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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革命中新诗的奠基，不仅是胡适、郭沫若等
少数人的努力，而且还得力于一批新诗人在处女地上的开拓
与耕耘。其中，朱自清 （1898-1948） 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
物。1919年他以《睡吧，小小的人》这写给襁褓中长子的第
一首新诗，登上了“五四”诗坛，成为一位新文学初期有着
重大影响的诗人，并且影响着一批年轻诗人的成长。浙江杭
州的“湖畔”诗人深受其影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朱
自清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即到杭州一师教书。1920年8月
至1925年8月，中间除短期在中国公学和扬州省国立八中执
教外，近4年的时间他在浙江的杭州、台州、白马湖的中专
和中学做教师。他把自己的这段生命称之为“我的南方”。
除了教书之外，在这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实施文
学理想的活动。与叶圣陶、俞平伯、刘延陵、朱光潜、夏丏
尊等一批现代文化名人结交，与朋友们办刊物并进行诗歌与
散文的创作交流，等等。同时，还因天时、地利、人和，与
湖畔诗社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2 年 4 月，湖畔诗社成立于杭州。这个社团的成立是
一个充满温馨的传奇故事。在上海中国棉业银行当职员的应
修人，看到汪静之发表的爱情诗《定情花》并被这篇作品深深
地吸引；于是他写信给汪予以鼓励，并在信中表示，很迫切地
希望结交和见面。这种未见如故、文人相敬的纯情与信任，成
为随后年轻诗人们结社的思想基础。应修人自己拍了一张右
手拿礼帽、左手拎皮箱的照片寄汪静之，要汪也如此装束在车
站接他。3月30日，应修人赶到杭州，住在湖滨清华旅馆11号
房间。他们四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仿佛故友重逢，畅游西
湖，以诗作进行心灵的交流。第二天，应修人把自己带来的诗
稿与汪静之把他准备付印的《蕙的风》的底稿，拿出来相互传
看。第三天，潘漠华、冯雪峰也把自己的诗稿拿来一起切磋。
在四人交流诗作之后，应修人提议四人合出一本诗集的建议，
立即得到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的赞成。于是由应修人着手
编选，到4月3日辑成四人合集，题名《湖畔》，准备出版。那时
出版书籍时兴取个名义，4月 4日便在应修人提议、众人赞同
下成立了湖畔诗社。4月6日，应修人怀着依依惜别之情离开
杭州，汪、潘、冯到车站送别。应修人回到上海后，自筹款项
195元自费出版《湖畔》。5月上旬《湖畔》出版，印行 3000册。
诗集共收作品 61 首，其中应修人 22 首，潘漠华 16 首，冯雪峰
17首，汪静之 6首。1923年年底，由应修人编选的、并仍由他
出资自印的《春的歌集》出版了。《湖畔》《春的歌集》两本诗集
的出版，对当时的新诗创作与发展，无疑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后来，魏金枝、谢旦如也正式加入了诗社。谢旦如的《苜
蓿花》，也以“湖畔”的名义，于1925年3月自费出版。

新文学之初，由“新青年”社团的滥觞，作家、文学青年纷
纷结社并出版同人刊物，是“五四”时期及其后普泛的一个文
学现象。湖畔诗社的成立看似偶然，其实是四人共持结社情
结的使然，也与朱自清等人的结社情结相关。其时朱自清与
俞平伯、刘延陵、叶圣陶同在杭州一师执教，四人中间的汪静
之、潘漠华则是朱自清面对面教授的学生。在湖畔诗社成立
的前一年即1921年的10月，朱自清与叶圣陶就关心以杭州一
师学生为主体、联合杭州几所中学的学生而成立的“晨光社”，
成员有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魏金枝、柔石等，特请朱自清
和叶圣陶担任其顾问。其实从某种意义看，“晨光社”的成立
是“湖畔诗社”的序幕，为后者的成立做好了思想与组织的准
备。后来冯雪峰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尤其是朱先生是我们从
事文学习作的热烈的鼓舞者，同时也是‘晨光社’的领导者”

