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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春天，国际笔会第 47 届年会在日本
召开，中国作家协会组团出席，由巴金、刘白羽、
朱子奇一正两副团长率队前往。巴、刘友谊，由
来已久，此时又得以同躬一事，一起赴东京、一起
行访、一起谒仰夏目漱石故居……相携而行之际
共话往昔，悠悠岁月自有说不尽的话题。当时情
景已难再现，幸有刘白羽事后写给巴金的一封
信，为那段历史留下了一痕鸿爪雪泥：

巴金同志：
您挂号寄的《兰河上》七月七日收到。由于

大雨，骤凉，我感冒发烧十余日——今天才向您
报告：邮递无误，请放心。

写上一封信给您时，我想到找书是一件很累
的事，天气又炎热，我即可从香港得到，就不要再
劳累您了。但您还是把仅有的一册赐赠，我十分
感谢。在东京和您畅谈，我讲到我走了一条错误
的路，就是过去几十年间，我花了很多精力做行
政工作，而没能专心致志地写作，这是发自内心
的话，也是今后行动的决心。过去一年，我写了
一部廿四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海》，现正酝酿
一部长篇小说，拟秋冬间动手。在这时收到您寄
的《兰河上》，使我再一次想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在
上海和您的见面，您亲自为我编印第一本书，第
二本书，引我走上文学道路，这对我是一种鞭策
和鼓舞。

北京连续四天大热，汗流如注，望珍摄。
问全家安好！

白羽
一九八四、七、十九

这封信，字不满400，内容却关涉一个几十年
浴血奋斗出生入死的非凡人生。笔者有幸，既熟
识这封信，也熟识写这封信的那位可亲可敬的老
将军。读信思人，不只是那个挺拔伟岸的身影闪
现眼前，更有那些诸如“牺牲”、“信仰”、“庄严”、

“神圣”等一类久违的词语激扬心中——让人荡
气回肠，让人肃然起敬。

“您挂号寄的《兰河上》七月七日收到。”“在
这时收到您寄的《兰河上》，使我再一次想到一九
三七年一月在上海和您的见面，您亲自为我编印
第一本书，第二本书，引我走上文学道路，这对我
是一种鞭策和鼓舞。”

“兰河”应为“蓝河”。《蓝河上》是刘白羽的第
二本小说集，内收《蓝河上》《盐贩子》两个中篇。
巴金编辑。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四月初版。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为《文学小丛刊》第
一集之一种。

该书问世时，刘白羽正在巍巍太行中，跟在
八路军总司令身边，亲证着一场场与日寇血火相
搏的战斗。不久前的 1938 年 12 月，他刚由艾思
奇、柯仲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自谓从此获得
了“第二次生命”。他说：“这第二次生命才是我
真正的生命，因为这生命不再属于‘自私’的‘小
我’，而属于一个神圣而纯洁的集体了。”而今后，
他将生命凝聚在共产主义理想之中，他的目光因
之超越了一己之得失荣辱。惟其如此，《蓝河上》
的结集出版也许再不足以掀起他的心底波澜，但
是感恩戴德之情却随着心胸的开阔而日益深
重。1937年1月在上海与巴金见面，他亲自为他
编印第一本书的情景，将永远如诗如画，留驻他
的心中：“巴金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沉默寡言，
但他的心里蕴藏着一种热情之火。”刘白羽说，

“他像无意中闲谈一样，跟我谈起文化生活出版
社要出版一本我的小说集，征求我的同意。我当
然高兴，但又有点着急地说，我连一篇剪稿也没
有带来。他这时取出一个纸包说：‘已经给你编
好了。’我打开一看，这是这一年之内我发表的六
篇小说，已经剪贴得整整齐齐。巴金对一个青年
作者亲自扶持的深情与厚爱，我是永远不能忘记
的！”

