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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 20世纪 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以下简称“左
联”） 与现代作家的关系，自然第一位的是鲁迅，其次是华
汉 （阳瀚笙）、茅盾、（沈雁冰）、冯雪峰、沈瑞先 （夏衍）、
钱杏邨 （阿英） 等。他们不仅仅是“左联”酝酿筹备过程中
的关键成员，而且是其成立后组织运作中的主要骨干人员。
将蒋光慈与“左联”联系在一起已经没有人提到了。充其
量，会在 20世纪 20年代末新文学发展中，提及“革命加恋
爱”创作现象的由来，一笔带过蒋光慈的功与过。

在蒋光慈 （1901-1931） 短暂生命中，最辉煌的年月是
与“左联”的生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与“左联”诞生
的思想取向、文学史的转折尤其相关。蒋光慈 （又名蒋光
赤） 出生于安徽霍邱县叶集乡镇，1920 年前后开始文学创
作，1922年在莫斯科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第一部诗
集《新梦》和第一部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先后出版。他
在“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杀害后的1931年8月病逝。蒋光
慈一生最完美的“蜜月期”也不过六七年的时间，始终伴随
着革命与文学联姻的甜蜜和苦痛。这些岁月既是他革命文学
创作的高产期，又是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的日子；既是他
贫病交加、生命不断与病魔顽强抗争的时期，又是他经历
了爱人病故、受错误路线影响而被开除党籍的人生低谷
期。与此同时，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正在发生着重大转
折，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经历了从

“革命文学”的倡导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的过程。蒋
光慈与“左联”聚散离合的背后有着较为丰富而复杂的精
神内涵。

1917 年只有 16 岁的蒋光慈走出了贫困的皖西农村。蒋
光慈先在皖芜湖中学起就接受了新思想，并且尝试创办进步
的刊物，后自费出国经日本到苏俄，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留
学，与此时在莫斯科的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瞿秋白文学趣
味相投，结为好友，并从此开始真正踏上了革命与文学双重
变奏的革命道路。他1924年回国，也是在瞿秋白的介绍下进
入了上海大学任教，1925年开始倡导革命文学，教书之余参
与上海工人、学生运动，在此时期认识了郭沫若。他积极参
与后期创造社的活动，积极复刊 《创造周刊》，筹划了 《创
造月刊》 出版，又办 《洪水》《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海
风周报》等多刊物。1927年前后，他还与孟超、钱杏邨 （阿
英）、杨邨人等创办了春野书店，酝酿成立了太阳社。左翼
文学的兴起，离不开蒋光慈这时期的文学活动和革命文学理
论的建设。他先后发表了 《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现代中
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关于革命
文学》《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 等论文。1929年初，后期
创造社与太阳社召开联席会议，蒋光慈到会并做了关于当前
文艺运动的发言。此次会议为下半年举行的“左联”筹备小
组会议做了一定的准备。这年冬天，“左联”筹备小组会上
蒋光慈介绍了苏联“拉普”纲领和组织情况。1930年 3月 2
日“左联”成立会上蒋光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
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也被常委会定为“左联”的机关刊
物之一。蒋光慈与“左联”的关系，应该与茅盾、郭沫若、
冯雪峰、夏衍、丁玲等革命作家进入“左联”不无相同。蒋
光慈成为“左联”生长中的一名重要的革命先驱者不应该被
遗忘。他与“左联”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

首先，蒋光慈与“左联”气质相投。集文学家与革命者
于一身的蒋光慈，本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而“浪漫”构

