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的偶然与必然

1958年，杨沫因《青春之歌》而得大名。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青年女性为中心的知识分子

小说，《青春之歌》的问世具有历史的偶然性，但同时，作为一
部蕴含着复杂文化内涵的成长小说，其引起的巨大轰动却喻
示着时代的必然。

从作家主体上说，历经延安整风、思想改造、文化批判运
动，绝大多数作家对描写知识分子顾虑重重，而杨沫解放前在
冀中革命根据地工作，受延安整风影响不大，解放后又因工作
与疾病问题，甚少与文学界接触，远离思想斗争风暴中心，精
神上未受到巨大冲击，自 1951年 9月开始创作《青春之歌》以
来，一直按照自身丰富的青春记忆和炽热的情感写作，这是属
于杨沫个人的特殊境遇和条件。从时代角度看，自1942年《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工农兵成为文学的主角，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能是待改造的对象，如《我们夫妇之间》
中的“我”就成为被批评的负面典型，知识分子题材成为创作

“禁区”。杨沫1955年4月完成《青春之歌》后即向中国青年出版
社投稿，然而编辑却因题材的敏感性将其束之高阁，1956年“双
百”方针发布，1957年党加大知识分子改造力度，青年教育问题
受到特别关注，在此背景下，《青春之歌》恰逢其时，1958年1月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后文学界以“阶级斗争为纲”，知识
分子成为被打倒的“臭老九”，《青春之歌》也在“文革”中被定为

“大毒草”，近20年间知识分子题材无人问津。由此观之，《青春
之歌》的问世，属于作家和时代的特例，充满命运的偶然。

然而，这部偶然问世的小说所引起的巨大轰动和深远影
响，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小说作为民族灵魂的秘史，在现代中
国经历了几个阶段，五四时期的个人写作反映的是启蒙文化的
新变，1930、1940年代抗战文学显示的是救亡文化的兴起，1950
年代之后的革命文本象征的是社会主义文化的远景，《青春之歌》
正是从知识分子成长角度折射了民族文化的变迁史，隐喻了历
史转折期的精神走向，从而成为时代经典和文化界碑。

首先，《青春之歌》是一个启蒙性的文本。它呼应了胡适
《终身大事》中提出的个人解放问题，知识女性林道静反叛了
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寻找自由的青春，后在她走投
无路、投海自尽之时，余永泽及时搭救，以“骑士兼诗人”的形象

出现在林道静的生命当中，给了林道静心灵的安慰和爱情的甜
蜜，开始了一段安定美好的生活。这种“英雄救美”、“才子佳人”
式的叙事模式，既继承了“鸳鸯蝴蝶派”的传统文学写法，又体
现了现代启蒙思潮影响下个人自由、女性解放的文化命题。

其次，《青春之歌》是一个救亡性的文本。它回答了在民族
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社会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
去？”的时代课题，林道静、王洪斌、王晓燕、李槐英等不同思想
类型的人物响应党“团结一致抗日”的号召，抛弃了个人的封
闭生活，选择投入抗日的救亡洪流。人物生活道路与心态的转
变，隐喻了现代文化的历史转向，关注个人的启蒙文化必然向
注重国家、民族的救亡文化转变，结尾共产党领导、广大阶层
参加的“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游行示威运动，以轰轰烈烈
的斗争场景预示着民族的觉醒和新生。

最后，《青春之歌》是一个阶级性、革命性的文本。它进一
步回应了鲁迅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这一深刻的文化命题，
如果说《伤逝》凸显的是子君“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生命悲
剧，《莎菲女士的日记》反映的是莎菲进入社会后彷徨、孤独，
不知向何处去的虚无感，《青春之歌》表达的则是林道静在卢
嘉川、林红、江华引导下最终走向革命道路，成长为崇高的革
命主体，新时代的“娜拉”终于找到了个人的安身立命之处，融
入革命的集体。这是《青春之歌》的主导话语，是革命文化成为
现代文化主流的绝佳写照。

