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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颇为重
要的一个历史时段，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展激扬
了始自晚清的文学变革和思想交汇。这一时期
文学思潮迭起，文学新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一批具有鲜明理念的文学社
团先后树旗，这些理念各异的文学社团通过共同
的文学审美取向吸纳同仁汇聚，通过创办刊物作
为自己的文学阵地，推动新文学的成长。这其
中，由浅草社创立的《浅草》是一个颇具特色和影
响力的文学刊物。《浅草》创刊于上海，为季刊，自
费出版，共出 4 期，在北京、上海、天津及南京设
有通讯处。第一期（1923 年 3 月 25 日）、第二期

（1923 年 7 月 5 日）由浅草社出版，第三期（1923
年12月）、第四期（1925年2月25日）由泰东书局
出版。前两卷分别由中国印刷厂、新华书社印刷
厂印刷。封面题字由当时才 13 岁的胡兴元题
写。该刊物的发起人林如稷及陈炜谟、陈翔鹤、
邓君吾、冯至等主要成员，均为在校大学生。鲁
迅评价浅草社及与之有渊源关系的沉钟社为“中
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的最久的团体”，足见
其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浅草》广泛的影响力
源自于其独特的办刊理念与审美取向，虽然没有
鲜明的办刊宣言，但从创刊号的“卷首小语”和每
期刊物末尾的“编辑缀语”中我们可以对《浅草》
的办刊理念做一个梳理。

在《浅草》的创刊号上，有一篇短短的“卷首
小语”，它道出了创办者的办刊初衷：

“在这苦闷的世界里，沙漠侭接着沙漠，瞩目
四望——地平线所及，只一片荒土罢了。

是谁撒播了这粒种子，又生长的这般鲜
茂？地毯般铺着：从新萌的嫩绿中，灌溉这枯
燥的人生。

荒土里的浅草啊：我们郑重的颂扬你；你们
是幸福的，是慈曦的自然的娇儿！

我们愿做农人，虽是力量太小了；愿你不遭
到半点儿蹂躏，使你每一枝叶里，都充满——充
满伟大的使命。”

《浅草》的创办者们以“农人”自喻，愿以微弱
的力量呵护在贫瘠的荒土上长出的“嫩绿”，他们
以拓荒者的姿态陪伴这“浅草”的成长，浅草社同
仁们投身文学事业的热情一览无遗。在20世纪
20 年代的文坛，对文学满怀纯真梦想的青年不
计其数，而对于以在校学生为骨干的浅草社来

说，有这样的虔诚和热情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情。但年轻的学生们也很快遭遇了他们创办刊
物的一大难题：资金短缺。从《浅草》创刊到最终
出满四期前后历时近两年，这已远远超出他们最
初定性为季刊的计划，而《浅草》最终的夭折也与
资金短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浅草》具有独特的办刊理念，在第一卷第一
期的创刊号上，林如稷执笔《编辑缀话》，详细阐
述《浅草》的办刊理念：

“我们不敢高谈文学上的任何主义；也不敢
用传统的谬误观念，打出此系本社特有的招牌。

我们不愿受文人相轻的习俗熏染，把洁白的
艺术的园地，也弄成粪坑，去效那群蛆争食。

其实；在中国这样幼稚——我们很相信我
们——的文坛里，也只能希望文上的各种主义，
像雨后春笋般的萌茁：统一的痴梦，我们不敢做
而不愿做的！

文学的作者，已受够社会的贱视；虽然是应
由一般文丐负责。——但我们以为只有真诚的
忠于艺术者，能够了解真的文艺作品：所以我们
只愿相爱，相砥砺！

这是我们小社的同人所持有的态度；也是我
们小杂志发刊以后的愿望！

我们同人都是抱定不批评现在国内任何人
的作品；别人批评我们的，也概不理论，任人估
值，以免少纠纷的宗旨：所以我决意把批评栏取
消，这是同去年我们第一次所拟的编辑略例有变
更的地方，特在这里补述一笔。”