成了“左联”生成的重要生命元素，也是一场左翼革命文学
运动的精神资源。当年创造社的元老郭沫若与蒋光慈一起倡
导革命文学，他是这样评价蒋光慈的：“我却要佩服光慈，
他在‘浪漫’受着围骂——并不想夸张地用‘围剿’那种字
面的时候，却敢于对我们说：‘我直接便是浪漫派，凡是革
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有理想、
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
神便是浪漫主义’……光慈的确是这样的一种人。”自然，
不仅仅蒋光慈有如此精神气质。殷夫、胡也频、柔石、冯铿
等“左联五烈士”1931 年为革命牺牲时均不到 30 岁，最小
的殷夫只有 20 岁。创造社的郑伯奇在回忆“左联五烈士”
时，也有相同的表述：“左联五烈士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胡也频烈士，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满腔热情地叙说着
自己的经历……柔石烈士为人严肃持重，沉默寡言，但内心
热烈、态度认真”。就是“左联”的一些重要的领导者瞿秋
白、冯雪峰、丁玲等左翼作家身上何尝不是都具备着这种

“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的浪漫精神气
息呢。正是一大批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和理想的左翼革
命者和文学家，自觉而满腔热情地投身革命，汇聚了“左
联”的精神源流，而蒋光慈是最早最直接坦言自己是“浪漫
派”的左翼革命家。他说，“我的年龄还轻，我的作品当然
幼稚，但是，我生适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燃烧着
无涯际的红火。”这是 1924 年蒋光慈 《新梦》 诗集的自序。

“太阳是我们的希望，太阳是我们的象征……让我们在太阳
的光辉下，高张着胜利的歌喉。”这样热情的呼唤，是 1928
年蒋光慈为《太阳月刊》创刊写下的“卷头语”。“我是中国
人，我的命运已经把我与我的行踪注定了。”“我应当归去，
虽然我的祖国是那般地不好。”“我总是深深地相信着，光明
的神终有降临的一日。”1929年蒋光慈由苏联抱病回国又如
是说。正是以此浪漫的激情和理想，蒋光慈全身心地投入了
左翼革命文学的初期建设，共同参与和筹划了“左联”诞生
的全过程。

其次，政治与文学的冲突。蒋光慈与“左联”的冲突和
矛盾，反映了一个特殊年代文学团体与政治的抵牾。“左
联”成立前后的这段时间，蒋光慈特点是，一方面他作为积
极宣传革命新文学运动的上海大学教师，革命文学团体太阳
社的中坚组织者，党的上海闸北街道第三支部的成员，联络
后期创造社、南国剧社，筹备成立“左联”，以及“左联”
成立后的刊物编务和各种其他革命活动；另一方面据他的妻
子吴似鸿后来回忆，那时“光慈在白天的工作，除了阅读，
就是写稿”，“光慈在写作时，喜欢独自一个。如有人在他身
边，他就写不出来，他马上把稿件藏进抽屉。”而郭沫若对
他的印象是“光慈有一种奇廦。凡是见过他的原稿的人总会
注意到它是被写得异常整齐，一个字的添改剜补也没有”。

“光慈的为人与其文章之相似，在我的经验上，却是很少见
的”，“他的为人直率、平坦，不假虚饰，有北方式的体魄与
南方式的神经”。“严格地说时，光慈的笔调委实太散漫了一
点。” 与此同时作家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左翼革命运动到了
最为紧要的关头，阶级的斗争和党内的矛盾日益激烈，革命
情势的逼迫，需要无产阶级的联盟，统一思想，放弃任何自
我的得失。“左联”带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使命应运而生。对
1930年前后党内出现“左”倾错误路线的思想和政策，蒋光
慈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即革命队伍中流行“从事文学活动不

是革命”的认识，过分看重游行集会、撒传单等政治活动的
倾向的反感。蒋光慈对其妻吴似鸿说“既然说我的写作不算
革命工作，我退党！”这一情绪带来的结果是，1930年10月
20日，上海的共产党地下刊物 《红旗日报》 登出一条新闻：
称“近来看见革命斗争高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随之加
甚，蒋光赤遂开始动摇。”“今蒋光赤之所为，完全是看见阶
级斗争尖锐，惧怕牺牲，躲避艰苦工作，完全是一种最后的
小资产阶级最可耻的行为，为肃清党内投机取巧动摇的起
见，健全党内的组织起见，遂开会决议开除其党籍：业经江
苏省委批准。”从客观上了解，因长期的工作和写作的劳
累，此时蒋光慈身体健康状况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他
先是有胃病，后又患上了肠结核，到1931年再查出肺部结核
已进入了第二期。他不得不需要休养。1930 年 3 月 “左
联”在上海的成立大会，蒋光慈正是因病未能出席。