《青春之歌》不仅表现了个体的精神嬗变，而且显示了现
代文化的历史走向，不仅渗透了杨沫个人的青春记忆，而且隐
喻了民族和革命的青春，塑造了一个鲜明的“青春中国”形象。
文化领导者由此看到了革命话语对知识分子的主体建构作
用，看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景，新时代青年看到了一代
知识分子浪漫的革命情怀、激越的青春体验，老一辈作家看到
了自身生命道路的曲折与新生，唤起了对革命斗争生涯的深
切回忆，不同群体都从中看到了自己希望看到的文化图景，

《青春之歌》获得社会各界的热烈回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情感叙事与生命逻辑

那么，《青春之歌》中的启蒙话语、救亡话语与革命话语是
如何统一在一起的？这种文化重构是如何实现的？自从上世纪
90年代以《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为代表的解构
思潮以来，研究者大多认为这是革命意识形态控制和政治权
力规训的结果。然而，这依然是一种政治性的阐释思路，没有
深入《青春之歌》的深层结构和内在肌理：文本隐含着一条情
感线索，以情感叙事为核心的生命逻辑才是融合、重构上述文
化话语的真正动力与核心要素。

与其他成长小说以“思想逻辑”建构为中心不同的是，杨
沫以自身的青春记忆写作《青春之歌》，以人物的生命体验展
开文本的叙述逻辑，而情感是其中的关键词。林道静童年生活
不幸，青年时代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独自寻找个人
的新生命，俨然是另一个“娜拉”。余永泽也是作为启蒙者的形
象出现的，他以其英雄的行为、浪漫的情怀、诗意的语言赢得
了林道静的好感，两人相爱同居，甜蜜生活，五四时期的启蒙
神话似乎重现。然而，久而久之，余永泽的男权中心意识和保
守的文化心态暴露出来，两人的生存体验与生命追求出现分
歧，爱情已无所附着。情感既然疏离，分开在所难免，启蒙话语
的虚妄性、启蒙文化的悲剧命运由此显现。这一段情节与杨沫

本人的青春经历颇为相似，充满了浓厚的“自叙传”色彩，渗透
了杨沫自身难以忘怀的情感记忆，小说将林道静面对余永泽
欲走还留、徘徊感伤的心理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这在1958年
初版本中表现得异常鲜明，在1960年再版本中有所削弱）。

林道静走上革命救亡道路，也是遵循着情感叙事的生命
逻辑展开的。在与革命者卢嘉川的交往过程中，林道静被卢嘉
川“高高的挺秀身材”、“聪敏英俊的大眼睛”、“和善的端正的
面孔”以及革命的理想、高尚的情操所吸引，在卢嘉川的启发
下，面对广阔的世界，抛弃平庸的自我，重新发现生命的意义。
杨沫以其女性的细腻、敏感，传神地描写了林道静对卢嘉川爱
慕敬仰、欲说还休的心理活动，体现出一种鲜明的浪漫主义情
怀。林道静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抗日救亡的追求便在这种情感
的铺陈中顺理成章地完成，从一个对自身不幸命运的个体反
抗者转变为着眼民族社会的革命救亡者，救亡与革命文化就
在这种浪漫的情感书写中建构起来了。作者将林、卢二人的爱
情升华到纯净无瑕的梦幻境界，纵使卢嘉川在狱中死去，也始
终是林道静内心深处无法抹去的情感印记，据杨沫儿子老鬼
介绍，杨沫与革命者路扬有过一段美好却没有结局的爱情，

“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母亲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
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
的。”由于林、卢二人的爱情书写渗透着作者的生命体验，写来
便细致入微、情真意切、刻骨铭心。

