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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派是指围绕着《七月》杂志崛起的作家群体，核心人物
是胡风，作家则以新人为主。《七月》如此命名，一为纪念“七七
事变”，《七月》崛起于抗战时期，成长为抗战时期最为重要的文
学刊物之一；二为了纪念鲁迅，鲁迅可谓《七月》的旗帜。《七月》
固然为同人文学刊物，但其实有政治诉求。它在国统区创办、发
展，一方面与国民政府斗争，另一方面与其他左翼阵营亦有竞
争。1949年之后，延安接管全国，虽亦给国统区、沦陷区文化人
较高政治地位，但他们毕竟只是统战对象。同时，在国统区与沦
陷区工作的共产党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处境也较为艰难，“胡
风集团”事件、潘汉年事件等即是表现。

《七月》一旦成派，处境会相当危险。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
若守谦、守雌，或可无虞，一旦进取，甚至写了《三十万言书》，各种
矛盾遂激化。胡风知进不知退，他个人才华横溢，但在几次具体处
境之中，将局面弄得一团糟，人事关系亦未理顺。胡风能与少者处，
但不能与长者和同龄人处，他会做“大哥”，但不会做下属。

左联时期，胡风即与周扬交恶，二者皆试图争夺文艺界领
导权。他们都是理论家，皆有指点江山之势，周扬所恃者乃延
安，胡风所恃者是鲁迅与在国统区的部分共产党领导，二者就
实力、才学等论旗鼓相当。抗战伊始，要以团结为主，应以大局
为重，内部宗派主义斗争会削弱整体实力，故两派争论逐渐得
以调解、缝合。但此次争论，后患无穷。“胡风耿直”，非但不能随
缘消旧业，反而四面树敌，至于之后处境日益艰难。

创办《七月》，乃胡风在国统区继续斗争的具体实践。胡风
志在革命，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几经抉择，文学是其参与革命的
途径或方式。胡风以《七月》杂志为平台，做编辑，又做评论家，
发现、培植了一批新人，发表了一系列新的作品，或有与周扬分
庭抗礼之意。《七月》派作家群的崛起充实了文坛队伍，也改变
了文坛的结构。艾青、丘东平、田间等皆得到胡风的培养与扶
植，他们在《七月》上发表文章，胡风为他们写评论，向社会推
介，并将其编入《七月》文丛。之后《七月》停刊，《希望》创刊，大

致是延续了《七月》的思路，路翎、舒芜等则在彼时崛起。但福兮
祸兮，委实难说，昔年文坛新秀，一朝竟成了阶下囚。

艾青（1910—1996），毕业于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学习美
术，之后赴法国留学，学习油画。归国之后，艾青在上海与江丰
等从事左翼美术运动，不慎被捕入狱。彼时，文艺政策过于严
苛，刚从法国回来的小年轻，思想左倾，应不是大过错。若宽以
待之，或无大事，然而一旦将其关进监狱，艾青必然成为坚定的
反对派，由其以艾青为笔名可证。艾青本名蒋海澄，某次写他自
己名字时，写至“艹”字头时，忽忆起蒋介石之蒋，遂在“艹”字头
下面打了个“×”，于是因而用之，遂以艾为姓。给蒋介石打叉，
成了艾青生平之志。艾青在监狱中作了几首诗，颇获好评，出狱
之后逐渐放弃油画创作，反而成了诗人。恰是应了那句话“家国
不幸，诗人幸”，诗人艾青的能量得自于抗战，他以诗歌写出了
战时平民的艰辛处境，吟唱出抗战一代人的心声，也激励了民
气，故引起共鸣。譬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写出了中国当时
处境；《向太阳》则写出了中国希望之所在。

抗战是艾青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数量多，质量亦高，留下
了多首名篇。新中国之后，艾青命运多舛，之后尽管复出，也写
了大量的诗歌，但为世人记住者较少。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艾青的代表作，在中国几乎家喻
户晓。艾青这首诗作于1933年，彼时他尚在狱中，处境艰辛，亦满
腹怨气，故借诗以抒之。这首诗以左翼的视角解构了传统家
庭伦理，重构了父母、兄弟关系，对当时的国家亦有批判，确实
具有革命意义。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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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

