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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语丝》周刊于
1924 年 11 月创刊于北京，围绕着《语丝》周刊聚
集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作者，他们定期聚餐，形
成了著名的“语丝社”，然后有了著名的“语丝派”
文学。从《语丝》的历史来看，周氏兄弟在《语丝》
的创刊及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是

《语丝》的核心。
众所周知，周氏兄弟早在1923年7月因至今

不明的复杂原因而“失和”，从此，西长庚，东启
明，兄弟二人不再来往，为何他们会在《语丝》时
期再次合作？他们在这一时期又有哪些分歧？

打虎亲兄弟

说起来，《语丝》的创刊与周氏兄弟有着直接
的关系。在《语丝》创刊之前，鲁迅、周作人的稿
子经常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当时孙伏园是《晨
报副刊》的编辑，经常约鲁迅、周作人的稿子，但
兄弟二人的稿子不符合《晨报》主人的口味，先是
周作人的《徐文长故事》触犯了《晨报》主人的忌
讳而被禁止续载，后来鲁迅的打油诗《我的失恋》
被新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刘勉己抽掉，这一事件导
致孙伏园愤而辞职。然后孙伏园提议创办一个
新的刊物，周氏兄弟自然答应。由此可见，《语
丝》的创办与当时北京文人圈子之间的矛盾冲突
有关，且这种矛盾冲突一直贯穿于《语丝》发展的
全过程。周作人在《发刊词》中声称：“我们几个
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
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
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
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他们对当时枯燥、沉
闷的思想界表示不满，要反抗来自主流文化界的
压迫，要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表现出一种另类
的姿态。

“语丝社”是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社团，诚
如他们在《发刊词》中所言：“我们并没有什么主
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
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
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
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
他们出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来对社会上的不
良风气进行批判，批判的对象既包括当时的政府
及政治人物，也包括当时与政府站在一起的主流
知识分子。对此，鲁迅曾有明确的说明：“不愿意
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
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
态度。”周作人、鲁迅对“语丝”态度的阐释是相同
的，这一方面说明他们俩在创刊《语丝》方面的出
发点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说明《语丝》具有明确
的办刊目标。正因如此，《语丝》自创刊就一直承
受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它在北京虽然
逃过了段祺瑞及其“巴儿狗”的撕裂，但终究被张

作霖所查禁。在鲁迅担任编辑之后，“受了一回
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
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拼命的围攻。”而正是在历
次的战斗中，兄弟俩表现出很好的默契，他们密
切合作，互相呼应，以笔为武器，与以陈西滢为代
表的现代评论派、以章士钊为代表的保守派、以
段祺瑞为代表的专制政府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
些斗争集中表现在他们所写的一系列的杂文中。

兄弟间的合而不同

在父亲因病去世后，鲁迅作为家中长子承担
着抚养弟弟的责任。在这方面，应该说鲁迅做得
非常好。鲁迅到南京求学，周作人跟着到了南
京；鲁迅到日本，周作人也跟着到了日本。这一
时期兄弟之间感情怡怡，堪称楷模，这在他们的
书信、日记之中都有所记载。然而，尽管是一母
同胞，他们之间无论是在性格方面还是在思维方
式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使得他们在一些重大
问题上既有合作，又有分歧。

尽管周作人早期也写过一些尖锐犀利、充满
战斗性的文章，但从整体上来看，其性格中妥协、
中庸的一面占上风，这在其后期的思想中表现的
尤为突出。周作人提倡宽容，“我觉得中国现在
最切要的是宽容思想的养成。……我相信西洋
近代文明之精神只是宽容。”他主张，《语丝》上发
表的文章“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
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公平竞
争，编者注）”。然而，现实却和他开了一个很大
的玩笑，在他提出“费厄泼赖”的第 5 天，即 1925
年 11 月 28 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奉倒
段”运动，最终导致段祺瑞逃之夭夭，教育总长章
士钊下台，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被撤职，周作人在
11月30日写了《失题》一文，进一步提倡“费厄泼
赖”，“到了现在，段君既将复归于禅，不再为我辈
法王，就没有再加以批评之必要，况且‘打落水
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
的事……一旦树倒胡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
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胡狲，也有点无聊，卑
劣”。周作人不“打落水狗”的主张得到林语堂的
公开支持，他认为“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

