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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 1月 5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近30名老作家签名发起了建立湖畔诗社社址的倡议。他们在

“建社址缘起”中写道：
湖畔诗社1922年成立于西子湖畔，是鲁迅先生精心培养

并十分爱护的，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诗社，是中国唯一得到
诗人毛泽东同志称赞的新诗社。湖畔诗社社员：共产党员应修
人、潘漠华、赵平福（柔石）是英勇不屈的烈士；共产党员冯雪
峰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魏金枝为党
的文艺事业鞠躬尽瘁；谢旦如掩护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在家中
隐藏了两年；汪静之于1921年写了中国最早歌颂中国共产党
的诗《天亮之前》。

我们发起在西子湖畔建筑湖畔诗社社址，既作为纪念馆，
又为西湖增加一个有文化内容的景观，以诗的风雅美化西湖，
使西湖风景锦上添花。

白居易造的白堤和苏东坡造的苏堤，是两条诗人之路。再
建一个湖畔诗社，西湖风景就有更多诗的美感，游鉴西湖的
人，更感到西湖风景有诗意，有诗味。”

如今，这份30年前形成的文件，已经作为文物以复印件形
式藏进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文件上提到的那些人和事，也随着
时光渐行渐远。他们走了，但他们确曾来过，他们的脚印已留
在江浙，留在上海，留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随手捡拾几
痕，虽非创获，但旧话重提常说常新，真诚诉说中寄托的是一
份由衷的追念。

由“晨光”而《湖畔》
五四时期，浙江“省立一师”广纳人才，建立起一支包括陈

望道、刘大白、夏丐尊、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等人在内的教
师队伍。这些人都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弄潮儿，思想鲜活、学艺
精深。他们的“授业解惑”，使学生们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
挥。“一师”校园里，龙腾虎跃、社团蜂起——1921年10月10日
成立的“晨光文学社”，即为其中之一。后来的“湖畔诗人”汪静
之（1902-）、潘漠华（1902-1934）、冯雪峰（1903—1976），都曾
是该社的重要成员。

其时的《浙江日报》副刊上，有“晨光社”主办的《晨光》周
刊，晨光社员的诗作，多发于上。正在上海工作的应修人

（1919-1933），先是从《晨光》上“认识”了汪静之，通过信函与
汪静之建立了联系，再经汪静之而相与潘漠华和冯雪峰。四人
以诗会友，书晤信谈一段时间，应修人便请了假从上海跑到杭
州见面。因为“对当时诗坛的观感一致，兴趣相同，所以一见如
故，心心相印，就成为知己”。旖旎秀美的“人间天堂”里，几个
人“带着心爱的诗集”一起“逛心爱的湖山”，诗情友情，如潮水
涌动于西子湖畔。一个星期闪电般过去了，依依惜别时做出决
定：出一本诗作合集以为纪念。

建议是应修人提出的，编辑工作便主要由他担负，印刷经
费也是由他一手筹集。诗集以《湖畔》命名，于 1922 年 4 月问
世。内收诗作61首，初版印刷3000册。“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大
胆的数字，完全出乎书商的意外。这本诗集以真挚的感情、明
快清新的风格，拨动了广大青年的心弦，书很快就销售一空，
得到社会上的强烈反响”。诗集问世的第 9 天，朱自清即写了

《读〈湖畔〉诗集》：“《湖畔》里的作品都带着些清新和缠绵底风
格；少年的气氛充满在这些作品里。”“有了‘成人之心’的朋友
们或许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生活，但在人生底旅途上走乏了
的，却可以从他们的作品里得到很有力的安慰，仿佛幽忧的人
们看到活泼泼的小孩而得着无上的喜悦一般。”