在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中，共产党员林红的作用不可或缺。
监狱成为灵魂搏斗的战场，林红以顽强的意志面对敌人的酷
刑，以浓烈的情感回忆逝去的爱人，以崇高的信仰迎接生命的
最后时刻。这一切极大地冲击着林道静的情感世界，革命精神
在内心的震颤中生长，情感在斗争中升华，革命的价值与意义
再次呈现。

在文本的情感线索上，林道静与江华的爱情叙事是其中
的关键环节。林道静在朴实、深沉、干练的江华指导下开展农
村阶级斗争、学生运动，对其充满着敬重与信任。面对江华的
爱情表白，林道静经历情感的挣扎与震荡之后，选择将对卢嘉
川的爱深藏心底，出于对江华的道德感情，两人结合在一起。
这是小说最具张力的情感书写，具有极强的象征意味，林道静
摆脱一己之念和浪漫心态，听从革命伦理的召唤，接受了江
华，以情感抉择的方式将自我融入革命，实现了生命的蜕变，
小说知识分子灵魂改造的思想指向由此完成，革命文化的主
导地位最终确立，结尾的“一二一六”游行示威运动成为确认
林道静成长的宏大仪式。

《青春之歌》正是以情感话语贯穿全篇，以此为原动力和
线索推动文本进展，小说蕴含的启蒙文化、救亡文化、革命文
化因子在生命更新重构的逻辑链条上紧密结合、相辅相成、递
进转化，完成了现代文化的转向。这正是《青春之歌》的特异之
处，当其他小说以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构造革命英雄和阶级
斗争情节之时，杨沫独辟蹊径，以一种反潮流的先锋姿态，将
各种复杂的文化语码编织在人物情感的密网之中，以生命的
体验和价值的追问为依归，抒发了历史变迁过程中一代知识
分子的青春激情，把握了转折时代的文化脉搏，塑造了社会主
义接班人的革命情感，成为影响一代人的经典文本。

革命的时代辩证法

《青春之歌》获得的巨大成功（发行数百万册、翻译成18种

文字、改编成电影、为作者带来盛名等），对杨沫的创作道路产
生了决定性影响。继续书写革命的“青春记忆”成为其一生的
写作心愿，创作《青春之歌》续集，成为萦绕在杨沫心头的最大
问题，虽历经病痛缠身、“文革”冲击、时代变迁，杨沫依然不改
初衷（从《自白——我的日记》中可见，杨沫对此念念不忘，不
断构思续集的情节、结构）。

1986年杨沫出版《青春之歌》姊妹篇《芳菲之歌》，以作者
青年时期的抗战经历为基础，以知识女性柳明为主角，以柳
明与革命者曹鸿远的爱情为中心，展现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知
识青年的成长过程。这部小说没有摆脱《青春之歌》的叙事
模式、人物关系设置和思想走向，青春记忆、革命情怀依然
是其中心话语，未有任何新鲜因素。在小说结尾，作者还特
意让化名岩烽的卢嘉川与化名路芳的林道静重逢、相认，这
段略显游离的情节设置显然是作者为了连接《青春之歌》的
有心之举。

1990年，杨沫终于一偿夙愿，出版了《英华之歌》，正式接
续了林道静、卢嘉川、江华、柳明、曹鸿远等人的情感故事，从
而与《青春之歌》《芳菲之歌》一起构成了“青春三部曲”。在这
部小说中，一方面，作者以激越的心态缅怀了抗战的青春岁
月，全景式描写了冀中分区军民浴血奋战、抗击日寇与国民党
反动派的动人事迹。小说出现的新因素是对革命曲折进程进
行的真实揭示，全面表现了抗战期间党内以肃清托洛茨基派、
清除特务的名义开展的左倾清洗运动，这体现了杨沫作为一
个革命作家敢于审视历史、追问命运的勇气。

