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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在上海读书的林如稷会同沪京两地文友陈翔鹤、
陈炜谟、冯至等成立了“浅草社”，并于1923年起先后出版了四
期《浅草季刊》。1925年，杨晦、陈翔鹤、陈炜谟、冯至等人受德
国戏剧家霍普特曼的童话象征戏剧《沉钟》启发，由冯至提议
将即将诞生的新刊物定名为《沉钟》，由此揭开沉钟社的序幕。
该杂志共出版了 34期，于 1934年停刊。由于两个刊物成员基
本一致，文学观念一脉相承，因此一些文学史论著称其为“浅
草—沉钟社”。这一社团的成员多以小说创作见长，情感表现
真挚清纯，普遍反映出对理想之爱与自由的追求，洋溢着“五
四”一代青春蓬勃的文学朝气。1935年，鲁迅在编辑《中国新文
学大系·小说二集》时特别说到这一艺术群落“其实也是‘为艺
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
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
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个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
们”。实际上，鲁迅的这一论断虽然指涉浅草成员的小说创作，
但将其推衍至“浅草—沉钟”社的诗歌文本，同样也是适用的。
这是因为作家在处理诗歌或小说体裁时，都遵守了大略相同的
创作原则，其文本的价值取向、美学向度也大抵是一致的。

依照鲁迅的论断回望这一抒情群落的诗歌创作，我们可
以看出：向外，他们崇尚西方诗歌美学，特别擅于从德语诗歌
中汲取营养，其中尤以冯至为代表；向内，他们遵循着“主情主
义”的文学原则，创作出一系列带有极强倾诉性和抒情性的作
品，这些作品多富含理想主义的情感，饱满而又热忱。抒情者
们擅长借助诗歌的体式高扬个体自我的价值，倾吐难以释然
的苦恼，其写作不追求气势的宏大，而注重感受的细腻真挚。
总体而观，《浅草》初创时期的诗歌多以“诗汇”的形式出现，如

《浣花溪的女郎》《寻梦》《小孩》《黄昏》等，均离不开写实遣意，
写作手法平实质朴，带有新诗初创期的诸多“稚嫩”之感，到了

《沉钟》中后期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出现了《最后之歌》《冬天的
人》《是谁》《佩剑—项圈》等融合深邃理趣与丰富象征意味的
现代文本。抒情者们还尝试了散文诗、小诗、抒情长诗、十四行
诗等多种体式，不断拓展艺术向度，使其诗艺渐成体系，艺术
观念逐步圆融，成为新诗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抒情力量。

“主情主义”的情感特征
感应着“五四”激荡的时代氛围，这些身处高校的青年学

生难以抑制他们言说世界的冲动，而充盈情感质素的新诗，正
契合了这些“年轻诗心”的内部吁求。在“人的觉醒”和“文的自
觉”理念烛照下，抒情者们延续了前期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色
彩，强调诗歌写作完全要忠实于内心的感应，推崇心灵经验或
主观情绪的自然流露，直率抒发由现实、人生引发的种种感
触，其情感投射原则大都遵循着“主情主义”，对古代文学抑制
情感的文学观念予以反拨。

这一抒情群落虽以小说创作居多，但其中大部分小说作
者同时也是诗人，诗歌文体自身的抒情性特质，正便于作家们
更为清晰直白地表达情感信息。看默声的《孤灵》《悲哀》《遗失
的星》，胡倾白的《死神的微笑》，冯至的《残余的酒》，罗石君的

《遗言》等，无不在诗题中就显现出诗人的情绪品格。在情感倾
向上，感伤的色彩较为浓重，宣泄寂寞、渴望温情——成为其
显在的情感指向。如署名泠玲女士的《寄友》一诗，抒情者心中
充溢着“流不完的泪”，“酸得如像酒味的泪了；/流吧，流吧，/
心中的悲哀一齐涌流出来吧！”远离亲情呵护、缺乏友情关怀

