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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生扶持、帮助过许多文学青年,其中以组建“未
名社”的形式给予一群年轻人的帮助与扶持，应该说最具典
型性。

按通常说法，未名社只有6个人：鲁迅、曹靖华、韦素园、李
霁野、台静农、韦丛芜——一个先生带着 5 个学生，开始时这
样，结束时还这样。而这几个人的最初聚合，有赖张目寒的穿
针引线之功。

张目寒与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都是安徽省
霍邱县叶集人。除了同乡关系，他们还是或中学或小学时的同
窗，后来又殊途同归都到了北平。当是时，鲁迅除在北大、北高
师、北女师授课外，还兼任着北京世界语专科学校的讲师。张
目寒正在该专科学校读书，便有幸成为鲁迅的学生且与先生
常有来往。他对鲁迅的学识与为人都颇为敬佩，常对韦素园等
谈起先生。韦素园等都是深受“五四”影响的文学青年，对鲁迅
早已高山仰止，都渴望能得到鲁迅的指教。张目寒理解几位同
乡的心情，便把李霁野暑假期间翻译的《往星中》带给了鲁迅，
那一天大概是1924年9月24日。李霁野回忆说：“他第二天就
看了，并约我去谈谈少数要修改的地方。这对我是极大的鼓
舞。”正是从这里开始，这群年轻人进入了鲁迅的视野。通过张
目寒的介绍，他们依次拜见了鲁迅，并很快同鲁迅成为朋友。

此时，鲁迅正在翻译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文艺论
文集《苦闷的象征》，计划译迄后以《未名丛刊》第一种的名义
出版。看了李霁野的《往星中》译稿，决定将其也纳入该丛书序
列。当《苦闷的象征》付梓时，便特意写了《〈未名丛刊〉是什么，
要怎样？》，作为新书预告登在了《苦闷的象征》封底：“所谓《未
名丛刊者》，并非无名丛书的意思，乃是还未想定名目，然而这
就作为名字，不再去苦想他了。……现在，除已经印成的一种
之外，就自己和别人的稿子中，还想陆续印行的是：１.《苏俄
的文艺论战》。俄国褚沙克等论文三篇。任国祯译。２.《往星
中》。俄国安特来夫作戏剧四幕。李霁野译。３.《小约翰》。荷兰
望蔼覃作神秘的写实的童话诗。鲁迅译……”

1925 年初春（一说 1924 年年底），《苦闷的象征》面世，接
下来的《往星中》出版计划却难以实施，因为李霁野尚名不见
经传，而书局老板对新人新作不感兴趣。恰如一个兴冲冲只待
婴儿第一声啼哭的父亲突然得知孩子已胎死腹中一样，李霁
野的失望可想而知。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是《往星中》的
出版困难，促生了鲁迅自办出版社的意向。他告诉几个年轻
人，日本有个完全由大学生自行经营的丸善书店，起初规模很
小，慢慢就发展起来。又说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弄一个出版社
的，只印自己的作品。这个提议理所当然得到了热烈响应，于
是立刻筹划起来。商议结果是先集起能出4次半月刊和一本书
籍的资本，估计在 600元上下，并决定年轻人每人出资 50元，
其余部分全由鲁迅负责。

“建社”的整个筹划过程中，曹靖华一直没有到场。这位未
来的大翻译家是河南省卢氏县五里川人，出生于1897年8月。
受“五四”运动影响，他于 1919 年冬天在开封创办了“青年学
会”。这个以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为己任的学生社团，影响很
快遍及河南全省。那时曹靖华还在开封省立二中读书，他因此
被推举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1920
年夏天曹靖华中学毕业，入上海泰东图书局做校对工作，从而
有机会结识了茅盾、郑振铎、蒋光慈以及韦素园等人，并经蒋
光慈介绍于1921年元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称共产主
义青年团）。随即他受该组织委派，与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
罗亦农、韦素园、王一飞等20余人一起，秘密前往莫斯科东方
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该大学是共产第三国际创办的旨在
培养东方各民族革命干部的大学校，其学员来自朝鲜、日本、
越南、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曹靖华等20余
名中国学员被编在一个班，同吃一锅饭同住一间房。他们1921
年3月入校，1923年毕业回国。酝酿成立“未名社”时曹靖华恰
好不在北京，是韦素园写信通报了情况。曹靖华得信后立刻复
信报名参加，并附寄了50元作为入社股金。