自 己 的 灯 塔
——论七月诗派 □孙伟科

艾青及其《大堰河——我的保姆》
□刘 涛

七月诗派诞生于战火年代，他们没有躲避枪林弹雨，而是
以诗为武器，快步加入了古老民族走向自由与解放的征程。七
月诗派诗人们散金碎玉般的诗作，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远去而
褪色、而湮没，他们激越沉雄的歌唱，曾经是时代的强音，也一
直鼓舞着热血沸腾爱国者和大地的赤子，他们都是战士与诗
人的结合。鲁迅说早该有一片新的文场、早该有几员勇猛的闯
将，七月诗派做到了。

沿着鲁迅指引的路前进
20世纪的中国，是抗争与屈辱、失败与胜利、压迫与独立

交织的世纪，也是古老中国走向自由与新生的世纪。在它的
最初10年里，面对凶残列强的百般蹂躏，失败主义情绪成为民
族的情绪，“百事不如人”的心理占了上风，一时间悲观绝望、
颓靡丧败之气弥漫空中。所以在 20 世纪 20 年代里，鲁迅在

《苦闷的象征·序言》中感叹：“中国现在的精神何其萎靡锢蔽
呢？”

一个古老的民族，一片荒芜的土地，面对黑云压城的压迫
和危机，她怎么能一直沉默？祖国母亲，不允许她的儿女的志
气如此消沉涣散下去。

解决的方法是什么？鲁迅说，一定要参加到社会中去。
参加到社会的发展中去，让青春回归青春，去战斗！去反抗！
于是，生活的旋律就是诗的旋律，诗的旋律就是生活的旋

律。
胡风说：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
如此感召，让艺术和生活走向高度同一，让诗与人生融合，

让美走向崇高，于是诞生了七月诗派。《七月》杂志出刊只有短
短的4年时间，但它所产生的以它的名字命名的诗派却是现代
文学流派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思潮之一。只有30期左右的杂志流
布，但它却塑造了不朽的雕像，创化成为崇高美学的感召。

他们的名字，从胡风、艾青、田间到阿垅、鲁黎、绿原、彭燕
郊、天蓝、冀汸、孙钿、化铁、杜谷等等，都是更易后的笔名。阿
垅《再生的日子》是诗人们的隐喻：“我/第二次诞生了，/沐着
血，我和世界再见/我是一个浑身上下红尽了的人！”远离了母
亲亲切呼唤的名字，抛弃了最温暖的呼喊，把自己交给了最广
大的人民，你是她们的儿子——忠诚的儿子。于是，母亲的苦
成为你的悲愤，母亲的伤成为你的不平，母亲的挣扎成为你的
生命力，母亲的干瘪和丰饶成为你的痛与喜。母亲就是大地，
大地就是母亲。你在大地上奔跑、流浪，却永远依偎着母亲的
胸怀！

绿原的《你是谁？》：
暴戾的苦海/用饥饿的指爪/撕裂着中国的堤岸，/中国

呀，我的祖国，/在苦海的怒沫底闪射里，/我们永远记住/你底
用牙齿咬住头发的影子。

如果把大地看作是母亲的意象，那么母亲的塑像，是狞厉
和峥嵘、是愤怒和坚韧。“你的每粒玉屑一样的牙缝里/为什么
含恨地咬紧着发丝？”（邹荻帆《花与果实》）除了震撼人心的仇
恨形象，还有战士的坟场：“在诗篇上，/战士的坟场/会比奴隶
的国家/要温暖，/要明亮。”（田间《给战斗者》）