（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前言》）。正是源于与“晨光社”及
其主要成员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等人这种特殊关系的延

续，朱自清才顺乎自然地与湖畔诗社延续了难分难解的缘分。
朱自清既是这批年青诗人的“领导者”，更重要的是，他是

作为他们的“精神领袖”而得到拥戴和尊敬的。一方面，朱自
清与汪静之、潘漠华等人是师生关系；另一方面，朱自清在他
们心目中俨然是一位诗坛前辈。名曰“前辈”，先生仅比他们
年长3至5岁。但他在诗坛的实绩又是名副其实的导师，足以
使他们对他倍加尊敬。例如说，他是文学研究会“雪朝”诗人，
是八位诗人合集《雪朝》中排列“第一”的诗人，收录其《新年》

《满月之光》《煤》等19首新诗。用郑振铎的话说，他的诗“远远

超过《尝试集》里任何最好的一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
争集导言》）。例如说，1922年1月，朱自清与刘延陵、俞平伯、
叶圣陶四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刊物

《诗》月刊，这个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在当时具有相当
大的影响力。而对这家刊物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朱自清先生，
莘莘学子们自然也是倍加仰慕与信任。在这批青年诗人面
前，朱自清并非以师长、前辈、导师自居，而采取低调的平视与
平等的姿态处之。正是如此，“湖畔”出版之后，谦谦君子的朱
自清也加入了湖畔诗社，如季镇淮先生所说，“后来先生也是
湖畔诗社的社员之一”（《朱自清先生年谱》）。因为朱自清先
生的谦和，他与他们的创作交流就更加密切与无拘无束了。

朱自清对“湖畔”诗人的关怀与扶持，主要表现在对其诗
创作进行文字的评论，通过评论达到对青年诗人的创作进行
切实的指导。在湖畔诗社主要的成员中间，最幸运也是最早
得到老师指导的，是汪静之。在出版《蕙的风》之前，他就将自
己的10余首诗抄了给朱自清先生看，如先生所说：“汪君静之
抄了十余首诗给我看，我从来不知道他能写诗，看了那些作
品，颇自惊喜赞叹。”朱自清先生自然提出自己的意见给予指
导。在诗集出版之前，朱自清先生又特地为汪静之《蕙的风》
作序（同时作序的还有胡适与刘延陵）。在《序》中，他虽然看
出其幼稚、“工拙”的弱点，但还是充分肯定了汪诗的“天才”，
在总体上肯定了其作品单纯率真、自然清新的风格。他说：

“他确是二十岁的一个活泼泼的小孩子……小孩子天真烂漫，
少经人间世的波折……所以他的诗多是赞颂自然，咏歌恋
爱。所赞颂的又只是清新、美丽的自然，而非神秘、伟大的自
然；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曲的恋
爱。”同时，朱自清又指出，虽则那个时代需要“血与泪底文学，
不是爱与美底文学”，但应该承认汪诗的价值，“血与泪”虽是

“先务之急”，但“爱与美”有着“并存底价值”，因此，不应该求
全责备，而应该“领解静之底诗，还他们本来的价值”。这些评
论，可见朱自清对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诗人的百般呵护与帮

助，拳拳之心掬然于纸面。（顺便应该提及的，汪静之还曾经得
到鲁迅的鼓励和指导。在致汪的一信中，鲁迅先生指出：“然
而颇幼稚，宜读拜伦、雪莱、海涅之诗，以助成长”。）

《湖畔》诗集出版之后，得到了很多前辈作家的欢迎与称
赞，纷纷支持这几位年青诗人跃上诗坛。周作人、郭沫若、叶
圣陶、郁达夫、李曙光等人的肯定，是对他们的极大鼓励。最
先介绍这本诗集的，是周作人。在1922年5月18日的《晨报副
刊》上，以“仲密”的笔名发表了300字的《介绍小诗集〈湖畔〉》
的短评，他称诗集“结成了新鲜的印象……过了三十岁的人所