的主体“被忧愁征服”，体悟着刻骨的孤寂。这些诗人往往在政
治或社会以及两性关系中寻不到理想出路，于是制造出一个
个孤立无援的“零余者”或是“孤独者”，令其远离喧嚣、孤寂地
游走在街头，宣泄着寂寞无依、渴望安慰的感伤情绪。

在默声和马静沉所作的同题诗《深夜》，开先的《冬日游中
央公园》，王惟庵的《晚步》，流沙的《海上寄H》等诗作中，我们皆
可寻见寂寞飘零的“孤独者”或是“孤影”形象。这一形象类群，
在冯至笔下尤为多见。1927年，冯至的《昨日之歌》以“沉钟丛
刊”的名义出版，这些诗歌充盈着感伤的基调，抒情者哀婉吟
咏着爱情的苦闷和心灵的寂寞，如诗人所说：“诗里抒写的是狭

窄的情感、个人的哀愁”和“五四以后一部分青年人的苦闷”。诗
集中有一首短诗《瞽者的暗示》，表达着个体生命因无法融入社
会整体而产生的虚空感：“黄昏以后了，/我在这深深的/深深的
巷子里，/寻找我的遗失。//来了一个瞽者，/弹着哀怨的三弦，/
望没有尽头的/暗森森的巷中走去！”看不到光明的瞽者，分明
就是诗人的另一重自我，他惟有哀怨地弹唱，方能在踽踽独行
中敲响自我的心弦。《昨日之歌》中的很多诗篇都带有“浅草—
沉钟”诗人、特别是《浅草》刊物诗歌的特质：注重感情的自我表
现，突出主体与现实之间的深刻对立，且难以为未来描绘出明
晰的出路，于是只能转而和自身对话，表达敏感的知识者在现
实中徘徊的苦楚、疲劳与颓唐，借此获得情感的想象性满足。

即便是抒写苦闷与寂寥，很多诗人采取的往往也是鲁迅
那种“荷戟独彷徨”的姿态，前路未明，但依然不甘沉沦，这就
使得这类浸润“感伤”情调的诗文又有了积极的情感要素。现
实世界的精神失落，反而催发了诗人对理想语境的诗意想象，
在他们笔下，“梦想”成为一个全新的诗歌主题，在大量文本中
生根发芽。“我将永远梦想着——/人类的父亲/如海洋的拥
抱，/人类的猜疑，/如春冰的融消”（默声《我梦想着》），“且役
寂寞艰虞之中，/勉作人生的观赏/或许有破颜的一朝/在我们
生命的途上”（默声《寻梦》），而冯至在《新的故乡》（发表时名
为《归去》）中把“灿烂的银花，金黄的阳光，汪洋的大海，浓绿
的森林”定义为梦想田园的形貌，抒情者“但愿向着/新的故乡
飞去”。诗人一方面吐露现实世界的空虚寂寥，另一方面继续
追求心中不灭的理想，并通过“梦”的方式加以言说，这种主题
复调现象并非由这一抒情群落所独创，而是现代诗歌反复出
现的母题。此类文本也一改感伤之基调，洋溢着昂扬向上的正
向精神，虽然比重不大，但也与新文学初诞期那种“昂扬与感
伤并存”的情感基调取得了一种对应联系。

“为人生”的艺术态度
作为纯文学的追求者，“浅草—沉钟”作家的笔调虽然空

灵忧伤，但并未过分沉溺于小情小感，滑入个体的喃喃叙事之

中，单纯说他们只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团体，似乎并不妥
当。在人道主义伦理观的督导下，他们既尊崇文学的个性主
义，主动远离物质现场的浮躁与喧嚣，尽情表现自我的个性情
绪，同时又不忘融入自己对现实的反省与思考，表现出对社会
问题的热切关注。其诗文经过了心灵的过滤与提纯，融入了思
想的理趣，使“为艺术”与“为人生”这二元的文学观得以和谐
共处，其情思指向也与崇尚“开风气之先”的时代语境形成良
好的呼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涉及爱情题材的创作，将现代
诗艺与现代情爱意识互融互动，写下大量充满青春情热与自
由生机的爱情诗。