如果要寻找七月诗派的发生，那就到激烈的生活冲突中
去吧！诗的源头，就是中国在近世破败的源头，诗的源头就是
英雄儿女们反抗的源头。这里是血与火、怒火与复仇，而不是
雅与静、平和与渺远。他们一群是母亲怀里的赤子，所以他们
对风雨、刀枪、抢掠、剥夺有切肤之痛，胸中填塞着不平。20世
纪上半期的中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被瓜分的
中国、被撕裂的中国，人的群体也被分裂了，知识分子的分化
在加剧，那些不屈服于命运并反抗命运的人，他们不愿被压
迫，不愿继续做奴隶，这就是他们脱颖而出的契机。如胡风所
说：人生战斗的根源，正是艺术创造的根源。

他们诗的脚步，是如何开启的？这是一种全新的自由体诗。
七月诗派的诗人之一鲁煤，最早创作的诗是《连傻瓜都知

道》：
连傻瓜都知道/不能往坟墓、死亡赛跑/但竟有这样的傻

瓜//连白痴也明白/不能逆时代潮流而动/但偏有这样的白痴
如此直白，如此急切，像是喊叫，也显得匆促，但关心时

代，关心命运，充满忧患，恨其不争。对生活和时代有如此的主
动、主人态度，和现实政治如此迫近，这就是七月诗派。与其说
他们要当时代的歌者，不如说他们要当时代的主人。

是的，七月派诗人，大多信奉“诗人和战士原本是一个神
的两个化身”。

他们是诗人，而不是做诗的人。诗，就是他们的生活，是他
们燃烧的生活、是他们热血贲张的生活。面对生活，他们的血
从未凉过。他们爱憎分明，他们来自底层，要与底层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他们声言他们不是主持公道的君子。他们不是“看
戏人”，他们无法文质彬彬，他们无法端庄雅丽，他们无法平静
出入、不即不离、冷眼旁观、费厄泼赖。如冀汸在《致约翰·克里
斯朵夫》中咏唱：要做时代的纵火犯，要烧毁这个旧世界。要作

《石工》颂，他们“开山造桥，为奴隶们树碑”。
《七月》的创刊号上发表的《愿和读者一同成长——代致

辞》中表明了七月社同仁一致的主张：“在神圣的火线下面，文
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的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
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反映里提高民众
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路线。”蠢动，蠢动着，这说明
了他们的自发性，与要生存的生命要求联系着。这是被逼到绝
壁悬崖的民众的要求，他们的人民立场不容怀疑，如胡风在《给
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里所说：“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
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有诗。”

他们是最彻底的“生活本体论”者，在生活和艺术之间，生
活始终是第一性的，对他们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要过真实

的生活，而不是书斋中思考的生活；他们要过与民众相结合的
生活，而不是自居俯视的叙述者。他们和民众有着血肉联系。
他们这个群体立意要成为精神界之战士。

诗是他们生命的惟一证据，而诗来源于他们的生活。

伟美与静穆的美学冲突
七月诗派，崇尚的不是秀丽。因为现实的中国，虎狼成群，

风沙扑面，美不过是心造的幻像！要征服强大的敌人，必须歌
颂伟美的人民。是的，他们追求伟大之美和伟力之美。伟美包
括伟大之美和伟力之美。庄严崇高的思想是伟大之美的必要
条件，气势磅礴、力如千钧是伟力之美的必要条件。

七月诗派开宗明义：反对流丽甜美，反对温柔迷离，反对
低吟浅唱，反对婉约纤巧。诗以流露温情和软弱为耻。诗可以
冷峭、奔放、热烈，也可以含蓄，但不可以无病呻吟，矫情造作。

如彭燕郊的《山国》：
像一队慌乱的避难者之群/在死亡的威胁下挤聚在一块/

像一叠叠被飓风吹刮在一起的波浪/匆忙地、急遽地、合成汹
涌的一堆/这些高叠入云的大山啊。这个“山国”的意象不优
美，不宁静，它压迫人压抑人，它让人心绪不宁、热血奔腾。