另一方面，《英华之歌》延续了《青春之歌》以情感话语为
中心的生命叙事形态，将林道静与卢嘉川、江华的感情纠葛作
为文本的主线。在《青春之歌》中，卢嘉川在狱中牺牲，当江华
向林道静表白爱情时，“这个坚强的、她久已敬仰的同志，就将
要变成她的爱人吗？而她所深深爱着的、几年来时常萦绕梦怀
的人，可又并不是他啊……可是，她不再犹豫。真的，像江华这
样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
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林道静对江华的感情是源于革
命伦理的“敬重”之情，不同于对卢嘉川的源于自然情感的“爱
慕”之情。而“敬重这种道德感情的特点便根本不是快乐；相
反，它还带着少量的痛苦，包含着强制性的不快。”林道静带着
矛盾痛苦的心情接受了江华，这种情感叙事维护了文本总体
的革命性，却也留下了个体自然情感的裂痕。

杨沫对这种裂痕心知肚明，为弥补缺憾（同时也是杨沫自
身婚姻不幸造成的情感补偿心理使然），在《英华之歌》中，作
者让卢嘉川以偶然的方式复活，将林、卢爱情置于中心位置，
极力渲染两人爱情的纯洁、崇高与无私，为突出两人爱恋的正
当与神圣，作者将已是林道静丈夫的江华塑造成自私、冷漠、
僵化、保守的左倾人物，在“肃托”运动中制造不少冤案，并最
终为自己对敌人的轻信付出了死亡的代价，在结尾悲凉凝重
的氛围中，林、卢二人终于再续前缘。

可以说，《英华之歌》是杨沫晚年对其革命岁月的一次激
情回顾，是对《青春之歌》的隔代回应，作者的慷慨悲欢、青春
无悔尽皆融入其中。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在新的改革
时代，历经西学东渐、文化嬗变，曾经神圣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了，革命文化成为被审视、抛弃的对象，一代人的革命“青春”
已成历史的沉重记忆，启蒙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现代主义思
潮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对政治阴暗面的暴露无法获得官
方的认可，正统的革命叙事又不能获得社会的青睐（只要对照
一下《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的反响平平，而同时期写抗战的

《红高粱》引起的巨大轰动就可知晓），对林道静与卢嘉川革命
爱情的封闭性展示多少影响了《英华之歌》的独立性，陷入《青
春之歌》的叙述框架之中。杨沫始终沉浸在《青春之歌》的世界
里，无法回应新时代的文学、文化命题，“记忆书写”成为她面
对新世界的姿态，随着革命时代的消逝，革命作家的时代也随
之终结了，勤奋的写作、严肃的思考，换来的只是对自我生命
的安慰。

于是，对于作家杨沫来说，她的文学青春一直停留在
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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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青春三部曲”在人物设计上的特点，是以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角，历史地真实地写出了
他们的前进和沉沦、欢乐和痛苦。由于各种历史
的原因，古今中外绝大多数作家都出身于知识分
子家庭，在作家队伍中真正属于工农劳动者的很
少。因此历来的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也是最多的
形象。这与其说是作家自觉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争
取应有的地位，毋宁说是知识分子作家精神立体
性的一种自然流露和渗透。

当历史进入了一个工农兵当家做主的新时
代，文艺的题材、主角、倾向等等，也必然要发生
变化。一段时间内，似乎文艺作品不应写小资产
阶级，一切具体的作品都绝对只能以工农兵为主
角。新中国建立初期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
级”的争论，就正是这种片面认识的反映。哪怕作
家原是知识分子，哪怕他笔下的人物也具有知识
分子的身份，但作品却绝不能有知识分子。

杨沫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自己作品的主
角，这种艺术选择到今天似乎并不值得特别炫耀，
允许各类作家有自己的主体审美倾向，是开放的
时代观念和文学观念的标志。但在 20世纪 50年
代，《青春之歌》的创作时期，这无疑是难能可贵
的，具有独立意味的艺术选择。《青春之歌》一出版
就受到了“左”的思想攻击，被认为是歌颂小资产
阶级的作品。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了全国200多
种小报的批判，说它是腐蚀青年的修正主义大毒
草。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杨沫创作的影响和意义。