针对周作人的宽容、“费厄泼赖”的主张，鲁迅提
出了不同的意见。鲁迅在《我来说“持中”的真
相》中指出，所谓“持中”，就是“骑墙”、“随风倒”，
对周作人提倡的宽容、中庸进行了批判。在1925
年年底，鲁迅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
出与周作人针锋相对的观点。事实证明，在当时
的社会现实中，鲁迅的观点是正确的。周作人也
曾在鲁迅的影响下、在严酷的社会现实压力下一
度改变自己的观点，在“三一八”事件后，周作人
连续写了《论并非睚眦之仇》《我们的闲话（二十
七）》等对“巴儿狗”进行声讨；“四一二”事件后，
他写了许多杂文、短评对国民党政府的清党屠杀
行为进行批判。林语堂也在鲁迅的影响下改变
了自己的错误看法，在“三一八”以后画了《鲁迅
先生打巴儿狗图》，还写了《讨狗檄文》《打狗释
疑》《“发微”和“告密”》等，“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

‘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正
因兄弟二人在“三一八”事件中的突出表现，他们
一起上了当时政府的黑名单。

尽管在鲁迅的影响下周作人的反抗思想有
所恢复，但最终他还是趋于中庸，在1927年大革
命失败后其思想渐趋消沉，他宣布从此以后“决
定不再谈时事”，“拟改为隐逸，食粟而已”。接着
他又写了《闭户读书论》，声称要“苟全性命于乱
世是第一要紧”，而最好的办法是“闭户读书”。
1930 年 5 月，他在北京创刊《骆驼草》周刊，专谈
草木虫鱼；1932年出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正
式张起“言志派”散文的旗帜。到 1937 年后，他
倒向日本人的怀抱，成为汪伪政府的官员，这些
选择都与其中庸、妥协的性格有关，自然也成为
其人生的污点。

作为“语丝社”的核心，鲁迅和周作人不同的
思想行为必然会对其他成员产生影响；加之“语
丝社”成员都是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性
格各异，因此，“社员”之间的思想不同，在某些问
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也就实属正常，诚如鲁
迅所说：“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
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
为歧异的”。当有共同的现实反抗目标时，他们
有共同的思想及行为，但他们的终极目的是不一
样的，因此，“语丝社”成员发生分化也就很正

常。“语丝社”成员之间的分化最终导致《语丝》刊
物的变化，“但《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
去。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
类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
者，这时又少了几个了”。由此可见，外在的社会
压力是导致《语丝》停刊的外部原因，而其内部成
员尤其是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矛盾与分化则是
导致其停刊的内部原因。

任意而谈的语丝文体风格

“语丝”这个莫名其妙的名字的来历，据说
“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
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

《语丝》的这种取名方式与其文体风格之间具有
密切联系，“任意”二字一方面表现出他们一种
任性的人生姿态、自由的思想价值观念，另一
方面也表现出一种不受拘束、自由创新的文体
风格。

《语丝》 上刊载的文章以杂文、散文为主，
小说等其他文体为辅。杂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
体，出现于五四时期。在五四时期，《新青年》
开设“随感录”栏目，发表鲁迅、陈独秀等人
的杂文。这一传统在 《语丝》 这儿得到了继承
与发扬。《语丝》 创刊号上就刊登鲁迅、周作
人、钱玄同等人的杂文创作，第 2 期就开设