让你无法安坐，让你失去宁静，排山倒海，狂澜既倒，画面
内含着要爆发的力，这就是七月诗派。从审美趣味上来说，七月
诗派走向了静穆美学的对立面。七月诗派的诗人们并不是不懂
静穆美学，并不是不懂静谧、安详、悠远、单纯，并不是不向往和
平，而是他们无法静穆，而是他们不能做亡国奴。在阅读中、在
学习中，他们能够欣赏静穆之美，能够领略“悠然见南山”、“坐
看云起时”之美。但在生活态度的选择上，也是在艺术态度的选
择上，他们无法选择超然事外、怡然自得的态度。面对他们火热
激烈的诗，面对他们血淋淋的诗，面对他们直接叙写战场杀敌
的诗，有人瞧不起这些战士，称他们是“演戏的人”，以超然物
外、冷静公平的“看戏的人”自居，认为他们对“诗美”不自觉。他
们不是超越喜怒的理性审视者，而是充满了勇气的生活实践
者。他们拒绝中庸，拒绝不偏不倚，拒绝文质彬彬，拒绝中和之
美。

中和之美，在20世纪的中国，完全变成了不敢令人奢望的
审美理想，宛若海市蜃楼，变成了一触即破、移步即灭的幻影。
借助审美传统的惯性，人们完全可以在高悬的精神空间上营
造它，然后幽居其中，看云卷云舒，听花开花落。可是，七月诗
派选择了匍匐于大地的路，与河流一起奔腾，与大山一起呼
吸，与民众一起歌哭。对于“七月诗派”来说，它的诗歌继承的
是现实主义“不平则鸣”的文学传统，在达到了人、诗、生活三
位一体的情境下，是无法以一种古典主义的理想为典范的。

鲁迅说，“我们的创作也常现出近于出题目做八股的弱
点”。按照古典主义法则写诗，只会产生一些新八股。克服它的
法宝是什么？直面鲜血淋漓的现实，反抗外族的侵略和因袭的
创伤，以生活入诗，写真情实感。诗的极境是什么？让无边无际
波澜恣肆的生活成为诗的法则，表现心灵深处的情感、表现痛
定思痛的情感。显然，七月诗派是诗歌中的现实主义，它的胜
利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七月诗人绿原说：诗从沉寂的书斋里，
从肃穆的讲坛上呼唤出来，让它在人民的苦难和斗争中接受
磨练，用朴素、自然、明朗的真诚的声音为人民的今天和明天
歌唱；这便是中国自由诗的战斗传统。

正像阿垅评价孙钿的诗：“就好像春雨沛然中的溪涧，猛
涨而怒鸣，奔腾而坚执，呜咽而高歌，巨岩不可阻遏，堤范无从
强制，被曲折了然而不改流向，被扰侮了然而更加激烈，汇于
万流，趋向大海，洋洋乎战斗的青春，浩浩乎队列的前卫。”而
阿垅自己的诗也跃动着愤懑、悲壮的美。他的《纤夫》《琴的祭
献》《写于悲愤的城》和《去国》等都具有这一特点。其中《纤
夫》，在那条纤绳上，“组织了脚步，组织了力”，“组织了群”，

“组织了方向和道路”，是一首“人底力和群底力”的颂歌。
是的，七月诗派的诗，是崇高的山和深沉的河的一次浇

铸，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塑造了气势如虹的“大我”。七月派的诗
人们“知道风的方向”，他们《为祖国而歌》（胡风），唱出了《血
的歌唱》，坚决勇敢的《走向北方》。

他们不是对生活没做过冷静的思考，但他们放弃了算计。
他们不能放弃寻找生活的动力，不能不把自己变成推动生活
向前的力量哪怕是一颗“原子”。在坚如磐石的大地上，碰撞出
能量，碰撞出火花，诚如他们中的“人民诗人”艾青说：我们的
诗，就是铁与铁的撞击，所发出的铿锵。这才是他们的追求。他
们不畏惧自己诗句平易、粗粝、长短不齐，但却目标伟大，直刺
人心。