诗人在吟咏自由爱情的同时，还对阻挠爱情的保守势力
进行了大胆地揭露与抨击，诗文富含反抗精神和批判意识。例
如，诗人李开先有感于友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爱情悲剧，借
助诗歌的渠道为其鸣说不平，并写下长诗《孤独的呻吟》。诗歌
以“我”的口吻诉说传统势力对自由爱情的种种阻挠，对不乏真
挚姣好却更饱含折磨苦痛的爱扼腕叹息。冯至则选择构建一个

“中古西方”的玄幻语境，将古人形象现代化，写下《吹箫人的故
事》，诉说自由爱情在世俗偏见面前的破灭。其爱情抒写既有温
馨甜美的一面，又承载了苦涩与惆怅，明为情节虚置，实则具有
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这类爱情抒写正以其鲜明的叛逆倾向、一
泻千里冲垮男女大防的气势，创造出现代婚恋叙事的新气象。

除了爱情抒写，诗人们的现实观照还体现为知识分子的
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这里有诗人对底层苦难的观照，如冯至

（署名琲琲）的《“晚报”——给卖报童子》写晚间街头报童悲惨
的遭遇，诗人透过“五四”时期新诗中流行的人道主义关怀，进
入更深层次的爱与命运的呼唤：“我们是同样的悲哀，/我们在
同样荒凉的轨道”。再如陈炜谟的抒情长诗《甜水歌》，直接取
材自军阀混战造成的动乱，面对民不聊生的现实苦难，诗人的
悲情瞬间被点燃，其情感爆发如黄河决堤喷涌而出。其诗情表
达是浪漫的，而情感指向则充满了现实批判与底层关怀的意
味。还有一些诗人的聚焦点并非具体的事与情，他们站在人类
文化的宏观高度，塑造情理交融的感性哲学。1928年，23岁的
冯至与陈翔鹤、陈炜谟、冯雪峰在杨晦寓所欢聚，冯至读他写
的长诗《北游》，殖民文化在哈尔滨的种种变式引领诗人展开
思考，他从个体的孤独走向对人类悲剧本原的探问：“夜夜的
梦境像是无底的深渊，/深沉着许许多多的罪恶；/朝朝又要从
那深渊里醒来，/窗外的启明星摇摇欲落！”诗人期待一场大火
将城市“快快地毁灭，像是当年的 Pompeji”，而“最该毁灭的，
是这里的这些游魂”。在诗人眼中，流动的生命或许是一个个
孤魂野鬼，城的生疏与人的冷漠，促使诗人承担起中古勇士和
现代英雄的救世使命，正如他在《我们的时代》中所表露的，抒
情主体宁可在洪水里沉沦，也不愿意在方舟上延续人类虚伪

的文明。如孙玉石的论断：冯至是一个真诚而严肃勤谨的现代
的诗人，他不断地思索世界和人生的同时也不断地审视内在
的灵魂。诗人期望使人类重拾精神的独立，这便隐秘地流露出
他的存在主义原则，而寂寞与孤独也因与现代存在意识两相
联结，从而获得一种救赎般的力量，呈现出理趣之美。

“中西交流”的诗歌美学
“浅草—沉钟”社作者大都能以客观平和的心态看待传统

文化，以理性的态度构建他们的文化思想体系。他们很多人具
备了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崇尚魏晋风度，耽读于晚唐诗
文，常常在抒情短章中复现古典文学感伤派诗词的审美意境，
浅唱离愁别绪、低吟惆怅忧伤、唏嘘青春难再、慨叹世事无常。
如：“孤灵！孤灵！/莫尽管长征；/莫尽管飘零。/苍莽的虚空，/
是无有穷尽！”（默声：《孤灵》），“欲啼饥，欲号寒，只徒空唤，/

‘故园，故园’，奈应者寂然”（白星：《宴席后》）。都是思与境偕
寄心于物，显现“萧萧落叶，漏雨苍苔”的古典感伤之美。这类
诗文大都使用“暮秋”、“春风”、“疏星”、“朗月”等古典象征意
象建构意境，情因景生，景因情移，擅用比兴，古意盎然。