承受不到的新的感觉，在诗里流露出来”。在《湖畔》评论中，
最有分量的是朱自清的《读〈湖畔〉诗集》（刊6月11日上海《时
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虽然是随意写下的读后感，作者
自谦说“不能算做正式的批评”，但是，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比较

“正式”的批评。此文大体做了三方面的评论：第一，作者肯定
了四位青年诗人的共同特点，清新、缠绵，作品里充满“少年的
气氛”；比之“成人”的作品，他们“都还剩着些烂漫的童心”，惟
其涉世未深，所以“只有感伤而无愤激了”。第二，作者联系并
例举作品，大体指出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有共同歌咏自然、
爱情的清晰与烂漫，但“漠华、雪峰二君底‘人间悲与爱’的作
品”，难得在内容题材上区别于其他两位诗人，尤为难能可
贵。第三，作者在艺术表现及风格方面，指出他们各自的短
长。“漠华君最是稳练缜密，静之君也还平正，雪峰君以自然、
流利胜，但有时不免粗疏与松散，如《厨司们》《城外纪游》两首
便是。修人君以轻倩、真朴胜，但有时不免纤巧与浮浅，如

《柳》《心爱的》两首便是”。在诸多关于《湖畔》的评论中，朱自
清的文章是一篇评论到位的文章。写作其时，他只有24岁，凭
着对四位青年诗人的理解以及与诗人们之间的心灵会通，才
能写出如此切中肯綮的文章，同时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那时
朱自清对文学的悟性与进行理论批评的视野；然而最重要的，
这一篇评论充满了朱自清对湖畔诗人成长的殷殷期待。

1935 年即在事过 13 年之后，朱自清主编《中国新文学大
系诗集》的时候，他的学术视野里依然没有忘记湖畔诗社的诗
人们。他在《诗集》中，编选了应修人《小小儿的请求》《或者》

《妹妹你是水》等7首，汪静之《海滨》《伊底眼》《别情》等14首，
潘漠华《游子》《月光》《问美丽的姑娘》等 11首，冯雪峰《桃树
下》《落花》《春的歌》等7首。以汪静之入选的诗作为最多，表
明在朱先生的心目中，对汪静之的诗作最为看重。事实上他
的影响更大些，《蕙的风》出版后，由于时在东南大学读书的胡
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彻底否定汪诗
的文章《读了〈蕙的风〉以后》，而在诗坛上引起诗与道德问题

的论争，而论争的结果，维护了汪静之在诗坛的位置，同时
也因此传播、扩大了他的影响。这一历史论争，也是朱自清
以历史与美学的眼光看好弟子汪静之的一个根据。次之选得
多的，是另一位嫡传弟子潘漠华，因潘诗“最是稳练缜
密”，故而深得朱先生的偏爱。有例为证：朱自清、叶圣
陶、俞平伯、刘延陵等以“O.M”派（“我们”派）出版同人刊
物 《我们的七月》 的时候，发表了署名“潘训”（潘漠华之原
名）的 《卖艺的女人》 和 《我的泪灼燿着在》 两首诗，这在
已经成名的“成人”刊物上，破了“辈分”，发表“少年”
的作品是实属少见的一件事情。

应修人等四人的诗作编进《诗集》，自然表现了朱自清的
史识。但最能表现朱自清史识的，是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
集》导言中关于湖畔诗派一段史论性的评价。他说：中国缺少
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白地告白
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这时期新诗做
到了“告白”的一步。《尝试集》的《应该》最有影响，可是一半的
趣味怕在文字的缴绕上。康白情氏《窗外》却好。但真正专心
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
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漠华氏最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
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应修
人氏却嫌味儿淡些。这段经典性的史论，不仅对四位青年诗
人的爱情诗进行了风格的概括，最重要的是，把他们的“情诗”
在文学史上进行了充分的认识与肯定；无疑，是朱自清将“第
一个十年”放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予以梳理之后的史识。从中
国古代文学史上说，缺少“情诗”，他同意钱锺书先生的观点，

