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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名社的成立，鲁迅在《忆韦素园君》里
有过一段生动具体的回忆：

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
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
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
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
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介绍外国文学到中国
来，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
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刊便和
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一笔印
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

“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
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据此，人们将“出版者与读者不喜欢翻译书”
作为鲁迅等人为便于自己刊登、出版翻译作品而
成立未名社的原因。实际这只是原因之一，更深层
的原因在于鲁迅的批判期待——社会批判与文明
批判。这一点在鲁迅关于未名社发行《莽原》期刊
时说得很清楚：“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
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
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
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
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但是当时的文坛现状令鲁迅十分不满意，
1933 年鲁迅应上海天马书店约请编辑《鲁迅自选
集》，在《自选集自序》里对当时文坛的失望与期望
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
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线中的伙伴
还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
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
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触感，就写一
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
之《野草》。得到比较齐整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
说，只因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谓记述虽然比
先前好一些，思想也似乎比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
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
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

《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愿以后不再这模样”，那么他希望以后的文

坛是什么模样呢？1926年8月他离京南下，辗转于
厦门、广州，并于 1927年 10月 3日抵达上海。北京
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厦门国学院风波、广州中山大
学清党事件等高校经历与痛苦记忆叠加在一起，
使鲁迅到上海后不愿再做职业教师，而打算当一
个自由撰稿人，同路人偕同作战，使文学产生一定
的社会效应。这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初衷，也是他一
贯坚持的原则，所以他对文学“文明批评”与“社会
批评”的职责一直耿耿不忘。在给许广平的信中，
鲁迅也非常明确地指出办《莽原》的目的：“中国现
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
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
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
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
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惜所收的至今为
止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

在《新青年》周围曾经凝聚过一批中国先知先
觉的知识分子，他们用西方文明视角透视中国问
题，对中国传统文明与社会进行过猛烈揭批，推动
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但“五四”后《新青年》队伍
分化，原有的编辑同人圈子解散，尤其是陈独秀离
开北京，《新青年》编辑部也移至上海，大批同人南
下，新文化运动中所形成的统一战线分崩离析。辛

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虽曾喧嚣一时，但过后的中
国现状却并未见根本起色，“政象”也未稍稍改善，
所以鲁迅一直在寻找新的战友，希望能联合起来
继续对旧文明进行抨击，根除中国人的“坏根性”。

对旧思想、旧习惯加以攻击，对中国国民的
“坏根性”加以破坏，这是鲁迅一贯坚持的启蒙立
场，也是他一直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鲁迅的深刻
之 处 ，是 他 看 到 了 暴 力 革 命 所 无 法 解 决 的 问
题——旧文明对国民性根深蒂固的影响。他认为
如果不从根本上对国民性进行改造，那么中国社
会革命势必会陷入“阿 Q 式”革命的恶性循环之
中，中国的动荡混乱将不会终止，中国民众的苦难
也将永无止境。所以他对“阿 Q 式”的革命有着深
刻的忧虑。因此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情结一直萦绕
在他的心头，难以释怀，他曾多次向许广平透露过
这种心迹。但《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解体
后，中国文坛对旧文明批判一时陷入疲软状态。

鲁迅早年受尼采超人哲学影响较深，但他不
是全盘接受尼采超人思想(尼采的“超人”是驾驭

“奴役”百姓的寡头，鲁迅的“超人”是引导大众获
得解放的先驱)，而是看中超人“立意在反抗，指归
在动作”的“重估一切价值”精神。尼采对自己生活
的时代强烈不满，因此宣扬强力的个人意志，“不
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强烈抨击现有的宗教、道
德、法律，要求“毁灭老的价值和标榜”，重新估价
一切。同样，鲁迅也希望中国出现尼采的超人般

“先觉善斗之士”，敢于“抗时俗”“排众数”坚持“己
见”，具有“刚毅不挠”和“勇猛奋斗之才”，重估中
国一切旧文明、旧道德的价值，“对于中国的社会、
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

鲁迅在《习惯与改革》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立足
于风俗习惯改革社会的愿望。他还将改革风俗习
惯看作是中国革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因此
身体力行，一马当先地展开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
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思想、文化进行猛烈
的攻击。他不仅在“五四”时期如此，20世纪30年代
对旧思想、旧习惯的批判也毫不放手。他的杂文是
投枪、匕首，其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权者的专制统
治。前期杂文主要抨击北洋军阀政府腐败残暴，后
期的社会批评针对国民党政府一党专政的专制黑
暗，从一系列血腥屠杀到查禁文学作品、捣毁书店
等流氓手段，从“推行新生活”运动到对外国帝国
主义的屈辱投降政策，都进行了尖锐的揭批。如

