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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母亲的身份有两种：老革命兼作家。这就
使她不得不在战争年代把孩子交给农村的公婆
抚养。我和两个弟弟都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了
童年。直到1944年春季，母亲才接我到她战斗
的冀中抗日根据地。还是儿童的我，虽然对母
亲的战斗岁月记忆不清，她所遭遇的一次大惊
险却至今不忘。一个冬夜，母亲只对我说有情
况，没有多加解释，就留我在老乡家，独自匆
匆而去。不记得过了多久，妈妈终于回来了，
告诉我：“好险哪！”

原来她是渡过封冻的拒马河，躲避日本人
的扫荡。那天夜里，母亲爬上黑黢黢的拒马河
堤，看看四下无人，就冲下大堤，踏冰去对岸
那隐约可见的村庄。进村时，母亲经过村口的
一座瓦房院，看见临街两扇厚重的大黑门敞开
着，阒无人迹，就沿路直往村里走。凌晨的村
落，清冷沉寂。母亲正欲寻找可藏身的“堡垒
户”，忽然与一人迎面而遇，那人向母亲盯视片
刻，似乎看出了母亲的身份，悄悄惊呼：“老天
爷，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他瞄了一下周围，
不远处有个柴垛，就推拉着母亲钻进了柴草
垛，这才说，“村里有日本人，我不来你可不
能动！”

母亲所遇到的是一位进步的村干部，几个
小时后，他得机会才把冻得瑟瑟发抖的母亲带
到一个老乡家。那家人给母亲换上当地妇女的
衣装，刚安顿好，就被敌人赶到场院上集中。
母亲站在妇女队里，她看见，场院上几个身着
八路军军服的战士被日本鬼子捆绑着……

她就这样闯过了日本人的屠刀。
使我对妈妈此次历险不忘的还不是以上

情景，而是后来她和那位救她的村干部的一番
对话：

“你从哪儿来？”
“从河北边儿。”
“日本人占这村儿好几天了，河堤上一直放

了哨呀！”
“……”
“你进村过一个大黑门没有？”
“过了。”
“那是鬼子的司令部，大门口有哨兵呀！”
就是这么巧，母亲上堤，进村，恰遇村干

部都千载难逢的幸运。
“八年抗战我的许多战友都牺牲了……”不

止一次，母亲怀着既遗憾又难过的神情对我说。
《青春之歌》的出版尽管也有坎坷，但她在

1958年问世，时间是恰当的。在她之前，一些
描写知识分子加爱情加革命的小说大都受到了
批判；在此之后，不久就是十年的浩劫。《青春
之歌》出版后，《北京日报》的田藏申女士独具
慧眼，在日报上给予连载，扩大了作品影响。
接着由崔嵬导演并配以国内一流摄影、优秀演
员的电影 《青春之歌》 拍摄成功，更使 《青春
之歌》 家喻户晓。再后，作品引起争议，讨
论，又有茅盾做出结论性的评价。这是 《青春
之歌》毋庸隐讳的机遇。

母亲的右眉上部有一颗黑痣，我的奶奶是
个崇尚多神的迷信老太太。她不懂 《青春之
歌》 是什么，但对于儿媳妇当八路大难不死，
却深有感慨，她常念叨：“你妈那眉毛上是什
么？那是喜鹊登梅！你妈是福将！”

然耶非耶，听了总是让人高兴。

二

人，往往对近在眼前的东西越不仔细看，
越难看得清。我是编辑，业余又舞弄点文墨，
使我对她的作品的艺术功力有些不服气。我似
乎说过：“ 《青春之歌》 就是那么回事儿……”

“土八路的作品，就靠那么点打日本的生活，表
达一个既定的概念而已。”