在林如稷的阐述里，《浅草》的艺术取向清晰
明确。首先他们不甘于随波逐流，不谈任何主

义，也不趋同任何传统观念，要做特立独行的“那
一个”。在他们眼中当时的文坛是一个被恶习熏
染的粪坑，而他们决意要做出淤泥而不染的莲
花，他们要做“纯”的文学。综观《浅草》四期所刊
发的文章，多为对这一理念的贯彻，这体现出他
们对艺术理想的坚持。此外，在林如稷的“编辑
缀话”中还阐述了《浅草》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编辑
理念：他们不想卷入任何的纷争和论辩，因此不
设批评栏，既不评论别人的作品，也不理会别人
对自己的评论，所有文学作品的价值均交由历史
来衡估。在我看来，《浅草》形成这一理念有两方

面的原因，首先是创办者们对文学的理想化追
求，他们自我划定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
试图屏蔽掉外界的纷扰，在这个安宁的园地里自
由耕耘。另外，当时纷乱的政治动荡和泛滥的文
学论争也给了他们足够多的困扰，他们无意卷入
任何的旋涡。因此在《浅草》上屏蔽掉了任何有
关评论的内容，只刊发原创性的小说、诗歌、散
文、戏剧等体裁的作品。

林如稷等人为《浅草》设计的这一编辑理念
可以说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虽然在短短四期的

《浅草》季刊上得以贯彻，但是在浅草社稍晚时间
创办的其他刊物上却逐渐有了转变。在第一卷
第二期的《编辑缀话》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
这个小社，刊行一种只载创作的季刊以后，总觉
得趣味太单纯，现在同志又增加很多，虽是季刊
上增加篇幅，也不济事。所以我们现在再出旬刊
一种，内容注重论文，译述，介绍，创作，杂文等，
仍不登批评别人作品类的文字。（但极端欢迎对
于我们的批评文字）……”对比第一期的“编辑缀

话”可以看出第一期《浅草》出刊后反响不错，因
为既增加了“篇幅”又增加了“同志”，但“仍无济
于事”。同时，他们自己也感到此前的编辑理念

“趣味太单纯”。因此推出了旬刊，由上海民国日
报发行。在新推出的旬刊里他们增设了“论文”、

“译述”、“介绍”和“杂文”，而不再是此前单纯的
“创作”。同时“极端欢迎对于我们的批评文
字”。这里显现出浅草社成员们编辑理念的转
变，他们不再将自己置身于孤寂的社会一隅，不
再封闭于想象的乌托邦家园，展现了开放的姿态
和宽阔的视野。他们这一办刊理念的转变在后

续的沉钟社活动上有了更为丰富和成熟的延续。
关于浅草社成立和解体的时间一直是学界

的谜题，论证者颇多，论者们尝试从浅草社成员
的通信和回忆录入手进行推断，或者从当时发行
的报刊杂志中寻找蛛丝马迹，但时至今日并无定
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并非仅仅是资料的缺
乏，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浅草社本质上是一个
相对松散的团体，这使得他们的诸多活动缺乏明
显的“节点”，浅草社的这一特点从他们的编务活
动中可以看出来。《浅草》四期季刊末尾均有“编
辑缀话”，这些“编辑缀话”里有大量刊物编务活
动的介绍。第一期和第三期的“编辑缀话”为林
如稷撰写，第二期未有署名（从第三期的“编辑缀
话”推断应为林如稷），第四期为陈炜谟撰写。在
第三期的“编辑缀话”中林如稷写道：“这一期的
稿子，本应由炜谟编辑，但因他有事要回四川去，
所以仍交付给我，遂致迟了一月出版。我本在远
行匆忙中，现在总算抽暇把它弄好了。”从这段文
字可以看出，第三期的《浅草》是在匆忙中由陈炜