他们宁愿有剑，而超过有笔；他们宁愿有枪，而超过有名。
他们可能会忘记自己是诗人，而始终不会忘记自己是战士！为
现在抗争：抓不住现在，也就无从谈未来。

沉郁、浑雄、崇高、明朗、朴素——凝重沉炼、奔腾扬厉，这
是七月诗派的风格。

这是被时代所决定的风格。诗要流火喷石、兴云致雨，不
是闲逸冲淡、大彻大悟、自我解脱。从田间的《给战斗者》，到阿
垅的《到战斗里去呵》，再到胡征的《七月的战争》，与民族解
放、人民解放的历史联系着汇成了一股反抗、战斗、前进的滔
滔激流；从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向太阳》，到鲁煤的《一条小河
的三部曲》，再到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和彭燕郊的《山国》，塑
就了太阳、大地、海洋、草原、群山以及祖国、民族、人民、革命等
巨无霸形象；两者的融合，铸就了坚韧不拔、顽强战斗、大义凛
然、勇于献身的民族精魂，显示出崇高悲壮的审美风格。

但，七月诗派也遇到了问题，正如阿垅在评价冀汸时，说
他“忽然写得很不好，又突然会极好”。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虽然不能要求每一首诗都是上品，但
为何会出现严重的不稳定？出现“很不好”和“极好”的情景？

有人说他们是因为政治出卖了诗，将诗变成政治的附庸，
变成了宣传品，或流行的口号。是的，在诗和政治之间存在着

“美学”问题，这些七月诗派在实践中注意到了。从生活到诗，
从忠实于现实、抒发真情实感到成为诗，中间有一个诗学的

“创作论”问题。从创作的层次讲，生活本身即便是真实，也不
能直接成为诗。

从美学原则到创作论之一：诗要有思想
“诗缘情”，七月诗派是强调情感的作用的，诗人要有“燃

烧的热情”。写不出而硬写，不仅会“隔”，而且必然会使诗变得
庸俗不堪。

罗洛说：“与激情同在的生活，这才是诗。”阿垅说，诗是需
要高大的灵魂和阔大的感情的。阿垅还说诗要表现“典型环境
中的典型感情”，典型感情即指“要诚挚的感情，不要虚浮的感
情；要健康的感情，而不要疾病的感情；要充沛的感情，而不要
贫弱的感情；而且要大众的感情，而不要小我的感情”。

但仅仅有感情也是不够的。思想不是诗的“异己分子”，思
想就是情感的意义，深刻的情感不可能没有意义。所以胡风说：

“在一个伟大的革命者或思想战士的论文或演说里面我们能读
到庄严的诗。”所以罗洛又说“诗要有思想”。阿垅又说“思想之于
诗，有如绿色之于树木，锋刃之于刀剑”。诗要不是在感觉世界里
四分五裂，就应该拥有“把握生活的思想性和拥抱情绪世界的力

量”。写诗必须以“深邃的思想力量”去“突进现实的密林”。
七月诗派中以哲理诗写作而著名的绿原，在《诗与真》中

有“人必须用诗寻找理性的光”的一段：
人必须用诗寻找理性的光，/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

梁，/人必须用诗开拓生活的荒野，/人必须用诗战胜人类的虎
狼，/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

人们常常说七月诗人是以诗情的内在旋律为依据的。内在
旋律是什么？包含着逐步深化的思想线索和透视本质的力量。

从美学原则到创作论之二：赤子之心
不允许油嘴滑舌，不允许轻薄为诗，不允许瞒与骗，也不

喜欢虚假的团团圆圆。真实与真诚，是指对客观的尊重、对人
民的主体真诚，这是七月诗派的纪律。阅读七月诗派诗人间的
通信和评论，他们的交往和言说有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七
月诗派的刊物选稿坚持宗旨，标准严格，批评意见开诚布公。
自始至终，七月诗派的理论表述都认为：不但是艺术形式、技
巧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态度上的问题，对待现实的态度、对
待艺术的态度。胡风的要求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决不能轻佻
地走近诗。”假如，你失去了庄重庄严的态度，假如你的诗笔流
出来的不是血，也就自我解除于七月诗派之外。