《湖畔》成功了，应修人功不可没。这位从14岁起就到上海
福源钱庄当学徒的青年诗人，1920年开始在《少年中国》《晨报
副刊》《学灯》上发表作品，1921年与楼适夷、谢旦如等联手创
办以“使无产者有书看”为宗旨的“上海通信图书馆”，1922年
编辑出版《湖畔》从而创建“湖畔诗社”，1925年“五卅”运动后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受党派遣到黄埔军校担任会计，1927
年调武汉政府劳工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被党送至苏联留学，
1930年学成回国后即参加“左联”，旋即成为职业革命者。1933
年 5月 14日，不知道丁玲已经被捕的应修人到丁玲寓所去谈
工作，被蹲守在楼梯口的特务发现，英勇搏斗中坠楼牺牲，时
年仅34岁。生命虽然短暂，创作又是业余，但应修人却仍然为
后世留下了新诗百余首，其文学才华得到了郭沫若、郁达夫、
叶圣陶等文坛前辈的称赞。

从《湖畔》到“湖畔诗社”
伴随着《湖畔》问世，“湖畔诗社”也应运而生——《湖畔》

是自费印行，它需要一个出处，由是想到一个“湖畔诗社”的名
头。诚如冯雪峰所说：“‘湖畔诗社’的名义就是为了自印出版
而用上去的，当时并没有要结成一个诗社的意思。”所以，“湖
畔诗社实际上不能算作一个有组织的文学团体，只可以说是
当时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的一种友爱结合”。

其实，是“文学团体”还是“友爱结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湖畔诗社”一炮打响开张大吉——《湖畔》的出版，宣告了“湖
畔诗社”的问世。一群年轻人欢欣鼓舞之余，又一鼓作气于
1923年12月出版了第二本合作结晶——《春的歌集》。这是一
本“爱情至上”的小书，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们真挚、朴素的
爱情体验。《〈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朱自清写下了
这样的评语：“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
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
是没有……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
人。”但这本诗集没有收入汪静之的作品，因为《蕙的风》出版
之后，汪静之“有了点小名声气，产生了爱惜羽毛的念头，诗作
仍没有提高，自己也不满意，不准备出版，所以没有将诗稿寄
去”。对于“计划仍出四人合集，不可缺一”的诗社小小集体来
说，这种结果的确是令人遗憾的。

除以上两本诗集，文学馆收藏中注明为“湖畔诗社”出版
的文学著作还有旦如的《苜蓿花》。这本诗集于 1925年 3月 25
日初版，内收《一间灰暗的房里》《走近树下卖卜的摊前》《太子
塔落影在莲花池里》《浸在三更的冷月里》《一缕乌黑的烟》《寂
寞的秋林中间》《迷迷离离地擎起酒杯》《我随便的在灰尘上面
践踏》《楠木的厅上结满了蜘蛛网》《不要再想起琴的情意罢》
等35首作品。作者要借这些歌哭，“把积在心头的悲哀亲手埋
葬在苜蓿花的花丛里”。《苜蓿花》为“《湖畔诗集》之四”，前三
种分别为《湖畔》《春的歌集》以及魏金枝的《过客》（因为经费
不足而未能出版）。

《苜蓿花》的著者“旦如”即本文开头所引“建立湖畔诗社
社址倡议书”中提到的谢旦如。“倡议书”中说他“掩护瞿秋白、
杨之华夫妇在家中隐藏了两年”，这是大事，却只是他所作革
命贡献中的一个点。他是上海市人，父亲谢敏甫是上海福康钱
庄的老板，家资丰厚。1919年他遵父遗嘱入钱庄学徒，结识同
事应修人、楼适夷，受其影响开始阅读新文化书报。1921年与
应、楼等人联手创办以“使无产者有书看”为宗旨的“上海通信
图书馆”。1924年底经应修人介绍加入“湖畔诗社”。1929年起
先后开办西门书店和公道书店，前者专售左翼书刊，后者实为

