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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草》和《沉钟》是活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
的重要期刊，由于它们的编辑方针、刊物风貌和创作倾向上有
着重大差异，是否该把围绕它们的作者 群体归入同一个文学
社团，目前研究界仍有争议。如果不单纯从刊物角度考察，而
是把他们看成是向心力较弱的有着内在差异的文学社团和流
派，应该更有利于把握社团流派的整体风格，并以此总结现代
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通读这两份刊物，它们的繁复多变常常让我们感到无从
着手。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浅草》和《沉钟》杂志的作者群流动
性较大，刊物面貌常常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再者，浅草—沉钟
社一开始就力图避免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回避文坛的“批评和
反批评”，这使他们对作品的理论阐发很不充分。加之《沉钟》
的译介作品比重很大，相比之下，他们的创作流向也显得不够
明晰。我们试图抽绎出以往关注较少的该社团的诡奇神幻题
材创作，借此探讨浅草—沉钟社浪漫色彩的表现形态和形成
原因。

成立之初，浅草社就表达了保持文艺创作独立性的强烈
意愿：“我们以为只有真诚的忠于艺术者，能够了解真的文艺
作品”。《浅草》季刊的目录显示了他们纯文学主张坚守的尴尬
之处：第一期分有“小说”、“诗歌”、“戏剧”、“杂录”等4栏，而第
二期不再分栏，只在各篇篇目后标明体裁，如《嘉会》《莺之国
的故事》分别标以“童话剧”、“童话”和“戏剧”。这种分类方法
造成的混乱显而易见，因为童话剧、诗剧、散文诗等处于边缘
位置，很难归于某一体裁。编辑者面临的难题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季刊形式使《浅草》出版周期长容量大，不分类显得过于
臃肿；二是此时的浅草社主要由青年作者构成，庞杂而缺乏稳
定性的创作队伍使刊物显得面目斑驳且缺乏主导性。

《浅草》采用季刊的形式迫不得已，是基于出版和编辑两
方面考虑的。浅草社自费办刊，稿件基本来自于青年学生。这
种年轻的纯文学刊物仅靠市场生存相当困难，因此，延长出版
周期就成了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浅草》每期的“编辑缀
语”经常出现已收到投稿若干的广告，但很多并未出现在后面
几期里。资金和稿件问题使出版周期延长，过长的出版周期又
降低了刊物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了《浅
草》的最终难以为继。当筹划出版《沉钟》时，远在法国的林如
稷建议“季刊弄不出，弄两本丛书多好”，陈炜谟反对的理由是
丛书“交给书局印出恐怕得两年”。《沉钟》采用周刊和半月刊
形式，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出版形式的灵活。

《沉钟》在创作之外，所发表的外国文学译介涉及作家很
多，包括罗曼罗兰、安德烈夫、契诃夫、裴多菲、莱辛等，甚至有
增刊专门介绍爱伦·坡和霍夫曼。这些西方作家理想主义和现
代主义色彩浓厚，译介他们的作品，本身就说明了《沉钟》的艺
术趣味和审美取向。此时的撰稿人队伍与《浅草》相比也更加稳
定，除杨晦、陈翔鹤、冯至、陈炜谟、林如稷、韩君格、罗石君、王
怡庵等元老外，张定璜、左浴兰等大学教授的加盟也使杂志显
得更加成熟而影响力不断扩大。

时间的推移和刊物的发展使浅草—沉钟社的分化越来越
明显：林如稷、陈翔鹤、陈炜谟等由书写青年知识分子的个人
经历渐渐扩大到城乡世界的贫穷、离散和战争，其创作资源是
生活的体验的，现实主义色彩非常鲜明；而冯至、韩君格、罗青

留、杨晦等更钟情于理想主义的情感表达，他们更多从阅读、
冥思和想象中寻找创作灵感，希望在冰冷的现实之外重建一
个充满梦幻色彩的世界。浅草—沉钟社的很多作品有明显的
虚构性质，即使书写现实题材，也常常给它涂上一层神秘诡异
的色彩。这使他们更接近于浪漫主义的表现原则。