谟交到了林如稷的手中，而林当时正在远行，所
以只能抽空把它编好了。由此可见，当时浅草社
的诸多工作并不像现在的社团刊物这样有严谨
的工作体系和计划，而是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
意性。同样是在第三期的“编辑缀话”中，林如稷
还有如下介绍：“出乎意料之外的，就是本期集稿
恰在暑季中，各社友多半去换地消暑，但后来收
到的稿件，已又超出第二期的页数。除这一期用
了以外，还剩下有许多篇，我均已转交给炜谟和
冯至去了。现在已由他们在着手编第四期稿子，
大致本期印刷出版时，他早已编毕，在今年总可
把第四期出版。”林如稷是在介绍稿件的情况，但
从文中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浅草社友们散居各
地，靠通信来维持联系，编辑刊物过程中并无详
细的协商与交流，浅草社内部联系机制的松散性
由此可见一斑。而涉及印刷发行等对外事务，这
个团体力量的“微弱感”则更是一览无遗。在第
四期的“编辑缀话”中，陈炜谟写道：“这一期的本
刊，原应早日出版的，只因书局方面，为了时局的
影响和印刷等等不能使他们免却的种种问题，以
致自第三期出版后即交去的本刊，到现在终与读
者诸君相见，但是本刊八阅月的生命，却消磨于
印刷房里的墨油的色和味之中了。印刷上的不
力，固然已令我们心焦异常，又劳各地爱读诸君，
屡加垂问，更觉惶愧莫名。下卷起，我们力求迅
速，以答诸君的盛意。”从第三期出刊（1923年12
月）到第四期出刊（1925年 2月 25日），前后历时
一年有余，已经严重超越了浅草社成员们最初对

“季刊”的构想，这一超长的“延时”并非编辑们工
作不力，而是由书局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编辑们
虽然为此“心焦异常”、“惶愧莫名”，但并无解决
办法。他们所承诺的“下卷起，我们力求迅速，以
答诸君谢意”也最终成为一厢情愿式的美好愿
景，永难兑现。

从四期《浅草》季刊的“编辑缀话”及“卷首小
语”来看，年轻的浅草社成员们怀着青春的热情
寄予了《浅草》纯真的文学梦想，期盼《浅草》成为
一个自由圣洁的文学家园，但他们相对松散的组
织结构及微弱的经济能力使得《浅草》缺乏足够
顽强的生命力，时局的动荡与混乱加剧了他们生
存的难度。《浅草》在出刊四期之后不了了之，但
他们别具一格的办刊理念仍是20世纪20年代新
文学成长之路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浅草》的办刊理念与编务活动
□崔庆蕾

一
鲁迅曾于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赞

誉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或许是因为此言出自鲁迅之口，许多人在谈到冯至时，都

会引用，甚至还要替鲁迅找出若干理由——主要是冯至早年
即在“浅草”和“沉钟”时期诗歌的好处。那些理由的确成立，
那些好处也确实存在。对这一崇高评价，冯至本来应该受用
终生的；换了别人，说不定要自鸣得意甚至到处炫耀。但他却
并不怎么看重，自己基本上不提；别人提起时，他也不太乐意，
或者有意回避，甚或加以否定。

我们来看几个例证。
邹荻帆曾经向冯至要这句话的出处。冯先是回答说不必

引用那句话了吧，已经过时；继而说，他也不知道具体出处。
（见邹撰《冯至先生二三事》）冯尊鲁迅为师，对鲁迅作品相当
熟悉，那句话像影子一样始终追随着他的形象，他不可能真的
不知道出处。他为何不说？

哪怕在“沉钟社”里，冯至也不认为自己是最杰出的。他
曾跟周良沛说，“当时罗石君的诗写得比他好，观察深刻，起点
高。虽然罗石君后来到日本去了，不再写诗。可是现在提‘沉
钟’的诗人，忘了他那不是真的历史。”（见周撰《雾谷夜话》）无
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罗的诗名与冯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否意
味着，冯内心深处认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比他更杰出
或者至少势均力敌的抒情诗人？

