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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刊物《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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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在给孔海珠的著作《左翼·上海》序中讲了一个细
节，让人唏嘘不已。1990年，贾植芳被邀重访日本的时候，当
时东京大学教授、日本共产党的老党员丸山昇对他说，“中国
的30年代‘左联’文学，你们中国人现在不研究了，而我们日本
人还在研究。”对此，贾植芳很受触动地说，“左联”的学术资源
并非已被我们开采殆尽，“左联”的意义还远没有穷尽，其复杂
性和历史的深远性甚至大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其它文学现
象。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新时期以来，在追求文学自主性
和本体性的过程中，“左联”研究一度陷入困顿，左翼文学的价
值曾因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度关联而被极度贬低。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新世纪人们重新发现社会贫富分
化、两极对立严重，乃至处于一种新的阶层“断裂”（孙立
平语） 的时候，当到处都是“中产阶级”、“成功人士”的声
音，诗歌、哲学、爱情被金钱和物欲所践踏在地、人们只关
心眼前鼻子底下那一小点利益的时候，学者发起“人文精
神”大讨论，开启了对“底层”（蔡翔语）、“岗位”意识

（陈思和语） 和“新意识形态”（王晓明语） 等新概念、新语
汇和新意识的思考和探讨。在学者思考如何命名这种“新意
识形态”的时候，作家们也开始拿起了文学的武器，进行

“底层叙述”的文学写作，以此来寻求抗衡“新意识形态”
的精神武器。“左联”、“左翼文学”重新成为新世纪中国知
识分子寻求批判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我们在采取“拿来主
义”态度的同时，也要进一步厘清“左联”的精神内核，在
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思考“左联”、“左翼文学”的精神价
值、意义和局限，从而为新世纪中国文学提供精神支撑和思
想启示。

左翼文学的发生和“左联”的成立不是偶然的，从某种更
深层的意义而言，是“士志于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思想的继承、延续和新的
演化，也是在 20世纪 20年代国际、国内历史文化语境逐渐形
成的。中国士大夫自古就有为民请命、为底层劳动者疾苦而
歌的人民性思想传统。在“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传
入中国之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实现了从传统士
大夫到新型知识分子的历史性转变，不再是自发的、感性的吟
咏，而是具有阶级性思想意识的文化自觉和使命担当。可以
说，左翼文学的书写和“左联”的成立，正是这种源于中国知识
分子内在的人民性精神血脉和外来阶级性新文化理念的有机
融合与崭新创造。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渐渐占据
了思想界的先锋性位置。李大钊不仅是最先把马克思主义介
绍给中国知识界的先驱者，而且还是最早以阶级斗争的观点
来积极召唤“左翼文学”的革命先驱者。1917年，李大钊在《俄
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一文中提出了“革命文学之鼓吹”的新主
张。1921年，郑振铎发表《血和泪的文学》，提出“我们现在需
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似乎要比‘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
作品甚些吧：‘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诚然有时能以天
然美来安慰我们的被扰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然而在此到处
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上，我们的被扰乱的灵魂
与苦闷的心神，恐总非他们所能安慰得了的吧。”提倡表现“血
和泪的文学”的文学观是以郑振铎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作家
对文学审美功能的新理解。1921年，耿济之在《〈前夜〉序》中，
通过对《前夜》作者屠格涅夫革命倾向性与写作姿态的分析，
阐明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改造社会、人生的功用与
价值的新认知：

屠格涅夫实在是厌弃白尔森涅夫和苏宾两人学问和艺术
的事业，而推崇段沙洛夫这种切志救国，铁肩担道的精神。然
而读者不要误会：屠格涅夫并不是反对学问和艺术的事业，他
也知道这种事业在社会上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俄国“当时”所
最为需要的并不只是这种事业，却是需要实地改造的力量和
精神。他在自己小说里不但对于白尔森涅夫和苏宾表示蔑视
的意思，并且一再否认与他同时的各种人。小说里有一处可
以证明出他的意思，他说：像放沙格夫这种人现在是没有的
了，所有的只是喧嚣者，鼓锤子，和从空虚移到虚空的人。这
句话真是骂尽俄国当时的人，形容尽俄国当时社会的情形！
所以这篇小说实在是俄国青年的兴奋剧，凡读着这本书，便明
白自己的责任并不在于空虚飘茫的言论，而在于实地去做改
造社会的工作。此书一出，俄国不少青年男女都觉悟过来，争
着学段沙洛夫和叶林娜的榜样大张“争自由”“谋解放”的旗
帜，以做各种民间的运动，而促成社会的改革。由此可见文学
与社会和人生实在是很有关系的。中国有句成语说：“英雄造
时势，时势造英雄”；现在可以换一句“文学造时势，时势造文
学”的话了。