“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几乎是没有。如果说有，也只是在民
歌民谣里，在正统的文学里只存在着“忆内”、“闺怨”一类的
诗。从“五四”新文学史上看，出现了极少数的爱情“告白”的
诗，如胡适的《应该》，康白情的《窗外》，就连朱自清在自己几
十首新诗中，也只有一首《别后》 ；而潘漠华等四人专做“情
诗”，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人性的发现”与“人性的解放”
使然，不仅数量多、且是一个诗歌社团的群体的共识所为，这
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史上功德长存，具有着开创性的意
义与价值。笔者猜想，当为四位后辈写下《导言》中所引述的
这段文字的时候，朱自清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为他们为文
学史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章而骄傲，同时他也是以沉痛的心
情，以这段史识的评价，对四人中间的逝者表示深深的悼念。
应、潘、冯三人后来都投身革命事业。1933年应修人任中共江
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时，在联系“左联”书记丁玲时被国民党特
务发现，因拒捕而英勇牺牲。1934年潘漠华任中共天津市委
宣传部部长时被捕，在敌狱中绝食而付出年轻的生命。两位
诗人的牺牲，离朱自清写《导言》 仅仅是一年与两年的时间，
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至1925年年底，因以推翻北洋军阀为宗旨之北伐战争的
酝酿与兴起、应修人、冯雪峰、潘漠华三位主要成员先后参
加革命，以及朱自清离开浙江去清华大学任教等等原因，作

“情诗”的时代已逝，湖畔诗社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个诗社
从成立到解体仅仅3年多时间，虽然短暂，却充满了诗的生
命与活力、充满了诗歌创新的精神。惟其如此，中国现代文
学史会永远有着记载湖畔诗社及年青诗人的一章；也永远会
铭记作为师长的朱自清对湖畔诗社的积极关注和扶持的一
笔。文学的终极目标是向读者传递人间的爱与温暖。重忆朱
自清与湖畔诗社的情与缘，相信给读者带来的也是一种文学
的温暖，并且让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唤起被当今时代所淡化甚
至是所弃置的、奉献于文学的一种责任—— 一种无功利诉
求的责任。

朱自清与湖畔诗社
□吴周文

《蕙的风》《湖畔》的传播效应与销售状况
□ 晓 珂 崔庆蕾

中国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从来就不是单一
推进的过程，它既与政治意识、经济发展、文化思
潮等宏大意义上的外部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也和图书出版、读者构成、期刊生态等微观意
义上的文学因素密不可分。但是，如果单从作品
而言，湖畔诗人的诗作很难被纳入“文学经典”谱
系内，其绝大部分诗歌不具备在“原典意义”上被
阐释出更多价值的可能性。这样说，不是说湖畔
诗人的诗作不具有深远的文学史意义，而是说这
些诗作不具有经典所包孕着的不断被阐释、被解
读的多元而深厚的价值。虽然如此，因为它新诗
经验探索和文体建设过程中居于不可被跳过、被
忽视的历史位置，因而某些诗作或诗集（比如《蕙
的风》和《湖畔》）也就注定成了文学史意义上的
经典。

这两本诗集所具有的文学史地位，不仅表现
在其分别为新诗史的第五、第六本诗集（前四本
分别为胡适的《尝试》、俞平伯的《西还》、康白情
的《草儿》、郭沫若的《女神》），能够很早就与《尝
试》和《女神》一起开创了新诗写作的现代性传
统，也因为其与五四时期新文学思潮的生成与传
播、新式读者的培养起到了不可小觑的助推作
用。正是因为这两本诗集对真挚爱情的吟唱，对
青春思想的宣唱，“向旧社会道德投下了一颗猛
烈无比的炸弹”（朱自清语），所以，其对追慕爱与
自由的青年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赵景深说：