“随感录”栏目，一直到停刊前两期才停止，几
乎贯穿了刊物的始终。第 7 期开设“我们的闲
话”，专门发表“语丝派”成员的杂文；第102
期开设“大家的闲话”，专门登载读者的杂文，
此外，还设有“闲话集成”、“闲话拾遗”等栏
目。从这一点上来说，《语丝》与《新青年》之
间具有血缘上的传承关系，这不仅表现在栏目
的设置上，而且表现在其内在精神的传承上，
即对自由的追求、对黑暗现象的批判、对权力
意志的反抗。

尽管周作人相信 《语丝》 没有什么文体，
但作为同人刊物，《语丝》 有明确的目标方向，
遂产生了一种“文以类聚”的效应，他们在不
经意中形成了一种特色，“任意而谈，无所顾
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
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
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
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许多研究者大多只
引前半句来概括说明语丝的文体风格，而常常
忽视了后半句。实际上，鲁迅的这段话既说明
了“语丝社”成员思想态度的二重性，又说明
了“语丝派”文体风格的多样性。

《语丝》上发表的杂文虽然形成了一致的风
格，但若仔细来考察，则会发现 《语丝》 上面
所发表的文章大致可分成两种不同的文体风
格：一是以趣味、含蓄为主；二是以深刻、犀
利见长。前者以周作人为代表，后者以鲁迅为
代表。这只要将二人的代表性作品放在一起加
以比较即可发现。在“三一八”事件之后，鲁
迅和周作人都写了纪念文章，鲁迅写了 《记念
刘和珍君》，周作人写了 《关于三一八的死
者》。鲁迅的文章表现出强烈的愤懑，对段祺瑞
政府、对某些流言家进行激烈的批评，对刘和
珍等爱国学生表现出强烈的爱，可谓爱憎分
明，其“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成为广为流传的名言；周作人的文章虽然也表
现出愤怒与不满，但他尽力抑制自己的感情，
冷静思考，这在他给刘和珍、杨德群所写的挽
联中可以看出——“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
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
无非多经几番枪声惊耳，弹雨淋头。”——挽联
中呈现出来的多是无奈与嘲讽。周作人善于在
叙事、抒情、写景状物中广征博引，把与题目
内容有关的故事、传说、史料、掌故、轶闻等
纳入文中，通过妥当的剪裁和安排，将其融为
一体，集趣味性和知识性于一体；而鲁迅则善
于通过一件事来深入剖析，或将几件事罗列在
一起来发掘其内在的一致，其目的不是为了趣
味，而是要透过现象发现其内在的本质，达到
一针见血、一刀致命的目的。

综上所述，在“语丝”时期，鲁迅与周作
人之间的手足之情、其共同的反抗思想使他们
在“失和”之后再次合作，从而成就了中国现
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语丝派”文学；而他们之
间性格及思想上的差异又使他们合而不同，对
某些重要问题表现出不同的观点，从而形成了

“语丝”两种不同的文体风格。

《语丝》与1920年代的中国文坛

1924 年 10 月，因《晨报》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撤换鲁迅的
“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失恋》，副刊编辑孙伏园愤然辞职。
在日后的文学史家看来，“由此引出的是1920年代思想、文化、
文学界的一段不大不小的故事”。说其“不大”，是因为在波谲
云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世事白云苍狗本来就是常态；又道
其“不小”，则是由于从中可以见微知著，揭橥1920年代中国文
坛的诸多变向。不过与其“前提”相比，更为重要的无疑是其
直接导致而又影响深远的“后果”，即一个月后《语丝》的创
刊。正是《语丝》，真正深刻地介入与反映着文坛甚至社会的
转型，成为1920年代中国的一份别样记录。