屠格涅夫这种遗弃“学问和艺术的事业”写作姿态和“切
志救国，铁肩担道”的精神追求，得到了异域翻译家耿济之的

深刻理解、精神共鸣和行动响应。这与后来的中国左翼文学
家宁肯牺牲文学的“艺术性”，也要追求文学的“革命性”的文
学理念，有着内在精神理念的一致性。耿济之的认识与阐释，
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屠格涅夫”们和左翼文学提供了一面基于
更高的利益、更高的理想、趋向终极性价值——“止于至善”的
精神之镜。

正是在这种新认知、新理念之下，1923年茅盾发表《“大转
变时期”何时来呢？》的文章，批评中国知识阶级中了名士思想
的毒，主张“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的
现代“活文学”，大声呼唤“我希望从此以后就是国内文坛的大
转变时期”。1926年，郭沫若在《文艺家的觉悟》中，从法国大
革命谈起，认为现在进入了“第四阶级革命的时代”，进而斩钉
截铁地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地文艺，
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地，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
除此以外地文艺都已经是过去的了。包含帝王思想宗教思想
的古典主义，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都已经过去
了。”1928年，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李初梨的

《怎样建设革命文学》不仅表达了创造社作家左翼化的思想转
变和明确的“革命文学”要求，而且对革命文学的思想内容和
艺术形式进行了理论探索，提出“讽刺的、暴露的、鼓动的、教
导的”四种革命文学形态，同时把暴露黑暗的现实主义文学视
为革命文学的障碍，必须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做非此即彼的
选择。鲁迅对此提出了批评。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单一维度
强调追求光明、反对暴露的左倾幼稚病和非此即彼的思想模
式，在日后的延安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艺政策中得
到了延续、发展。

在中共的指导下，在鲁迅、茅盾等人的批评下，“革命
文学”倡导者们及时调整文艺路线，并取得了鲁迅等人的理
解与支持。在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审美理念的思想
共识下，1930 年 3 月 2 日，鲁迅、郑伯奇、冯乃超、钱杏
邨、蒋光慈等人发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成立
使“革命文学”从狭隘走向更为宽广，在承继和断裂中使五
四文学从平民文学发展为具有新型性质的“左翼文学”。因
此，阶级性是“左联”及其左翼文学的工具理性；而人民
性，即止于至善的、让中华民族获得独立、中国最大多数底
层民众获得解放与幸福的精神理念，是左翼文学的价值理性
之所在。在这个短兵相接、不容犹豫的时代，在这个“俟河
之清，人寿几何”的峻急迫切时代里，左翼文学呈现一种近
乎无奈而又毫不犹豫的“速朽”美学，即哪怕这种文学是工
具性大于审美性，是革命性大于艺术性，是“速朽”的文
学，只要有益于时代、民族、国家和底层大众，文学速朽又
如何。所以，对于“左联”和左翼文学，我们衡量和评价的
尺度，不仅仅是文学、艺术和审美的尺度，而且更应该是

“以身殉道”、燃烧整个灵魂至身体和生命的革命尺度、精神
尺度和“大善大美”的哲学伦理尺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左联”及其左翼文学是内容、精神远远高于审美、艺术的，是

突破了文学疆域的“爱的大纛”的文学，是鲁迅所言“文学，是
战斗的”艺术。这正是“左联”及其左翼文学的精神价值所在，
是其在新世纪重新复活的精神生命基因所在。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从《诗经》和《离骚》分别发展出
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史
中，五四新文化先驱者同样建构并形成了“新文学传统”。