改变我的狂妄自大是在两年前。不记得是
哪一篇文章，我写到母亲怀抱婴儿的我逃出上
海，在南京遭轰炸，她把我放在肚子底下，我
使劲哭的情景。我好好琢磨了一阵子。那场
景，母亲叙述得有声有色，我写出来却怎么也
不生动，无论怎样权衡辞藻，还是干巴巴的。
不久我拿到 《杨沫文集》 的散文卷，三翻两翻
翻到一篇文章，那儿，母亲正写着那让我犯难
的同一情节——“我一人紧抱着孩子，趴在潮
湿的、杂草丛生的野地里，这时，我既不看星
星，更不看月亮，我全部心思都放在我孩子身
上——只要她不被炸死，我就心满意足。”既简
单又明白，却使一个母亲的形象跃然纸上。读
着读着，我入迷了，心却有点不是滋味，有点
迷惘不解。思索了好久，我服气了。朴实厚重
是母亲的文学风格；文学表达能给人以憨实朴

重而不是华丽轻飘，本身就是高明的文学技
巧，正是“大智若愚”的道理吧？

我相信“文如其人”，尽管文与人的连带形
式常常极为复杂，但一般总有其可循的规律。
母亲正是一个憨实朴重之人。她没有受过高等
教育，她的成功依靠的是写来写去，熟能生
巧。妈妈到 70 岁还在写长篇小说 《芳菲之歌》

《英华之歌》。快80岁还在自己动手整理、增改
《杨沫文集》，还在应邀为出版社编改适合儿童
阅读的节本 《青春之歌》 等等。晚年的母亲，
生活能力和活动范围受到许多限制，她老了，
笨了，但在文学上却始终保持着敏慧的头脑。

不令母亲遗憾的是，七卷本，280余万字的
《杨沫文集》，抢在她逝世一年前竣版。书十分
精美，每一封面都是妈妈不同年代笑意盈盈的
照片。遗憾的是，这些年许多名著都曾搬上银
幕，“三歌”也曾有不少影视部门问津，但母亲
却始终未能目睹她的作品搬上电视屏幕。

三

《杨沫文集》第七卷，作为附录登载了母亲
写给我的约 10 万字的书信。因为母亲老迈多
病，付梓前我作了一遍校改。实话说，从前拆
读这些信，此时整理这些信，我都有点儿忐
忑——怕挨骂。妈妈是个正统的“布尔什维
克”，我在文章中称她为“正统妈妈”。包括我
女孩子时代的感情生活，妈妈干预的言词竟
是：“像这样雷锋式的人物，你为什么不爱？”

文化大革命对她毕竟有所撼动，她才认可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你要
进步快点”、“要做一个好的革命后代”一类的
话语，才不再经常出现在她的信中。她是真真
切切信奉她为之奋斗的共产党人的事业，一点
也不是作假，没有信仰上的个人功利。我相信。

20 世纪 80 年代，在我寂寞的文学路途上，
有作品获了几种奖拍了电影。面临全国文学作
品评奖时，一个文坛前辈告诫我：“还是要活动
一下，最好杨沫能打个招呼。”我没有找人，也
没有恳求母亲，我知道她不会帮这种忙，哪怕
是为她自己也不会。作品落选了，落选的日子
心里挺失落的。

1994年，母亲与我合著的共写女性的集子
《青蓝园》出版，有谁知道，这本书差点出不来
呢？根结是因为其中我的一篇中篇 《韶华杨家

三姐妹》。还是八九年前，我曾采访母亲，听她叙
说她自己以及我的外祖父母及二位姨妈的往
事。除笔记外还有 6 盘录音。我自然用我的见
解和手法行文，对于“性”，因为牵涉到母亲和白
杨，实在是小心又小心。完稿后的1993年秋，我
挺自信地把稿子送给母亲过目。忽然有一天，母
亲来了一封信，厚厚的一个大信封，沉甸甸的！
那封信我没有胆量再看第二回的。 是因为我写
了她的初夜，写了外祖父母的浪漫结合。