“左联”的秘密联络点。1931年“左联五烈士”惨遭杀害，为抗议
国民党血腥暴行出版的《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印刷和装订
两道工序就完成于公道书店楼上。谢旦如不是共产党员，却以
自己的金融资产阶级出身为掩护，做了许多共产党员无法做
到的事情：1931年5月，他接受冯雪峰的请求，不顾个人安危，
把瞿秋白接到家中避难。一位富家公子哥会“窝藏”共产党“要
犯”，这是国民党军警特务们不能理解因而不会想到的。瞿秋
白因之过了一段相对安全而稳定的生活，其遗著《海上述林》
中的多部文稿以及以各种化名在当时不同刊物上发表的一大
批文艺理论杂文，都是在这个时空中完成的。1937年“八·一
三”淞沪战役期间，谢家老宅全部毁于战火，谢旦如只随身带
出一只皮箱，里面装的是瞿秋白、胡也频等左翼作家的手迹，
以及方志敏烈士生前从狱中传递出的《清贫》与《可爱的中国》
等珍贵文稿。谢旦如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这些革命文物，带着
它们走过抗日战争走过解放战争，一直珍藏到新中国成立后
完好无缺地交给人民政权为止。1950年他担任了华东文化部
研究室副主任；1951年调上海鲁迅纪念馆负责筹建工作；1957
年 5 月任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谢旦如先生 1904 年出生，
1962年逝世，以58岁的短暂生命，为革命作出了独特贡献。他
是“湖畔诗社”社员，也是“湖畔诗社”的光荣。

《蕙的风》初版本与《应修人潘漠华选集》
文学馆库房里，有《蕙的风》初版本，也有《应修人潘漠华

选集》。
文学馆编《新文学（创作）初版本图典》介绍：“《蕙的风》

诗集。汪静之著。民国十一年（1922）八月初版。上海亚东图书馆
印行。……初版本卷首有《朱序》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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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扬州，南门，禾稼巷。二二，二，一。’初版本收第一
辑36篇、第二辑25篇、第三辑3篇、第四辑36篇，共100篇。”

《蕙的风》是汪静之的第一本诗集，也是早期“湖畔诗社”
的第一本个人诗集。它的问世，比《湖畔》晚4个月，比《春的歌
集》早16个月。即是说，当应修人出钱出力为四人小集体的《湖
畔》奔忙时，《蕙的风》也正在发芽生根潜滋暗长等待时日破土
而出。三本诗集相比，《蕙的风》之最大不同在于它的版权不属
于“湖畔诗社”，因为它不是自费出版而是由“上海亚东图书馆
印行”——它已经成了文化商品，它给它的主人带来的，是名
誉与金钱的双赢。

大凡人活在世上，无论想干成点儿什么事，离开了同类间
的相互支撑是不行的。幸运者能得一“贵人”的肩膀靠靠，就不
知会招来多少“羡慕嫉妒恨”；而汪静之先生是被一大群时代
文化巨子簇拥着托举着，其幸其运，实乃凡俗之辈所无法想象
因而连嫉妒都忘却者——“鲁迅先生曾陆续看过《蕙的风》原
稿，有不少诗曾修改二三字……有一封寄回诗稿的信里说：

‘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籁，不是硬做出来的。然而
颇幼稚，宜读拜伦、雪莱、海涅之诗，以助成长。’”“《蕙的风》出
版后，顽固派攻击为败坏道德教化，鲁迅写了《反对“含泪”的
批评家》给以反击。”胡适在为《蕙的风》作序时称作者为“彻底
解放的少年诗人”，说看着他“就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脚的妇
人望着那些真正天足的女孩子们跳来跳去，妒在眼里，喜在心
头……”一部《蕙的风》，鲁迅改稿，胡适作序；鲁迅当矛做盾，
担负着护花神职责；胡适则成了一个地道的小编务，认认真真
地替作者催印行，谈稿费——还有呢？莳花的园丁队伍里，还
走着郭沫若、周作人、朱自清……