蒋光慈对革命运动爱恨交加。他受到党内开除处分给出
的理由，是他在革命高潮时的动摇，小资产阶级的浪漫，组
织纪律的涣散，和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严重问题”。按照当
年冯乃超所说，“左联”是在20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残
酷斗争中杀出一条血路而生成。其意义是“中国以至国际革
命之复兴”，“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组织化”，“中国无产阶级
文学运动之深化”。显然，欲强加于蒋光慈身上的“动摇”、

“浪漫”、“涣散”，虽有特殊年代的政治语境，但多有不实之
词。蒋光慈文学创作的“严重
问题”之定量，多少更能够折
射出“左联”在政治与文学中
两难的生成困境。其一，蒋光
慈无论《新梦》《哀中国》等的
革命诗歌，还是 《少年漂泊
者》《鸭绿江上》《短裤党》《咆
哮的土地》 等小说创作，都不
无典型地代表了早期革命文学
的实绩。钱杏邨是这样评价
的：《新梦》“这一部诗集在当
时的产生不亚于送出了‘世界
革命’的信号，使左倾青年能
以把握得一条光明的出路。”而
小说《少年漂泊者》“可以说是
普罗文学的萌芽时代的一部实
录，‘革命时代的前茅’。”正是
通过蒋光慈的这些创作标志了
中国左翼文学在世界革命中的

“复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
蓬勃崛起。这何尝不是中国左
翼作家联盟成立之目标呢！其
二，蒋光慈的 《野祭》《菊芬》

《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
亮》 等小说创作，一方面被

“左联”党组说成“完全从小资
产阶级的意识出发”、“出卖小
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
资产阶级化”，一方面这些作品
一度畅销，有一批新文学作家
积极的效仿，对革命文学创作
实践具有积极的探索性。显
然，面对“革命加恋爱”蒋光
慈式的文学创作及其广泛的社
会影响，当左翼革命文学刚刚
兴起尚未有可供参考的样式，
当作者自己也还处于革命文学
迷茫困惑时，曾借助小说主人
公的口发问：“继续从事文学工
作呢，还是将笔丢下去拿起枪
来？现在只有枪弹可以解决一
切的问题，我还写什么小说干
吗呢？”（《菊芬》） 而“左

联”以党的话语迅速对文学做出上述政治化的判定，是针对
严酷的政治斗争现实之权宜呢，还是“左联”与文学家之间
的无奈之举呢？

从以上分析得出结论，第一，20 世纪 30 年代诞生的
“左联”既是文学与革命结合的产物，又是一批热血青年探
索人生“精神热恋”的归宿。蒋光慈作为早期革命文学运动
的先驱者，他身上许多个人的独特人生经验，提供了“左
联”生成过程中最生动最鲜活的精神元素。第二，蒋光慈退
出“左联”既是革命斗争的政治需要又是文学组织社会化的
必然。1931年蒋光慈被“左联”党组织开除，不是有一个孤
立的现象，也不能简单归咎于党的极左错误路线。作为党内
领导的革命家文学家瞿秋白也同时受到排挤，“左联”内被
通报开除的也有郁达夫、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等。他们
被开除的缘由是“左联”面对残酷斗争必须保持高度统一和
整饬纪律。第三，蒋光慈与独创了“左联”调和文学与政治
矛盾的“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模式。蒋光慈“革命加恋爱”
创作内容，或多或少是其人生和生活的缩影。但是，这些作
品的最大价值在于，形象地揭示了一个特殊时代中人的人性
真实和对其其人生、命运的自我。蒋光慈文学创作中某些简
单、粗糙，甚至幼稚的描写和记述，如同“左联”组织化过
程中的某些二元对立革命简单化处理一样，都蕴含着合理与
不合理的多重因素。