“这么写不行，我给你说的你就都能写
吗？”她说。

我也犟，决定不理妈妈，不出这本书，还
通知了出版社。许多天不去看望正在海军总医
院住院的妈妈。还是她心软了，打电话告诉
我，改一改用……善良多情的妈妈又回来了。
我也妥协，但是改起来毫无激情，删去前面的
细 节 ， 后 来 却 又 延 续 ， 剩 下 干 巴 巴 的 骨
头。——连名字也改了。原名是 《青春杨家三
姐妹》，妈不让用“青春”二字……

可以想见，对于人家写 《杨沫的初恋》、
《梅开二度访杨沫》一类，正统的母亲是何等的
反感。

两场纠葛，尤其是后者，伤了妈妈的元气。
妈妈一向豁达宽容。她喜好读书，从不拒

绝新鲜事物，一双美丽的眼睛总是渴求地注视
着世界。直到晚年，我与她谈话，无论是抽象
的抑或是具体的，她都善解人意。却不知为什
么，一关乎她的私生活，别人想弄几笔，母亲
就非常警觉，毫不宽容。

当然，她是个信仰纯正的革命者。

四

母亲离世后，一些报章登载纪念文章，谈
及她的死因，说法不一。虽然母亲已年逾古
稀，但弄不清楚她的死因，于我说就有母亲死
的不明不白之痛。1995 年 8 月，查出她胸部有
积液，在积液中找到癌细胞。母亲尚无自觉症
状，依然红润，健康，精神。那时有从医的友
人告知：“老年人新陈代谢慢，相对癌细胞发展
也慢，她身上的癌细胞可能早就有了，到危及
生命总有一段时间，多加强点免疫力，就更有
希望……”

我始终相信这分析有道理。
在选择进行放疗的医院时，母亲因为得知

叶君健在北大医院治好了癌症，而对这家医院
情有独钟。我则兴奋地在一旁帮腔：“妈，我相
信我的直觉，就这儿好！在市中心，我们看你
方便。”那时，妈妈眨动着眼睛含笑望我，轻信
的她怎会不相信女儿的直觉？

中国人善礼仪，知道谁得了不治之症，再
忙也要见上一面的。北大医院在北京市中心，
我去看望妈妈方便，别人也方便。这样，母亲
一面做放射治疗，一面要不断会见前来探视的
亲朋好友，病房里你来我往，有时五六人同挤
小屋探望妈妈，这其中包括我一家。

秋末冬初，大城市流感极其猖獗……
母亲一直充满自信地配合着医院进行治

疗，后来的一波三折不是她所料，也不是我们
所料。

不包括使用维持生命的机械而延续的那几
个小时，母亲告别人世的实际时间是1995年12
月 10 日 （周日） 上午 11 时 35 分。那一个上
午，母亲曾多次用眼睛示意，用嘴巴嚅动表达
某个要求。我猜了几次，大声问着她，她都
急切地摇头表示不是，就那么带着遗憾匆匆
而去了。

因此我有着久久的懊悔和自责。
临终前，她十分难受，让我叫大夫？
是让我去叫她感情深笃的晚年伴侣——我

们的李叔叔？
是让我拿纸笔，她说不出却可以写？
妈妈，对不起！
妈妈走后，梦中见过她的。我与妈妈看展

览，到达一个大厅，她说：我鞋不合适，脚难
受，你回家给我找一双合适的鞋来。我奔走在
都市的楼宇间，总不能找到母亲的住所，又去
百货店，店里一副收摊停业的混乱状况，没有
鞋可买。梦醒的那天上午10时，在母亲的寓所
操办后事的弟弟打来电话说，妈妈的脚肿着，
你给她再买双大点号的鞋……