人员集齐，资金到位，一个小小的文学团体，静悄悄诞生
在1925年的夏天。“既没有什么章程，也没立什么名目”，“只说
定了卖前书，印后稿，这样继续下去”，因为“在以后对外必得
有名，这才以已出的丛书来名社了”——“已出的丛书”即鲁迅
所译《苦闷的象征》。“未名社”社址就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对面
的沙滩新开路５号，那里有韦素园租住的一间小小房屋。鲁迅
在北京大学讲完课，常常顺便踅进去谈天，他把这间小屋称作

“破寨”。而全社人员的第一次集合，有证可查者应是鲁迅1926
年3月21日的日记所写：“下午，曹靖华、韦丛芜、韦素园、台静
农、李霁野来。”以笔者目前了解的资料看，这次雅集，恐怕是
未名社的惟一一次“合家欢”，也应该是鲁迅与曹靖华的第一

次见面。
未明社既因《未名丛刊》而生，开张头一项工作自然是印

制《未名丛刊》。因为“希望较快地收回印费印行别的书籍”，所
以首选第一本书是鲁迅所译《出了象牙之塔》。书于1925年12
月问世，校对、发卖、包扎和邮寄，都是自己动手做，“第一版三
千册，编印一年多就卖完了”。本就准备再版的，但“鲁迅一九
二七年四月九日写给静农的信中说：‘《象牙之塔》出再版不妨
迟，我是说过的，意思是在可以移本钱去印新稿。’可见先生是
很注意印新人新稿的，这本是他创办未名社的目的。”

未名社开展的第二项重要工作是创办了《莽原》半月刊。
关于这份刊物，《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之《百年中文
文学期刊图典》（上）是这样介绍的：“莽原 民国十四（1925）
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周刊。鲁迅编辑。附北京《京报》刊行。同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停刊，共出32期。民国十五（1926）年一月十
日复刊，改为半月刊。先后由鲁迅、韦素园编辑。未名社印行。
出版地北京。民国十六（192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终刊，复刊后
共出48期。”“该刊主要发表杂文、散文等创作和评论，注重社
会批评，此外还有苏联、日本文艺理论和作品的翻译等。鲁迅
发表《灯下漫笔》《春末闲谈》《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文，
和后来结集为《朝花夕拾》的一组回忆散文，历史小说《奔月》

《眉间尺》等。主要撰稿人除编者外还有韦丛芜、台静农、李霁
野、许钦文、尚钺、景宋等。”

据李霁野《“三一八”惨案前后》记载，第一个到未名社购
买《出了象牙之塔》并定阅《莽原》半月刊一年的，是鲁迅在女
师大的学生刘和珍。“她亲自到未名社，‘微笑着，态度很温
和’，确像鲁迅所描写的样子。她说她最爱读鲁迅的文章……
她拿起书来，仿佛还要找寻什么似的看了看书架……”

大约是1926年冬天，未名社离开“破寨”，迁到了北京大学
二院对面的西老胡同1号，谐音称作“西老虎洞”。这时，鲁迅已
南下闽粤，曹靖华也远走苏联，社里的主要工作便基本上都落
在了韦素园肩上。当韦素园患了咯血症，被病痛逼迫着去了西
山疗养院之后，有能力接替他守“洞”的就只有李霁野和台静
农了。为了撑持社务，李霁野不得不于1927年秋天从燕京大学
休学，一面在孔德学校教书，一面翻译《文学与革命》。

1927年 10月 17日夜晚，鲁迅致信李霁野，说因为《莽原》
半月刊与《莽原》周刊的关系，觉得“莽原”二字“不甚有趣”，提
议改称“未名”。于是，《莽原》停刊，《未名》出世。《未名》，半月
刊。民国十七（1928）年一月十日创刊。李霁野等编辑。未名社
印行。出版地北京。民国十九（1930）年四月三十日终刊，共出
24期。该刊为文学刊物。译文为主，创作次之。发表有曹靖华、
韦素园、李霁野、韦丛芜、戴望舒等人的外国文学译文，李霁
野、台静农等人的创作小说。鲁迅的演讲《现今新文学的概
观——五月二十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也揭载于此刊。