1924年 11月 17日，《语丝》第 1卷第 1期在北京出版。《语
丝》的问世十分顺利，不仅鲁迅倾力“加盟”，周作人与孙伏园
也是一拍即合。11月2日，周作人与钱玄同、章川岛、江绍原、
顾颉刚、李小峰等人一道，应邀出席了孙伏园组织的聚餐会。
会上拟定了杂志的创刊事宜，而此后聚餐会也成为了《语丝》
同人进行交流的重要形式。所谓16位“长期撰稿人”，除周氏
兄弟与孙伏园等人外，还有林语堂、章衣萍、孙福熙、王品青、
冯沅君、孙斐君、吴曙天与蔡漱六。此外尽管在创刊时未曾

“著籍”，但很快也是《语丝》的“长期撰稿人”的还有刘半农、俞
平伯、废名、徐祖正与张凤举等人。可见，孙伏园从《晨报》辞
职虽是事发突然，但这一杂志甚至阵营的集结却又具有必然
的趋势，而这正与1920年代的中国文坛的生态变迁密切相关。

从1917年开始，北京大学与《新青年》播撒的新文化的火
种在全国渐成燎原之势。经由大学、杂志、社团以及理论建设
与文学论争的推动，一个超越了区域与文类界限的“新文坛”
日益形成。新青年社与新潮社在其间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
随着1920年《新青年》杂志南迁上海，原本统一在“文学革命”
与“思想革命”旗帜下的不同立场与思路的知识群体也开始分
化。同年底，胡适致信陈独秀，提出“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
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
而材料必求精”。次年初，他又致信李大钊等《新青年》主要撰
稿人，重申“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苏俄，编者
注）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辟学术艺文的杂志”。

1922年5月7日，胡适主导的《努力周报》创刊。14日，他
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在第2号上发表。6月20日，胡适与
蔡元培、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等人发起谈话会，召集了丁文
江、张君劢、蒋百里、林长民、陶孟和与李石曾等人参加，形成
例会。9月3日，他期待的“专辟学术艺文的杂志”《读书杂志》
作为《努力周报》的附张开始出版。在《努力周报》与另外一份
以欧美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杂志《太平洋》的基础
上，《现代评论》杂志于 1924 年 12 月 13 日创刊。在某种程度
上，这是胡适等人以其认为恰当的方式接续《新青年》精神的
一种尝试。

无独有偶，鲁迅等人在1920年后也在积极探索继续进行
“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道路。研究者发现：“整个1920年
以及 1921 年的上半年，鲁迅除了创作小说《风波》《头发的故
事》与《故乡》，所做的就是翻译和校勘整理《嵇康集》，杂文的
写作几乎停止。”直到 1921 年 10 月 12 日孙伏园创刊《晨报副
刊》后，他才进入了又一个文学与思想的活跃时期。除鲁迅
外，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章川岛与顾颉刚等人也
经常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而他们正是日后《语丝》的主
要作者。《语丝》的另外一个渊源则是《新潮》杂志。不仅创刊
时的 16 位“长期撰稿人”多为新潮社成员，从 1924 年 11 月 17
日到1926年2月1日，前64期《语丝》杂志的社址也都在“北京
大学第一院新潮社”。自1920年10月当选《新潮》主任编辑的
周作人，更是直至 1927 年 10 月 22 日《语丝》被奉系军阀查封
前，成就最为辉煌的前154期杂志的实际主编。可见，《语丝》
的集结乃是《新青年》中不同于胡适等人的另外一种“新文化”
方案在1920年代的直接呈现。

在不同的知识群体以及社会力量的分化、冲突、对话与调
和中，新文学的文坛转型在1920年代悄然发生。与五四前后
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学场域无疑更趋制度化与结构化。文坛
内部丰富与复杂的面向，开始在不同阵营的文学趣味与话语
资源中体现出来。《语丝》不仅以其理论与实践推动了文坛转
型的历史进程，而且也自觉内在于这一制度与结构中。因此
自创刊起，《语丝》就十分注重在一种相互关系中确认自家在
文坛上的位置与功能。

《语丝》创刊于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时期。周作人执笔
的《发刊词》开宗明义，针对当时万马齐喑的思想状况，表示