还是这一天的正午，小睡一刻，恍惚中
想，明天下午的活动，约妈妈一起去。立刻凄
然而悟——明天下午是妈妈的告别式啊……

母亲生前打电话给我总是一式的开场：“徐
然吗，我是妈妈！”不管我对她的声调多么熟
悉，妈妈总是认认真真地自报：我是妈妈。

听！电话丁零，我依在期待……
栩栩如生的妈妈无处不在，总感觉她微笑

着，对我切切絮语。

她微笑着，对我切切絮语
□徐 然

杨沫的革命叙事与我们的历史反思
□张艳梅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道路选择

百年来，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制度和文化选择。文化重建和制度重
构，是五四知识分子主动承担的历史
使命。杨沫读书的年代，五四新思想
和新文学方兴未艾，各种类型的文学
作品，给了杨沫最初的文学启蒙和思
想启蒙。作为早期共产党员，在入党
前数年，杨沫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人
生方向，入党后，更是信仰坚定。可
以说，在丁玲、沈从文、周扬、杨沫
等作家身上，完全可以折射出一代知
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和命运走向。知识
分子之于现代中国，是一个很复杂的
话题。

《青春之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身份转换、信仰转换和心灵转换的
经典文本。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杨沫
以巨大的革命热情覆盖了个人情感，
以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选择
为主线，隐喻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
轨迹和生命历程，并进而隐喻国家和
民族必然的道路选择。知识分子，尤
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与被
改造，这个话题看起来也是老生常谈
了。林道静身上的革命冲动值得我们
重新思考，以往我们强调阶级论、血
统论，强调五四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
思想影响，那么，从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这一群体的文化特质看，人道主
义是主导，即所谓小布尔乔亚，正因
为有这种小布尔乔亚特性，所以要融
入革命大家庭，就不仅要经历信仰磨
砺和情感考验，还要经受肉体的残酷
折磨，由此形成新的自我意识。这种
自我意识的被动形成和主动消解，从
中不难看出近现代中国革命对待知识
分子的基本路径。《青春之歌》中，并
没有从五四知识分子怀抱改造社会拯
救中国的自信写起，而是以小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走投无路，作为革命思想
形成的起点，也没有写到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后不断接受规
训和自我改造的历程，也就是说，这
是一部知识分子命运和道路的断代
史，在这个横截面中，我们看到的是
知识分子真诚的自我改造，是女性献
身革命的生命仪式，这种类宗教意
识，在半个多世纪的当代史上，有着
不同的表现形式。

林道静和江玫一样，作为女性知
识分子，原本对生活充满浪漫想象，

可惜时世艰难容不下她们的小资情
调，最终两个人都选择放弃个人主
义，走上革命道路。这一主体性异化
为革命性的过程，实际上是清洗知识
分子原罪的过程。当然，林道静和江
枚并不完全相似。林道静有着更多革
命动机，父亲血统为官僚地主阶级，
母亲血统为农民阶级。这一出身的双
重性是知识分子政治身份模糊，在此
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的伏
笔；当然，也是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改
造和坚持毫不留情的自我改造的根
源。林道静出走之路上有很多考验，
甚至以死来反抗命运，绝境中，对人
生的思索要来得更凛冽。在爱情和革
命的选择面前，林道静倒并没有多少
犹豫和痛苦，卢嘉川这个形象比较接
近理想主义，这个大英雄的出现，甚
至比光芒万丈的革命思想更吸引林道
静，所以对于林道静而言，并不是牺
牲爱情皈依革命，而是爱情和革命完
全一体化成为她献身的目标，这一点
从她写给卢嘉川的信中看得很清楚。
江玫其实是一直在爱情和革命的天平
上摇摆的，虽然她同情革命，也有萧
素的不断感召引领，但她是后来得知
父亲之死真相，才坚定了革命信念
的，阶级身份并不是她革命动机的前
提。当然，我们回头看，丁玲在 《韦
护》 时代的几篇小说中，对于革命与
爱情有着更复杂幽婉的表达。丽嘉、
美琳和玛丽无论选择革命，还是因为
不革命被抛弃，都具有两面性，选择
革命的美琳身上有着盲目性，丽嘉和
玛丽却不乏批判精神，这当然也可以
用来剖析丁玲的双重人格。比较而
言，杨沫的写作姿态就相对简单得
多，大历史已经确定轨道，个人所有
异样的时代感都被收紧，外在环境的
改造力量，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起始
于重塑三观，终结于队伍纯化。