有时一种精神生产方式的重要性，不一定表
现在思想理论上有多少新的建树和突破，而是它
在实践中大大开拓了原来工作的层面。这同样是
值得重视的。杨沫同志以她《青春之歌》的创作，
恢复了长期中断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创
作中应有的位置，证明小说如能正确描写他们，
不仅不违背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相反却拓展了创
作的自由度，使工农兵文学更丰富多彩，同样具
有时代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杨沫同志对当代文
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
“青春三部曲”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就在于

它始终紧扣时代的脉搏，通过人物的命运来显示
时代的动向。我们看到《青春之歌》是从1931年9

“九一八”的炮声中开始林道静的主要活动的。那
除夕之夜热血青年的聚会，使她觉悟到“要个人
的出路，应先找民族的出路”。小说真实地反映了
抗日战争前夕，社会动荡的时代面貌。

林道静是一个警策动人、含义深邃的艺术典
型。作品一开始就落笔不俗，以独特的审美情趣
呈现了林道静的肖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
穿着白旗袍、白线袜、白球鞋，手拿着素白的手

绢。这展示出人物洁白无瑕的灵魂、清高狷介的
性格，还为小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林道静
不甘屈服地主养母的凌辱、虐待，反抗为她铺设
的当姨太太的人生道路，并逃出了家庭的牢笼。
作品写她苦闷、彷徨、反抗的性格，但并未给她设
计一个高起点，而是写了她的年轻幼稚，对狼窝
虎穴的社会缺乏起码的了解和防备。她浪漫地漫
步在海滨，吹奏着“云儿飘飘，星儿摇摇，海——早
息了风潮”的儿歌，这与周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的木牌，与投海的渔妇等等是多么的不协调。所以
那再一次等待她做县长小老婆的圈套，就几乎真
要吞噬这个脆弱的灵魂。

小说的爱情描写不是一般的点缀和调料，而
是人物命运的转折，是人物性格的展开，是与社
会的变化休戚相关的。林道静与余永泽的相识和
爱怜，他们对大海的欣赏，对莎士比亚的议论，一
方面编织了一个温馨甜蜜的初恋，表现了林道静
的天真和热情，另一方面也清晰地显示了他们缺
乏坚实的爱情基础。后来他们勉强同居，“迷人的
爱情构成的绚丽彩虹，随时间渐渐褪去了它美丽
的颜色”。尤其是余永泽对老佃户的冷酷态度，终
于使她认清了“他原来是个自私的、平庸的只注
重琐碎生活的男子”。后来，余永泽又拒绝了卢嘉
川的求救而导致卢被捕，更使他们彻底分手了。
这种决裂，就不只是个人感情的破裂和私生活的
改变，而是两种人生道路的严重分歧，是林道静
投身革命道路的关键性的一步。这在上世纪三四
十年代的青年中，也有很大的代表性。

曾经有评论说，林道静入党以后性格发展就
停止了，作品也就不再吸引人。我以为这种评论
是苛刻的。林道静刚入党就被分配在搞发行和联
络的机关工作。她不安心，幻想着激烈的战斗生
活，后来又想同许宁一起去陕北，都表现了小资
产阶级改造的艰巨性和曲折性。《青春之歌》在酝
酿中，书名曾叫过《千锤百炼》和《烧不尽的野
火》。我以为就是对知识分子改造主题的寄寓。

在《青春之歌》的续集《英华之歌》里，林道静
已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以县委书记的身份领
导和经受着战斗的洗礼。作品中描写了 1939 年
春到1941年底，这段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斗争
十分尖锐。林道静的丈夫，地委书记江华奉行上
级“左”的指示，使“肃托”扩大化，而对顽固派却
一味迁就。林道静自己也陷入了扩大化的冤屈之