1928年2月，李霁野的译作《文学与革命》由未名社初版。
恰逢济南第一师范有几个学生组织了一个未名社书刊代销
处，就寄去一包请为代售。山东军阀张宗昌派人查获了这包
书，并向北平有关方面进行了通告。北京警察厅得到消息，于
1928年 3月 26日查封了未名社，逮捕了李霁野、台静农、韦丛
芜，台静农处还因此遭到搜查。50天之后，被捕者获释。李霁野
等开启了“西老胡同1号”的封条，决定未名社不仅要存在，而
且还要发展。鲁迅同意他们的意见，遂于7月间把《坟》的校改
本和由他亲自审阅的韦素园译《黄花集》书稿寄到社里，以支
持未名社的出版事业。

关于未名社被查封一事，鲁迅在《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
人集〉序》一文中专门提到过：“未名社一向设在北京，也是一
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但还是遭些无妄之灾，而且
遭得颇可笑。它被封闭过一次，是由于山东督军张宗昌的电
报，听说发动的倒是同行的文人；后来没有事，启发了。出盘之
后，靖华译的两种小说都积在台静农家，又和‘新式炸弹’一同
被收没，后来虽然证明了这‘新式炸弹’其实只是制造化装品
的机器，书籍却仍然不发还，于是这两种书，遂成为天地之间
的珍品。”

1928年10月，未名社在北京景山东街40号开设了一个门
脸，作为未名社出版部的“售书处”。三间房屋里都摆放了桌
椅，俨然一个小型阅览室，使欲购书者可以稳稳坐下来先读后
买——也算是招揽生意的一项举措吧。“售书处也代销卖别家
出版的书刊，尤其在不显痕迹中推荐的书刊是进步的，所以很
受欢迎，大有‘门庭若市’的气象。”朱自清先生就曾亲自来这
里为清华大学图书馆购书，一次就是几十本。应该特别一提的
是某些偏僻省份的以物易书事。比如云南，因为军阀不准向外
汇款，而读者对新书需求殷切，当地的书店便想方设法巧立名
目，给售书处寄来火腿换书刊。售书处成立不到一年，未名社
出书十多种。可以说，正是售书处营业的渐入佳境，迎来了未
名社的鼎盛之期。看到亲手开创的事业不断发展，鲁迅的心情
可以想见。1929 年 5 月他回北京省亲，百忙中竟三至社里，一
次“谈至晚”。

说到未名社的售书处，则必须提到两个人，一是何林，一
是青士。何林即后来的北京鲁迅博物馆首任馆长李何林。他
1904年生于安徽霍丘一个贫苦农家；1920年考入安徽第三师
范；1924年再入国立东南大学，后因经济困难辍学，于1926年
秋至武汉入北伐军；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起义失败后返回故乡任高小校长；1928年夏天，因参加暴
动被通缉逃往北平，避居于同学兼同乡李霁野处，遂参加未名
社售书处工作。青士姓王名之绾，化名青石、汪秋实等。1907年
出生于沈阳,祖籍安徽霍邱。王青士自幼爱好绘画，小学毕业
后进京学习造型美术，后考入北京俄文法政学校，结识瞿秋

白，开始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因受到迫害辍学返乡，在县城创
办开明书店，经销新书新报。1927年底，经李何林、王冶秋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以书店为据点搞革命活动，四处借贷
并变卖结婚衣物为党筹款。1928 年 7 月 27 日霍丘县“文字暴
动”，王青士负责散发传单，暴动失败后被通缉，先逃往上海，
再潜入北平，与李何林一起避居李霁野处，以未名社售书处伙
计的公开身份，担负着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的重任。1930年被
派往太原担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不久又派往山东担任中共
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兼青岛市委书记。1931年1月，王青士代表
山东省委到上海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由于叛徒告密，在东
方旅社被捕，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于 2月 7日被上海龙华警
备司令部杀害，一起遇难的有何孟雄、林育南、李伟森、柔石、
胡也频、殷夫、冯铿等 23 人。两年后的 1933 年 2 月，鲁迅写了

《为了忘却的记念》，沉痛悼念死于这次残酷大屠杀中的柔石
等“左联五烈士”。他当时不知道——大概直至离世也依然不
知道，与5位年轻作家一起惨遭杀害的，还有一位他非常赏识
的青年画家、中共党员王青士。王青士为未名社设计书刊封
面，绘制宣传广告，以他的绘画专长，为未名社的发展作出了
不可替代的贡献。虽然他的作品上都没有留下他的姓名，但他
的英名将与他的作品、与掩护过他的未名社永远同在。