《答有恒先生》《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中国无产阶
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
状》《“友邦惊诧”论》《为了忘却的记念》等都是直
接揭露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名篇。

鲁迅杂文尤其集中批判了中国旧文明所形成
的思想习惯，从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文化心理结
构入手，来挖掘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不平等关
系的根源，大声疾呼人的自由和解放。他在《再论
雷峰塔的倒掉》中说：“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
斯泰，伊李生等辈，若用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
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
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
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旧
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
的唾沫淹死。”对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进行攻
击，使他既对中国奴役关系下最底层、命运最悲惨
的人物，寄予了深厚的同情，也无情解剖他们身上
存在的劣根。

因此，在《新青年》同人走散，新文化运动落潮
以后，他仍然希望能组织一个类似于《新青年》队

伍的新团体，对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进行攻击。
他非常欣赏那些“无不刚健不挠，报诚守真；不取
媚于群，以随旧俗”的诗人的作品。他积极为叶紫、
萧军、萧红、柔石、白莽等人的作品写序言，向社会
推荐那些刚健有力的“抗时俗”、“排众数”作品。他
称赞萧军《八月的乡村》为“于‘心的征服’有碍”的
好书，“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
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
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
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他给
萧红的《生死场》作序，认为这部作品虽“不过是略
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
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
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
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能搅乱不甘做奴才的读者
的心。他将叶紫的《丰收》看作是“战斗的文学”，是

“对于压迫者的答复”；称誉白莾的《孩儿塔》“是东
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
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
残的憎的丰碑”。

从鲁迅自己的作品及他评判别人的作品来
看，他推崇的是“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
在纸上”战斗的力的文学，他欣赏的是具有“力抗
俗”超人意志和“绝望奋战”精神的摩罗诗人。但是
到上海后，一些革命作家与文学联盟的作为让他
感到失望。“在左翼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
家，其实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
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
溪，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
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所谓从“大处着
眼”，他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里表述得非
常清楚，就是“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
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
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
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
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
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
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
足。”鉴于旧势力、旧习惯的顽固情况，他提倡要“造
出大群的新战士”对它们进行“韧”的战斗。

总之，鲁迅心目中的“真正的文学家”是非功
利的，他们具有前瞻的批判眼光，背负时代使命，
富有坚强不屈的批判意识和战斗精神，因而他们
只能出现在革命前而不会出现在革命中或革命
后。因为文学常与社会和政治起冲突，文学家因为
比较敏感，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天性，常常感到社
会的压迫和黑暗，因而常常不自觉地要起来说话，

“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
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
反对他，也排轧他）”。文学家的命运之所以悲哀，
是因为他永远走在社会革命的前头，革命中没有
革命文学，“正在革命，那有工夫做诗？”革命后也
没有革命文学，因为“革命成功以后，空闲了一点；
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
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
这和革命有什么关系？”“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
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
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等同过；直到革命
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
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
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所以“即共了
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文学有的命运并不因
为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定改变，还是到处碰钉
子”。“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
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

从未名社刊登或出版的论著来看，未名社基
本上实现了鲁迅立社的初衷，未名社的实绩也确
实达到了鲁迅的愿望：未名社翻译了一些北欧弱
小的被压迫民族或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创作了
一批揭露现实和批判传统文化的作品。可见，便
于发表译作是鲁迅他们创办未名社的表层原因，
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鲁迅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
愿望。

关于未名社，一个独特的文学社团。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本身
存在非常多的研究面向，小小一个社团，却具备很多话题的衍生
点，这些衍生话题在对话过程中往往就变为了争议性的话题。

首先，从考据学的观点来看，未名社的文学史现场是凌乱
而模糊的，无法形成相对清晰的文学史知识。它的成立时间、起
因、命名以及成员变动、与莽原社的关系等，存在大量悬而未决
的疑问，学术界在经过反复争论之后，话题往往被搁置起来。

未名社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作为鲁迅扶持下诞生的
文学社团，与鲁迅扶持下诞生的另一个社团莽原社存在平行
交叉关系，两个社团之间又夹着一个来历不明的《莽原》杂志，
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纷繁复杂。一般以为，莽原社是以《莽原》半
月刊和《莽原》周刊为依托的，这两个杂志与未名社应无太大
关系，而其实恰恰不然，《莽原》杂志和莽原社并无直接关系，
反倒几乎成为未名社的阵地刊物。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
者细致地研究鲁迅对于《未名》半月刊和《莽原》半月刊的拟名
过程，发现《莽原》刊物从一开始便是未名社出版的刊物，与莽