其实，湖畔诗社四友之中，若论举步诗坛的时间，汪静之
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他在应修人、潘漠华之后，但他后来而
居上。究其所以，除去诗作本身不谈，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有人
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能发现且能开发他的人脉。例如他
与胡适，就因为两家的村庄只有半里路，他的父亲在胡家村庄
里开店，他就能理直气壮地拿自己的习作去请胡指教，而且还
能把腰杆、脖梗都挺得“硬直”。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能力一种
本事，而且不是谁都可具有谁都能学会。其次的原因，有汪静之
先生90高龄时的夫子自道证之：“我在解放前，都靠不谈政治，
明哲保身，苟全性命，一世平安，没有受过政治上的灾祸。”身处
泛政治世情中而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与淡定，也是一种
能力一种本事，而且也不是谁都可具有谁都能学会。应修人等
无此能力无此本事，结果是不但诗写不成，且连命都被夺了去。
一肚子的才华，却落得只能两个人挤在一本《应修人潘漠华选
集》里——好在，这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他们因之而达到的理想
与主义、人格与节操的标高，更不是谁都可具有谁都能学会的。

《应修人潘漠华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9月出版。
内有冯雪峰作《前言》一篇，当事人述当年事，事真情也真，素

来不乏读者，故无须赘言。倒是“选集”作者之一潘漠华，有必
要在此做一简单介绍：

潘漠华，浙江宣平人。1920年开始文学创作，1922年加入
“湖畔诗社”。《湖畔》《春的歌集》两书收其诗作 68首。潘漠华
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投笔
从戎在武汉参加北伐军。1927 年 7 月奉调离开军队到中共浙
江省委工作，旋被捕，得老师许宝驹营救出狱后先回宣平，再
至上海，更继之以开封、沧州、北平等地辛苦辗转，以教书为掩
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左联”成立，潘漠华代表中国自
由大同盟与会致词，随之到北平筹建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并担
负领导责任。1933年年底在天津被捕，屡受酷刑不屈，1934年
12月24日被折磨逝于狱中。

冯雪峰信函数札
冯雪峰有几封亲笔信藏于文学馆。
一封给田间：“蒙赠《诗号角》（北平诗号角月刊社主办。

1948 年 8 月 1 日创刊，1949 年 11 月 1 日终刊，共出 8 期——引
者注）第八期一册，并附征求意见信纸一张，及兄附笔，都于前
天收到。关于意见我可以写几句，不过因我收到此信已迟，怕
已经来不及。你们不要等我，我没有好意见，我在一星期内写
好寄出，给你看看，发表不发表没有多大关系。”

一封给陈企霞、唐因：“这一期，我拟了一个目录，似乎还
可以，但战斗性很不够。《新语丝》四则，明天我一定可交。差一
天送去，当不至误期。请留三面空白再说。”

一封给萧三：“兹请茅盾先生带上你的诗集《为了和平》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2年 9月出版时书名为《和平之路》——
引者注）的校样两份，是你打电报来要的。此集原早可出版，因
中途受上级指示，一切出版物都须提高水平和严肃性，所以一
切在排的稿子又都重审，你的稿子当然也在内，因此就延误了
一个时候。最近又‘三反’，工作又停了三个月。现在正要付印
了，你要看校样，即再搁下等你的回信。其中有几首已由我们
删掉，又有几个小地方换了几个字和一两句，都是编辑部同志
在重审时提出来，大家讨论了如此决定的，我认为问题不大，
并与你原来的精神没有什么出入，又因路途遥远，所以就不曾
事前征求你同意。现在，有校样送你，由你最后决定，就最好
了，请你尽快回信，以便很快出版！”

这几封信，产生于1949年代末（1949年11月24日致田间）
至1950年代初（1952年3月20日致萧三）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里，读之如闻电脑键盘敲击声：紧张，急促，所向披靡一往无
前。一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忙碌了一生而个人无欲无求
的高大身影，就从这里呼之欲出。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他是《文艺报》总编辑，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他忙
碌、热情、谦虚、平易、有求必应、事必躬亲……由此想到的，是
他在生命的尾声中写给姚雪垠的一封信。