“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
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
的地方”。这自然是自觉传承了《新青年》的精神与主题。不
过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笔锋一转，强调“我们并没有什么主
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
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
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
有差异”。这则显然是“左右开弓”，抱定了“横站”的姿态，而
其所谓“主义”与“政治经济问题”针对的对象也不言而喻。“自
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是《语丝》的宗旨，也是《语丝》
同人在众声喧哗的1920年代的文坛上，以《新青年》为背景，以

《语丝》为前景，做出的鲜明选择。高长虹认为，“《语丝》仍然
进行《新青年》的思想工作”。此说颇能代表时人的观感。

《语丝》第1至156期在北京出版，被查封后南迁上海。先
由鲁迅主编了第4卷的52期，后由柔石与李小峰先后接编，出

版至第5卷第52期，于1930年3月10日自行停刊。《语丝》行刊
历时逾5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长期出版并且几
乎没有脱期现象的同人杂志（南迁以后情况稍有变化），而其
盛衰也见证了1920年代文坛潮流的升降，并为20世纪中国文
学积累了一份宝贵经验。

语丝派·语丝社·语丝体

作为一种文学经验，《语丝》一家就为文坛贡献了3个在不
同层面上的重要范畴：“语丝派”、“语丝社”与“语丝体”。

与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多数的“派”、“系”通常得名于文坛
派系对手的赠予一样，“语丝派”的头衔也首先出现在对其攻
伐的文字中。1927年 9月 3日，鲁迅在离开广州前夕，致信李
小峰，总结南下近一年来的观感，他说：“《语丝》我仍旧爱看，
还是他能够破破我的岑寂”，不过那些追随他的学生“在某大
学里，听说尤其严厉，看看《语丝》，就要被称为‘语丝派’；和我
认识，就要被叫做‘鲁迅派’的”。次日，他在致时有恒的信中，
再次为学生打抱不平：“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
来，并不说我坏。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称为‘鲁迅党’或‘语
丝派’，这是‘研究系’和‘现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功”，同时提
及“据‘现代派’说，我是‘语丝派的首领’”。可见当时在社会
上已有“语丝派”之说，所指除《语丝》同人外，还包括追慕《语
丝》精神的青年，而其出处，正是“现代评论派”的评论。

此后在《语丝》上发表的文章中，鲁迅多次以“语丝派”自
诩。待到写作《我和〈语丝〉的始终》时，鲁迅不仅表彰《语丝》
的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
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同时也从正面使用了“语丝派”
的称谓：“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
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特别
以强调对于“有权者”的反抗为“语丝派”正名，鲁迅有力回击
了“现代评论派”——因为在鲁迅等人看来，《现代评论》一直
未能摆脱接受官方资助的嫌疑，而《语丝》则是十分纯粹的同
人杂志。一年多后，周作人在为《语丝》撰写的广告中说：“《语
丝》的最大的特色在于‘不说别人的话’，至于‘不用别人的钱’
或者还是第二点”，“这似乎不很难，却也不很容易做的”。

《语丝》创刊后不久，孙伏园受聘开始为《京报》编辑副
刊。1924 年 12 月 8 日，《京报副刊》创刊。此后，“语丝派”以

《语丝》与《京报副刊》为主要阵地，与“现代评论派”围绕女师
大风潮、“五卅”惨案与“三一八”惨案等事件展开了激烈交
锋。这一论战本身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标志性的“事件”。
时过境迁，单纯进行是非判断已经无法充分开掘这一事件的
历史意义，因为两者的“交锋”在实际上并未基于同一逻辑前
提，而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与观念谱系中的话语博弈。研究者
发现，双方在具体发言的背后，更有其整体性的关怀。“语丝
派”与“现代评论派”，一讲“伦理”，一讲“公理”；一重“实力”，
一重“民气”；一警惕“权力”，一标榜“秩序”。对于当下而言，
两者无疑都有重要的思想启示。而这正是通过“语丝派”的视
野使然，1920年代文坛转型的脉络也是循此展开。