同时，在诗美探询中，诗人们也显示出向外借鉴的努力，
他们学习和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新颖技巧，如饥似渴地
阅读着海涅、拜伦、歌德、里尔克的诗句，并将其奉若圭臬。如
冯至的“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蛇》），现代主义色彩浓郁，情
感表达曲折幽婉，哲思凝想冷峻深沉，意与象融合一身，符合
象征主义打破逻辑界线，寻找客观对应物表现内在精神的原
则，也为白话新诗提供了一种审美范式。除冯至外，罗石君也
较多使用暗示、联想、象征等技法为文，他的《射击》《祭坛》等
诗，均采取了荒诞的隐晦和离奇的暗喻。再看《佩剑——项圈》
一诗：“你撕碎了容忍的鞘套，/我挥动着崭新的佩剑/啊，不可
思议的结局发生：/佩剑顷刻在我手里熔软，/砍向我们决绝的
头颅/变成了一顶意外美丽的项圈！”“佩剑”成为诗人毁灭“旧
我”的武器，而“项圈”则纪念着一个“新我”的诞生，借助超现
实的意象，抒情者内在情感得以个性化地展现。不过，这类诗
歌在抒情群落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大部分诗人钟情于近取譬，
选择现实中的自然意象移情于景，能指与所指之间尚缺乏必
要的智性转换。整体而观，“浅草—沉钟”社作家的诗歌创作带
有新诗初诞时期的典型特征：注重情感表现，关注现实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写作者的创作倾向逐步由表现个人苦闷转
向对人生宏观问题的关注，诗歌的感伤情调渐褪，渐而转入深
沉含蓄，诗人注重建构象征意境，从而拓展了新诗言说的空
间。此外，“浅草—沉钟”诗歌的形式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
既有自由诗和半格律诗，还有林如稷的散文诗，王怡庵、铁民
等的小诗，罗青留的格言诗，冯至、李开先的长诗等，如此丰富
的诗形探索，显示出抒情群落多元中和的艺术取向。

1947年秋天，林如稷、邓均吾、陈翔鹤、陈炜谟等在成都相
聚，老友相逢，把酒言欢，抚今思昔，自然提及今昨之文坛风
景。谈到《浅草》与《沉钟》的点滴往事，感慨之余，林如稷提笔
写下咏怀诗数首，且均以古体促成，其中一句“欣看‘浅草’色
长绿，爱听‘沉钟’声胜诗”正道出“浅草—沉钟”社的文学价
值。经过这些“农人”的耕种，曾经低调的“荒土里的浅草”早已
鲜茂成熟，这些不安定的灵魂以其勤奋的耕耘和不懈的努力，
用诗文为我们定格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群像，其文字
也展现出独特的文学魅力和艺术品性。

“浅草－沉钟”时期的
陈炜谟及其小说

□刘 畅

浅草—沉钟社的诗歌创作
□卢 桢

浅草－沉钟社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最坚韧，
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其成员将“做内心
的忠仆”作为一以贯之的文学信条，抒写人生的
不幸与时代的苦闷，“低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
言的断肠之曲”。其中，陈炜谟的小说堪为代表。

陈炜谟是四川泸县人，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英文系，后陆续执教于河北、北京、重庆、四川
等地。1921年，他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开始
了创作和翻译，1922年与林如稷等人在上海共同
发起成立浅草社，并于次年参与创办《浅草》季
刊。1925年《浅草》停刊后，陈炜谟与冯至、陈翔鹤
等人在北京共同创办《沉钟》周刊（1926年8月起
改为半月刊），陈翔鹤在回顾浅草－沉钟社的创
立时，就曾高度评价陈炜谟的贡献：“自始至终特
殊的努力着的，就莫过于陈炜谟兄一人了”。其
间，他又分别于1925年和192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