冯雪峰与姚雪垠相识于 1943 年。1942 年年底，冯雪峰被
党组织从国民党上饶集中营保释出狱，辛苦辗转，于1943年6
月初抵达重庆。而姚雪垠也是1943年到重庆，冯雪峰移住“文
协”时他早已捷足先登，于是两人有机会在“张家花园36号”那
座小楼里同宿一室。

1964 年 7 月初，冯雪峰从广西返京，途经武汉逗留数日，
特意请湖北省文联的阳翚代邀姚雪垠、吴奚如二人在他旅居
的汉口饭店见面。久别重逢，话语如川。冯雪峰说领导已经批
准了他的太平天国长篇创作计划，此次远赴广西即为搜集史
料。冯雪峰还告诉姚雪垠：北京有些朋友劝他不要把小说写得
太长，他的回答是：“姚雪垠写《李自成》分五卷，第一卷就出了
两本，我的计划还没有他的大呢！”

这次重逢，三个人整整谈了一下午。第二天上午姚雪垠便
去了当阳，未能与冯雪峰再见。

1975年夏天，冯雪峰患癌症住院治疗，姚雪垠得知后写
信慰问。冯雪峰先让儿子冯夏熊代笔告知手术成功，待稍事
康复，便亲自动笔给姚雪垠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充满感
情，而感情中含有一种悲壮苍凉情绪，说他打算病好以后如
何进行工作”。姚雪垠读后说：“我了解雪峰同志的人格、修
养、抱负、二十年来的不幸遭遇，所以更理解他的信中的全
部感情。”姚雪垠非常珍视这封信，将其作为宝贵文献收藏
起来。冯雪峰逝世之后，他出于怀念想找到它，岂料竟遍寻
不见，只找到当时与茅盾和方殷分别谈到这封信的两封信函
底稿，以及他回复冯雪峰此信的信稿，姚雪垠为之深恨不
已。1979年12月15日，在冯雪峰已经远去五年半之后，姚雪
垠在他的这封旧信后又加了一个长跋予以发表。跋语中他期
待着冯雪峰写给他的信“终会找到”。如今，虽然姚雪垠“相信
不会遗失”的信函尚未现身，但冯雪峰的《太平天国》遗稿却浮
出了水面。两相比较，姚雪垠应该不再遗憾了，因为“雪峰同
志死后没有留下关于太平天国的小说稿子”，才是他当年更感
痛惜之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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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诗人诗集出版与版本流变湖畔诗人诗集出版与版本流变
□张元珂 吴奎莲

从整体上看，湖畔诗人出版的诗集并不多，
代表作主要有：《湖畔》（四人合集）、《春的歌集》

（三人合集）、《过客》（魏金枝）、《苜蓿花》（谢旦
如）、《蕙的风》（汪静之）、《寂寞的国》（汪静之）
等，前四者共同组成“湖畔诗集”丛书系列。其
中，魏金枝的《过客》因为经费不足而未能出版；
谢旦如的《苜蓿花》为自费出版，印数不多，影响
较小。这些诗集有的仅有初版本，比如《苜蓿花》

《春的歌集》；有的不仅有初版本，还有再版本，比
如《蕙的风》；不仅同一诗集的不同版本之间有
着渊源关系，其文本修改隐含着新文学史变迁
的信息，而且，不同诗集的不同版本之间也具
有同 样 的 承继关系，比如 1957 年版的《蕙的
风》之于前 6 个版本，既有较为复杂的渊源关
系，又有很大的不同，但总体上又可纳入一个版
本体系。

《湖畔》初版本收 1920—1922 年的诗，1922
年 4 月由湖畔诗社出版。为“湖畔诗集”第一
种。该书封面由当时在上海美专读书的令涛设
计，为三色图案，由白云、青山、湖光和苇影组成，