是的，“永远不能忘记”！忘记就意味着背
叛！生生死死一路走来，有过多少往事多少朋
友，让刘白羽几十年如一日铭记于心：小时候给
他“讲了很多书”的佣人老王，他不能忘记——那
是他的“第一个师傅”，他的“关于稗官野史的众
多知识大半是从他那里得来的”；丰泰隆商号那
个年老的厨师，他不能忘记——那是冷漠世界中

的一张慈祥面孔，曾在他挨饿之时，为他偷偷留
下“一碗温热的菜和一盘馒头”；那两眼凝注着和
蔼深情的K同学，他不能忘记——是他让他记住
了“社会”、“人生”、“压迫”、“自由”几个当时说来

“既新鲜又有光彩又有魅力”的单词，并在他的心
底埋下了《国际歌》这粒不熄的火种；东安市场内
十字路口南第一家书摊的主人，他不能忘记——
他不仅为他提供了《小说月报》等新文学期刊，还
冒着被逮捕的危险悄悄塞给他一本真正开启他
心灵之门的《毁灭》……还有保存了好几张他手
绘彩色地图的地理老师、教他学唱“夕阳红到无
边”的音乐老师、给他讲哥白尼让他第一次对地
球有了理性认识的物理老师，指导他一口气读完
了十几本契诃夫小说的图书馆老师……他一个
都不能忘记，一个都不敢忘记，一个都不曾忘
记！他为忘不了的无名窑工们写了《黑》，为忘不
了的在孙殿英部队惨遭杀害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写了《病》……还有《冰天》《没有春天的地方》《草
原上》《草纸厂》等等，都是为了那些不能忘却的
纪念而写的。将这些短篇合成一本的人是巴金，
为他发表第一篇小说的人是靳以——是靳以

“第一个”把他“引入文坛”，又是靳以约他到上
海，介绍他认识了巴金、黎烈文、赵家壁、芦焚、王
统照、叶圣陶、张天翼、吴组缃……刘白羽为之立
誓：“1936年3月《冰天》在《文学》发表，给我点燃
了新的希望。我决心不论在什么情形下，都要沿
着文学的道路走下去。”

“在东京和您畅谈，我讲到我走了一条错误
的路，就是过去几十年间，我花了很多精力做行
政工作，而没能专心致志的写作，这是发自内心
的话，也是今后行动的决心。”

的确，自从走入革命队伍，除了“北平军事调
处执行部记者”和“新华社总社军事特派记者”两
段经历外，刘白羽就一直工作在行政岗位上，先
后担任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
支部书记，重庆《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中国作
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作协副主席、作协党组书记
兼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务。诚如他在《心灵
的历程》中所言：“从延安整风以后，我可以说全
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革命的需要不是让我写小
说，我也绝没有为了个人的爱好和欲望而侵占工
作的时间……”“我不再拈着一支笔，游离于革命
之外，而成为一个党的工作者，任凭党的驱使，随
着革命的波澜，而曲折，而前进。”

当然，这一切都是组织安排而非个人意愿；
如果能由刘白羽自行选择的话，相信他一定会毫
不犹豫地放弃那些让许多人梦寐思服求之不得
的“官职”，而把自己安置在革命斗争的最前沿阵
地上——这不是妄自猜度，而是刘白羽已经无数
次做出的真实决断：1938年春天他初到延安，就