台湾作家林耀德因为这句话而称冯至为大师级的诗人，
并以为冯官拜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或许跟这句话有
关。但冯跟他说，“那些早年的作品不值得一提。”（见林撰《冯
至——在这静夜里火一样地开放》）这是冯通过否定自己的少
作在间接否定鲁迅的评价，为何要否定？

冯至为何对鲁迅的赞誉表现出不那么积极接受的态度，
甚至有点儿冷淡？是不好意思，还是有更加深刻的内在原因？

大多数人的解释是：冯至谦虚。如邹荻帆说：“每想起冯
至先生，便觉得失去了一位谦虚、宽厚、顾全大局、学识丰富的
长者。”再如林耀德说：“很少看到一位大师级的诗人谦逊如冯
至。”又如黄宝生说：“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鲁迅曾经称
赞他是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毛主席也曾肯定他的《杜甫
传》，但他自己从不主动提及这些事，永不张扬自己。总是对
自己不满意，或是朝着更高的目标，不断进取。这是他获得学
术成就的重要原因。”

另有一些人的解释是：冯至严格要求自己。如周良沛说
冯至在这一点上“不苛求前人，对自己要求却很严”。陈开第
说“冯先生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见陈文《冯至英名垂千古》。

还有一种解释是：冯至具有否定思维，他喜欢用“否定”这
个概念。

二
1991年3月25日，冯至写了一首题为《自传》的诗，一共两

段，其中第一段云：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看过去的一切都是错。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
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
冯至的这种自我否定思想可不是 1990 年代才有。早在

1974年8月18日，他就曾当着香港诗人王一桃的面，一一否定
了他各个年代的创作，否定的标准都取决于阶级斗争的观
念。因此，王感慨道：“胡风那句话‘精神奴役的创作’立即浮

现在我的脑海——如此著名的一位诗人，竟在不断否定个人
的诗作中埋没了自我。”（见王撰《怀念冯至》）在“文革”期间，
冯至这样富于独立思考的人也不免在精神上被奴役！他的头
脑受到当时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蛊惑和裹挟，艺术标准被政
治标准所强行置换，艺术成了政治的附庸，一旦在政治上被认
为是不正确的，就要被坚决否定。这种否定思维显然是简单
粗暴的，是长期全面的外力强加进而内化的结果。它被用在
别人身上，是虐待；用在自己身上，就是自虐。总之，它没有任
何合理性、有效性。

不过，在某些历史语境里，冯至的否定思维具有正面意
义，即否定中蕴含着肯定性。冯至的否定思维在不同的时期
表现为两种范式，一为革命性的、单向度的、意识形态意义上
的，一为辩证性的、双向度的、哲学意义上的。前者来自革命
意识形态中不破不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后者来自
他对德语语言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德国的辩证法哲学给了他
的思维方式最直接的影响。

德国古典哲学的始作俑者康德是哲学史上最富有原创性
的哲学家，其哲学最大的标签是批判性（以所谓“三大批
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为
骨架），而批判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命题和对象进行否定
性的考察和分析，从而能超越其现有范围和水平。德国古典
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斯宾诺莎所说的“肯定即否定”的启
发下，提出“否定即肯定”的命题，“或说,自相矛盾的东西并不
消解为零,消解为抽象的无,而是基本上仅仅消解为它的特殊
内容的否定;或说,这样一个否定并非全盘否定,而是自行消解
的被规定的事情的否定,因而是规定了的否定”（黑格尔《逻辑
学》上卷）。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径直称为“否定性的辩证
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这
种否定性辩证法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
先是否认了神和人本质上的合一性，神是绝对善的，而人是恶
的，然而这恶也能推动历史的发展。恩格斯说得好：“在黑格
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恩格斯
进而解释说，此“恶”包含两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是：“每个种新
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
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尊崇的秩序的叛逆。”亵渎和叛逆
都是否定，而且是程度很高的否定。