“左联”和左翼文学所形成的“左联精神”就是“新文学传
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的大会
上，茅盾以书面发言的形式，阐释了“左联”精神传统：
“‘左联’在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在30年代，在继
承‘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创导无产阶级文学，介绍马克
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培育一支坚强的左翼、进步的文艺队伍
等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后来在抗日战争中，
解放战争中，以及全国解放以后的文化艺术事业中，到处可
以看到当年‘左联’的同志在起着骨干的、核心的作用。因
此，‘左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它是
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对此，茅盾提出了“接
班人的问题”，“相信年青的一代一定能继承和发扬‘左联’
的革命传统，继承党所领导文艺的传统，而且后来居上。”
茅盾的希望是殷切的，提出的问题是很现实的。在这次大会
上，胡乔木从根源上，直接指出当代社会主义文艺与左联、
左翼文化的内在承继关系——“我们现在的文艺和文化仍然
是左翼文艺和左翼文化，是 30 年代的革命的文化的继续”，

“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今天全世界
最先进的文化、最革命的文化，也就是最左翼的文化，可以
说是很普通的常识。”但是，正如胡乔木本人说的，“可是也
许因为这是很普通的常识，有的时候却会被人遗忘，被人忽
略。”毋庸讳言，左翼文学理念是有一些问题的，存在着对
文学本体自觉认知的深度缺失；但是，其忧国忧民、为天下
苍生“代言”的人民性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也是从十七年文
学到新时期文学所绵延不绝的艺术精神血脉。

新中国建立初期，尽管存在意识形态的质的差异，存在着
文学力量新与旧的更替，存在着文学书写对象与内容的新要
求，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和左翼文学精神是一脉相
承，渊源不断的。新中国向何处去，古老的乡土中国如何建设
社会主义新生活，这是新中国作家所殚精竭虑思考的时代大
问题，承载着源于古老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学和“左联”精神传
统的共通血脉。从新中国成立前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到新中国成立后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从柳青的《创业史》
到新时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从张炜的《古船》到贾平凹的

《高兴》，从莫言的《红高粱》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无
不呈现了一种关于乡土中国如何进行现代转型的宏大思考，
无不呈现出对封建文化、资本势力和现代性内在悖论的巨大
警惕和深刻批判，是“左联”精神及其人民性思想传统在当代
中国文学的审美书写和精神演化。

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革命”一词在不
同的语境里有不同的含义。它既指政权更迭，建
立民族国家的一种诉求，也指在思想文化领域里
除旧布新、在生活方式及处世观念中的现代需
求。有时候也窄化为对生命、肉体的消灭的本土
原始含义。早期左翼作家笔下的革命有多重含
义，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革命的目标都是指向
更为美好的未来，指向更为合理的发展，指向更
为人性的生活。总而言之，革命所要达到的是一
种先进的现代生活方式。在时间维度上，它隐含
了越来越好的现代性的线型发展观念。

革命：摧毁万恶旧世界、跃向光
明美好之未来世界的惟一途径

在现代历史时期，革命话语翻天覆地遍布中
国大地，革命思想及行为从星星之火导向燎原之
势，归根到底还是由于革命作为现代性话语给予
人们“生活更加美好”的诱惑。像蒋光慈在《关于
革命文学》中所说的“现代革命的倾向，就是要打
破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制度，而创造一个比
较光明的，平等的，以集体为中心的社会制度”。
革命话语所允诺的未来生活是一种现代文明社
会里拥有的生活，是在中国开天辟地与传统迥然
不同的现代生活，对全新生活的想象激发着民众
的革命热情，这种热情使革命的浪潮居高不下。

革命既然是以建构美好合理的社会为标的，
那么革命最为合法性的依据是目前社会的不合
理及诸多缺陷。蒋光慈的作品中多次表达过贫富
悬殊的不公正社会所给予无产者心理上的刺激，
从中印证革命的合法性依据。如在《冲出云围的
月亮》中，曼英所感觉到的社会是“可怕的罗网”，
是“狰狞的恶意”，引起她产生报复社会之心理的
正是难以逾越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这个世界
是属于“无愁无虑的西装少年，花花公子”，以及