文学类型的功能在于给文学和文学史建立秩序，这种秩
序以文学的组织形式和结构类型为标准。作为惯例的诗歌、小
说、戏剧的分类法立足于作品的外在形式，当文学生活和历史
事实变得复杂，尤其当文学不断试图突破已有的束缚时，建立
类型的努力就会显得力不从心。考虑到浅草—沉钟社前后期
的风格变化，拿出这类童话、神话和历史传说作为主题类型来
分析自有其美学价值。

浅草—沉钟社的不少作品表现了奇幻主题。韩君格（莎
子）是浅草—沉钟社最钟情于童话的一个，其《白头翁底故事》

《莺之国的故事》等共同营造了一个柔嫩晶莹的梦幻世界。年
少敏感的白头翁在阴暗凄凉中对春的憧憬让人不禁想起鲁迅
的《秋夜》，他与“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的粉红色小花
同样显示着弱者的无力与坚强。童话与神话的区别之一在于，
前者认为自然万物都有灵性，人、动植物以及无生命物体间人
为设立的思想情感交流障碍被童心消除了。《月的市场》描写

“婴儿”在荒岛上的孤独生活，狮子、风兰、雄鸟等万物都充满
灵性，“婴儿”细腻的感受与混沌无知自然地统一在这仙境中。
当“婴儿”头发灰白步履蹒跚时，一个被称作“世界”的婴儿出
现，这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世界”用语言为白发“婴儿”带来欢
乐和希望，却最终因蚊虫叮咬而死；他在“我们往月的市场里
去，买些梦境回来——”的歌声中离去。婴儿、父亲、母亲、世界
不仅仅是一个个凝固化的概念，它们构筑起意象组合的隐喻
世界。月之市场的喧嚣与孤岛的寂寞，缥缈的梦境与虚拟的交
换行为，以及市场交易者与“我们”的矛盾都存在于一句歌谣
的反复吟唱，它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多义性结构，具有引人联想
的无限的阐释空间。

罗青留的《嘉会》写春、夏、秋、冬四位女神与自然之母的
聚会，但“将那死灰的世界造成乐园一样”的主题表达直白而
缺少蕴藉，作品的想象空间也略显局促。冯至的诗剧《河上》将
古诗《箜篌引》中狂夫渡河而死的悲剧故事与《诗经·蒹葭》糅
合在一起。该篇受霍普特曼的影响明显，狂夫不顾妻子的劝阻
而执著追求彼岸的少女，与《沉钟》中亨利绝别妻子追求艺术
之神类似。诗剧把古今中西的意象巧妙地结合起来，手持类似

古希腊里拉琴的少女使剧作增添了空濛迷离的色彩，而狂夫
之妻的悲歌和投河殉情更显其悲壮。在《鲛人》中，这种悲剧性
由追求不得的痛苦变成了追求中的误解。鲛人获得海女之爱
时冰冷的唇变得温暖，他失去坠泪成珠的魔力而变成俗人，因
此遭到热恋着的海女的厌弃。在这里，艺术之神的比喻就有了
求得之后仍难免沉沦的新含义。杨晦的《夜》是翻译的歌德《浮
士德》第一幕。浮士德之厌弃书斋生活，不仅因为“既无地土和
金银，更无人世最低的威仪和勋荣”，也因为“空壳的文字”无
法最终探究约束和引导世界运行的“隐于深处的势能”。正是
对人们热切追求的最高价值的怀疑，促使浮士德唤来精灵，并
与魔鬼定约，开始了茫茫的永不止息的追求之路。这些作品契
合了浅草—沉钟社不断进行艺术追求，以及在信仰之路上遭
遇种种打击的茫然心态，浪漫色彩非常明显。