对冯至影响最大的是歌德。歌德思想中包含着无比丰富
的关于否定与肯定两者之间复杂关系的辩证法。有人说歌德
影响冯至的是“否定精神”，另有人说那是“反否定精神”。其
实，那都是对歌德、对冯至乃至对他们语境中的“否定”这一概
念的片面理解。歌德意义上的“否定”和“反否定”不仅是正和
反的关系，而且符合正、反、合的三段论逻辑。冯至对歌德思
想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断念”和“蜕变”深有体悟。“断念”一词
来自歌德在1821年出版的《威廉·麦斯特的漫游岁月》，此书又
名《断念者们》，所谓“断念”就是运用理性思维的力量，从思想
上去克服那些负面的情绪或有害的念头，从而终止某种言行，
即积极勇敢地否定那些否定性的因素，从而有可能臻于肯定
性的价值观，比如“爱”，比如“敬畏”等。冯至对“蜕变”一词的
解释是：“生命在不断的蜕变中完成了从有限到无限的突破。
这种蜕变是一种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蜕变中生命才能不断获
得新的养分而丰盈。”（《论歌德》）跟“断念”一样，“蜕变”也包
含着否定中的肯定，或者说不断的否定中的不断的肯定。《浮
士德》的两位主角是浮士德和靡菲斯特。许多论者认为，浮士
德代表的是人类的肯定精神，靡菲斯特代表的是否定精神。
但笔者以为，如果二者的精神取向如此泾渭分明，就小觑了歌
德和《浮士德》。事实上，浮士德代表的是否定与肯定交织状
态中更倾向于肯定的精神，而靡菲斯特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否
定的精灵。

总之，德国哲学中富于辩证意味和肯定意义的“否定”概

念，对冯至影响甚深。对此，有些论者是敏锐把握到了的。黄
宝生说冯至对自己不满意，就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他在各个时
期否定自己现有的成就，从而能不断地更上一层楼。陈开第
抓住“否定”这一核心概念，说得更加具体：“从被鲁迅先生誉
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开始，他就不断地‘否定’自己
的创作，单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冯先生的学术著作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他为后人留下了几百万字的诗歌、散文、历史
小说、梦幻剧、翻译作品和外国文学研究论文。”正是否定思维
的动力使得冯至的成就越来越高。

我们再来看，这两种“否定”观念在冯至诗歌生涯中的运
行轨迹。

《自传》第一行说“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
歌”。1920年代，他曾大量写诗并发表，据说写了上千首，显现
了勃发的才情。1930年代，他的诗作寥寥无几，在他自己编定
的《冯至选集》（1985 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中，整个 1930 年代
的诗只有区区 3首，即 1930年写的《等待》、1933年写的《无眠
的夜半》和 1934 年写的《歌》。是冯至江郎才尽了吗？1930
年，冯至25岁。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天才早慧的诗人，在25岁
左右，就把才华甚或生命燃烧殆尽了，比如，王勃、李贺、济慈、
兰波、海子等。但冯至并非属于这个行列。到1940年代初，他
又写出了冠绝一时的27首十四行诗，其中显露的才智远远高
出于他早年的才情。而且，《等待》一诗已经显现了后来那些
十四行诗的优秀品质，更加凝练，更加成熟，在形而上和形而
下之间和个我与宇宙之间，找到了某种默契的关系：

在我未生之前，
天上的星，海里的水，
都抱着千年万年的心，
在那儿等待你。

如今一个丰饶的世界，
在我的面前，
天上的星，海里的水，
把它们等待你的心
整整地送给了我
相比于他1920年代的诗风，《等待》《无眠的夜半》和《歌》

更接近于他1940年代的风格。那么，他既然早在1930年就写
出了《等待》，为何不乘胜追击，在 1930 年代就努力去完成新
变，乃至达到自己诗歌创作的顶峰；而要拖延到1940年代，整
整晚了10年？