“艳装冶服的少奶奶，太太和小姐”，和“翩翩的大
腹贾”、“坐在汽车中的傲然的帝国主义者”的，而
她及“其余的穷苦的人们没有份”。所以她想到，

“如果有一颗巨弹！如果有一把烈火！毁灭掉，一
齐 都 毁 灭 掉 ，落 得 一 个 痛 痛 快 快 的 同 归 于
尽……”

蒋光慈在小说中指明，这种两极分化归因于
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作者通过曼英对一个有为
青年李士毅的感受来说明这一点：“李士毅给了
她一个巨大的刺激，使得她即刻就要将这个不公
道的，黑暗的，残酷的世界毁灭掉。他，李士毅，无
论在何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青年，而且他是一个
极忠勇的为人类自由而奋斗的战士。但是他现在
这般地受着社会的虐待，忍受着饥寒……同时，
那些翩翩的大腹贾，那些丰衣足食的少爷公子，
那些拥有福利的人们……有的已经穿上轻暖的
狐裘了……”有为青年受饥挨饿，而庸众咨情享
乐。这确实是一个没有公道和正义的社会。毁灭
这样的社会建立一个公正合法的社会符合多数
人的意愿，而必须通过革命，才能达到这样的意
愿。蒋光慈的诗作《我背着手儿在大马路上慢踱》
中写到，上海的街头满是“这富丽繁华的商店，这
高大的洋房，/这脂粉的香味，这花红柳绿的衣

裳，/这外国人的气昂昂，这红头阿三的哭丧棒，/
这应有尽有无色不备的怪现象……”，而人们的
心灵极其空洞：“这是些行走的死尸，污秽的皮
囊，/这是些沉沦的蚂蚁，糊里糊涂地扰攘，/这是
些无灵魂的蠕动，浑沌的惨象……”正是面对这
种景象，诗人引发了砸碎这个上海旧世界的愿望：

“倘若我是一个巨大的霹雳，/那末我将震醒他们
的梦寐；/再不然倘若我是一把烈火，/我也可以烧
尽一切不洁的东西。”作品重点批判的是帝国主义
的殖民侵略导致的中国社会的畸形。不进行革命
斗争，不仅普通的中国民众无法立足，中华民族也
岌岌可危。革命的必要性由此得以突显。

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以及在殖民侵略
背景下中国民众丧失灵魂及尊严的生存是进行
革命的最合法理由。在左翼作家笔下，反复书写
着这样的主题。

革命：作为罗曼谛克之想象

在左翼作家的笔下，有关革命的合法性依据
有诸多类型，社会的腐败和不公，统治者的镇压
与残暴，等等，一切的不合理都成为揭杆革命、奋
起而立新世界、新国家的理由。然而审视早期左
翼作家有关革命的书写，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是，作家们热衷的主要是革命生活中蕴藏着的激
情，与革命有关的权力、政权、后果并不在他们的
书写热情之内。怎样实施革命的计划，以及如何
建立合理的政权组织形式，都不在这些作家的关
心范围之内。作家所关心的，是在革命中体味一
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们醉心于一种生命的激
情，陶醉于一种革命的罗曼谛克……总之，对新
生活的向往成了革命者对于革命热衷的最合法
理由。

鲁迅在《革命文学》中曾说：“革命家风起云
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原因之一是因
为，在革命期间，大家都忙于从事革命活动，无暇
顾及文学。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在现代文
学史上成为潮流是在 1928 年，正值革命陷入低
潮之际。这正印证了鲁迅的话：正是因为革命陷
入低潮，才有革命作家的风起云涌。从这一方面
来看，革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记录的并非完全是
革命的历程，而是包含着对革命的想象成分。茅
盾在《关于“创作”》中，曾指出蒋光慈的作品中有
非现实性的因素：“作品中人物的转变，在蒋光慈
笔下每每好像睡在床上翻一个身，又好像是凭空
掉下一个‘革命’来到人物的身上……总之，我们
看了蒋光慈的作品，总觉得其来源不是‘革命生