中。但她终于在昔日的情人，现任军分区司令员
卢嘉川的支持下，对江华一“左”一“右”的错误展
开了斗争。小说一方面描写了政治和军事的斗
争，一方面也描写了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小说
细致地描写了林道静对江华和卢嘉川的复杂和矛
盾的感情，描写了革命与人性、道德与感情、婚姻
与爱情等多种矛盾冲突，全面地掀开了人物的感
情世界。杨沫曾在一篇创作谈中分析过，林道静的
弱点不是对敌人的软弱，或是对剥削阶级家庭的
留恋，而是对爱情的缠绵，对革命的狂热，和某些
个人英雄主义。

林道静这个艺术典型之所以宝贵，不仅是她
形象地指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本出路
和历史命运，而且在于她体现了一种上世纪 50
年代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那种自我改造的虔诚，
那种对理想的执著，那种献身革命的纯真热情，
都体现了蓬勃向上、光明美好的时代精神。

三
除了知识分子的形象外，作家在“青春三部

曲”中还着力描绘了一系列共产党员形象，如卢
嘉川、曹鸿远、林红和江华等。他们在对敌斗争中
机智勇敢，在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在生死考验
面前视死如归。

卢嘉川和林道静一样是贯穿“青春三部曲”
的一个主要人物。他原来也是一个青年学生，但
却是一位成熟的革命者。他“爽朗的谈吐，潇洒不
羁的风姿”，像有“一股魅力”把人们吸引到他身
边。小说突出了他英勇机智和自我牺牲的性格特
点。学生南下示威中，他被敌人扣留，营救他的同
学冲到牢房的警戒大门，眼看就要发生流血冲
突，他设法坚决制止了战友们前进，并含泪微笑
说：“假如因此我们要终生住在这里，不是也很幸
福吗？”表现了他的英雄主义精神。他在《青春之
歌》里是最早被捕的人，但通过这些生动的情节，
他却给人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伴随着林道静对
他无穷无尽的怀念，他的革命精神贯穿全书。

也许是作家太心爱这个人物了，本来已在
《青春之歌》里牺牲的卢嘉川，却在《芳菲之歌》末
尾复活了。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国民党里
一位高级官员救了出来”。这种情节安排比较突
然，出乎人们的意料，人为设计的痕迹相当明显。
作品对这个关键性的情节又只是一般性的交代，

缺乏说服力。在《英华之歌》里，卢嘉川作为全书
最高领导的军分区司令员，也似乎缺乏更多个
性。他深入改造绿林好汉高大成，整编他的部队，
但他的作用并不突出。他纠正江华“肃托”扩大化
的错误，描写也有点一般化。

同是青年党员和领导骨干，江华与卢嘉川的
性格就很不相同。在《青春之歌》里，江华“淳厚又
质朴”，他总是“沉稳地坐着”，“好大工夫并不开
口”，说话也简单干脆。他当过印刷厂的学徒，当
过煤矿工人，带有更多的工人干部气质。江华性
格内向，他早就爱慕林道静，当他发现她爱着自
己的战友时，他抑制了自己的感情。卢嘉川牺牲
后，他也只是兄长般地关怀照顾着痛苦的林道
静，直到后来他感到林道静需要感情的慰藉时，
才吐露真情，表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可是到了《英华之歌》，江华的变化让人无法
理解。他不仅在政治上搞“肃托”扩大化，对顽固
派一味迁就，而且在感情生活中也变得粗暴、狭
隘、多疑和大男子主义。他要林道静放弃独当一
面的工作，到他身边当一名家属或秘书，而这对
林道静来说，“简直是一种自轻自贱，甚至是一种
耻辱”。他们分别两年半，他却“无动于衷”，不愿
和林道静相聚几天，甚至怀疑妻子肚里的孩子不
是自己的。最后发展到以“托嫌”为名逮捕了林道
静，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这些描写就《英华之歌》
这部书而言，应该说是可以的，只是难以与《青春
之歌》的江华性格相统一，至少是两者之间的过
渡和桥梁写得不够充分。对于这个形象的缺憾，
似乎比留下的优点更值得理论地探讨。