《沉钟》杂志的封面取自于1900年为霍甫特曼《沉钟》设计
的图书封面。画面纯净而唯美，展开双翅箭穿胸部的天鹅被击
落于花草中；两侧的矢盏菊一直延伸到画面顶部，长长的花蕊
托起一顶王冠。它象征了艺术家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艺术创作
和现实生活的矛盾。《浅草》创刊时就声明，为了不把洁白的艺术
园地弄成粪坑，他们不高谈任何主义或者“用传统的谬误观念打
出此系本社特有的招牌”。但是他们为回应创造社对他们“被人
由红利中匀出一滴残汁来收买”的批评，而改变了最初不登批
评别人文字的初衷，与周全平进行了一次论战。这些流血的惨
痛，迫使浅草—沉钟社常常不得不从灵魂的玄思高蹈中回到现
实。这些或许能够说明，浅草—沉钟社的浪漫主义何以缺少
创造社激昂的“狂飙突进”精神，而常常有挥之不去的忧郁
乖戾之气。

浅草—沉钟社奇幻题材创作的浪漫色彩与其死亡书写紧
密相关。或许是处于战乱时代的缘故，贫穷、疾病、离散等人间
悲剧不断扭曲他们作品中善良的人性和温馨的亲情，死亡像
幽灵一样总在阴暗的不远处窥伺着人间。《沉钟》曾译有日本
作家正冈子规的《死后》，作者于长病中拟想自己死后“客观
地”看到尸体所遭受的种种痛苦，既有苦涩的幽默，又充满存
在主义反讽式的荒诞感。正冈子规对人死有无灵魂这一哲学
命题避而不谈，只讲自己于死后的种种“感受”，这来自于人的
健康和愉悦在受到病痛煎熬所产生的绝望。林如稷的《随笔一
则》从这种死亡感受里看到了“对于生之执著”，关注死亡，只
因为人类的生存痛苦已经沉重到了无法排解的地步。

莎子（韩君格）将个人对死亡的思索延伸到了民族国家甚

至人类的层面。散文《尸》一开始谈白凤蝶在深秋的寒冷中满
足地“睡去”，把死亡描绘得恬适、温馨而浪漫。然而，人类无休
止的凶争恶斗使平静的死亡变成了难以企及的梦想。弃婴的
尸体在积满“古怪而浪漫”的“20 世纪文化遗迹”的沟泥中腐
烂，而清淤者们对这污黑腐烂的尸骸报以恶意的微笑，这充满

“羞耻同侮辱的恶意的笑”使生命的尊严荡然无存。沙碛上卧
着的被炮弹炸烧残破的战士尸骸令人恐怖到恶心，战争的正
义或非正义在这惨景面前只剩了掠夺的空壳，无论最终是谁
战胜，作为整体的人类也不过是贡献于祭坛上的牺牲。当命运
使人类感到无力与脆弱时，转向具有救赎意味的宗教倾诉就
很自然了。莎子对弃婴和战士尸骸所作的祈祷既是对死者灵
魂的祝福，也是对生者精神的安慰。就韩君格、冯至、杨晦等人
来看，浅草—沉钟社创作中的宗教意味比文学研究会、创造社
等更为明显，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冯至1924年曾有一段时间寄居在北京的一个寺庙内，他
对这种脱离俗世的寂寞宁静的生活颇为喜欢。在此前后的三
四年中，他的很多作品都与佛教、基督教等宗教题材有关，如