“《祷告》一诗是我在初恋时期所最爱读的……我
爱这首小诗的温柔甜蜜，当我第一次做玫瑰色的
好梦时，每逢晚间睡眠，总要低声吟唱一遍，虽然
我的帐子里并没有挂着《白莲图》。”胡风说：“《湖
畔》诗集教给了我被五四运动唤醒了‘自我’的年
轻人底感觉，救出了我被周围的生活围困住了的
心情”，而且“使我真正接近了文学也接近了人
生”。赵景深和胡风的读诗体验在知识分子读者
群中颇具代表性。前者将个体成长中隐秘的青
春体验移植到了文本所营造的意境中，从而在共
鸣中完成精神投射和自我镜像的过程，因而，
这是一种混合着生理与心理双重“欢愉体验”
的快感阅读活动。后者不单纯表现为快感阅
读，还在“文学”与“人生”的互动体验中，
更将之升华到了生命感知的高度，是一种文本
与读者彼此映照，从而引发深度体验的更高级
的创造性阅读活动。

那么，它们对普通读者的影响力又是如何
呢？“当时年轻人耳熟能详的是汪静之等人自由、

大胆、纯真的诗句，‘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 一
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样欣慰而胆寒
呵。’甚至有传闻某中学女生因为未能第一时间
买到诗集而投河自杀，幸亏被路人救起。”（霍俊
明《“湖畔”情诗与“水仙”命运》）引文提及的“中
学生投河自杀未遂事件”可以说明一个基本的事
实：汪静之那些鲜活、真纯而又稚气的爱情诗击
中了年轻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那是一个需要用

“身心之爱”、“自由之灵”来缓解“心之压抑”、“生
之苦闷”的区域，青年人在阅读这些诗歌时候，把
其中的“爱”和“自由”幻化为一己的此在体验
了。这有点类似今天的各类“粉丝”，他们往往在
自造的精神空间中，将自我意识和精神幻影一股
脑儿投注于一个虚拟的对象上，从而被一种异己
力量所控制，深陷其中而又不能自拔。只要大体
浏览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丁玲等一大批新文
学作家创作于五四时代的作品，我们大概能够明
白，所谓“个性”、“自由”、“解放”，似乎只有“爱
情”是青年人所能把握的，其他一切往往身不由
己。灵肉的欢悦、苦闷与冲突真实再现了那个时
代青年人最基本的成长状态。由此看，《蕙的风》
与《湖畔》中的爱情诗最能够唤起一代青年人的
心灵共鸣，那种“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的
诗意表达，那种毫无掩饰的、不加任何雕琢的诉
说方式，对生理与心理都压抑已久的青年人来
说，必然能够产生一种魔幻般的冲击力。

熟悉民国时期新文学版本的研究者，大概都
会对新文学初版本的首印数有所了解：如果初版
本首印2000册，这就算是较为可观的印数了；如
果印数在 1000 或 1500 册，也可算是能够维持在
一个基本的当量内；如果首印超过2000册，比如
2500或3000册，这就算比较多的了；而如果初版
本之后，陆续推出二版、三版、四版、五版……那
可算是极为畅销的图书了。《蕙的风》能够在连出
六版，销量达到 2 万册，足以说明其在读者群中
的影响力。《湖畔》为四人合集，然其销售业绩也
相当好。“北大，新知如要添《湖畔》，请尽嘱他们
写信来。印了三千，还有千把本堆在我房里。”

（1922.6.16《应修人致周作人》）由此看，《湖畔》首
印 3000 册，印量是较大的。从 1922 年 4 月初版
始，到6月中旬止，在两个多月内销售近2000册，
其速度不可谓不快。这也从侧面说明，《湖畔》也
深受读者欢迎。总之，《蕙的风》《湖畔》的初版本
或再版本的销售情况非常好。那么，为什么会取
得这种效果呢？