男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保持了
双重性中的另一面。杨沫和宗璞对这

一点的处理方式很有意思。余永泽和
齐虹这两个形象都是作为革命的对立
面来塑造的。这两位西方人文主义
者，都是名牌大学的优等生，虽然专
业不同，但都爱好文学艺术，有着良
好的文化修养，作为不革命的典型，
余永泽躲进小楼成一统，齐虹去国离
乡远渡重洋。余永泽其实是更标准的
五四知识分子，身上有着浪漫主义诗
情画意，思想里包含着自由主义政治
观。继承的是胡适的思想理路，当然
也不乏鲁迅式的对民众的不信任，以
及对群众斗争的反感。鲁迅早期同样
是个人主义至上，并且始终对于庸众
不信任，余永泽的洁身自好，安分守
己读书向学本身并无过错，在大时代
里，因为没有跟上历史的洪流，就成
了反面典型。齐虹同样很优秀，热爱
音乐，艺术感强，和江玫有很多共同
语言，并且同样有着本能的人道主义
情感，这位银行家少爷并不恐惧和憎
恶底层社会，相反，某种意义上他对
社会黑暗有着甚至比江玫更清楚的认
识，只不过他崇尚自由主义，个体关
怀胜过了社会关怀。其实在丁玲笔
下，也有着同样的男性形象。《一九三
○年春上海》（之一） 中的子彬就是余
永泽、齐虹这个群像的先驱，至于小
说中若泉扮演的则是卢嘉川的角色。
这些人在大时代浪潮中没有选择进
步，而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走
上了逃避革命之路。多年以后，当杨
沫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出卖她
的，恰好是她的丈夫和战友；保护她
的，是被她抛弃的恋人和反革命。这
个历史的症结，大约没有人能够给出
答案吗。

革命与爱欲的彼此投射

革命加恋爱不是杨沫发明的，也
不是宗璞的创造，上世纪 20 年代末期

革命文学萌芽阶段，就戴上了这个万
能的面具。而革命与爱欲问题，向来
为很多学者关注，个人成长与家国理
念，左翼革命与性政治之间，究竟是
什么关系？越是意识形态的正面表
达，革命与爱欲的关系愈暧昧，身
体、情欲、都属于革命，肉体献身就
成了灵魂献祭。《青春之歌》具有鲜明
的自叙传色彩，在林道静的成长中，
隐含着三重意味，个人命运史、小知
识分子命运史、共和国命运史。从一
个敏感多情的小知识分子，到坚定的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个过程是怎样
的波诡云谲？那么，为什么女性作家
更喜欢选择女性主人公成为革命话语
的承载者，女性献身革命的原动力是
什么？女性自我解放依赖于男性的社
会解放。男性的引领和退场，留出的
空间，是一种让渡。那么，是因为女
性更容易规训，被召唤，并且缺少自
我反省？表面看，革命是社会行为，
爱欲是个体行为，马尔库塞在 《爱欲
与文明》 中谈到：两性关系与政治生
活都是“爱欲”（Eros） 的表达与安
置，爱欲之“解放与压抑”的冲突是
文明的永恒主题，同时发生在私人生
活与政治生活中。而携带着小布尔乔
亚基因的秋白临终前也不免感慨万
千：枉抛心力作英雄。这真是令人仰
天浩叹。

女性的爱与献身，体现的是对一
种精神信仰或者情感彼岸的皈依。个
人主义、爱情至上、自我实现等，是
五四时代启蒙主义文化精神的一部
分。

林道静作为大家庭的叛逃者、进
步思想的宣讲者、小家庭的否定者、
大革命的追随者，不能说没有自己对
于人生和世界的判断力，对于当时中
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显然比江玫时
代来得惨烈，她的革命冲动里，不乏
为爱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当然，反
过来，这种献身同时力图表达的也是