当面请求毛主席派他“到敌后去打游击”；1938年
年底他刚刚入党，就向组织打报告申请“到火线
上去参加战斗”；1945 年 12 月，中共南方局调他
去北平工作，他对派来与他谈话的同志说：“我不
去……要去，不如让我回解放区去作战。”1946年
10 月，内战在即，周副主席命令他即速撤离上
海，或香港或解放区两条去路任选其一。他的回
答是：“请允许我回解放区去参加战争吧！和日
本人打了8年，和称霸全球的美国人我准备打16
年！”——不是刘白羽天性好战，“而是为了正义
必须消灭邪恶”。因为“在战争中，日日夜夜承受
着火线考验，自私怯懦成了最卑贱的名词，为革
命牺牲是最光荣的字眼”，所以他“只有一个心
愿，就是到火线上去参加战斗”，他认为“这是履
行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惟其如此，他才
在解放战争打得最困难的 1947 年春天，坚决拒
绝了东北局让他留下来主持文艺界工作的决定，
义无反顾地走上前线。他赞赏自己的这个选择，
庆幸自己在做出这种选择时所表现出的“足够的
明智与果断”，他为之不无自豪地宣称：“正因为
我把哈尔滨的安宁与舒适抛给了别人，赴汤蹈
火、奋勇向前，我得到了一生一世回想起来毫无
愧色的幸福。”

上述经历，刘白羽都写进了《心灵的历程》
中。他说：“战火弥天，血流遍地，千千万万人前
赴后继，以身殉国，不就是为了我们能保存一个
卓然自主、永远巍然的华夏民族吗？”所以，“永远
应该到前面去！一个创造者的位置在那里！”——
这是刘白羽的信条也是他的使命，他以此自律，
也以此自强自傲。解放沈阳，他是最早进入沈阳
的；解放北平，他是先期进入北平的；解放武汉，
他冲到江边时，长江上敌人炸毁的轮船还在喷
火……然而，当战争结束和平到来，一切都发生
了改变之后，同样的信条同样的使命，却让他铸
成了一生追悔莫及的错误——1957年“反右”运
动中，已经走上领导岗位的刘白羽习惯性地站到

“前面”，结果整错了别人也坑害了自己，从此他
长期陷入鞭挞灵魂拷问良心的自我折磨中。他
一生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正大浩然光明磊落，惟有
这一点是他心中永远抚不平的创痛！他信中所
谓走了“错路”的“过去几十年”，应该就是从这里
开始算起的。

在东京与巴金畅谈时，刘白羽已是 68 岁的
老人，数月前刚刚离开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部长”
职位。头上的“官帽”摘掉了，肩上却还压着一大
笔沉重的良心债。他知道，在我们的人民军队
中，他是惟一一个亲历过抗日、解放、抗美援朝三
大战争的作家，所以他有责任有义务把战争中敌
人的凶残、战士的忠勇、人民的无私无畏都写出
来，否则他就愧对英烈，愧对祖国和人民。他说
过，“反正火药与战尘是不会白白从我们心上吹

过去的，阶级兄弟的生命又怎能不在我们心灵中
投下种子？”特别是解放战争，从一开始他就以新
华社军事记者的身份加入第四野战军，跟随着这
支英雄的部队，从松花江边一直打到长江北岸。
他熟悉司令部的每一个首脑，尤其与参谋长刘亚
楼过从密切，刘亚楼一直鼓励他写出一部能全面
反映东北解放战争的文学作品来。后来他的全
部战地日记毁于战火，刘亚楼听说后跺着脚连连
叹气：“这损失太大了！这损失太大了！整个东
北战争，只有刘白羽有这样一部上到总部下至连
队的日记呀！”为了弥补刘白羽的无妄之灾，刘亚
楼把自己珍藏的一大包材料给了他，里面包括东
北各个战役的作战报告，还有标着红蓝两色箭头
的作战地图。可是，这包材料又在“文革”中被抄
走了，对刘白羽来说这是天大的损失。后来他在

《心灵的历程中》写道：“刘亚楼死了，我欠他的这
笔债终于没有还。两次灾劫使我心灰意冷，再加
以行政工作占去了全部时间，我终于没能写出反
映东北战争的长篇小说，只能在这部《心灵的历
程》中做些衷心的回忆。想起当年征尘仆仆，笑
语纵横，现在我心里是既夹杂着欢乐也夹杂着哀
愁！”

“过去一年，我写了一部廿四万字的长篇报
告文学《大海》，现正酝酿一部长篇小说，拟秋冬
间动手。”