《信号》《炉边》，收录小说12篇。在鲁迅编选的《中
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他入选的作品达四
篇之多，与鲁迅、台静农并列为该集入选作品最多
的三位作家，足见鲁迅对陈炜谟小说的看重。

一
在浅草－沉钟社的阵列中，陈炜谟是一个创

作风格渐趋多样化的作家。早期的《轻雾》《甜水》
《破眼》等小说主要关注知识青年的生存状态，偏
重于表现个人的苦闷悒郁，而之后创作的《狼筅
将军》《夜》《寨堡》等作品则形成了不同的创作取
向。从总体上看，陈炜谟的小说是在追求自我表现
的基础上，逐渐走向了对现实人生的如实叙写。

浅草－沉钟社作家普遍受到西方现代派文
学的熏染，主张将自我的心声在文学的世界里予
以真率的呈露。因此，在对爱伦·坡的评论中，陈
炜谟就这样写道：“小说不但能摄取外形，它还能
摄取内心；它不但能表示生活之诸相（Types of
life），还能摄住一种抽象的，超平凡的空气（At-
mosphere）；它是能从外面的东西渐渐移来抓住内
里的灵魂……深入那沉默中，深入那是内心的生
活的特性的外表看来是平静的状况中”。这可以看
作是浅草－沉钟社作家的共鸣，他们要求文学作品
应当忠实于内心，忠实于自我的情感、心理，如孔
襄我曾强调好的文学作品“单是指着他有真正的
情绪的表现”，陈翔鹤也宣称“可稍为视为神秘可
贵的——就只是‘情感’”。可见，表现丰富的内心
世界，是浅草－沉钟社作家共同的文学追求。

所以，他们常将自己“所要呻吟的痛苦和悲
哀”投射在人物身上，写出民众尤其是知识青年
在社会现状的挤压下复杂的内心状态和沉重的
生命体验。这是浅草－沉钟社作家共同的文学诉
求，也是陈炜谟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他们
所抒写的“自我”，从中映射出的并不仅仅是个体
生命的“生的苦闷”，而且包含了更加广阔、丰富
的社会内容。陈炜谟的小说观在浅草－沉钟社作

家中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论文《小说的使命》
里，他就强调小说本身具有两重功能——一是个
人的自叙传，描写的是“自己的经验”，是要把“赤
裸裸的一个‘我’显示给人看”；一是社会的缩影，

“其中的人物是一位民族的结晶，是一阶级的类
型”，而小说则应当是“具有‘地方相’和‘普遍的人
类的情感’的社会，在其间藏着你我的影子”。因
此，在陈炜谟的小说里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是身
处险恶世道而惶惑迷茫的“自我”，也是无力对抗
现实而痛苦烦闷的“自我”，蕴含着与整个社会、时
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苦痛和哀哭。

譬如，发表于《浅草》创刊号的《轻雾》着力叙
写青年学生素云陷入孤寂境地的人生情状，通过
描述他由寂寞而回想起的狎妓经历，尤其是对妓
院里即将落入苦海的七八岁女孩的回忆，流露出

“哪里会有人道？只是大家戴着假面具相争相杀
罢了”的愤懑和“见死不救”的自责，在主人公迷
惘烦闷的心态中传达了人道主义理想幻灭的悲
哀苦痛。沉钟社时期创作的《寻梦的人》叙写抱云
和怀璘由于包办婚姻的干扰而渐生隔膜并最终
分道扬镳，在怀璘“体贴父亲还是体贴我自己”的
追问里，抒写了“五四”一代青年在“个人”与“家
庭”的冲突之间迷茫无奈的精神状态。而在 1923
年发表的《甜水》里，陈炜谟则通过讲述一个看似
荒诞不经的故事——青年葛罗静由于家境贫寒
而痛失恋人，由此怀着对包办婚姻与势利世道的
不满而走向沉沦，并最终在绝望之下寻求被阉
割——在主人公带有浓重抒情色彩的自白中，展
现了情感、欲望在社会现实中受到压抑的青年感
伤、颓废乃至极端化的情绪。