四
《芳菲之歌》在人物和情节等方面都有相对

的独立性。它脱胎于《东方欲晓》，是吸取了《东方
欲晓》的经验教训而创作的。它否定了原来的高
大完美的英雄人物设计，重新确定了以知识分子
的成长为主线的创作思路。小说从 1937 年“七
七”事变写起，写日寇占领北平和华北，写城市的
地下斗争和根据地的抗日战争等等。这同样是作
家的一部重要作品。

小说的主人公柳明，不仅外貌与林道静相
像，而且在生活经历和精神气质方面也都有共同
之处。卢沟桥的炮弹不仅粉碎了村姑香兰的花
轿，也轰毁了她攀登医学高峰的梦想。她在地下
党员曹鸿远的启发下，积极参加了为根据地买药
的活动，并配合曹鸿远等人的抗日活动。她经历
了感情上的痛苦，逐渐接近并终于投身于抗日洪
流。后来，她配合曹鸿远的地下工
作，两人以假夫妻的身份住机关，作
者用大胆的笔墨，描写了他们炽烈
恋情，两人的互诉衷情，既有爱的渴
求，又有高度的自制，是相当动人的
篇章。她还利用在教会医院的有力

条件，为干部战士看病，掩护革命同志，并大义凛
然地揭露了已经堕落成特务的白士吾，这些描写
都是惊心动魄的。

五
作品对生活中丑的事物作出否定性的审美

判断，这种逆向性的处理就转化为艺术美，满足鉴
赏者对生活中丑恶事物的愤慨，从而产生审美的
愉悦，得到艺术的启示和教益。“青春三部曲”中的
戴愉、余永泽等，都是在上述的意义上取得成功。

《青春之歌》的余永泽，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
知识分子中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原先的个人品
质并不坏，与那些穷凶极恶的叛徒特务之流有很
大区别。他希望林道静做个贤妻良母，今后就“陪
着丈夫，照顾孩子”。他竭力反对林道静参加革命
活动，冷酷地拒绝了老佃户借钱回家的求告。使
人们看到了这位“多情骑士，有才华青年”的真实
面孔。作者通过社会政治的冲突，更剥去了他斯
文的外衣，逐渐显露出他卑琐的灵魂。他不顾民
族危亡，追名逐利；他嫉妒多疑，把卢嘉川送进了
虎口。当他后来瞪着“那双亮亮的小眼睛”，观望
游行队伍时，就完全变为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的
一个可怜小丑。

叛徒戴愉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产物。每当冲突
尖锐的关头，他总是经不起考验而动摇。小说写
他本来就不是纯正的革命者。他狂热地推行冒险
主义，在群众集会上高喊“自动武装起来，打倒国
民党！”使大量群众遭到敌人的疯狂镇压。在党
内，他更“神色凛然”地侈谈中间分子是资产阶级
的后备军之类的论调。而他一旦被捕则“仅仅过
了半小时”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小说另外重要
的一笔，是写他无耻地骗取了天真无邪的少女王
晓燕的爱情。她是那样温厚沉静，一往情深；他却
是那样诡谲狡诈、阴险狠毒。

比较起来，《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中的特
务白士吾就显得有些一般化和漫画化。由于缺乏
个性描写，人物的典型意义也似嫌开掘不够，因
而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是太深。

杨沫是一位有胆有识的作家。她坚持革命现
实主义，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她的作品不务情
节的铺排，不作人物的夸张，而是以广阔的视野，
注视着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变化。描写了各种不
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以人物的性格和
多舛的命运吸引读者，文章中充满着蓬勃的青春
活力，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受读者喜爱和尊敬
的作家之一。

杨沫创作的青春情结
□蔡 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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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忘却的青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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