1983年，刘白羽被批准“离职休养”。欢送会
上，他当众发誓：“我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了，我
要在文学创作方面冲上去！”军中无戏言，他说到
便做到：两年后的 1985 年，他拿出了 27 万字的

《大海》，献给抗日战争；再两年后的 1987 年，他
出版了28万字的《第二个太阳》，献给解放战争；
1996年，他完成了85万字的《风风雨雨太平洋》，
献给抗美援朝战争；除此之外，还有 1993年 5月
23日在301医院病房里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心
灵的历程》，那是一部用血泪与生命书写的长达
90 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13 年，4 本书，230 万
字——对于一段从67岁迈向80岁的生命历程来
说，这是一个奇迹，是一位老革命战士、一位老共
产党员创造的奇迹。个中真味，岂是曹孟德一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所能了得！
读一读《心灵的历程》吧！哪怕只是匆匆浏

览一遍，也就一定会知道，这样的书，除了刘白
羽，当今是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出来的！且不说
内容，单是作者倾注其中的那种熊熊燃烧的激
情，就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有的——它需要对信
仰的忠贞，对理想的执著，对真理的崇拜，对献身
的向往；需要灵魂的高贵，情感的圣洁，品格的严
正，心性的澄明，否则便不可能具有那种感天地
泣鬼神的精神力量。只可惜时过境迁，物非人亦
非。刘白羽这种碧血丹心式的诗性表达，在新时
期的读者眼中或许只是一则红色神话而不予亲

近，在评论家的笔下则一度被授以“五老峰”的冠
冕然后敬而远之。好在这种结果早在作者意料
之中，他曾经亲口告诉笔者：“创世纪”时代的波
澜壮阔雄奇伟大，非亲见亲历者是难以想象因而
难以相信的。“正因为如此，我就更要把我所经见
的原原本本写出来——我是记者，这是我的责任
和使命！我相信共和国宏伟大厦的那些奠基者
们，历史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心灵的历程》问世之时，前苏联早已解体，
地球上的社会主义阵营也早已不复存在，但刘白
羽却丝毫不为所动，他像当年李大钊在绞刑架下
预言“试看将来寰球必是赤旗世界”一样挥笔写
道：“这是一个伟大而壮丽的时代，它，也许需要
许 多 年 ，但 历 史 的 辩 证 法 是 决 不 会 被 摧 毁
的。……《国际歌》声在整个地球上不但不会消
失，还会更加豪壮。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谁
想用幻想来代替科学，那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对这个气贯长虹的论断，笔者无意探讨其正确与
否，只为持论者不屈的共产主义信仰而唏嘘感
佩——当人们纷纷转身离去时，这种顽强的坚守
是何等的崇高而悲壮！

在《心灵的历程》中，刘白羽写了“九一八事
变”、“卢沟桥事变”、“淞沪事变”、延安文艺座谈
会和延安整风、延安大生产运动、重庆谈判、北平

“军调”、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第一届政治协商会
议、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开国大典等重大历
史事件，涉及的人物有数百个之多。经过几十年
岁月的冲刷淘洗，这些人物在他的心中他的笔下
依然声情并茂栩栩如生。从他们身上，不仅可以
看出刘白羽大恨大爱重情重义的品格，还可以看
到他摩天接地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他去华北敌
后，是毛主席亲笔写了致“八路军各级将领”的介
绍信；他去东北战场，是周副主席夜半送他“出
征”；朱总司令向他谈过自己的经历；贺龙举着一
只烟斗在地图上为他规划过行程；他曾经同林
彪、罗荣桓、刘亚楼共乘一列战车；曾经同林伯
渠、王若飞、何其芳一起拜谒轩辕陵；吕正操专门
调火车头送他奔赴前线；洪学智特派一队骑兵
护送他“追赶”战争。在雾都，郭沫若为他的