原社并无任何关系。未名社骨干成员李霁野的回忆文章也为
这种说法提供了佐证。文章一出，学术界争议四起。《莽原》杂
志和莽原社真的毫无关系吗？对此，有学者凭借扎实的史料功
夫重返文学史现场，试图解开这个文学史疑惑。其中，学者汤
逸中在《鲁迅和未名社》一文中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未名
社的韦素园、李霁野、韦丛芜、台静农四个人作为未名社的主
力成员，实际上也是高长虹分裂前的莽原社的成员，因为《莽
原》杂志大量的供稿甚至编辑业务，很多都是由这四个人来担
纲，所以《莽原》杂志是和莽原社有关系的。该文还提到，当高
长虹与韦素园等笔战时，鲁迅在给李霁野的书信中对这次笔
战的定性是“莽原社内部冲突”，更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有力的
证据。然而，这种说法一出，也颇受学界质疑，最有力的质疑声
来自李霁野、台静农等文学史当事人，他们认为他们作为未名
社成员，与莽原社的关系是经由鲁迅而产生的，与莽原社并无
直接关系，“入社”一事更无从谈起。物证和人证相互矛盾，逻
辑与现象纠缠不清，这个话题就此也只能打了一个悬而未解
的结。

未名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独特之处，更在于它和鲁
迅的关系。众所周知，鲁迅对新文学和新青年的扶持力度是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身体力行地组
织了几个新文学社团，未名社、莽原社等就是在鲁迅的大力扶
持之下诞生的，其中又以未名社贡献最大。所以在学术界，鲁
迅先生与未名社的关系也成为一个学术关注点。之于鲁迅研
究，这是一个可以近距离考量鲁迅与文学社团之关系、鲁迅与
青年之关系、鲁迅的文学精神与文化人格等相关问题的入口。
而之于未名社，研究价值更为巨大，因为鲁迅本人，正是未名
社成员。

翻检各个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笔者发现专门讲述
未名社的几乎没有。那么，未名社是从哪些角度被纳入元文学
史视野的呢？综合来看，大约有两个角度，一个是其作为新文学
社团的性质，一个是其文学创作的成就。关于第一个角度，绝大
部分文学史都有涉及，未名社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

等，一同作为上世纪20年代的新文学社团，共同拼合成了现代
文学的版图。不过由于未名社并不具备文学研究会、新月社等
如此重要的事件性意义和文学史意义，因此常常在叙述中被一
笔带过。然而谈到文学创作，未名社及其成员则经常被提起。

未名社在创作上的表现，并不像创造社、新月社、湖畔社
等那样惊艳，不过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刊印了《朝花夕
拾》，出版了丛书《未名新集》，出版了台静农小说集《地之子》

《建塔者》，出版了李霁野的散文小说集《影》和韦丛芜的《君
山》《冰块》诗集等。不过，各文学史对未名社的文学创作的表
述，经常将其与“乡土文学”的概念绑定在一起。关于“乡土文
学”，鲁迅总结其特征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
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简而言之，
彼时的乡土文学就是作家侨寓在北京怀念故乡之作。未名社
几乎所有社员都是在北京求学的安徽籍学子，然而他们的许
多创作，如李霁野、韦素园等人，其乡土题材往往和爱情题材
结合在一起，缺乏那种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
上”的浑厚之感。未名社中真正被公认为是纯正的乡土文学水
准的，大概只有台静农了。即便只有台静农，也足以使未名社
在乡土文学世界中留名。钱理群认为台静农的小说“少而精，
似乎一本《地之子》的集子就能够支持他成为出色的乡土作家
了”。而鲁迅也尤为欣赏台静农，认为他在未名社各位同人之
中，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身体力行地“贡献了文艺”。台静农在
他的成名作《地之子》的前言中说：“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我耳
边听到的，目中所看见的，已经是不堪了；现在又将它用我的
心血细细地写出，能说这不是不幸的事么？”所以台静农笔下
的中国乡土的情感基调正是酸辛和凄楚的，简直毫无一丝亮
色。他小说的一大特色是乡土味道特别浓重。其绝大多数作品
取材于安徽农村，所刻画的又是农村中处于生死线上的贫苦
农民和凶狠残暴的乡绅阶层，所运用的又是白描的手法，所使
用的语言又多借鉴了土语，因而具有郁结的民间味道。其小说
另一特色是对于中国乡土的灵魂本质和中国农民的精神特质
的挖掘和表露，对几千年来中国农村权力秩序和世俗陋习的