其一，固定读者群的存在确保了图书正常销
量。湖畔诗人致力于情诗写作，“感情自然流露，
天真而清新，是天籁，不是硬做出来的”（鲁迅
语）。这对同样深受五四新思潮感染的青年知识
分子，特别是在校大学生来说，很容易引发其心
灵的共鸣。阅读湖畔诗人的诗歌，宛然成为一种
文学生活的需要。也可以说，在“五四”时代，受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作者、读者及传媒（期刊、报
纸、书店）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
稳固的、带有新气象的文化场域。这个场域漫溢
着青春气息，释放着爱、自由的精神因子，形塑出
了有关科学、民主中国形象的雏形。湖畔诗人天
真纯洁、活泼单纯的“青年气象”及其诗歌所展现
出来的有关爱与美的“天籁之音”，都成为这个文
化场中的最为引人注目的质素。故无论从读者

（个体）审美角度还是时代（整体）氛围来说，湖畔
诗人的群体形象及其诗歌都具备了与其产生共
鸣的条件。因此，其诗集必然不愁没有买家。
而且，它们不但拥有普通读者群，也拥有高级
读者群。比如，胡适、朱自清、鲁迅、周作人
等新文学开拓者们成为他们稳固而可靠的读
者。他们为湖畔诗人的诗歌提供了理论上的支
撑，内在而深远地推动了其在文学场中的影响
力，从而在发生学意义上使其与中国新诗的生
发过程密切相连。

其二，委托书局代销，图书适销对路。除了
赠送、自销外，他们还积极寻找其他销售渠道，而
代销则为其主要销售方式。“今得玫瑰出版部江
冷来信，说：知不日出版，不胜欢欣之至，出版时，
冷定争先购阅以为快；至于拟托代售一事，他意
以为不如托上海大书局，如泰东，中华等为便云
云。”（1922.5.2《应修人致冯雪峰、潘漠华信》）信
中所提及的泰东书局、中华书局都是大书局，网
点多，有丰富的发行经验，给予一定劳务费，他们
也愿意代销部分图书。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依托
京沪发展起来的大书局集图书出版与发行、新文
化创建与传播于一体，在精英和大众群体中都产
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依托这样的传播媒体，自然
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销售效果。另外，荐销也是
他们尝试采用的方式。“《湖畔》已寄给您一百本，
似于八日付邮，请分递北大出版部和新知书店，
书价多少些都好，我们很悔定价太昂，上海已改
售小洋二角了。”（1922.5.15《应修人致周作人》）
当时，周作人是富有名望的作家和大学教师，他
们委托周作人向北大出版部和新知书店推荐销

售他们的书籍，效果自然也不错。周作人宛然成
为这些“商品”的代言人，他们利用名人的社会效
应和文化影响力，为自己的图书做了一次廉价然
而获益不小的广告。

其三，刊载实体广告，加大宣传力度。随便
翻阅民国时期的新文学版本，其畅销或有影响力
的版本都载有图书广告。比如，胡适的《尝试集》
各版本都载有大量的图书广告，其第六版（1923
年12月亚东图书馆出版）植入图书广告达12页，
既有《草儿》（康白情）、《冬夜》（俞平伯）、《胡适文
存》（胡适）等新文学图书的介绍，也有《红楼梦》

《水浒传》《镜花缘》等古典文学名著的推介。《蕙
的风》初版本植入广告 7 页。可以说，图书广告
和新文学版本联袂出场，彼此影响，并生成文学
意义，也是民国时期新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道靓
丽风景。当然，这首先是出版社的营销策略，但
是，作为传播学意义上的、具有浓厚商业色彩的