《夜深了》《窗外》《秋战》《最后之歌》等。《寺门之前》要算是其
中奇幻色彩最为浓厚的。老僧年轻时在行善路上对女尸的狎
昵显得恐怖而诡异，他的罪恶感和甜蜜感在心中积压30多年
而不散。灵魂的救赎与人物情感挣扎在冯至这里紧紧纠缠而
难以排解，这之后施蛰存也在小说（《鸠摩罗什》《黄心大师》
等）中写过相同主题，但其细腻的心理分析消解了僧尼的宗教
苦行与情欲间的矛盾，远不像冯至这样尖锐而深沉。《绣帷幔
之少尼》将年轻人的情爱心理以及由爱逃禅写得扑朔迷离充
满哀怨，少尼因情出家因情而病，临终时把自己绣的象征“对
人间的愿望”的帷幔抛向窗外。而吹笛牧童的因帷幔披剃于僧
院，预示了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在《最后之歌》里，诗人追忆母
亲临终前的柔波而向上帝祷告，也并非源于虔诚的宗教皈依，
而是由于牧师在母亲临终前为她朗诵“古哲的诗篇”，把她的
离世说成是“洁白的花朵开在上帝的花园”。诗人对自己是否
像母亲那样虔信上帝产生了怀疑，他的祈祷，只是为了在追逐
母亲残余的柔波中得到“面上的光耀”。

有人把冯至的这种浪漫主义倾向称为“基督教浪漫主
义”，认为他“以沉重浓郁的抒情风格与引人超越的‘形而上之
思’相互交织的宗教韵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或许因为深
受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冯至作品的玄思色彩特别明显。但正
如浅草—沉钟社其他成员那样，冯至对任何一种宗教远未达
到笃信的程度，从文化选择的角度看，也很难说他们更倾向于
佛教、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在浅草—沉钟社这里，释迦牟尼、
耶稣或者上帝都是作为精神苦闷的超度者和安慰者而存在；
社团的浪漫色彩与宗教思考密不可分，冯至在普渡寺期间阅
读《大唐西域记》，也是想借助印度优美的神话“氤氲”自己的
创作力。注意到这种宗教情感和宗教倾向，就能为浅草—沉钟
社创作明显的浪漫色彩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途径。

在中国新文学诞生的第一个 10 年里，文学
社团的蜂起成为最显著的成绩之一。在众多文学
社团中，引领风骚的当属纲领最明确、组织最严
密、成员也最多的文学研究会和主要由留日学生
组成，人数较前者略少，却堪与之分庭抗礼、各擅
胜场的创造社。除以上两大社团外，一些规模和
影响力较小的社团，也以自身独特的文学追求和
突出的创作成就在新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浅草—沉钟社就是其中之一。作为新文学第一个
10 年里最年轻的创作群体，这个由在校大学生
创建的文学社团，自上世纪20年代初诞生以来，
努力耕耘直至30年代中期，因此被鲁迅称为“中
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这本
是鲁迅对于沉钟社的赞誉，但考虑到浅草社与沉
钟社在成员和文学观念上的承续关系，用于评价
浅草社也恰如其分。考察浅草—沉钟社的历史演
进及创作成就，不能不提到两个关键词：一是文
学青年，二是文学刊物。

1922年初，浅草社成立于上海，最初的发起
人是当时在上海高校读书的林如稷和罗石君。他
们的一次“围炉聚话”促成了社团的诞生与得名。
浅草社很快得到了林、罗两人在上海和北京的同
乡或同学的响应，王怡庵、陈承荫、陈翔鹤、陈炜
谟、冯至等人先后加入，并于次年 3 月创办了文
学杂志——《浅草》季刊。在第1卷第1期的《卷首
小语》中，社团成员表示自己愿意做农人以培育
荒土里的浅草，来对抗这苦闷世界里的沙漠。这
成为他们办刊的缘起，也是取名“浅草”的寓意。
1925年春，由于社团骨干林如稷远赴法国留学，
一些成员也因故退出，《浅草》出至第 4 期而终
刊，浅草社也随之停止了活动。同年10月，杨晦、
陈翔鹤、陈炜谟、冯至等人在北京发起创立沉钟
社，《沉钟》杂志也于本月 10 日创刊（是年暑假，
上述几人即在北海公园聚首，商定创办该刊）。数
年后，林如稷留学归来，也参与了刊物的编辑工
作。“沉钟”的得名，来自社团同人经常谈起的德