揭示与批判，这是使他的小说创作成为“乡土文学”的最重要
的品质。以《拜堂》《新坟》《天二哥》等作品为代表的《地之子》，
是中国20世纪乡土文学的证明和硕果。正是因为鲁迅和台静
农在乡土文学创作上的表现，未名社才借此二人的光耀在创
作方面为人所知。

尽管未名社有台静农这样优秀的创作家，但未名社并不
以创作作为着力点。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有文学社团
不是以文学创作为重的话，未名社要算一个，而且很可能是惟
一一个。

虽然绝大多数文学史著作没有提及未名社在文学翻译上
对新文学的贡献，但是未名社的确为新文学贡献了大量的翻
译文学。翻译不仅是未名社成立的初衷，也是日后未名社同人
孜孜不倦的努力方向。然而，其翻译文学对现代文学所产生的
价值和意义，至今未有较有信服力的成果加以论证，不能不说
是一个遗憾。

未名社翻译文学的一个特点是杂，即文学体裁和作家国
别繁多。其翻译的作品长短篇小说、诗歌、戏剧、童话、理论、散
文诗等无所不包，美国、英国、苏俄、法国、波兰、丹麦、荷兰、日
本等国家应有尽有。未名社翻译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专，即集
中为新文学翻译了大量的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几乎每个成员都
参与到苏俄文学的译介中去。李霁野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不幸的一群》，他与韦素园一起翻译了托洛斯基著名的《文学与
革命》，韦素园翻译了果戈里的《外套》，韦丛芜也翻译了陀思妥耶
夫斯基的作品如《《罪与罚》《穷人》，曹靖华翻译了爱伦堡的《烟
袋》等等。在当时看来，未名社几乎成为一个以翻译苏俄文学为主
的新文学社团。未名社之所以选择苏俄文学为重点译介的对象，
是因为19世纪的苏俄与中国乡土有很高的相似性，另外，19世纪
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极为辉煌的成就。未
名社将苏俄文学译介到当时的中国来，不仅为诞生不久的中国
新文学提供了作品，更为其提供了艺术技巧和范式。

所以，对苏俄文学的译介才是未名社对新文学最突出的
贡献，也是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的重要收获。鲁迅在1927年
曾断言“现在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
社”，可知未名社翻译文学在当时影响之大。然而一直以来，重
创作轻翻译的文学史著作对这一点的表述不足，使得后世对
未名社的认识也相应不足。鲁迅也有所预言，他说未名社这些
辛苦的翻译者是“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
人”。在当时，各个文学社团注重文学创作以彪炳文学史，而未
名社选择了翻译作为安身立命的职责，从中便能看到未名社
文学精神之一斑，它代表了现代文学浑厚质朴的一脉。随着研
究的深入，这一点也将为代代学人所深知，正如未名社之名，
不是无名，而是未名，即还未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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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中的未名社
□余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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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坛，五四运动的烈火激发了死水一般文坛的
波澜，茅盾曾言：“这一时期是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期刊蓬勃
滋生的时代，从民国 十一 年（1922年）到 十四 年（1925 年），先后成立
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余。”但时至今日，业界对文学研究会、创
造社等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未名社等小社团则
远离了批评界的视野。其实，文学社团无论其规模大小、影响强弱，他
们都是社会文化结构的一部分，都是当时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精神的
鲜明体现，是精英群体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未名社也不例外，他有着
自身独特的文化意蕴与扎实的文学功绩。他虽是一个不尚叫嚣、甚至有
些沉寂的小团体，但却充满热情与希望，默默地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
想。他们曾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大背景上留下了刹那间的辉煌，其充满特
质的文学理念、文化品格为中国新文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未名社的主要文学功绩，是翻译了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就文体
而言，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诗、戏剧、童话；就作家的国籍
而言，包括苏俄、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波兰、丹麦、荷兰等国家；就文
本内容而言，有倾诉革命前个人际遇的跌宕起伏、悲欢离合（《穷人》），
有描写革命进行时的风云突起、惊涛骇浪（如《十二个》），有揭露革命
失利后的潮起潮落、苦闷矛盾（如《往星中》）。而在各种庞杂形式的译
著里，显现的却是未名社诸位成员高度一致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现
代文化的理性批判精神所形成的群体凝聚力。未名社的办刊宗旨是：专以译介、出版外国文
学作品为务，其中尤以介绍苏俄文学为重心，在《未名社广告》中鲁迅便申明了这一点。其译
介的目的就是要催促新事物和新社会的诞生，对旧事物和旧世界则给予批判与鞭笞。鲁迅本
就对苏俄作品多加推崇，再加上韦素园、曹靖华二人拥有苏俄留学经历，相同的文化取向使未
名社各位成员在结社的几年实践中，做了大量的苏俄文学的接受、翻译和传播工作，对新文学
的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未名社成员都明显地体现出对苏俄文化的接
受，其翻译的作品以俄国、北欧、英国文学居多，又努力介绍苏联文学。例如被鲁迅称为“为被
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作品饱含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呻吟之声，呈现出
的是社会底层人民的困穷、酸辛和挣扎。而其小说的第一个完整中文译本正是韦丛芜翻译的