“湖畔”作为书名标注其下，左下角用小字体标有
“一九二二年 油菜花黄时”字样。初版本由应
修人自筹 195 元而垫付出版，首印 3000 册，并由
其联系印刷、广告及销售事宜。因是四人合集，
又是自费出版，故无再版本。《湖畔》所收诗歌主
要是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的诗，仅收入汪静之
几首小诗。这事出有因：“当时我的《蕙的风》已
交书店付印，所以只选他们三人的诗合编成一
册，编成后想到湖畔诗社四诗友不可缺一，就从
我的《蕙的风》草稿里取出四首加进《湖畔》里，作
为友谊的象征。”由此看，他们出版这本诗集，也
有其共同的目的：一是为了见证四人的友谊，二
是为了宣扬共同的诗学趣味。尤值得一提的是，
这本诗集中的诗在后来被收入各种诗选或文集
时，也基本保持初版本样态。比如，1957年，冯雪
峰编辑《应修人 潘漠华选集》，共收入《湖畔》中
的35首诗，除个别处稍有改动外（编者作了详细
注明），基本保持初版时的面貌。《湖畔》为新诗坛
第 5 本诗集（汪静之考证，见《回忆“湖畔”诗
社》），不但是“湖畔”诗社正式成立的标志，也是
继《尝试集》（胡适）、《女神》（郭沫若）之后开一代
新诗风范的诗集。

《春的歌集》为“湖畔诗集”第二种，共收 105

首诗，1923年 8月编成，1923年 12月由湖畔诗社
出版。初版本共分四部分：卷一 雪峰和漠华的
诗、卷二 修人的诗、卷三 若伽夜歌、卷四 秋夜
忆若伽。内页有“树林里有晓杨 村野里有姑娘”
字样，卷末为“湖畔诗集”的出版信息（广告）。这
本诗集没有收入汪静之的诗歌，也事出有因：“对
于《湖畔》二集，应修人计划仍出四人合集，不可
缺一。所以，在回信中附告汪静之选定诗稿，抄
寄给他。……特别是《蕙的风》一九二二年九月
出版后，有了点小名声气，产生了爱惜羽毛的念
头，诗作仍没有提高，自己也不满意，不准备出
版，所以没有将诗稿寄去。”

《苜蓿花》为“湖畔诗集”第四种，1924 年 11
月 1日编成，1925年 3月 25日出版，为 64开狭长
横排本，粉连史纸印刷，蓝色字体，可以说，装帧
很精致，可媲美《湖畔》。卷首内页印有“我的二
十一个春秋过去了！”字样，还有诗人的自序，云：

“有时我的心要哭，我就任眼泪流满我双颊；有时
我的心要歌，我就任他的声音传出。”其诗歌的整
体内容、情绪基调，由此可见一斑。卷末有“湖畔
诗集”四本书的出版信息。初版本共收 35 首诗
歌，每首 3 句，内容多为追忆亡妻之作，其情切
切，极具感染力。《苜蓿花》也仅有初版本，而无再
版本。

《蕙的风》初版本收1920—1922年的诗，1922
年 8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为新诗坛第 6本诗集

（据汪静之考证，见《回忆湖畔诗社》）。卷首有朱
自清、胡适、刘延陵序言和作者的自序。内页印
有“放情的唱呵”字样。初版本共分四辑：第一辑
36 首、第二辑 25 首、第三辑 3 首、第四辑 36 首。
1923年9月出再版本，1931年7月出第6版，1957
年9月又出修订本。前6版基本按照初版本样态
重印，所收诗歌的次序、数量及内容都没有改变，