此间有一个比较重要而现实的原因：从1930年到1935年
留学德国，冯至忙于拿博士学位，无暇于诗歌创作。做学术研
究时，张扬的是理性思维能力；如果主体的调适能力不够强，
感性思维能力难免不受到压抑，而写诗主要依赖的是感性思
维。那几年，冯至的年龄在 25到 30岁之间，他并不是那种早
熟的性格，他显然还没有足够强的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找到平
衡的能力，不能在学术研究的同时自如地进行诗歌创作。保
尔·瓦雷里（1871-1945）有过类似的经验。1892 年 9 月，他同
家人前往热那亚度假，在一个暴风雨交加的“可怕的夜晚”，他
决定，为了献身于“纯粹的和无私的知识”，放弃诗歌和爱情，
而所谓纯粹的知识，则是数学、音乐和哲学等最仰仗抽象思维
的学科。一直到1917年，他才重新捡起诗笔，写出了杰作《年
轻的命运女神》。中间停顿达25年之久。

但问题是：并非所有的诗人在学术研究乃至攻读学位期
间，都要停止诗歌创作。冯至不曾宣布封笔，也不曾宣言要追
求“纯粹的和无私的知识”或者要以学术研究取代诗歌创作。
那么，他停止诗笔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他对自己的诗
歌创作还有所期待，那么他等待的是什么样的诗歌？这跟他
的诗学观念或者说诗歌抱负又有什么关系？

冯至所要达到的诗歌思想的境界是辩证性的否定，而他
在“浅草”和“沉钟”时期的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是相当简单化的
否定思维，即上面所说的第一种否定思维模式。大量作品是
以否定性思想和负面性情绪为主，对外是批判和揭露，对内是
哀怨甚至绝望，即他自己说的“抒写的是狭窄的情感、个人的
哀愁，如果说它们还有些许意义，那就是从这里边还看得出五
四以后一部分青年的苦闷”（《冯至诗文选集》序）。事实上，在
1920年代，哀愁和苦闷是中国新诗的情感基调，弥漫于绝大部
分诗人的绝大多数文本。冯至当时生活于、感受于那种情感
氛围，没有突围的可能。然而，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学了几年德
文，认识到了那种简单否定思维的缺陷和短板。到1930年，他
已经试图突破，但德国哲学思维的影响还不足于抵消之前中
国诗歌氛围对他的浸润。几乎整个1930年代他都是在想改变
而没有能力彻底改变的尴尬局面中度过的。我们不妨用肯定
与否定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来概括一下冯至诗歌创作的心路历
程：1920年代，他不自觉地以否定为主，肯定为次；1930年代，

他试图使肯定与否定之间的关系达成平衡，但结果是两间不
着。到了1940年代，他已经能自如地、有意识地调控两者之间
的关系，从而以27首十四行诗实现了他的诗歌抱负。

但是，冯至的诗歌创作实践与诗歌理论观念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偏差。1940年代，他在创作上已经能很好地应用辩证
性否定思维，但在观念上他还遗留着很深的单向度否定思维
特点。这或许是因为在创作时我们可以完全听从自己内心的
召唤和启示，而在对文本进行价值判断时，我们不得不启用现
实理性，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会受到世俗意识形态的影响乃至
控制。因此，甚至于连《十四行集》他自己都不太看重，出现了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的情形。他否定的理
由带着强烈的当时政治观念的烙印和局限：《十四行集》深受
西欧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矫揉造作。其实，诗歌创作的
时间只占冯至一生的很少一部分，辩证性否定思维在他头脑
中所占的时间少于单向度否定思维。笔者注意到，早在 1940
年代，在他写完《十四行集》并取得异常好评之后没几年，他就
开始了自我否定。1944年，他就曾在文章中说，新诗“正在生
长的途中，便有些诗糅染上矫揉造作、搔首弄姿的习气。这是
一个很大的不幸。追溯病源，一部分由于模拟西方象征派的
皮毛，一部分由于依恋旧词里狭窄的境界”。这是对新诗包括
他自己当时的创作的整体性批判。当然，在1960、1970年代，
单向度否定思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于是他“看过去的一切都
是错”。

