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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2年初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新诗《宝
刀》，台静农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历程，但在未名社成立之前，
他的作品数量有限而且并无多少影响。未名社时期，台静农
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出版问世，一是《地之子》，一是《建塔者》，
这是他的文学创作的成熟期，也是高潮期，他开始在现代文学
的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其被人屡屡称道的乡土小说，其实也
就是1928年结集出版的《地之子》这一册并不厚重的短篇小说
集中的若干作品。

《地之子》中共收入短篇小说14篇，其中以乡土为主题的
有 10 篇，通观这些作品，人物与环境纵横交错，一个叫做“羊
镇”的小镇的风土人情浮凸立体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让人不由
得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鲁镇”。与此同时，台静农显然是一位
有悟性和灵气的作者，对鲁迅的乡土作品的学习和借鉴给予
他创作上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但并没有变成他创作照搬的
模板甚至桎梏；结合他自己的皖西乡土生活经验和见闻，台静
农笔下的乡土世界，具有独特的地域和文化特征，字里行间流
动着鲜活灵动的生气，一气呵成，流畅贯通。这些小说篇幅皆
不长，故事情节或人物经历基本上都没有平铺展开的完整叙
事，更多的是截取其中某一片段予以集中正面的描写，如《天
二哥》只描述了天二哥死前与小柿子的一场争斗，《红灯》围绕
得银的娘为超度儿子的亡魂做了一盏小小的河灯而展开，《拜
堂》呈现的是大哥死了一年的汪二与自己的嫂子在半夜拜堂
成亲的场景。但在这些片段的现时性呈现中，台静农又巧妙
地利用人物自己的回忆或者旁观者评述的话语，将更加复杂
的故事情节或人物经历进行历时性的穿插、剪接、串联，使得
作品在有限的“小”篇幅里呈现出极为丰富立体的“大”图景。
作品语言凝练而通达，寥寥数笔，丰满的人物形象和立体的细
节刻画便跃然纸上，处处可见极具画面感的描写，读者一篇篇
读来，仿佛是看到一幕幕活剧在眼前上演，不觉间便沉浸其
中，情绪随故事的进行而起伏。台静农的乡土小说，所写人和
事皆是乡土中国中再普通不过的存在，没有思想境界的拔高，
没有刻意为之的口号或警句式的表达，十分“接地气”，但却有
一种沉郁的力量直击人的内心。故事的主人公，往往是命如
蝼蚁的柔弱者、怯懦者，被黑暗的社会现实重重压迫和摧残，
挣扎于其中，或是忍辱负重，或是畏惧苟且，无力反抗也不敢
反抗。

《地之子》之后，1930年台静农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建塔
者》出版，与前者截然不同的是，这一部小说的主题从乡土全
面转向了革命：一个又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人，为了“新的时
代”、“人类的未来”、“我们的事业”而斗争着，用自己的牺牲去
累积和换取最后的胜利，英勇就死，前赴后继。整部小说集充
满了斗争、流血、愤怒、反抗、杀戮，内容和思想都十分激进，风
格较《地之子》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这种近乎革命文学的写
作，较《地之子》有更为鲜明突出的时代性色彩，也极易鼓舞当
时的青年人，引发他们的共鸣，唤起他们对旧社会压抑黑暗的
激愤，以及对新时代光明希望的渴盼。但今天客观来看，比起

《地之子》，《建塔者》作为文学作品集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
通观《建塔者》中的各篇作品，这样的表述比比皆是：“我们的
血凝结成的鲜红的血块，便是我们的塔的基础。”（《建塔者》）

“在他们横暴的惨杀之下，新的事业就建立于这里面了。”“在
新时代的前夜，时时刻刻有人在黑暗中牺牲的。我们现在希
望的光明，正是恒河沙数的青年的血染就的。”（《历史的病
轮》）“新时代的基础，是我们的血建筑的！”（《铁窗外》）这些激
昂的口号充满了刺激性，但可惜却失之空泛，缺乏具体的密实
的作品内容来支撑，雷同的口号背后是雷同的套路化的故事
情节——进步青年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入狱，面对讯问和拷打