这种情绪恰恰是在“五四”新思潮中成长起
来的浅草－沉钟社作家，面对现实的凶顽和理想
的失落而萌发出的强烈感受。这正如鲁迅对他们
的评价：“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
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
一周三’，却是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
暗”。寻不到出路的彷徨与苦痛，让浅草－沉钟社
作家的小说创作带有了对于现实环境的深切感
受，借由对个体生命的抒写放大了社会的病弱。
而正是沿着这样一条方向，陈炜谟的小说在直面
现实人生的底色之上，呈现出反映和批判社会现
实的另一面，并逐渐由浓烈的主观抒情转向冷静
平实的客观写实。

在小说集《炉边》的序言里，陈炜谟就写道：
“人虽不必去崇拜太阳，但何至于懦怯的连暗夜
也要躲避呢？”对“暗夜”的迎击，让陈炜谟的小说
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关注和揭露社会的病态与小
人物的苦难，这集中地体现在沉钟社时期的创作
中。如《夜》以旁观者“我”的视角讲述箴婶难产而
死的故事，由她临产时的产难鬼作祟，到垂危时
众人为之驱邪，直至下葬时棺木被钉以防魔鬼作
怪，凸显出的是愚昧迷信的社会病态；《寨堡》则

通过记述教员熊震东由视故乡为疲惫人生的庇
护之所——“寨堡”，直至归乡后面对惨淡荒凉的
现实生态而失望离去的精神历程，既写出了知识
分子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失落，又暴露了乡土社会
日渐萧条、衰败的真实处境。

《狼筅将军》是陈炜谟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
发表于1925年《浅草》第1卷第4期。在这篇小说
里，作者通过描述“我”偶然介入的一场闲谈，揭
示了战乱加诸四川民众的戕害。“我”在返回日渐
疲敝的故乡后，从几个夜谈的游人口中听闻了战
乱之中一桩桩凄恻的众生相，尤其是赵惕甫一家
的悲剧——长女被乱兵所掳，生死不明；长子因
被迫缴军款而死于狱中；叔父因热心办团而被匪
人挖出心肝；而他自己则在连番的打击下性情逐
渐被扭曲，以至于自封为“狼筅将军”，其余子女
也都被“封官”。陈炜谟借由朋友白棣的闲谈来展
开赵家的故事，以疏离的局外人视角和冷峻的叙
述笔调构成了客观写实的总体风格，而其中所蕴
含的则是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激愤和控诉。所以，
作者借白棣之口发出了对这个不公正世道的咒
诅：“你不墨污人家的妻女，人就要鸠占你的老
婆。你不养成啮心啮肺的习惯，就干脆把心肝割
下奉献给别人”，在人物刻意压抑甚至略带反讽
的语调中显露出沉重阴郁的情绪。

总的来说，“浅草－沉钟”时期的陈炜谟在小
说创作上形成了多元的面貌，他的小说既抒写了

“五四”一代青年在残酷现实面前沉重压抑的自我
体验，又向读者展示了阴郁苦难的社会环境，具有
更加深广的社会意义。但无论小说风格如何变化，
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关注和表现社会、时代的执著。

二
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下，浅草－沉钟社

作家往往广泛地借鉴现代主义的文学技巧，多以
联想、梦境、幻觉、潜意识等展示人物的情感、心
理，渲染故事的氛围、情绪。如林如稷的《将过去》
在支离破碎的时空结构之中，着力描述主人公若
水凌乱纷杂的意识活动，由此呈现出“五四”一代
青年在“荒岛”上海与“沙漠”北京之间彷徨于无
地的生存状态；冯至的《蝉与晚祷（Abendlaeu-
ten）》则让主人公的联想由蝉声所触发，自由地
出没于“两年前”与“病的，不健全的，污浊”的“现
在”，其中显露出意识流小说的韵味。