活的实感’，而是想象。”
可以说，早期左翼革命书写中所表达的，更

多的确实是一种对新生活的想象。但并非因其是
对革命新生活的想象就没有其价值意义。蒋光慈
认为，文学应该记载社会的一种情绪：“文学家是
代表社会的情绪的（我始终是这样的主张），并且
文学家负有鼓动社会的情绪之职任。”而这种情
绪的记载也有其重大意义：“我们听见了文学家
的高呼狂喊，可以证明社会的情绪不是死的，并
且有奋兴的希望。”（蒋光慈：《现代中国社会与革
命文学》）确实，革命，首先是一种情绪的鼓动及
宣扬，正如战场上对士兵士气的鼓动与激发一
样，革命书写中情绪的宣扬是吸引更多的人投入
到革命战争中去从而获取胜利的最有效的方式。
蒋光慈的小说大受欢迎，也说明了其小说中那种
奋激的昂扬的情绪应合了时代潮流。

不只是蒋光慈，被誉为现实主义作家的茅盾
在最初写革命三部曲《蚀》的小说创作中，也并非
按照客观现实来描写都市生活，而是更多地放进
了自己的感情、自身的生活体验在里面。据陈建
华的分析，茅盾最初的作品中，一些女性成为他
写小说的起因，与什么主义，革命或小说写法并
没有直接关系。而“最有关系的是作者的一腔情
怀，一段追忆，一个感性或性感的世界，其中充满
激情与狂想”。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为什么
残酷的革命会引发作家们浪漫的激情与狂想？

其中最主要原因，是革命的现代性话语给予
人们未来生活“更加美好”的允诺。正是革命宣传
话语中对革命胜利后的醉人图景的描绘，激发了
民众追随革命的无限热望，激起革命者砸碎、摧
毁现有一切的蓬勃野性和内心深处的生命激情。
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源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
象。需要指出的一点是，20世纪初如火如荼燃烧
着的革命思想的涌起也和其时盛行的进化论思
想有密切关联。进化论遵循的是一种线型发展的
历史观和时间观。进化论认为，地球及其生活于
其上的动植物，其发生、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地
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样的过程
是无限、无止境地向未来延伸着的。这就使将来具
有了永远的正面价值和意义。将来必定是更美好
的、更有价值乃至更具有神圣性的。阳翰笙曾指出
革命的罗曼谛克的特征：“只主观的把现实的残酷
斗争理想化，神秘化，高尚化，以至于罗曼谛克
化。”这句话不仅指出革命小说存在的想象成分，
而且暗示出了书写者所受的进化论思想的鼓动，
相信革命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经过多次的
挫折，最终的结果必定是光明的。正是进化论给

了革命者以充分的自信，使得他们以一种昂扬的
情绪、必胜的信心投身于社会革命中。

革命：一种激情生活方式的寻求

在蒋光慈那里，被想象的革命是一种美妙的
东西，正如他在《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中所慨
叹的：“好的艺术家都曾知道，仅仅只有美妙的东
西才值得想象。试问什么东西比革命再美好些
的？”他把革命美化为诗，美化为艺术：“革命就是
艺术，真正的诗人不能不感觉得自己与革命具有
共同点。诗人——罗曼谛克更要比其他诗人能领
略革命些！”主要原因即是革命中所蕴藏着的无
边的激情，革命行动中那种鲜活的、触动神经的
生活，以及革命生活中那种悖于常规的、无限的
多种可能性的生活方式，还有革命的未来所给予
人的锦绣前程的想象。所以蒋光慈欢呼：“有什么
东西能比革命还有趣些，还罗曼谛克些？”“革命
的作家幸福呵！革命给与他们多少材料！革命给
与他们多少罗曼谛克！他们有对象描写，有兴趣
创造，有机会想象。”