坚贞不屈，怀抱着坚定的信念和凛然的气节，英勇就义。《建塔
者》中有不少人物的名字是以字母指代的，这种符号化的形式
背后，是同样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单薄苍白，无法从纸面上
站立起来，只能淹没在“进步青年”这一笼统的群体概念中而
缺乏能够打动人的深刻力量。《死室的彗星》中“成就他的伟
大”的庚辰和逸生，《建塔者》中的 ADE 诸君和玛丽，《历史的
病轮》中的曼乔等，某种程度上，如果将他们互换，似乎也不会
对各篇作品产生什么本质上的影响。“不受时代摧毁的精神”、

“激昂的英气”，《建塔者》中时时可见此种对人物的直接的抽
象化描述，如果说《地之子》是让人物自己站出来说话，那么

《建塔者》则是作者总试图代替人物来说话，太过刻意就变得
生硬，不复《地之子》的浑然天成。

从小说篇末标注的写作日期看，《地之子》所收的作品创
作时间大致为 1926-1927年，而《建塔者》中的 10篇作品据该
书“后记”所述都是创作于1928年。台静农在《地之子》的“后
记”中讲述了诸篇乡土作品创作的主要动因，一是客观上为了
未名社及其期刊的发展，未名社先有《莽原》，后有《未名》，作
为一个同人社团的期刊，编者和作者都只有他们几位成员，那
么要想存续，“我们必得每期都要有文章，才能够办下去”；
1927年社中骨干韦素园生病住院，其他几位的创作压力进一
步增加，台静农自己也是“为了《莽原半月刊》按期的催逼，我
仍旧继续写下去”。二是1926年台静农尝试写了两三篇乡土
题材的小说，韦素园看过后，“他很满意我从民间取材；他遂劝
我专在这一方面努力”，在他的肯定和鼓励下，台静农又创作
出更多的乡土小说来。至于《建塔者》，虽然其中作品的创作
时间与《地之子》相差不到一年，但是彼时的时局和作者的心
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从主题到风格都出现了明显不
同的转向。根据该书的“后记”所述，其中先有 4 篇是为 1928
年初创刊的《未名》半月刊而作，该刊创刊号上刊载了1927年
10 月韦素园写给李霁野和台静农的一封信，信中多次强调

“旧”与“新”的对立，并提出“我只希望在文学中能叫出一些新
的希望！然而希望很难在怀疑中产生, 却在坚信里开始而且
巩固了。新的《未名》, 担当不了这个伟大的使命, 但愿自今
日起, 我们大家意识着！”韦素园的这封信，正是写于大革命
失败不久白色恐怖弥漫之时，特定的时代背景直接影响甚至
是决定了《未名》半月刊整体上较为激进的内容和风格，这一
阶段台静农的小说创作，显然是有意识地自觉担负起韦素园
所言的“叫出一些新的希望”的“伟大的使命”。同时，在1928
年4月，台静农又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牢狱之灾——因李霁野
所译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被举报，未名社受到当局查封，
李霁野、台静农和韦丛芜都被捕入狱。出狱之后，台静农创作
了《建塔者》其余诸篇。《建塔者》全书的主题选择和风格呈现，
相信很大程度上也与台静农这一次的被捕经历有密切直接的
因果关系，作品中呼之欲出的激愤、抗争的情绪应是源自于他
本人内心的真切体会。

1931年未名社因经费困难和内部分歧的原因而解散，此

时韦素园仍在养病，李霁野、韦丛芜与鲁迅的联系都稀疏了许
多，只有台静农与鲁迅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除了多有信函往
来之外，1932 年鲁迅回京探亲，做了 5 次公开讲演，并开了两
次座谈会，都有台静农陪伴其左右。1989年鲁迅研究学者陈
漱渝曾到台湾拜访台静农，忆及二三十年代，台静农对他说：

“那个时候我接触的不是共产党人，就是左翼人士。”正是由于
他的这种鲜明的进步立场，使他一直饱受国民党当局的怀疑，
在1932年和1934年又先后两次被捕入狱。抗战爆发后，台静
农携家人一起渡津南下，避难四川白沙，先在国立编译馆任
职，后又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在川期间，台静农也创作
有抗战主题的散文、小说数篇和剧本一部，并有回忆鲁迅的

《鲁迅先生的一生》《鲁迅先生整理中国古文学之成绩》及痛斥
沦为汉奸的汪精卫、周作人的文章。但整体看来，这一时期台
静农的文学创作激情已经不复从前。在写于 1987 年的散文