对党和革命的绝对忠诚。在闪耀着革
命光芒的卢嘉川面前，余永泽的骑士
风度变成自私平庸，狭隘乏味。这种
话语置换也很有意思，在两套话语体
系中，林道静服膺于革命口号，而舍
弃了自己的五四知识分子背景。与陈
独秀等人不同，余永泽不是从革命队
伍中被清理出来的，他只是自动站在
了大时代边缘，静观世事、独善其
身。卢嘉川的叙事意义在于承前启
后，接续知识分子某些不能落地的理
想，同时又以他的死亡，宣告这种理
想与现实制度选择没有必然联系。江
华的阶级身份更纯正，也就最终成了
林道静最恰当的革命伴侣，至此，爱
情已经完全政治化。江华在政治上代
表最进步力量，从文化意义上看，则
缺少卢嘉川身上的理想主义和人文情
怀，当革命以牺牲自由人性为代价，
征服社会的同时，还意味着征服女
人，红色书写的话语逻辑值得深思。
无论当年把不革命者妖魔化，还是今
天把当年的革命妖魔化，皆非正途。
此时，男主人公作为党的化身，作为
历史的创造者，革命话语取代个人话
语，革命同志式的婚姻背后，是绝对
正确的父权文化专制，女性本能和内
在声音受到时代和自我双重压抑。林
道静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参与历
史建构的宏大叙事，看不到女性被改
造被遮蔽的性压抑。江玫的革命理
念，则几乎被情爱叙事消解了，至少
弥漫在小说中的感伤情绪，让人猜测
良多。在她潜意识中仍旧不断生长的
性别意识，几乎像那个小盒子里的红
豆，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就可以蓬勃
生长。林道静则不然，她的革命理念
取代了个人反思，也没有矛盾挣扎，
个人解放和家国解放之间没有裂隙，
几乎铁板一块，革命加恋爱，本身就
意味着政治权力和性权力两个方向，
一方面革命男性更倾向于禁欲，以崇
高的革命理想排斥个人情爱和欲望；

另一方面，女性的革命精神又往往体
现在对个体欲望的自由表达，甚至过
度张扬。个人主义在近现代中国就是
一条虚幻之路，革命叙事中，女性往
往作为革命的对象，或者作为革命的
镜像，总之，不存在独立的自我价
值。在宏大的历史关怀之中，爱欲就
这样不断被革命化、被政治化、被历
史化。

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

作为一部小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
史，《青春之歌》在表达革命青年的感
情世界裂变和政治意识形成等方面，
都具有超越时代的史料价值。在革命
话语和情爱叙事之间，林道静这个人
物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追问
的。既是关于共和国道路选择的寓
言，女性成长更像是毁誉参半的革命
镜像。林道静是早期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的重叠，她的思
想转换里，有着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潜
在话语。其实抛开这一局限，我们去
看现代女性知识分子的精神断裂，就
会发觉，这不仅仅是五四思想解放与
左翼革命的断裂，也是现代与传统的
双向对照。余永泽和齐虹在小说中清
誉尽毁，算是写作者对于自己曾经的
民主背影一种完全彻底的告别。林道
静的转变，不仅仅是向她那不清白的
出身告别，还是向她的读书时代告
别。出身悲剧与苦难意识，被转换为
革命基因和政治诉求，林道静的成长
因此更合乎革命逻辑。余永泽的胡适
主义思想背景，被杨沫钉上不革命甚
至反革命的耻辱柱，林道静与余永泽
决然分手，算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
精神转向的前奏。血统论，一向是革
命文学的起点之一，革命伦理中不乏
反智主义倾向，对于知识分子的抵触
和批判，不是孤立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