由于否定思维，尤其是单向度否定思维占据冯至的头脑，
他对鲁迅的肯定哪怕是高度肯定，也做出了否定。

那么，他所要否定的，除了早期诗歌中的那些否定性感
想、负面性情绪之外，还有什么？

鲁迅的赞语给他贴上了“抒情诗人”的标签，这也是
1930 年代之后的冯至所要否定的。的确，在 1920 年代，尽
管他也写了被朱自清击节称赏的3首叙事诗 （《吹箫人的故
事》《帷幔》和《蚕马》），但大部分都是抒情诗，而且也的
确是以情感取胜。但他可能是早在1920年代末，在学习德语
现代诗歌的时候，就已经敏感到抒情中心主义的缺陷。那
时，他的诗歌抱负已经超越了浪漫主义，已经出现了以沉思
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主义的萌芽。他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的
诗歌融合了经验、学识等诸多心理资源以及叙事、议论等诸
多修辞形态，岂是“抒情”二字所能涵盖的？“抒情诗人”
哪怕是“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标签窄化了冯至的诗歌抱
负，当然是他所要警惕并力图加以修正的；当他意识到鲁迅
的这个评语影响太大，以至于他在很多场合无力修正时，只
能保持沉默。

最后，可能所有人不禁都要问：那么鲁迅的评语到底有
没有问题？尽管冯至对鲁迅执弟子礼，曾拜访鲁迅，但由于
当时他自己的辩证性否定思维尚未定型，鲁迅更无从了解这
种思维后的他的诗歌抱负以及这种抱负和实践之间的差距。
鲁迅是根据“浅草社”和“沉钟社”送给他的刊物上的冯至
作品得出这一判断的，那些作品的确显现了冯至作为抒情诗
人的身份和形象。鲁迅一向认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水平不
高，那么在普遍不理想的状态下，冯至有几首具备特出风姿
的作品，让鲁迅倍感欣慰，用“杰出”来形容，可能也没有
问题。真正的问题出在“最”这个修饰语。鲁迅说这话已经
是 1935 年了。冯至取得诗名是在 1920 年代后期 （诗集 《昨
日之歌》 出版于 1927 年，《北游及其他》 则出版于 1929
年）。在他之前，创造社的郭沫若、新月社的徐志摩和闻一
多早就大名鼎鼎。几乎同时或者说稍后，戴望舒和卞之琳也
崛起了，前者的《我的记忆》出版于1929年、《望舒草》出
版于1933年），后者的《三秋草》出版于1933年。这些人的
诗名，哪怕单纯就抒情性而言，都不在冯至之下。让冯至独
享最高级荣誉，显然反而让他感觉不实在、不自在。正如论
者所言，鲁迅“这一评价并非苟同于当时诗坛的公议,而是较
多地基于鲁迅个人的诗歌理念和欣赏趣味……也与他对创造
社与新月社的不满有关”（杨汤琛 《试评鲁迅对冯至诗歌的
评价》）。对此，冯肯定是清醒而冷静地意识到了的。这个

“最”字，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该是冯至独领风骚。大家恐
怕都会同意周良沛的推论：“新诗70年，人才辈出，但能被
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者，却无别
人。”（见周撰《雾谷夜话》） 惟有谢冕，或许是出于人情的
练达，不惜用自我矛盾的说法曲为之讳。一方面，他说：

“30年代以前，冯至先生的诗歌创作对中国新诗的建设做出
了他人无法替代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又说：“在抒情诗的
创作方面，它使冯先生列身于‘五四’以来最优秀的抒情诗
人的行列。”（见谢撰 《冯至先生对中国新诗建设的贡献》）
谢把“最”字由一人降格为多人，由排除他人扩延为容纳他
人，他算是勉强替鲁迅打了个圆场。

冯至对鲁迅的赞誉
为何不那么领情？

——兼论冯至“浅草”、“沉钟”时期的诗歌 □北 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