《始经丧乱》中，台静农回忆了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在回老家
芜湖之前，受友人之托从北平赴南京见胡适的一段经历，文末
一句是：“‘国破山河在’的时会，这不过是我身经丧乱的开
始。”隔了50年的漫漫时光回望，台静农用这样淡淡的一句话，

“丧乱”这样极简的一个词，概括了他后半生的坎坷波折，也隐
隐暗示着他中年心境骤然转变的根源——国难当头，国土沦
陷，偕家避难，爱子夭折，抗战胜利而内战骤起……这交织重
叠的国难、家难，让 20世纪 40年代的台静农环顾周围只看到
一片黑暗，年轻时写《建塔者》时那热切渴望着的新的希望在
哪里呢？彼时属于青年人的乐观和坚定甚至是以为“我们为
人类建的塔，不久就要光辉地矗立在大地上了”（《死室的彗
星》）的天真，都已经被残酷的现实扑灭了大半，他能看到的，
只有自己曾经的革命志向愈来愈远。《昨夜》中的秋，《历史的
病轮》中的S君，最终都是离开“这阴森的地方”，那么走去哪里
呢？年轻的台静农虽然充满热切，但只怕也对这问题的答案
模糊而不确定；至于中年的台静农，1946年在女师风潮失败后
愤而辞职，在白沙闲居了两月有余，生活已经困窘到要靠典当
衣物来维持，后应当时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的邀请
渡海赴台，到该馆任职，后又随许寿裳转至国立台湾大学中文
系任教。初到台湾，台静农并无长期居留的打算，以为这次不
过只是短暂停留的过渡期，还给自己的书斋起名为“歇脚
盦”。谁知阴差阳错，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新中国成
立，两岸数十年彻底隔绝，于是他人生的后半段便客居台湾，
直至1990年阖然长逝，再未曾踏足昔年的故土。

在台湾的 40余年时光里，台静农在台大任教 20年，教书
育人之余，他读经研史，工于翰墨，把精力都专注于中国古典
文学研究和书法上，日积月累，台静农成为台湾颇受人推崇的
知名教授、学者、书法家。对于书法的专注，台静农自己曾这
样解释：“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
时弄毫墨以自排遣。”（《台静农书艺集·序》）与此同时，他的文
学创作数量极其有限，且仅限于散文，只有《龙坡杂文》一集行
世。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的政治氛围都较为紧张，尤其是像台

静农这样曾经有过激进的革命立场的知识分子，更是当局严
密监视的对象。在这样的环境中，结合台静农自己的解释，很
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台静农选择以传统的书法艺术替代有可
能泄露出内心蛛丝马迹的“言为心声”的文学创作，来寄托自
己的思与情，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选择。也许在台
静农重拾书法的最初，的确是出于这种带着不得已和无奈味
道的“以自排遣”，但是在漫长的40余年的光阴里，书法已经深
刻地融入了台静农的生命，成为他主动选择的一种悠然自得、
乐在其中的精神和心灵的寄托。对于暮年的台静农，书法的
意义应早已远远超越出聊以自娱的层面而达到一种较高的精
神境界，甚至是他某种人生美学的诠释和倾注。著名书法家
启功曾评价台静农的书法：“隶书的开扩，草书的顿挫，如果没
有充沛的气力是无法写出的。谁知从来没有疾言厉色的台先
生，而有这等虎虎有生气的字迹。”