国戏剧家霍普特曼于 1896 年创作的童话剧《沉
钟》，由当时就读于北京大学德文系的冯至提议
定名。部分当事人和研究者认为浅草社和沉钟社
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文学社团。事实上，两者在人
员构成和文学观念上均难以判然两分。首先，沉
钟社虽然成立于北京，但基本成员与浅草社时期
并无重大区别。作为沉钟社的灵魂人物，杨晦尽
管不曾加入浅草社，但与其成员一直交好，也认
同且赞赏《浅草》的创作实践。浅草社的发起人林
如稷由于出国留学，未能参与沉钟社早期的文学
活动，但归国后随即参与《沉钟》的编辑工作。以上
事实，均可证明浅草社和沉钟社名称虽异，实则一
脉相承。浅草社和沉钟社可以视为由先后创办的
两个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分别支撑的同一社团的
不同发展阶段，尽管名称有所变化，但基本成员及
其创作理念与风格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因
此在文学史上通常并称为“浅草—沉钟社”。

浅草—沉钟社的创建，除成员彼此志同道合
的因素外，也建立在地缘和学缘关系的基础之
上。在地缘层面上，该社主要是由四川籍（包括今
天的重庆）作家组成，成员林如稷、陈炜谟、陈翔
鹤、王怡庵等均为川籍。在学缘层面上，该社成员
多为上海和北京两地的高校学生，尤以复旦大学
和北京大学为主。除林如稷就读于上海中法通惠
工商学院外，其他主要成员，陈翔鹤、陈承荫等求
学于复旦，冯至、陈炜谟、杨晦、顾随等就读于北
大（陈翔鹤于 1923 年底由复旦转入北大成为特
别生）。浅草—沉钟社的组织形式恰如秦林芳的
概括：“由林如稷联系其他川籍作者，再由后者发
动其他同学（或朋友）入社。”“同籍同校”是很多
新文学社团成员的组织形式，浅草—沉钟社的成
员结构也体现出这一特色。尽管该社始终没有像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那样有着明确的文学纲领和
相对严整的组织形式，但由共同的理想和深厚的
情感缔结而成的凝聚力，使浅草—沉钟社在表面
松散的结构形态下，更能体现出一个纯文学社团

的文学追求，而较少派系特征与门户色彩。
浅草—沉钟社成员创建文学社团并从事文

学实践，首先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今天
提及新文化运动，其倡导者常被视为令人敬仰的
前辈，然而，这些100年前的风云人物，在运动肇
始时多为不满 30 岁的年轻人。以“文学革命”的
发轫之年——1917年为限，是年陈独秀38岁、胡
适 26 岁、李大钊 28 岁、钱玄同 30 岁、刘半农 26
岁、周作人32岁、鲁迅36岁。由此可见，新文化运
动事实上是由一群年轻人发起的充满激情与梦
想的青春运动。作为“五四”之子的浅草—沉钟社
同人，也是这样一群充满激情与梦想的青年。“五
四”精神的感召使他们发现了“人”，获得了思想
的启蒙；对文学梦想的执著追求又使他们借助创
作发现了社会，也发现了自己，拥有了值得奉献
出青春与生命的理想事业。在浅草—沉钟社的主
要成员中，陈翔鹤生于1901年、林如稷生于1902
年、陈炜谟生于 1903 年、冯至生于 1905 年，在建
社之初大多20岁上下（杨晦生于1899年，在沉钟
社成立的当年也不过26岁）。一群有着共同追求
的文学青年凭借自身的青春冲动与文学梦想走
上文坛，这使他们的文学实践体现出“青春型写
作”的基本特征，既富于“五四”时代的理想与激
情，又具有浪漫主义的阴郁和感伤。李欧梵先生
曾将早期新文学作家称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浪漫
一代”，浅草—沉钟社成员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实
践即体现出“浪漫一代”的鲜明特色。受“五四”时
代症候的影响，该社同人关注人的解放和传统的
变革，通过创作追求爱与自由，反映民生疾苦，对
当时社会的黑暗现状也时有揭露，间有文化反思
与批判的意味。同时，青春型的写作，又时时以主
观情绪为先导，追求“为艺术而艺术”，却不免为赋
新词强说愁，笔墨集中于病态的爱恋和难以逃避
的死亡，流露出郁达夫式的感伤。浅草—沉钟社的
创作显现出视野狭窄和情感纤细的不足，这也是
新文学第一个10年绝大多数作品的共同之处。