《环行东北》 举行别具一格的家庭“首发式”；
在上海，他拜访叶圣陶、傅彬然，相交郑振
铎、戴爱莲、袁雪芬……与贺绿汀同宿一铺土
炕上，他眼看着他一夜谱出了 《游击队之歌》；
同冼星海共睡一个屋檐下，他知道他怎样创作
出《黄河大合唱》。抗战胜利了，他到北平“军
调处”向叶剑英报到；平津战役中，他随陶铸
进城秘密会见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这些事中
的这些人，哪一个不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哪一
个不是炎黄子孙的脊梁？他们是理想的化身，
他们是人类的希望。也许正是因为刘白羽长期
生活在这些人中间，在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环
境中充分地感受着这种精神的力量，他对共产
主义的信仰才厉久弥坚，与其生命同在！

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白羽的
个人词典中不存在“私有”二字，他认为他的
一切都属于党，属于国家，属于人民。所以，
当感觉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时，他亲笔写下了
一份 《遗嘱》。他写道：“我的遗物是永恒不死
的，我将我的手稿，我写的书，我编的书，我
写作的桌椅及文具，我获得的奖章、奖状，我
保存的各种艺术品、字、画，我所有的照片，
以及我最爱的书，都全部集中交给国家——中
国现代文学馆。”他的子女忠实地执行了他的遗
嘱——他是“裸捐”，没有给子女留下一点。中
国现代文学馆为他建立了“刘白羽文库”，文库
中除了大批的珍贵字画之外，还有很多跟随他
浴血浴火南征北战幸存下来的珍贵手稿如 《火
光在前》——当然，《大海》《第二个太阳》《心
灵的历程》 等也在其中。如今，每当翻检文
库，睹物思人，就仿佛听到冥冥之中他在述
说，声音沉稳而坚定：

“我觉察到我的人生的河流在慢慢地、慢慢
地流入大海。但我十分欣慰。我流入的大海就
是我信仰的大海。我流入的大海就是共产主义
的大海。我流入的大海就是红色的大海。”

于是，更加相信他写在遗嘱中的话：“人死
了，心灵会继续活下来，活在他的创造与事业之
中。”

刘白羽是从延安走向新中国、走向世界的著名作家。他
193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38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从此矢
志不渝地投身到改变民族和祖国命运的斗争中。在漫长的峥
嵘岁月里，他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以及
新中国的建立，战火的锻炼使其成为中国军事文艺创作的一
个领军人物。文学创作中鲜明的军旅特色、浓郁的抒情气息和
诗一般的语言，构成了他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其激情充沛、
魅力独特的优秀作品，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喜爱，对
几代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成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
名作家。与此相应，学界对刘白羽及其作品的研究，也主要集
中在他的文学创作上，并达到了比较深广的程度。但是，从宽
阔视域或文化角度涉论刘白羽与书法文化的文章至今未见一
篇，在学者梳理其“创作年表”时也没有将其“书法创作”纳入，
这不免令人感到深深的遗憾，尤其是作为与延安文艺有着千
丝万缕联系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刘白羽与书法文化的关联确
实也有个案研究的价值。

刘白羽兴趣很广，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很深的修养。
尤其是对文学艺术各门类，如音乐、戏曲、书画等等，无不喜
爱，并具有较高的鉴赏水平，尤其对书画，很是痴迷。从家学渊
源上探究，刘白羽虽然并没有出生在书香世家，但是他上学却
很早。以商起家的大伯父为了让下一代走“学而优则商”的道
路，在家设私塾，请老秀才授课，教他们写字。在接受传统文化
的同时，刘白羽习得了书法基本技巧，并养成了对书法文化包