“广告”和以“启蒙”、“救亡”为核心目标的中国新
文学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它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产生了怎样的、多大程度的影响，则是一项很值
得研究的课题。具体到湖畔诗人，他们不但在其
主办小型期刊《支那二月》和出版的图书封面上
登载图书信息，也在《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晨
报》等当时影响较大的媒体上刊载广告。“我们已
经登广告《学灯》，《觉悟》，请您代接洽，再登广告
在《晨报副刊》（第四版）。广告格式大概照《学
灯》，《觉悟》一样。日期，先连登五天，以后逢一，
五登两月（共十七天）。广告费若干，望来信告
知，随即寄上。”（1922.5.9《汪静之致周作人》）这
封信里提及的《学灯》和《觉悟》分别是《时事新
报》《民国日报》的副刊，再加上《晨报副刊》，都是
一些富有鲜明特色和极具影响力的报纸栏目。
在1920年代，他们与新文学的互动及时而富有
深度，其在文学界的影响力也大。因而，湖畔
诗人的作品一经其介绍，必然引起读者的关
注。这也说明，湖畔诗人都不是“书呆子”，他
们也颇为精通图书出版、发行及其宣传策略。

其四，借助名人效应，大大助推图书销售。
朱自清、胡适、刘延陵分别为《蕙的风》作序，鲁
迅、周作人、宗白华、朱湘、沈从文、赵景深、冯文
炳、楼适夷等文坛大腕或青年批评家为他们写评
论，及时而富有深度地阐释湖畔诗人群的创作特
点及文学价值。其中，周氏兄弟联合反击胡梦华
批判《湖畔》事件，更是对图书销售和传播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如果说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

（1922.10.24）上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指责
其“堕落轻薄”、“有不道德的嫌疑”，是出于维护
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为代表的文学保守派的
文化立场的话，那么，周作人写《什么是不道德的
文学》（1922年 11月 5日《觉悟》）替爱情诗辩护，
鲁迅写《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收入杂文集《热
风》）对其观点予以批驳，并在《不周山》中虚构一
个“古衣冠的小丈夫”以影射他，则是出于反对旧
道德，揭批专制文化，捍卫新文学（文学）革命成
果的需要。两派之间的笔战持续近一个月，堪称
1922年中国文坛上的一件文学大事。它对宣传
湖畔诗人形象，阐释《蕙的风》文学价值，引导读
者阅读风尚，加快图书销售，等等，都产生了不小
的影响。

新文学版本图书的销售不仅仅是一种商业
行为，还是一种担负文学现代性发展重任、重
建新文明秩序的文化传播活动。可以说，它在
宣传科学理念，传播民主思想，助力新文学生
成与发展，培养新式读者群等方面，都做出了
重要贡献。与影视、报纸、期刊一样，图书也
是一种传播媒介，其销售与流通必然是一种传
递信息的活动。传播面的大小、传播速度的快
慢、“到达率”的高低，都是恒量信息传播质量
高低的重要标准。在1920年代，像《蕙的风》和

《湖畔》这类图书的传播渠道大都是以出版社营
销、个人赠阅为主，接受对象基本为文学界同
人、青年学生和新市民，这样就很容易构成了
一个由新文学作家、新式读者和出版社三方合
力形成的“场域”。这个新式“场域”始终伴随
新文学生成与发展的整个过程，既以其亘古未
有之气象为新文化运动孕育新生力量，也以其
去旧迎新的气势为新文学的发展扫荡落后势
力。具体到《蕙的风》和《湖畔》，无论是出版方主
动营销方式，还是个人的赠阅和代售行为，都能
够确保有用信息的“高到达率”。更为重要的是，
作为传播学意义上的信息“高到达率”，其传播效
果可以用一系列的文学事件加以恒定。比如，前
述胡适、朱自清及刘延陵分别为《蕙的风》作序，
周氏兄弟力挺《蕙的风》，胡风阅读《湖畔》产生强
烈共鸣，女中学生因未能第一时间买到诗集而欲
投河自杀（未遂），等等。因为相关信息在这个

“场域”中的传播速度很快，到达率和接受率都
极高，且很容易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新生力
量，这也就对新诗大踏步向前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