值得人玩味的是，在台湾政治氛围日渐宽松之后，20世纪
80年代台静农曾经写作了若干篇追忆往昔故人的散文，后都
收入《龙坡杂文》，包括《辅仁旧事》《记“文物维护会”与“圆台
印社”——兼怀庄慕陵先生二三事》《伤逝》《始经丧乱》《何子
祥这个人》等；这些文章，或多或少都提及了他二三十年代在
北平及40年代在四川的经历与往事，但对于未名社、鲁迅和自
己彼时颇有成绩的小说创作却只字未提。这些怀人忆旧的散
文，笔法冲淡平和，素朴又不失古雅，颇有明清小品之风，很难
想象这文中的台静农，便是那个未名社的台静农，那个写沉郁
的《地之子》、激昂的《建塔者》的台静农，那个鲁迅颇为赏识的
学生的台静农。不仅是在台静农的散文写作中是如此，甚至
在生活中，他对这些亦是绝口不提，仿佛青年时代这一段重要
的经历从未在他的人生中出现过。如果说台静农早年是因为
台湾的高压政治而对此讳莫如深的话，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
的回忆中依然刻意绕过，究竟是为何呢？这种谜一样的沉默，
引发了很多揣测和非议，但想要寻求确切的答案似乎已不可
能，因为台静农直至逝世，都未曾对此有过只言片语的解释，
哪怕是暗示或者隐喻都没有。但如果试图去探讨一下某种可
能的原因，《记“文物维护会”与“圆台印社”——兼怀庄慕陵先
生二三事》文中的一段话似乎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我曾借
用古人的两句话，‘人生实难，大道多歧’，想请慕陵写一副
小对联，不幸他的病越来越重，也就算了。当今之世，人要
活下去，也是不容易的，能有点文学艺术的修养，总要活得
从容些。如慕陵之好事，正由于他有深厚的修养，加以天真
淡泊，才有他那样的境界。”舒芜曾经指出，引自陶渊明

《自祭文》的“人生实难”是台静农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直
至暮年一直很钟爱的一句，在文章和生活中时常提及；而

“大道多歧”则出自《列子·问符》中的一个寓言。这样两句
组合在一起，再联系怀庄慕陵的这段话，台静农似乎在慨叹
自己人生的跌宕起伏，同时又在提醒自己不可迷失本心，要

“活得从容”。不得已滞留台湾，台静农选择的人生并非是苟
且于世，而追求“活得从容”，既然当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的抱负已然没有实现的可能，总要寻找新的人生意义和精神
寄托，台静农所寻找到的，是教书育人的责任，还有他青年
时已有涉及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书法艺术。至于未名社、
小说创作和鲁迅，其实归根结底都关乎台静农青年时的人生
信仰，时过境迁，未竟的信仰是深刻的遗憾，但也是宝贵的
纪念，彻底封存，不把它当作谈资，这也许正是一种珍而重
之的态度。

斯人已逝，台静农留给我们的背影，既有青年时代的激
扬，又有中年时代的沉郁，还有暮年时代的从容。细细品味他
的这一生，余味绵延悠长。

众所周知，经验是一个人熟悉并有所总结和
感知的生活经历，它影响着一个人对生活的态
度。对于作家来说，他的经验世界往往会成为他
进行创作选材的重要领域，因为他熟悉这个领域
内的生活和人，所写的内容也必然比其它领域更
真实。

如果说乡村世界就是台静农最主要的经验
世界，那么这种说法未免笼统和宏观了一些。同
为描写乡村中的人和事，鲁迅就与台静农有很多
不同。因而，同为乡村世界，受作家个人情性、眼
光和感受的不同，所呈现的世界也必然为不同的
经验世界。由此可见，台静农的经验世界所告知
我们的，不光有这个世界的人和事，更多的是关
于台静农本人的性情和感受。

如果说鲁迅擅长于解剖民众的国民劣根性，
剖析他们灵魂深处所受的蒙蔽、无知和创伤；那
么台静农则更多地在于展示民众生存状态的具
体性：生活的多艰与苦难；精神的苦痛与折磨；生
存空间的落后与闭塞；社会环境的险恶与混
乱……透过台静农最为人所称道的著作《地之
子》，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伤痕累累的乡村世界。
这里面，有赤贫而蒙昧的民众，有为富不仁、欺男
霸女的土豪劣绅，还有与士绅们狼狈为奸的衙
门、警署、兵匪……这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底层世
界。在这个充满绝望的挣扎的世界中，台静农
为我们细细展示了劳苦民众各式各样的苦难。
透过这些苦难，我们看到了上个世纪初中国乡
村生活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有遭了兵匪而失
去儿女的四太太 （《新坟》）；有受“冲喜”风
俗而刚一入门便失了夫婿的翠姑 （《烛焰》）；
有 被 抛 落 荒 野 而 被 野 狗 争 食 的 弃 婴 （《弃
婴》）；有为解脱失子之痛而执著于为儿子鬼魂
超度放河灯的得银妈 （《红灯》）；有被士绅勾
结警署夺了妻子并陷害坐牢的吴志强 （《负伤
者》）；更有类似天二哥那样孤苦无依、任由命
运摆布最终潦倒病死的无业游民……台静农带
给我们的是关于中国旧乡村的众生相。