括文房四宝的爱好，还使他接受了汉字文化以及古典文学的
熏陶。刘白羽5岁时就喜爱写字和念诗，这种爱好贯穿了他的
一生。即使在他前往太行山当兵时，随身携带的也必有他心爱
的笔和张炎的《山中白云词》；即使晚年病中，他还坚持用清秀
的小楷编选抄写了1323首诗，名曰《唐诗风貌》。虽然刘白羽并
非著名书家，但起笔落笔之间自有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本真
表达，于返璞归真中透现出一种简约、质朴之风。他曾说：“文
学家要懂美术，要懂音乐……个人的艺术欣赏水平是一个作
家艺术家的欣赏水平，与他创作水平的比例是成正比的。”这
表明刘白羽对书法等艺术样式的喜爱还有来自文学水平及作
家修养方面的考量。

在作家群体中，刘白羽从来不以书法家自居，但却乐于贴
近书法并经常进行书法形式的书写。在这些书法形式的书写
中，有时也能体现出他在文学创作中的美学追求——既有金
戈铁马的粗犷豪迈，又有杏花春雨的细腻柔美。这也反映在刘
白羽的手稿和书法作品中，他的字或曰书法，也时而豪迈不
羁，时而细小柔丽。例如他为太行纪念馆题词：“太行是永远唱
不完的英雄之歌”，宛如太行山般雄强豪迈；而他给巴金的书
信手稿却字体纤细婉丽。大致而言，刘白羽的书法不似某家某
派却别具一格，奇巧且多有变化，为世人欣赏，曾参加中国各
界名人书画大展等相关展览。但他的乐趣却不在于混迹书坛，
而在于从书法文化交流或传播中增益文化、丰富人生。比如，
他很喜欢用书画装饰书房，他的书房墙壁上常年挂着傅抱石、

黄宾虹、吴作人、关山月等人的国画和书法作品。他对岭南派
似乎最为倾心，关山月赠给他的巨幅墨梅，一直悬挂客厅醒目
位置；对岭南派开山老祖高剑父的对联“海啸长河远，天包大
地圆”更是赞不绝口，还经常邀请文友共同欣赏。在书法文化
交往中，他很乐意接受友人的书画馈赠，甚至在得到“左手将
军”叶选宁的赠字“到门不敢题凡鸟 ”之时快乐有加。但更多
的时候，他还是喜欢写字馈赠亲友。有人说，写书法有几个阶
段，即“唐宋元明清”，唐，谐音搪，意谓送字会被人“搪塞”；宋，
谐音送，意谓送字有人要了；元，意味时或可得酬劳；清，则表
明进入正常交易而钱物两清阶段了。在当年，老延安们肯定没
有经营头脑，像刘白羽就是凡有求字者就要做到有求必应，从
不摆大作家的架子。他曾送给唐栋书作“夜涉流急频跃马，晨
行霜冷苦吟诗”，一直挂在这位年轻军旅作家的书房里。有时
他还会主动献字。如冰心90大寿，他挥墨写下“曾就明窗细品
诗”为冰心贺寿；1988年在美国纽约访问海伦斯诺夫人，刘白
羽赠送了其认真签名的《大海》一书。由于衷心喜爱翰墨，外表
温文尔雅、内心热情似火的刘白羽，经常会趁兴挥毫泼墨，乐
于为一些期刊赠字。他曾为《地火》《小说连播》《人民文学》的
函授月刊《〈人民文学〉之友》等杂志题词。更值得一提的是，
1991年，刘白羽为创作《心灵的历程》，到黑龙江寻梦。到了45
年前曾住过的马迭尔宾馆，回想起当年旧事而欣然泼墨，写下

“我来寻旧梦，今日胜当年”的赞许之词；在参观萧红故居时，
刘白羽回忆与萧红的短暂交往，念及萧红的善良和命运的凄
凉，怆然写下：“萧红的一生是抗争的一生，正因如此，萧红是
不死的，她的灵魂永远燃烧在她的作品中，为后代人埋下火
种，唤起希望。萧红八十诞辰来访故居书此纪念。”还为萧乡诗
社题词：“呼兰河上全是诗”；为县文联题词：“萧红是呼兰河的
灵魂”；为县里一张小报题词：“呼兰的风是芬芳的风”。由此可
见，刘白羽的书法交际和相关的书法文化活动还是相当活跃
的。而从刘白羽一生留下的数量可观的信札墨迹中，不仅可以
领略其文人交往的实情，而且也可以从中品味到书法形态的
墨香意趣。