由此可见，蒋光慈热衷的主要是革命生活中
蕴藏着的激情，与革命有关的权力、政权、后果并
不真正为他注重，正如他所坦言的：“革命的诗人
爱的是‘革命的心灵’，‘而非革命的理性和计
划’。”“他在革命中看见了电光雪浪，他爱革命永
远地送来意外的，新的事物。”（蒋光慈《十月革命
与俄罗斯文学》）蒋光慈所需要的，就是革命生活
中那种脱离平庸停滞的日常生活的丰富体验，是
一种动荡不宁的求新求变精神。别尔嘉耶夫在论
述革命的意义的时候，肯定的也是革命给予人类
的丰富体验：“革命是伟大的体验，这个体验既使
人贫乏，也丰富人。贫穷的自身就是一种丰
富。……在革命中，新的平民阶层总是被赋予发
挥历史积极性的机会，束缚能量的枷锁被拆
除。……新人的出现是新的精神的诞生。”（尼古
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

革命最具有诱惑力的地方正是革命所给予
人们生命的丰富，所给予民众的那种生命激情。
这种激情对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尤
其重要。中国人历经了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禁锢
压制，已经被模塑为没有自我生命意识及感觉的
动物。父权森严的家族制使家族中人必须在设定

好了的“角色”规范里生活，久而久之失去其原始
本性，沦为角色的奴隶，异化为没有自身情感的
活动的家具。生命就在这种循规蹈矩、一成不变
死水一般的生活中磨蚀掉，没有思想，更无从奢
谈生命激情。“五四”个性解放唤醒了一批青年，
这些人不甘心自己的生命热力在封建家族中消
殒，于是离家出走，外出寻求属于自己所有的个
性与自由，寻求自己所渴望的现代生活方式。蒋
光慈的小说深受欢迎，也是因为其反映了新旧交
替时代人们对新生活激情渴望的一种情绪。而革
命者进行革命，也是受激情生活的驱使。茅盾小
说《幻灭》中，写到静女士在医院当看护妇时遇到
一个姓强名猛的军官，说自己是“因为厌倦了周
围的平凡，才做了革命党，才进了军队”。这个军
官坦言，他到战场上去打仗不是为了什么神圣的
口号，甚至也不是为了胜负，而单纯就是为了“强
烈的刺激”：“别人冠冕堂皇说是为什么为什么而
战，我老老实实对你说，我喜欢打仗，不为别的，
单为了自己要求强烈的刺激！打胜打败，于我倒
不相干！”他认为人生最强烈的刺激就是在战场
上，所以战场对于他的引诱力，比什么都强烈。因
为“战场能把人生的经验缩短。希望，鼓舞，愤怒，
破坏，牺牲——一切经验，你须得活半世去尝到
的，在战场上，几小时内就全有了。”他喜欢战场
的未来主义特征：“强烈的刺激，破坏，变化，疯狂
似的杀 ，威力的崇拜，一应俱全。”所以他呼叫

“……呵，刺激，强烈的刺激！和战场生活比较，后
方的生活简直是麻木的，死的。”

在这位军官眼中，刺激的生活才是真的生
活，才是“活”的生活。而在《追求》中，茅盾重笔泼
墨描画的，也是一位不甘心于平淡生活、处处求
新奇、期望在革命中寻求激情生活的青年——章
秋柳。章秋柳也“觉得短时期的热烈的生活实在
比长时间的平凡的生活有意义得多”，她的生存
哲学即是“不要平凡”！为了追求刺激的生活，她

“甚至于想到地狱里，到血泊中”。在章秋柳这里，
热烈的、刺激地生活着才有生命的意义。这样的
生活是符合人性的，所以是“道德的”，“合理的”，
表达了对一种有活力的激情生活的推崇。对革命
中富有刺激的生活的追求，源于对现实麻木呆滞
的日常生活的厌倦。可以理解，最初的革命小说
为什么总是把革命和恋爱联系在一起了，因为发
自内心的全身心投入的恋爱，就是一种身心感官
全然陶醉的激情，是生命之原动力。

现代历史时期，早期左翼作家如此热情地宣
扬及响应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民族
发展的渴望，对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强盛民族
国家的期望。这既是左翼作家们忧国忧民、以救
助天下为己任之情怀展露，同时也反映出他们不
甘平凡、渴望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的生命价值
观。革命情绪在中国得以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
之势，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人对一种激情而
有挑战性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借此可见中国人
内心深处蕴藏着的生命热力。

“左联”精神：刺穿“无物之阵”的思想长矛
□张丽军

早期左翼作家的革命书写
□ 刘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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