七月诗派的领唱诗人艾青说：“写诗有什么秘诀呢？——
用正直而天真的眼看着世界，把你所理解的，所感觉的，用朴
素的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不这样将永远写不出好诗来。”

与其说写诗需要赤子之心，不如说是赤子之心的痴忠、悲
苦、焦虑、绝望、希望成就了诗。七月诗派的诗人们要做的，是
赤子之心的担负：一个为人类的自由幸福的战斗者，一个为亿
万心灵的灾难的苦行者，一个善良的心底的拥有者。

艾青的诗论，是自己真实心灵的坦诚展露，这算不上是秘
诀。但对于诗人来说，主体的真诚，却不是主观努力就能做到的，
它取决自我开掘的深度，它取决能不能将主观情感凝聚在诗性
的意象上。艾青这首著名的《我爱这土地》不就是如此吗？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
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
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
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
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诗里交织的复杂情感，蕴蓄着悲愤、抗争与忧郁、毁
灭与重生等多种情绪，这是赤子之心的忧惧和痴心。

从美学原则到创作论之三：出与入
“入”是在生活的激流中，“入”是深刻的体验者，“入”是生

活的介入者。“出”是由里而外、走出生活，站在生活之上寻找
一个更高的视点，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巧妙、更本质地思考生
活、审视生活。拂去生活之河表面的泡影，让它的本质呈露；排
除习见的庸俗流言、枝蔓藤萝的遮蔽，让它的本相澄明。

那么，战斗在战壕里，就是诗取得合法理由的根据吗？创
作就是反映生活本身吗？是啊，置身在火热生活中的战士是英
雄，但，诗就是诗。胡风在给胡征解释出与入的关系时说：“王
国维的见解，是有美学价值的。所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讲
的是创作过程的内在规律。但这话不能解释为一半对生活而
言另一半对创作而言。诗不是生活激流本身，而应该是生活激
流的浪花。”

浪花是多彩的、多样的，包蕴着主体的力量、闪烁着个性
之光。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胡风引出了王国维，这是对诗创作之
“写法”与“规律”的循循善诱。

创作主体要饱含激情，就需要投入生活的激流去深切地
体验。在生活的激流中迷茫、被泡沫裹挟时，则需要拉开距离
进行高远、理智的审视，这是不是那“创作的主体和客体相生
相克的过程”？

把对生活的哲理思考丢弃的人，不是诗人，是懒汉；这些
人不是精神世界艰难的跋涉者，而是既有思想的抄袭者、取巧
者、改装者。

七月派的诗人们，不是对生活放弃哲理思考与总结的人，
他们沉静的思考和人生总结，也有“明德”、“说理”倾向。

鲁黎的《泥土》：
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有时时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

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个人与群体、自我与众人统一在社会关系中，但其矛盾却

是永恒的。在新的历史情况下，珍珠、泥土之变，内含着的是真
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说明哲理诗，不是用生活稀释先验真理

和已经存在的高明见解。
七月诗派的歌声，有冲锋陷阵的激越号角，有战士心灵的

温煦抚慰，有战歌有挽歌，有宣言有凭吊，但没有低回的伤感
与示弱。鲁迅呼唤，“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有作
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
于荒寒者乎？”

多姿多彩的七月诗派，伟美是主流，但不是惟一，七月诗
派不单调。

自己的灯塔和自己的路
七月诗派的道路，如绿原在《萤》中的诗句，找到了“自己

的灯塔，自己的路”。
这个灯塔是鲁迅，他们共同崇奉鲁迅的文学之路。

“鲁迅底一生就是一首诗。”他们要续写这首“心事浩茫连
广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鲁迅不以“诗名”闻世，但七月
诗派相信：是诗，哪怕是埋藏在散文里、谈话中也能被感受到！

在鲁迅的旗帜下，他们聚拢在一起，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
动。如曾卓说，当遇到文艺界产生分歧时，“本能地是站在鲁迅这
一边”；当看到不同的诗见解的时候，“非常敬佩胡风对诗的理
解”。如果不是鲁迅的思想深刻高迈，如果不是胡风对于鲁迅的
阐释符合了发展的时代需求，是不会形成这样的血脉线索的。

