茨威格的主人
公在狱中自学象棋一样”，“通过自学德语排遣无
穷的岁月和无垠的忧伤”（绿原《胡风和我》），以后
德语程度竟然到了能够翻译卢卡契与里尔克的程
度；又如张中晓，在最初的审查关押之后，释放归
乡养病期间，他在贫病交加中阅读能看到的各种
典籍，写作《无梦楼随笔》，其中的有些思想，不仅
是对胡风思想的超越，而且也突破了新文化传统
中某些固有的局限——如同加缪在《西西弗斯的
神话》中所言，他们的行动“就是对荒谬的反抗，就
是对诸神的蔑视”。

七月派的现实战斗精神，来自于鲁迅的文学
传统，他们的现代反抗意识，虽说更多出自自己的
生命体验，但也和鲁迅的精神传统不无某种关
联。在研究他们的潜在写作时，我曾格外清楚地
意识到这一点，譬如《悬崖边的树》和《半棵树》，不
是分明能让人联想到鲁迅的倔强和硬气吗？而绿
原的《面壁而立》中的幻觉，分明就是对鲁迅的“刺
丛里的求索”的精神在另一种状态下的写照，全诗
的风格，更是让人想起鲁迅的《野草》。事实上，他
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写作，不论是胡风对“精
神奴役的创伤”的发掘，还是对“主观战斗精神”和

“原始生命强力”的强调，乃至阿垅的《纤夫》等诗

作中的近似梵高式的刻画和笔触，以及路翎小说
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心理发掘和拷问，都显示
出了他们的文学中某种不一定完全自知的现代色
彩，只是这种色彩，在这一流派成员的潜在写作中
才得到了格外清晰的表现。某种程度上，这也说
明了，现代意识和现代主义风格，不仅内在于新文
学的发端之中，而且，它们在“文革”后中国文学中
复活，也自有自己的实感经验和文学传统——绝
非简单的横向移植可以全然说明。

研究七月派的潜在写作和胡风冤案受难作家
的命运时，我曾常常感到某种无力感，那样的悲剧
性的命运、残酷的心理体验、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
和某种反抗命运的精神力量，是只有伟大的戏剧、
小说乃至音乐才能进行恰切的表现，研究得再深
入细致，写作得再刻苦用力，终究有隔靴搔痒之
感。事实上，不特胡风冤案如是，20世纪中国和世
界上的种种悲剧，也呼唤着伟大的文学和艺术表
现，那样的作品，该是充满历史和人心的洞察力，
而且又有着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因此不但能表
现出那种难以言传的人类的极端经验，而且能够
让逝者的灵魂得到安息、让生者的心灵恢复平
静——那该是需要调动从古典到现代的所有艺术
经验才能完成的吧（在我的阅读和视听经验中，国
内似乎只有王西麟的音乐有些这方面的味道，我
期待着更丰富和更有力的作品。）——那样的作品
的出现，便该是我们告别莽撞狂躁而又充满悲剧
性的20世纪的真正开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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