而陈炜谟也不例外。在早期的《轻雾》《烽火
嘹唳》《甜水》等小说里，他常通过直接宣泄人物
情感、心理，或构设富有象征性的场景、物象，来
表现人物自身的精神状况。譬如，《甜水》是以葛
罗静与马医生的对话拉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主
人公的叙述中夹杂了大段的心理独白，其中多有
激情恣肆的铺陈夸饰，因此呈现出比较浓烈的主
观抒情色彩。与之不同，《烽火嘹唳》则通过对外
部环境的渲染和对人物梦境的叙写，来展现战乱
之中小人物惊惧恐慌的心理状况。如在逃难的路
上偶遇滇军时，主人公雨京内心的惊恐自然而然
地外化为阴森峻险的可怖环境：“石崖崔巍，似狞
狰的怪兽一般。雨中树影朦胧，视力不能远及，只
觉蛛网般的叶儿，隐隐约约在颤动”。又如在小说
的结尾，陈炜谟借助梦境暗示甚至放大了主人公
复杂的心绪——雨京在梦里变为军阀部队的排
长，在对无辜民众施以种种暴行后死于战场——
其中所映射出的并不仅仅是主人公对战争的恐
惧，而且流露出他渴望扭转弱势处境即由受虐者
变为施虐者的潜意识。

而在这些小说里，《破眼》能够比较充分地体
现出陈炜谟在刻画心理方面的功力。这篇小说讲述
的是“我”参加西城某女校的游艺会，却因几个年轻

女郎的近距离接触而引发起联翩的浮想。作者有
意地淡化了故事的情节，始终围绕着“我”的自由联
想，勾勒了主人公孤寂病态的内心状况。在作者不
动声色的叙述中，主人公遮遮掩掩的情态使其渴求
情欲但又强加掩饰的微妙心理得以跃然纸上。

但是，随着陈炜谟的小说逐渐趋向客观写
实，他的写作技巧也在发生着变化。1925年，陈炜
谟在致杨晦的信中就宣称：“我的小说须另换写
法”，而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在于，作者逐渐淡化
了以往创作中比较浓烈的抒情色彩，转向冷静平
实的叙述。在《轻雾》《甜水》等小说中，他总是以
大篇幅的、主观色彩强烈的笔墨来展开心理描
写、环境描写，但在《狼筅将军》《夜》等作品里，他
更加注重对故事、人物的如实叙写，并通过俭省
的文字来表现环境与人物的心理活动。

在《夜》里，陈炜谟以“我”的日常生活片段为
主线，着重叙写“我”对箴婶故事的见闻，这就使
得整篇小说在“我”不避细琐的记述中呈现出平
实的、生活化的面目。“我”是箴婶悲剧的旁观者，
也是懵懂无知的孩童，而作者就以这样一个儿童
视角来介入和审视相对陌生的成人世界，在叙述
者和故事之间拉开了距离。所以，“我”所见到的

驱邪、打鬼，自然而然地带有了几分朦胧新奇的
意味，如难产中的箴婶被人们“打鬼”时，目睹这
一幕的“我”也“向天祷告，向灶神祷告，向管猪圈
和毛房的神祷告……求他们颁灵，给箴婶婶幸
福，打鬼一定打得着”，在“我”的天真的口吻里愈
发显现出箴婶为愚昧所害的可悲。因此，在这篇
小说里，陈炜谟并未直抒胸臆式地抒写愚昧环境
下女性的悲剧命运，而是借由侧笔来点染乡土社
会的日常情状，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小说创作正在
逐渐走向情感、情绪的理性节制，而这在《寨堡》

《旧时代中的几幅新画像》等沉钟社时期的作品
中也有所体现，构成了陈炜谟小说的新质。

在 1928 年患病之后，陈炜谟的创作生涯曾
一度陷入低谷，并逐渐淡出了浅草－沉钟社的文
学活动。客观地说，在浅草－沉钟社的作家群内，
陈炜谟的名字常常被创作生命更加活跃的冯至、
陈翔鹤等人所掩盖，但他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体
现了浅草－沉钟社在小说创作上的实绩，也充分
地显露出作者自己的个性。无论是对个体生命的
抒写，还是对客观现实的再现，都带着“五四”一
代知识分子“未尝自馁”的人生印记，在“五四”新
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