这一切，与台静农依托于自己的故乡安徽省
霍丘县叶集镇为中心所形成经验世界有直接关
系。其经验世界的构成，来源于他对封建旧式乡
村生活的熟谙，对农民苦难的深切感受。当他的
笔锋一旦触及民间、触及民众的苦难，便立即为
读者勾勒出一幅世态民情画。这是他所熟悉的
生活，正因为熟悉，所以构筑了他的经验世界，造
就了他所擅长的题材。

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统治，劳苦大众是受迫
害最深的一层，而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等级性
与封闭性，恰恰又使得民众深陷苦难而不自知，
安于命运的胁迫与嘲弄。于是，无数的苦难艰

辛、精神奴役在这一阶层中沉淀，浓缩成一个又
一个的悲剧故事。台静农笔下的乡村世界，正是
这样一个封闭而自足的封建社会之一隅。说它
封闭，因它无法接受新事物的影响而产生变化；
说它自足，是因其具备着中国旧制度影响下的所
有特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台静农的乡村世
界，完整而自成系统，它所有的静与动，都呈现于
一个自足封闭的体系之内。

台静农小说里的这种完整性和丰富性，并非
作家在构思小说时刻意营造和虚构，而是源于作
家 对 于 中 国 旧 式 乡 村 的 经 验 和 感 受 的 完 整
性——台静农对于自己生活过、经历过、观察过、
感受过的乡村世界拥有整体的感受：故乡人事的
悲欢离合、故乡的民俗风情、故乡中劳苦民众的
善良蒙昧与他们所受的精神奴役，因而，他的经
验 世 界 中 深 深 镂 刻 着 旧 中 国 农 村 的 全 部 真
实……而故乡之于台静农的意义也正在这里：故
乡叶集镇蕴含和呈现着中国旧国民旧制度的基
本属性，如此，哪怕是一件小事，一个人，一寸泥
土，其细节深处都浓缩和暗示着旧中国封建制度
的密码和烙印。这些密码和烙印，既存在于故乡
的肌理之中，便完整地内化在台静农血肉之中，
伴随着他每时每刻的成长。因而，一经触及乡土
题材，台静农的笔便挥发着旧乡村那流动的真实
感。正应了鲁迅的那句话：“在争写着恋爱的悲
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生死，泥土
的气息，移在纸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
了。”一个“移”字，可见台静农的乡村经验的完整
和真实。

正因为如此，不管台静农在理性层面上有没
有意识到，他的每一处笔锋所到，都无法回避他
经验世界中所蕴含的“自足”性。如《蚯蚓们》，信
笔拈来，既把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民之术揭露得淋
漓尽致，又揭露了他们对底层人民的残酷镇压和
他们推卸罪过、贪得无厌的无耻嘴脸。而这也正
是旧社会底层人民生存的真实动态。小说中主
人公尚未登场，这种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生存空
间就已经让读者几近窒息。台静农寥寥几笔，便
呈现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底层世界。究其根源，就
在于创作者经验世界的自足，才成就了小说形
象、意境和逻辑上的完整。故而，台静农的乡土
小说虽然篇幅都不算长，其蕴含的信息量却是惊
人的。

针对不同题材的文学创作来说，台静农的经
验世界并非都是完整自足的。相比于他乡土经
验的自足性，他创作恋爱、革命等题材时，便呈现
出经验的不完整性，我们暂且称其为片段性特
征。如果说丰富之自足是台静农乡土经验的主
要特征，那么纯粹之片段便是其革命小说的主要

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地之子》和《建塔者》的
相关创作中，以《建塔者》为主。在创作这类题材
时，他的经验世界更多的是一种“宏观”状态，这
种创作状态体现在以下几点中：

第一，人物塑造的宏观化。革命者在作者的
经验世界中是一类人，这类人物更多地呈现出一
种群体性特征：英勇无畏、敢于流血牺牲、充满战
斗精神、憎恨旧时代、渴望全新的明天。玛丽、
秋、庚辰、S 君……都具备着革命者应有的群体
特征。

第二，理想的宏观化。《建塔者》中的革命小
说大都强调新的时代和光明的未来，未来与现在
是新与旧的绝对对立。黑暗的当下，光明的未
来，为了未来而斗争，是小说结构自身的基本动
力。但对于这未来是什么，作品并没有具体描
述，而是仅仅作为一种想象的宏观存在物。