仿佛是随着王青士的离去，人气喧腾一时的未名社售书
部日渐冷清。未名社成员则因为各自都另有一份事业要进
行，没有更多精力投入社务，终于似劳燕般四散飘零。随着李
霁野、苇丛芜先后受聘于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人力财力均
早已陷入窘况的未名社名存实亡，不得不做出取消社名，存书
交开明书店接收的决定，并随之在北平和上海两地报纸上刊
登了结束声明——出世时不声不响的未名，辞世时却发布了

“讣告”。
从 1925年夏到 1932年夏，未名社生存 7年，出丛书两种：

专收译作的《未名丛刊》和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前者主要
有鲁迅所译《出了象牙之塔》（1925年12月）和《小约翰》（1928
年1月）；韦素园所译《外套》（1926年9月）和《黄花集》（1929年
2月）；曹靖华所译《第四十一》（1926年 6月）、《烟袋》（1928年
12月）、《白茶》（1929年1月）、《蠢货》（1929年8月）；韦丛芜所
译《穷人》（1926 年 6 月）、《格里佛游记》（一、二卷）（1929 年 1
月）、《罪与罚》（1930年 1月）；李霁野所译《往星中》（1926年 5
月）、《文学与革命》（1928 年 2 月）、《不幸的一群》（1929 年 4
月）；后者主要有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1928年 9月），台
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1928 年 11 月）、小说集《建塔者及其
它》（1930 年 8 月），韦丛芜的长诗《君山》（1927 年 3 月）、诗集

《冰块》（1929年4月）；李霁野的小说集《影》（1928年12月）。至
于鲁迅的杂文集《坟》（1927年）和台静农所编《关于鲁迅及其
著作》，则是单独印行而不在丛书之内的。

未名社是消失了，但它的几个年轻人却成长起来。曹靖
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包括不是“成员”而是“雇员”的李
何林，后来没有一个不是“术业有专攻”的领军人物。只可惜韦
素园英年早逝而王青士英勇牺牲，否则他们的建树应该只会
更大。为了培养这些年轻人，鲁迅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心血。韦
素园病逝，他为他题记墓碑：“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
失英，明者永悼。”又作《忆韦素园君》，以志不忘：“素园却并非
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
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
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
置之度外。” 曹靖华的译著出版遇阻，鲁迅取回书稿亲手为
其重新编辑，临终的前 3 天——即 1936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还为其写了 《曹靖华译 （苏联作家七人集） 序》，文中给予
曹靖华以充分肯定与褒扬：“……并不一哄而起的人，当时好
像落后，但因为也不一哄而散，后来却成为中坚。靖华就是
一声不响，不断的翻译着的一个。他二十年来，精研俄文，
默默的出了《三姊妹》，出了《白茶》，出了《烟袋》和《四
十一》，出了 《铁流》 以及其他单行小册很不少，然而不尚
广告，至今无炫赫之名，且受挤排，两处受封锁之害。但他
依然不断改定他先前的译作；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
们的心中。”

总之，鲁迅对未名社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对未名社同人的
评价，仿佛一个慈父在数落自己的孩子一样似抑实扬：“并没
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
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未名社人理解鲁迅的意思，承认
自己“是毫没有什么宏愿的，只是先生对几个青年的一点鼓
励，使他们能勤勤恳恳的努力，在文学上作出一点贡献罢了”。
而正是这“一点贡献”，让一个同人社团像雪泥飞鸿一样，在现
代文坛上留下了永远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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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社成员七封集外书信考释
□葛 涛

未名社在 1925 年成立时的成员有鲁迅、韦
素园、李霁野、曹靖华、台静农和韦丛芜等 6 人，
目前除了鲁迅之外，还有曹靖华、李霁野、台静
农等也已经陆续出版了文集。但是因为种种原
因，这些文集失收了一些文章和书信。笔者在
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资料部陆续查找出这些文集
失收的7封书信，现介绍如下：

一、李霁野的集外书信
1.李霁野1930年5月2日致许寿裳信

季茀先生：
前次快信，想已达览，译稿原想暂存上海，

讬友人走取另行设法，现在以为是没有什么希
望的，适逢有几个熟人愿看一看，顺便也可以把
译文修改一翻[番]，所以再劳先生嘱沪方将该稿
以快件(不用航空)寄下，谢谢。附邮票一元，作
为稿件邮资，望转去。匆上,即祝近安!