《穷人》；韦素园翻译的《外套》是果戈理作品的第一个中译本，曹靖华翻译的《白茶》是中国第
一部介绍苏俄戏剧的集子。除了这些作品，未名社还翻译出版了一大批俄国名著，有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契诃夫的《蠢货》等。

在翻译介绍国外文学作品的同时，未名社也重视文学理论的介绍工作，而且对苏俄文学
理论尤为重视。由韦素园、李霁野翻译的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对当时苏联文坛的各类
作家、流派都有详细的评论,其内容包括文学与革命、文学与形式、作家的个性与阶级性等诸多
方面问题。而任国祯翻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苏联文艺理论书籍，大体
介绍了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三大文学流派的文艺主张及其内容。未名社重视当时苏俄政府的
文艺政策，详细的解析不同派别理论论辩的文字，表示了他们对于新兴文艺理论的渴求，引起
了国内了解苏俄文艺现状的热望。鲁迅则专注于翻译日本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的著作，先后
翻译了《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总之，未名社对国外文学理论的推介弥补了中国20世
纪20年代文艺理论的缺失。

《未名新集》是由鲁迅主编的一套专收创作的丛书，从中我们窥见到未名诸君的才情与风
华，主要有：韦丛芜的《君山》，收情诗40首；鲁迅的《朝花夕拾》，收回忆文章10篇；台静农的短篇
小说集《地之子》；李霏野的短篇小说集《影》；韦丛芜的杂诗集《冰块》，收杂诗12首；台静农的第
二部短篇小说集《建塔者》，收短篇小说10篇。这其中韦丛芜的《君这山》被认为“为中国现代叙
事诗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光彩”。台静农则以其独树一帜的乡土小说创作而闻名中国文坛。

未名诸君不仅有飘逸潇洒的文情，在他们的身上更洋溢着一种“正精神”。这种精神是认
真严谨的精神。他们严格按照鲁迅先“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教诲，对读者高度负责，以希望
读者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为宗旨，对翻译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韦丛芜翻译
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是以美国女翻译家康斯坦斯·迎内特的英译本为蓝本，并参考了
美国《现代丛书》的英译本。译出的文字先由韦素园以原文本校订，再请教鲁迅以日译本做比
对进行核校。一部译作须经三种不同文本反复对比、校验，全文务求做到流畅、忠实、雅素。
而身为未名社长者的鲁迅对待翻译工作更是身体力行，在翻译日文版《出了象牙之塔》时，凡
是遇到与英国文学有关的内容时，他都主动向精通英文的许寿裳请教，同时争取韦素园、韦丛
芜和李霏野的帮助。在翻译《小约翰》时，他常约老同事齐寿山商榷，经常是一壶茶水一身汗
相伴，译得头昏眼花。这种精神正是在政治高压下的战斗精神。

虽然未名社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团体，但其“左”的色彩是十分明显的。鲁迅研
究专家陈漱渝曾于 1989年在台湾五次拜访台静农，台老说：“那个时候我接触的不是共产党
人，就是左翼人士。”在未名社整个社团活动期间，曾先后收留、掩护、保释几十位共产党员和
左翼进步青年。如共产党人王冶秋、李何林、王青士在安徽被通缉,到达北京，被韦氏兄弟以未
名社工作人员的身份掩护下来。大革命失败后，赵赤坪亦曾得到未名社的掩护。也正因为如
此，未名社成员也多次受到北洋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制裁与迫害。1928年4月7日，由于

《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著)一书被北洋政府视为共产党的违禁宣传品，台静农等三人被捕入
狱50天，后经有关民主人士奔走营救才获得释放（韦丛芜因病只入狱一周）。1932年台静农又
因轰动北平的“新式炸弹”案锒铛入狱。正是在这种政治高压与生死磨难之下，未名社的诸位
成员能投身到文学创作之中，委实是以厚重的生命去完成对文学的祭奠与皈依。

鲁迅曾在《忆韦素园君》中这样评价未名社：“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
不长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
的。”一杯浊酒将饮，一茗清茶临品，一缕檀香不散，一丝书生白影驻留人世间。

未名社的成立与鲁迅的期待
□胡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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