第三，精神的宏观化。精神是人物的灵魂，
是小说呈现人物行动逻辑的主要支柱。一般来
说，精神的描摹越是细微精准，人物行动的逻辑
便越具体。在这方面，台静农的乡土小说更善于
多方位地展示旧社会中人物的精神苦难，进而也
就呈现了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个体：个体与个体不
尽相同，却组成了一个丰富自足的乡土世界。相
比之下，其革命小说中的精神更多的是一种纯粹
而乐观的革命理念。

人的描写在台静农的革命小说中始终作为
革命的一个部分而存在，这就决定了个人必须服
从整体，呈现其同一性、部分性。因而，宏观化的
描写也就成为台静农革命小说创作的一个必然
选择，只有这样，纯粹、同一的精神信念才能得到
彰显。

《建塔者》的最后三篇小说《人彘》《被饥饿燃
烧的人们》《井》重又回到了作者熟悉的乡土题材
中。其中的《井》虽然仍然延续着对底层苦难的
叙述，但其整体格调却发生了质的变化。确切地
说，《井》已经成了作家经验世界的一个过渡——
从乡土经验到革命题材的过渡。

《井》讲述了一个农民成长为一个战士的过
程：小时候，“他”的父亲因给田主人家的花园掘
井而被崩塌的土压死在井底，田主人为免游魂在
花园留恋，仅给了他家一口棺材，三斗米，两串
钱，请道士为父亲超度；“他”为避免走父亲的道
路而选择了木匠这门手艺活，却依然不得饱食和
安眠，反而眼见和身受了无数倍于父亲的惨死。
接着，某年的奇旱使得哥哥家境遇不堪，却又遇
田主人逼租，绝境中的哥哥上吊身亡。痛苦之
中，“他”开始反思，为什么世间是这样的不平
均？为什么许多人勤劳终生却穷苦至死，而那些
人即使愚昧白痴却能享受人间最繁华最淫逸的
生活？至此，“他”深深觉悟了：

“无产者永远地在拨动人类进化的齿轮，而
所得的文明，尽被人掠夺以去！这时代，这社会，
不是历史的光荣，而是充满了猛蛇的毒涎，无产
者的血腥！”

最后，“他”参加了革命，做了一名英勇的战
士，去创造全人类的新的生活。

台静农为小说加上了革命的结局，与前面
对底层人民苦难的描述衔接得恰到好处，因而
显得入情入理。与此类似，《人彘》和《被饥饿燃
烧的人们》两篇小说虽然没有革命的结局，但也
以底层民众的绝境收场，引导读者去沉思这一
社会问题。

通过《井》等小说的创作，我们看到了台静农
乡土小说的革命性因素。如果说台静农熟悉旧中
国的农民，熟悉乡土，那么他也就等于熟悉中国广
大无产者所以会具有革命性的理由。灾荒、赤贫、
压迫、凌辱……人间的苦难、心酸与凄楚，作者眼
见与经历的实在太多了，因而将这人对人的奴役
与剥削淋漓地呈现出来，也正解释了无产者走向
革命、开创新时代的缘由。这样的作品，是作家乡
土经验的延伸，是革命题材的前奏：描述一个苦
难悲惨的旧时代，才能激励人们去开创一个光明
的新时代。《井》等小说的过渡意义正在于此。

其实，若将问题放在一个广阔的视野中看
待，那么文学的革命性不一定非要贴上革命的标
签不可。在我看来，《井》等小说给予读者的革命
性的启迪并不比《建塔者》的其他小说少。因为，

“无论写的是什么英勇的故事，但如果没有真实
的生活真实的感情和印象，那依然不是我们所要
求的最理想的作品。”

台静农在未名社时期的创作轨迹，是一个
寻找和反思自己经验世界的过程。这一切都在
告诉我们，一个作家的创作的成功在于丰富自
己的经验世界，进而完成自我经验世界的建
构，这种建构依托于作家对生活真实的切实体
验。若文学创作立足于此，则必会产生伟大的
作品。这也正如鲁迅所说：“……无需在作品的
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
来当作旗子；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
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
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
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

人生实难 大道多歧
——漫议台静农 □王 源

未名社时期
台静农的经验世界

□陈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