霁野敬启
五月二日

从这封信的内容和时间来看，信中所说的
译稿应当是李霁野翻译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损害的》，李霁野曾
拜托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帮助出版该书。这部书
后来在1934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李霁野、台静农 1933 年 8 月 23 日致开明
书店的信

鲁迅在 1933 年 8 月 30 日致信开明书店，询
问办理取书款的手续：“径启者：倾得未名社来
函并收条。函今寄奉；其收条上未填数目及日
期，希即由贵局示知，以便填写并如期走领为
荷。”鲁迅这封信中所说的未名社来函保存下
来，全文如下：
开明书店执事先生：

贵店第二次应付未名社之款，早已到期，现
已备妥收据，另行寄给鲁迅先生，请他在收据上
签字盖章取款，希即照付为荷。该款数目因韦
丛芜君他去，契约不在手头，已通知鲁迅先生去
贵店询明填写。第三次付款期已将届，一切手
续当照一二次办理，不另奉函矣。专此即颂大
安！

李霁野（印章）
台静农（印章）
八月廿三日

从这封信所用信纸的顶端带有的“Depart-
mengt of English Women’s Normal College
of Hopei Tientsin ,China（中国河北天津女子

师范学院英文系）”字样，可以推测出这封信是
由在该校任教的李霁野执笔撰写的。另外，这
封信的内容是通知开明书店付款给鲁迅，对于
鲁迅在1933年8月30日致开明书店的那封信具
有补充作用，应当作为鲁迅书信的附件收入《鲁
迅全集》之中。

3.李霁野1959年4月17日致许广平信
广平同志：

这次在绍兴住了近十天，看看鲁迅先生的
创作环境,觉得很有兴趣。现已成立招待所，外
宾年年不少人去。

来前接到留法学生所译，在巴黎出版的“故
事新编”，装印颇佳。此人曾译“红楼梦”，妻为
法师范学院毕业生，译文大概不差，书已转赠纪
念馆。

前后写诗十首，录上请指教。
祝健好！

霁野上
四月十七日下午

1959年春天，李霁野访问上海和绍兴，拜谒
了鲁迅墓，参观了鲁迅故居，因此写了 10 首关
于鲁迅的旧体诗，并抄送给许广平请教。这封
信中所提到的法文版《故事新编》，是法国华裔
翻译家李治华翻译的，该书在 1959 年由巴黎
Gallimard出版社出版。李治华还与法国籍夫人
雅克琳·阿雷扎从 1954 年开始共同翻译《红楼
梦》，历时 27年，终于在 1981年出版了法文版的

《红楼梦》。
4.李霁野1965年4月16日致许广平信

景宋同志：
接来信，承见赠鲁迅先生手迹影印本，至

感。不日南大有人去京开会，当讬他走取；您常
在外忙工作，给家里人留一句话即可。去沪开
会，曾谒先生墓，照几张相，现寄上。

此致敬礼！
文贞致候
李霁野

四月十六日

这封信中提到的鲁迅先生手迹影印本应当
是文物出版社在 1964 年 12 月出版的《鲁迅手
稿》一书，该书影印了《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
两本文集的手稿。许广平赠送此书也是表达对
李霁野捐献所保存的鲁迅书信的感谢。

二、曹靖华的集外书信
1.曹靖华1935年10月18日致徐懋庸的信
鲁迅在 1935 年 10 月 22 日致徐懋庸的信中

说:“靖华寄来一笺，今附上。”鲁迅这封信中
提到的曹靖华致徐懋庸的信的主要内容是介绍
徐懋庸所翻译的一位俄国作家的情况的，全文
如下：
懋庸先生：

承赠著译，谢谢。关于这部书，作者曾有这
样的话：“我很爱伊特勒共和国，不过批评家对
牠很冷淡，都没有估量到牠的价值。”这是在问
他爱他那一部作品时的回答。我想牠在中国一
定能得到不少的读者。我也是爱读拉氏的一
人。

敬请著安
K.H.上
十，十八

K.H.是曹靖华俄文名字的缩写，鲁迅也在
10月22日致曹靖华的信中特地告诉曹靖华：

“十八日信收到，致徐先生笺已转寄。”需要
指出的是，曹靖华致徐懋庸的这封信也是鲁迅
在 1935 年 10 月 22 日致徐懋庸书信的一个组成
部分，应当作为鲁迅这封书信的附件收入《鲁迅
全集》之中。

2.曹靖华1939年3月22日致许广平信
x x（景宋）兄：

久未通讯，近况如何？××[海婴]如何？生
活如何？殊念。弟半年来生活有很多变动。去
年暑假赴武汉一游，友人即留弟在武汉，奈当时
好多旧友在校，不愿中途离开。十月初回校后，
一 切 均 好 。 不 料 在 十 一 月 × 部 即 派 人 长 法
商，×翁离职，弟及大批教授被解聘（因所谓思
想问题），近见逮捕优秀学生三人，弟旧历十二