作为七月诗派的灵魂人物胡风说，他们靠近我时，已经有
了自己的思想和理想，我更多的是出于一片爱才之心。

这是一个自愿结合群体，这是一群由于美学上价值诉求
趋同而走到一起的人，这是一个在美学上具有独立性的群体。
看似围绕一两个杂志，但他们结合得又最紧密，流派的色彩最
浓郁。

从此，这些口语体散文体诗歌，在血泊中站立起来，成为
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的“灯与镜”。是的，他们是鲁迅美学合格
的继承者。

显然，七月诗派走过的路，是一条与时代紧密结合的路，
但不是肤浅结合的路、不是飞行于生活高空之上的路。他们反
对过冷冰冰的现实主义，也反对过政治正确、先进世界观的决
定论；他们反对过复古的民族形式，也反对过为艺术而艺术、
为作诗而作诗。他们往往打入现实、打入生活最深，他们又往
往解剖自我最严、最真诚、最无情，他们的理念生发于实践，来
自于生活，所以外力难以更易，耳提面命的训导毫无作用。正
因为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和革命的胜利有自己的理解，有独有
的感情，有不能舍弃的理念，所以，当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们
那抗击“机械论”的声音，最终酿成“胡风事件”，致使七月诗派
的成员整体遭厄。鲁迅晚年所提醒所忧患的“革命者”以“政治
杀人”悲剧，还是发生了。

如邹荻帆的《蕾》：
一个未完成的理想/一颗正待燃烧的心
这是一个旷世悲剧！伟岸的身躯最终变成了倒下的身影。

当美学上的独立群体消失的时候，政治力量证明的不是自己
的强大而是自己的妄大与单一。缺少独立群体支持的政治力
量，往往不能实现自我更新的循环。

这个千古悲剧，似乎是一仍其旧的屈原悲剧。七月诗人徐
放在《过汨罗江》（1982年）中发问，伟大的祖国，宽阔的土地，
为什么“却偏偏，容纳不下你——一个屈原”。

胡风不过是用了一种自己的个性语言昭示了马克思主义
美学的民族风，却因此被视为异见者而罹难。他仅仅是因为没
有媚态，而被认为是暗藏着反骨。一生迫近政治，被政治所伤！

虽然文学与政治、诗与政治的关系讨论还没有结束，但是
正如聂鲁达所说：“政治诗比其他诗更有感情深度。”既然政治
是经济关系更集中的表现，那么诗也可以说是诗人主体与现
实客体更激烈的冲撞、拥抱。所以，田间说“政治激情是诗的
灵魂”。诗不是政治的随从和附庸，但在诗中表现个人的政治
理解却存在着风险。七月诗派的诗人们和政治有如此密切的
关系，也昭示出了七月诗派荣枯兴亡的秘密。艾青说，“民主
政治的溃败就是诗的无望与衰退。”七月诗派这一具有鲜明
政治倾向性的诗歌流派，因艺术家由衷的、自发政治觉悟而
起，最终又因高度一致的政治而衰落、星散。七月诗派正在
离我们而去，胡风、田间 20 世纪 80 年代去世，艾青、鲁
黎、邹荻帆20世纪90年代去世，曾卓2002年去世，彭燕郊
2008年去世，绿原 2009年去世，孙钿 2011年去世，他们的
脚步未远。

七月诗派的成功，是我国现代政治抒情诗发展的里程
碑。实践证明，当来自于生活的政治、体验的政治被特殊年代
政策规定的政治、概念的政治代替的时候，当政治要求诗去图
解它的理念的时候，当赐予的政治代替真实体验的政治的时
候，政治抒情诗也就走到了她的尽头。七月诗派成功的经验
是：七月诗派的政治，是从实践中来的，是从诗人的生活体验
与思考中来的，是从时代的浩荡潮流中来的，这个政治不是急
功近利的政策政治、不是政治家运筹帷幄之中的政治，而是体
现民众情感、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愿望的真实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