新文学区别于晚清以前的古代文学的标志
之一就是文学刊物的出现。刊物缩短了文学作品
生产、传播与接受的时间，却拓展了其空间。文学
作品不再是“藏之名山，传于后世”，或仅限三五
知己品鉴玩赏的对象，而能迅速并广泛地产生影
响。加之现代稿费制度的确立，使得以写作为生
的职业作家的出现成为可能。可见，一部新文学
的变迁史也可以书写成为一部文学刊物的出版
史。对于新文学社团而言尤其如此。刊物不仅成
为社团成员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展现艺术才华
的舞台，还能够吸纳更多作家，聚拢广大读者，不
断扩大影响力，成为树立社团形象的重要品牌。
纵观新文学史，众多知名社团的地位和影响往往
和一种或几种重要文学刊物的声望相互维系。文
学研究会之于改版后的《小说月报》、创造社之于

《创造季刊》、语丝社之于《语丝》等皆如是。由清

一色的年轻作家组成的浅草—沉钟社，其兴衰起
落也和几种刊物伴随始终。

由浅草—沉钟社成员创办或参与编辑的文
学刊物共有四种：《浅草》（季刊）、《文艺旬刊》《文
艺周刊》《沉钟》（初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其
中，《文艺旬刊》和《文艺周刊》作为上海《民国日
报》的副刊，在创办时间上相接续。《浅草》是该社
最早创办发行的文学刊物，于 1923 年 3 月 25 日
创刊于上海，最初由社团成员自费印刷，自办发
行，出至第 3 期时由于成员过少，于印刷发行不
能兼顾，遂交由上海泰东图书局代为发行。该刊
由林如稷（负责第 1、3 期）、陈炜谟交替编辑（负
责第 2、4 期），1925 年 2 月出至第 4 期终刊。《浅
草》共发表小说30余篇，诗歌140余首，戏剧近10
种，另有杂录数10条，成为社团早期最重要的文
学园地。《浅草》创刊后，由于社团成员不断增加，
为拓展发表作品的园地，经过接洽，该社于 1923
年 7 月又开始负责编辑作为《民国日报》副刊的

《文艺旬刊》，附于该报发行，出至第 20 期后，于
1924 年 2 月改出《文艺周刊》，独立发行，期数承
接《文艺旬刊》，同年9月16日出至第50期终刊。
这两种刊物的编辑工作由林如稷、王怡庵、周乐
山、陈承荫先后负责，出至第 41 期时（1924 年 7
月）编辑部由上海移至北京。此次迁址，标志着该
社的中心开始由南向北，直至一年后沉钟社成立
而正式落脚北京。《沉钟》1925年10月10日创刊，
初为周刊，同年12月出至第10期休刊；1926年8
月 10 日复出半月刊，1927 年 1 月 26 日出至第 12
期再次休刊。休刊期间，于1927年7月10日出过
一期爱伦·坡和霍普特曼的特刊。1933年10月15
日出版第 13 期（复刊号），1934 年 2 月 28 日出至
第34期终刊。该刊早期由杨晦、陈翔鹤、陈炜谟、
冯至合编，后期由杨晦、陈炜谟主编，留法归来的
林如稷也参与了编辑工作。《沉钟》也由社团成员
自费印刷，最初由北新书局发行，之后曾自主发
行和委托创造社代为发行，但由于后者的拖延，
又改由北新书局发行。与此前的三种刊物相比，