《语丝》南下，适逢“革命文学”兴起。鲁迅也成为了被“革
命”的对象。《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太阳》《我们》《戈
壁》《现代小说》《战线》与《洪荒》等杂志先后发表100余篇文章

“围剿”鲁迅，而他则在《语丝》上独力应战。中国现代文学从
“第一个 10 年（1917—1927）”到“第二个 10 年（1927—1937）”
的过渡，就在这一瞬间集中体现。新的社会问题、代际力量、
文学观念与意识形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文坛也随之再
度调整，而《语丝》在这一层面上也正与“20年代文学”相始终。

如果说“语丝派”进入历史主要本于鲁迅的叙述，那么凸
显周作人在《语丝》中的核心作用的范畴则是“语丝社”。鲁迅
曾以文学笔法描绘《语丝》同人的聚餐会：“从此市场中的茶居
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
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
响的谈吐。”聚餐会通常在东安市场的开成素餐馆与森隆饭
馆、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什刹海的会贤堂与太和春饭馆举
行。不过鲁迅表示“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好不知道内
部的情形”。因为在1923年7月，周氏兄弟已经失和。此时的
聚餐会既然由周作人主导，鲁迅自然也就“避开”了。

在周作人主编《语丝》的前3年间，周氏兄弟尽管已经没有
直接联系，但却常能采取一致的态度。他们对于“现代评论
派”、“研究系”以及北洋政府的“并肩作战”，已经成为现代文
学史上的精彩一幕。不过《语丝》作为一本同人杂志，《语丝》
同人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学共同体”，所以如何组织、如何
编辑、如何经营，甚至如何处理对内（比如与出版方北新书局）
对外（比如与“现代评论派”的“作战”）的关系，实则与《语丝》
在文学史上创造的论争以及文体的“实绩”相表里。倘若考虑
文本内外的通透关系，一个潜在的“语丝社”在其间发挥的作
用也就应当被充分估计。

就《语丝》而言，是“先有杂志，后有社团”。然而，并非所
有杂志都能形成社团，更非所有杂志都有文体追求。具有自
觉的文体意识，并且的确能够在文体上有所成就的杂志，在现
代文学史上可谓“凤毛麟角”，而《语丝》正是其中一家。“语丝
体”出自孙伏园的观察。《语丝》一周年时，他发表《语丝的文
体》一文，提出“《语丝》并不是初出时有若何的规定，非怎样怎
样的文体便不登载。不过同人性质相近，四五十期来形成一
种语丝的文体”。两期后，周作人做出回应。又过了3期，林语
堂也参与了讨论，提出“语丝文体之二大条件”，“主张《语丝》
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
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同时“我们绝对
要打破‘学者尊严’的脸孔，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第一，学者尊
严不尊严是不相干的事”。可见“语丝体”在《语丝》创刊一周
年时就已经成为同人的共识，亦即“对同人特性的一次集体追
寻”而其建设无疑正与所处的 1920 年代的中国文坛生态有
关。尤其是在一种博弈的相互关系中，“语丝体”的风格日渐
成熟。

孙伏园对于“语丝体”的发现是一种编辑的敏感，周作人
与林语堂等人的讨论大致可以反映同人的印象，待到鲁迅做
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评价时，则近乎一种史家的判断
了。“语丝体”上承“随感录”与“美文”的传统，下启“杂文”与

“小品文”的格局。《语丝》风流云散后，“语丝体”成为了一种
“文学之正轨”，依旧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文坛潮流与文学趣
味。从《语丝》辐射出来的文学杂志，比如同时的《莽原》《未
名》，此后的《骆驼草》，也都可以作为《语丝》的文学经验在不
同面向上的延伸。

“语丝”与周氏兄弟
□吕周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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