蒋光慈与“左联”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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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诗人、作
家、翻译家、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专家。原名冯
福春，笔名画室、洛扬、成文英、文英、何丹仁、吕
克玉等。他下过田，教过书，与潘谟华、汪静之等
组织过“湖畔诗社”。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和李大钊惨遭杀害的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
中国共产党，而后开始了他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
事业奔波操劳的一生。从上海到瑞金到延安复
到上海，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住过国民党的上
饶集中营，领导过左翼文化战线，做过中共上海
办事处负责人；保存过方志敏烈士从狱中送出的
遗稿《可爱的中国》，找到了毛泽东流落上海的两
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并托人将其带往法国转送
苏联入学深造；派人护送斯诺前往延安采访，通
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把中国工农红军实行战略
转移的始末第一次向全世界进行了准确而系统
的报道……

1929年10月，冯雪峰接受党组织委托，找
鲁迅商谈成立“左联”一事。任务是中共中央
宣传部干事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直接
下达的，冯雪峰一直清楚地记着当时所谈的两
点内容：“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
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
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
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
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
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
用。”去同鲁迅商谈的经过，他也记得很清楚：

“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同
时他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
一点。”（冯雪峰《1928至1936年间上海左翼文
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零碎参考材料》）

鲁迅接过了帅旗，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学阵
营即将诞生。从这里出发，冯雪峰密切配合鲁
迅，开始了他对“左联”工作的倾心投入：他
与冯乃超共同起草“左联”纲领，他化名“王
黎民”为鲁迅整理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著
名讲话；他同王学文一起主持“左联”与“社
联”合办的“暑期补习班”，他又受“左联”、

“社联”委托与王学文一起创办“现代学艺讲习
所”；他为瞿秋白与鲁迅与“左联”牵线搭桥，

他推荐茅盾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他帮助丁
玲筹办 《北斗》，他在瞿秋白指导下为“左联”
起草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 ……
特别是“左联”初期创办的一系列刊物，更是
不论其编者行列中是否写有他的姓名，都毫无
例外地浸透着他的心血与汗水。请看：

1929 年 11 月，冯雪峰开始编辑 《萌芽月
刊》，目的是为即将诞生的“左联”搭建一个出
场亮相的舞台。后来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
上的著名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
见》，就刊登在该刊第 3 期上。可以说，《萌芽
月刊》 是“左联”的第一份没有明确为“机关
刊”的“机关刊”。

《萌芽月刊》，月刊。1930 年 1 月 1 日创刊。
鲁迅主编，冯雪峰、柔石、魏金枝助编。光华
书局发行。出版地上海。同年5月1日出至第5
期被查禁，6月1日的第6期改名 《新地月刊》，
改署新地社编辑，上海新地月刊社印行，仅出
1 期又被查禁。……创刊号卷末有 《编者附
记》云：“《萌芽月刊》是杂志，在内容方面不
能不‘杂’。同时又不得不受种种的限制——除
出现今状况的束缚，不能言所欲言，译所欲译
的以外，还有同人等——著译者们自身的限
制，就是人手不多，能力薄弱，又因为出身的
社会层和生活的关系，无论思想或见闻或技能
都不得不偏限于一方。所以 《萌芽月刊》 上的
文章，除出‘杂’以外，一方面又不能免于或
一的偏形。这被限定的我们底努力，在第一卷
内，为主的是朝着这三方面：翻译和绍介，创
作，评论。”

该刊由萌芽社主办，主要译介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和苏联等国进步文艺，创作和评论并
重，设有小说、剧、诗、散文诗、随笔、社会
杂观、杂记、评论、研究、绍介、论文等栏
目。鲁迅发表了法捷耶夫长篇小说 《溃灭》 译
文连载，《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硬
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流氓的变迁》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作品。主
要作品有柔石的 《为奴隶的母亲》、魏金枝的