《沉钟》除发表文学创作外，还格外重视对于世界
文学的翻译工作，海涅、霍普特曼、里尔克、王尔
德、契诃夫、安特莱夫、高尔基、莫泊桑、波德莱
尔、梅特林克、斯特林堡等著名作家及其作品，都
成为该刊译介的对象。这是《沉钟》的突出特点，
也是最能彰显其成绩之处。此外，该刊每一期都
在刊头或首页上引用著名作家特别是外国作家
的简短的名言，作为一种惯例，从未间断。

综观浅草—沉钟社创办的四种刊物，尽管收
获了文学创作与翻译的实绩，但或因期数较少，
或因屡有中断，始终未能形成更大规模，产生更
为深远的影响。个中缘由，除社团成员的个人原
因导致编辑队伍的不稳定外，主要还是由于经费
短缺造成的。浅草—沉钟社成员多为在校学生，
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自费印刷发行，难免左支

右绌，捉襟见肘。创办纯文学刊物，又难以从中获
利。作为由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组成的规模较小
的文学社团，无法像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那样，
得到商务印书馆和泰东图书局这类大型出版机
构的帮助扶植。几次委托他人代为发行，也有其
不得以处（其间还和创造社发生龃龉，打了一场
不大不小的笔墨官司）。但浅草—沉钟社同人从
未产生动摇，放弃对文学梦想的追求，而是精诚
合作，戮力经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奉献出引
人注目的文学成果。四种刊物与浅草—沉钟社之
间相互扶持、相互支撑，成为现代出版与文学之互
动关系的一个绝佳例证。此外，浅草—沉钟社的刊
物，绝少排外观念与门户色彩，稿件不限于本社成
员，而采取公开欢迎社外投稿的态度，使更多和他
们一样追求文学梦想的年轻人拥有了展示自己才
华的舞台。一些青年作家——如蔡仪、修古藩
等——由于多次在浅草—沉钟社的刊物上发表作
品而被吸收为社团成员。由此，浅草—沉钟社既培
养了青年作家，也扩大了自己的队伍。

除创办刊物外，浅草—沉钟社还以丛书的形
式出版了十余种著译，包括陈炜谟的小说集《炉
边》，陈翔鹤的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冯至的诗
集《昨日之歌》，杨晦的剧作集《除夕及其他》；以
及陈炜谟译高尔基《在世界上》《我的大学》，杨晦
译罗曼·罗兰《悲多汶传》（今译《贝多芬传》）等，
均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浅草—沉钟社的创作中，小说和诗歌的成
绩较为突出，其中尤以小说创作成就最为卓著，
既收获了读者的好评，又得到了新文学前辈的提
携奖掖。在鲁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
集》中，该社共有7名成员的12篇作品入选，数量
在由文学青年组成的规模较小的社团中居于领
先地位。这不仅彰显了浅草—沉钟社的创作实
绩，也是对这群“将灵魂熔于艺术之中”的文学青
年的最大褒奖。

1934 年 2 月，随着《沉钟》半月刊的终刊，历
时 10 余年的浅草—沉钟社也最终停止了活动，
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该社同人却没有从此放弃文
学事业和理想。一些主要成员如林如稷、陈翔鹤、
陈炜谟、冯至、杨晦等，日后分别在文学创作、研
究和翻译诸领域卓然成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一些相对边缘的作者，如顾随、蔡仪、游国恩、
陆侃如、缪崇群、鹤西等，在各自的文学或学术园
地中也是成绩斐然。借用鲁迅对自家散文诗集

《野草》的评价：“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
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
它的生存。”对于浅草—沉钟社亦可作如是观。尽
管在该社同人中没有出现新文学的一流大家，但
和“五四”时期为数众多的由充满激情与理想的
文学青年组成，创办文学刊物发表创作、承载梦
想的社团一样，浅草—沉钟社为新文学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特殊的足迹。

浅草—沉钟社：
一群文学青年与四种文学刊物

□鲍国华

奇幻题材创作与
浅草—沉钟社的浪漫色彩

□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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