刘白羽与书法文化的结缘，除了学习书法、创作书法，还
在于他热衷于收藏书法。笔者曾在《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作
家》等文中指出：热爱中国书法艺术，注重书法收藏，在中国传
统文化的传承上，中国现代作家的努力可谓功不可没。不要小
觑中国现代作家的书法收藏，也许可以说，正由于他们的努
力，中国书法这条长河才不至于干涸枯竭。在这方面，刘白羽
也作出了相当可观的贡献。

1996年10月19日，刘白羽将首批珍贵文学艺术档案——

部分著作、手稿、奖状、奖章、奖杯、名家字画、剪报等共180余
件，亲手交给家乡北京通县档案馆。2005年刘白羽逝世前两年
就立下遗嘱，要把现存全部手稿、字画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亲笔书写的遗嘱本身就是一篇“上品”的散文和手稿。他写
道：“我的遗物是永恒不死的，我将我的手稿，我写的书，我编
的书，我写作的桌椅及文具，我获得的奖章、奖状，我保存的各
种艺术品、字、画。我所有的照片，以及我最爱的书，都全部集
中交给国家——中国现代文学馆。”“人死了，心灵会继续活下
来，活在他的创造与事业之中。”年逾八旬的他仍具有这样的
激情和哲思，确实令人为之动容，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睹物思
人”，也可以领略到他为人间留下的难以泯灭的心迹与墨迹。
这也会使我们想起人民作家或“老延安”文人们的精神追求和
书写历史：他们在延安时期积极地从事书写和创作，留下了许
多值得珍视的墨迹，后人可以在延安文人的墨迹和心迹之间，
发现延安文人林林总总的个性世界。无心插柳柳成荫，无意书
法墨如海。这也许可以作为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的一个诗意
的写照。这里边自然也有刘白羽的奉献。缘此，笔者曾在《论延
安文人与书法文化》中郑重建议，可以创建“延安碑林”……

事实上，作为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延安作家，刘白羽捐赠给
国家的宝贵实物中，书画是其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其中的名
人字画尤其令人歆羡不已。按照中国传统美学观念，书画同
源，书画常常同体并美，看画读字思人，其中自有真意妙味。由
于刘白羽终生从事文化艺术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一
些要职，与文化名人的文墨交往颇多。这使他有机会收藏了傅
抱石的国画《湘夫人》、黄宾虹的山水画、关山月的国画《墨
梅》、吴作人的国画《金鱼》、黄永玉的画作《梅花》等佳作。特别
是，他所捐赠的书法作品也有很高的品位，其中就有吴大徵

（清代著名书法家）、吴昌硕（近代著名书画家）以及郭沫若、老
舍、高剑父、赖少其、关山月、黎雄才等大家的书法作品。这些
作品多为艺术家们的盛年之作，气象非凡，多属精品，富含丰
饶的文化信息。当然，在捐赠的实物中，刘白羽的手稿也非常
珍贵，包括《莫斯科访问记》《东北诗草》《对和平宣誓》《火光在
前》等在内的149份手稿，都是历经周折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
其中《唐诗风貌》《风雷小集十首》等是用毛笔书写的文稿。这
些手稿墨迹不仅是刘白羽一生文化生活、文学生产等诸多方
面的印记和实证，而且也可以作为文学和书法相结合的“第三
文本”，成为人们欣赏的独特的审美对象。为了更好地保存和
传承刘白羽捐赠的书画及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还将其中的
一部分编入了一些相关的文献书籍之中。这些书画手稿在更
大的范围传播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刘白羽与书法文化
□卢美丹 李继凯

从刘白羽致巴金的一封信谈起
□许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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