《奶妈》等小说。此外还有夏衍、张天翼、楼适
夷、殷夫等撰稿人。

1930 年 3 月，冯雪峰一边编辑 《萌芽月
刊》，一边着手协助鲁迅等筹办 《巴尔底山》。
据沈松泉回忆：“关于 《巴尔底山》 出版事务，
都是冯雪峰来和我联系的。每期的稿子由雪峰
送来，每期的清校样由雪峰带去经校对签字后
又送回来。刊物不给稿费和编辑费……因为这
是一种政治性的刊物，在出版之前就估计到销
路 不 会 很 多 ， 而 且 随 时 有 被 禁 止 出 版 的 可
能……”

《巴尔底山》，旬刊。1930年 4月 11日创刊。
鲁迅、朱镜我、李一氓等编辑。巴尔底山社印
行。出版地上海。同年 5 月 21 日终刊，共出 5
期……创刊号卷末有《编辑后记》云：“这文化
领域内的巴尔底山队，总算已经组成基本的队
伍，可以进出到这阶级的社会战中，为支持一
方的战线的一个小小的支队了。”并公布了鲁
迅、雪峰、汉年、端先、乃超、白莽、华汉、
镜我、柔石等三十人名单。“巴尔底山”是Par-
tisan的音译，意为“袭击队”或“游击队”，由
此可见该刊的性质和任务。该刊以杂文和时事
短评为形式，评论文化现象与社会思潮。

《巴尔底山》之前，鲁迅、柔石、冯雪峰还
筹划过一个刊物——《世界文化》。这是泰东图
书局委托编辑的。为此鲁迅等曾受书局之邀，
于1930年3月14日往万云楼赴宴商谈。后鲁迅
将此刊定名为《世界文化》。冯雪峰在《左翼作
家联盟底成立》一文中提到此刊：“联盟正式成
立之后，即已开始积极工作，如各研究会均已
相继成立，并机关杂志亦不久即可出版，杂志
名《世界文化》，代发行所为泰东书局。”

《世界文化》，月刊。1930年 9月 10日创刊，
仅出1期。世界文化月刊社编辑、发行。出版地
上海。……创刊号卷末有《编辑后记》云：“它要
成功为中国文化领域中的最大无线电台。它报
告资本家阶级的残酷的统治（白色恐怖，法斯蒂
化），也报告无产阶级的互济运动。它报告中国
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也报告世界各国的解放
运动。它报告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也报告歪
曲，反对，压迫无产阶级文化的各种实情。它报
告国内文化上种种组织和建设。”

该刊为“左联”机关刊物。创刊号发表了

冯乃超的《左联成立的意义和它的任务》。该期
撰稿人还有鲁迅、谷荫、梁平、烈文、刘志清

（柔石） 等。
1931年 2月 7日，左翼作家李伟森、柔石、

殷夫、胡也频、冯铿等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
害。“左联”的一切活动，几乎同时被取缔终
止，“左联”的“人数从九十多降至十二”（茅
盾《关于左联》）。危难之际，冯雪峰挺身出任

“左联”党团书记之职。为了揭露屠杀者的罪
行，为了鼓舞继起者的斗志，他上任后“第一
件事是同鲁迅商量出版 《前哨》 纪念战死者，
于是立即写稿，找私人印刷所承印”。“烈士的
照片是在冯雪峰的家里印的，报头‘前哨’两
字由鲁迅手书后，将两字分开，分别找两处木
刻工刻制，然后将这些秘密地运往冯雪峰、楼
适宜、江丰等人的家中，一一敲印报头，粘贴
照片，与正文装订成册。”（陈早春、万家骥

《冯雪峰评传》） 刊物虽是秘密发行，却一下子
销行了两三千份，犹如长夜弥天时惊雷炸响，
其影响为编者们所始料不及。又经史沫特莱、
尾崎秀实等传到了国外，“左联”与国民党的斗
争，轰轰烈烈地登上了国际舞台。为了纪念这
一革命的合作，鲁迅携家属特邀冯雪峰一家同
往阳春馆照相。相片洗出后，又在照片下端亲
笔题写了一行小字：“20，四月，1931，上海。”