月廿三日离校，携眷来此。现将家眷送至渝西三
百里之白沙，与×及××数家合住共食，一切均
好。弟单人来此，工作不久可决定，容后再奉问。

祝安
靖华

三月廿二日
通讯处为重庆生活书店转，用弟出书名，不

然他们不知道。怕退回。
这封信原载 1939 年 4 月 12 日出版的《鲁迅

风》第 13 期，但是没有被收入《曹靖华译著文
集》的书信卷。因为当时的《鲁迅风》杂志是在
上海租界的特殊环境下出版的，所以在发表该信
时对信的内容作了一些处理，用××来分别代替
一些人的名字。不过，从《曹靖华年谱》中可以看
到曹靖华在这封信中没有明确说明的内容：

（1938 年暑假赴武汉详情） 这年西北联大
由西安迁到汉中。一天，曹靖华得到电报，星夜
赶赴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周说，国共需要翻译
人员，你是北伐战争时期的老翻译人员，大家希
望你来，你就到武汉来吧。

（1938 年 11 月被解聘的详情）10 月初，回到
汉中安排工作。伪教育次长以在学生中“宣传
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解聘。

（1939 年到重庆工作的详情）春天，离开西
北联合大学，到重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
到了周恩来。周安排曹到中苏文化协会工作。

春夏，将家眷送到渝西南 300 里之白沙；与
李何林、台静农两家合住共食。

3.曹靖华1946年9月18日致许广平信
景兄：

潘德枫先生为中苏文协老同事，忠实可靠，
奋力前进。拟将豫才先生事迹，写为短篇故
事。在苏联有左琴科等所写之列宁故事，颇为
读者所称道。在中国可为创举。现潘先生奋勇
尝试，已成数篇，特为介绍，望兄费神赐教。

再叙，祝安！
弟 丹
九，十八

曹靖华的这封信中还附录了准备写《鲁迅
的故事》一书的同事潘德枫写给许广平的信：
景宋先生：

我今天很荣幸地第一次给您写信。
这次承曹先生鼓励，使我有勇气来试写鲁

迅先生故事。我曾对曹先生说：假如我试写的
万一有发表的可能。则我有一诚恳的要求：就
是在未发表之前，务恳您和曹先生审阅以后方
付排。想先生一定允许我这由衷的恳求吧。肃
此敬颂撰安！

晚 潘德枫 谨上
九，十九

从这封信的信封上的落款：“南京汉中路牌
楼巷 51 号曹寄”可以看出，这封信是曹靖华在
1946 年 5 月随中苏文化协会从重庆迁到南京之
后写的，但是因为邮戳模糊，无法辨认出准确的
时间。考虑到曹靖华在 1948 年 7月即因接到警
报而只身离开南京北上任教，所以这封信大致
可以断定是在1946年9月18日或1947年9月18
日所写的。另外，曹靖华在这封信中提到的苏
联作家左琴科撰写的《列宁的故事》，其实，把左
琴科撰写的《列宁的故事》翻译成中文的译者就
是曹靖华。他从1942年1月20日开始翻译左琴
科所写的《列宁的故事》之一《逃亡》，后来他又
把所翻译的列宁的故事和一些苏联的民间故事
一起编成《列宁的故事》（苏联民间故事选集）一
书，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在 1946 年出版。或
许，潘德枫就是受到曹靖华翻译《列宁的故事》
一书的启发，再加上 1946 年是鲁迅逝世 10 周
年，上海等地都在筹备举行纪念活动，由此萌发
了撰写《鲁迅的故事》一书的设想。因此，笔者
倾向于把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断定在 1946 年 9月
18日。

结 语
未名社后来发生了分裂，鲁迅在 1931 年 5

月声明退出未名社，未名社也最终在 1933 年春
宣告解散，但是未名社虽然解散了，未名社的主
要成员李霁野、曹靖华等人此后和鲁迅仍然有
联系，并在鲁迅逝世后成为鲁迅精神的弘扬者，
对于传播和研究鲁迅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上述的这几封书信就是未名社主要成员李
霁野、曹靖华在鲁迅生前和逝后与鲁迅夫人许
广平保持联系的一个历史的见证，希望今后在
增补李霁野、曹靖华等人的文集时把上述的书
信收入到其个人的文集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