《前哨》，半月刊。1931年4月25日创刊。鲁
迅、冯雪峰编辑。发行者不详。出版地上海。
第2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冯雪峰、楼适夷
编辑。上海湖风书店发行。同年 11 月 15 日终
刊，共出 8 期。该刊为“左联”机关刊物，发
表了“左联”决议、宣言、通告等许多重要文
献。创刊号为《纪念战死者专号》，发表《中国
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
言》 和鲁迅的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
的血》，刊登被害左翼作家的传略和遗著。

1931 年 5 月初，冯雪峰去给茅盾送刚出版
的《前哨》，在茅盾处意外地碰到了瞿秋白。瞿
秋白认真地看罢“纪念战死者专号”之后，数
日后向冯雪峰表示“想借此休养的机会，翻译
一些苏联文学作品”。冯雪峰立即向鲁迅报告了
这一信息。鲁迅听罢，“怕错过机会似地急忙

说：‘我们抓住他！’”（冯雪峰 《回忆鲁迅》）
此后的“左联”刊物上，就出现了“董龙”、

“陈笑锋”、“司马今”、“史铁儿”的文学作品和
理论文章。生花妙笔，匕首投枪，有力地壮大
了“左联”的声势和阵容。

冯雪峰在沟通了鲁迅与瞿秋白的联系，争
取到瞿秋白参与“左联”领导之后，又征得组
织同意，吸收丁玲加入“左联”，同时把创办一
份机关刊物的任务交给了她。冯雪峰告诉丁
玲，“现在有的人很红，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
工作”，而丁玲“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
的人”，指示“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

《北斗》，月刊。民国二十 （1931） 年九月
二十日创刊。丁玲主编，姚蓬子、沈起予助
编。湖风书局发行。出版地上海。民国二十一

（1932） 年七月二十日终刊，共出8期。该刊以
文学创作为主，兼顾译文和评论，设有小说、
戏剧、诗、小品、世界名著选译、批评与介
绍、文艺随笔等栏目。鲁迅发表了 《我们不再
受骗了》 等多篇杂感及 《答北斗杂志社问》 的
重要谈话。该刊还发表了茅盾的《戏剧》、丁玲
的 《水》 等重要作品以及钱杏邨、冯雪峰、夏
衍等人的文艺评论。此外还有瞿秋白、白薇、
阳翰笙、楼适夷、张天翼、穆木天、叶以群等
主要撰稿人。

1931年年底，冯雪峰又与鲁迅一起创办了
“左联”另一份机关刊物《十字街头》——一份
四开四版的小报，只出版3期即被扼杀。

《十字街头》，半月刊。1931年 12月 11日创
刊。鲁迅主编，冯雪峰助编。发行处不详。出版
地上海。1932 年 1 月 5 日出版的第 3 期改为旬
刊，即被查禁。该刊以刊登杂文和诗歌为主，间
有论文。鲁迅发表《沉滓的泛起》《知难行难》

《“友邦惊诧”论》等杂文，瞿秋白发表长文《论翻
译》。此外还有李太、何明、林瑞精等撰稿人。

上述诸刊，从最早一种出生到最后一种完
结，满打满算不过两年时间，每刊平均寿命仅为
4个月（如果把《萌芽》与《前哨》的别名《新地》与

《文学导报》也计算在内，则每刊的平均寿命只有
3个月）。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报刊的监禁杀伐之
严之烈，由是可见一斑。“左联”的书刊出版事业
从一开始就生存在如此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却
能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前赴后继生生不息，究其所
以，鲁迅先生的亲执大纛、亲挥长戈自是根本，而
冯雪峰的不惮牺牲不辞辛劳也是不可或缺的重
要原因。作为鲁迅先生的工作助手，他以卓越的
执行能力把鲁迅先生的出版策略付诸实施，从而
为初始阶段的“左联”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
献。虽说作为“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早已随
岁月逐逝水，但历史却终归不会忘记。他与鲁迅
先生一起创办的《萌芽》等刊物，如今都以“文物”
之名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所收藏，它们将以历史见
证者的身份，永远诉说着那些不能忘却的纪念。

冯雪峰与“左联”初期的几份刊物
□张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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