1957年版修改极大。此后的版本较多，但多依据
1957年本，又有所修改，从而形成增订本。比如，
漓江出版社 1992 年版，首印 8000 册。1957 年本
及 1992 年增订本都是由《蕙的风》初版本和《寂
寞的国》中的部分诗歌组成，但它又不是诗歌选
集，故也将之纳入《蕙的风》版本体系内。增订本
与1957年本相比，其不同处主要有：篇目数量有
所增加，个别诗歌的题目稍有修改，卷首有修订
序言，卷末收入了各时期的评论。因其变化不
大，此处不作深入讨论。1957年版本与初版本相
比，其变动处主要有：（1）人称变换：将初版本中
的第三人称“伊”统一改为“她”。（2）次序变动：按
照写作时间先后，对初版本中的篇目次序重新排
定。（3）韵脚变动：初版本中的诗歌多为自由体，
押韵没规律，有的几句连续用韵，有的几句都无
韵，而且还用了很多方言韵；1957年版本对之进
行了改动，使得用韵符合规律，该用韵而没用韵
的地方重新补上韵，同时修正方言韵。（4）字句改
动：对原诗的字句重新改动，使其符合押韵规律，
或者使其更符合句意内容的表达。（5）章节整合：
对前文本中的章节、诗行重新进行整合，或调整
诗句次序，或删除原有诗行，或增加新的诗句，等
等，这样的整合近于“再创作”。比如，《题B的小
影》末尾新增一节：“月下老人底赤绳，偏把你和
别人相系。爱情被压在磐石下面，只能在梦中爱
你！”这就完全改变了前文本的表意体系，成为一
个全新的文本。（6）除了上述5种变动情况之外，
还有一种修改情况：文体变动。他将原本属于自
由体的诗歌，比如《过伊家门外》《祷告》等，改成
格律体或半格律体。到底是什么动因遭致了这
种文体上的重大变迁？这也颇为耐人寻味。新
中国成立后，古体诗写作蔚然成风，毛泽东、郭沫
若、臧克家等一时诗词往来，相互唱和，宛然形成

为一种文学气象。汪静之对前文本的修改，将自
由体改为格律体，特别强调诗歌的韵律体系，是
否也深受上述潮流的影响？

由上观之，《蕙的风》有好多个版本，形成了
一个独立的版本体系。《湖畔》虽只有初版本，但
与《蕙的风》（1957 年版和 1992 年版）、《应修人
潘漠华选集》《雪峰的诗》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
系，故也可认定其形成一个密切关联的版本体
系。从具体的文本修改情况来说，《应修人 潘漠
华选集》和《雪峰的诗》所收入《蕙的风》中的诗歌
基本保持原貌，而《蕙的风》对前文本的修改幅度
又极大。汪静之对前文本的修改并没有根本性
地改变原诗的思想内容，但是，他在诗歌韵脚、字
句等方面的改动，实际上，是在实践另一种新诗
艺术形式，故新修订后的诗歌自然就是新文本
了。他对原诗章节结构的整合和字句的增删，都
是着眼于修正诗歌艺术形式的需要，从而使得初
版本中的诗歌在情感表达、意境呈现、主题言说
等方面更富有逻辑性和层次性。他对韵脚的重
新修改自然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使得
许多经由修改后的诗歌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内容
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他对诗歌章节结构及句式
的调整，使得原先过于散漫的情绪、情感得到集
中表达，从而更符合现代自由诗的文体规范。可
以说，他的这些修改也部分地克服或弥补了早期
诗歌表意过于散漫、音乐性欠缺、不讲求技巧等
方面的缺陷。因此，这些经过诗人二次创作而生
成的文本也就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它们不但脱离
了五四时期的文化语境而成为新文本，而且还依
附1957年前后的政治氛围和文学规范而成为新
时代精神的物化产物。

这就涉及到汪静之修改这些诗歌文本的动
因。在1950年代，为适应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

需要，作家们曾经对创作于1949年之前的作品
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茅盾、曹禺、老舍、
王统照等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名的作家都依照
新规范主动或被动地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改
写。但是，从汪静之的文本修改情况来看，政
治意识形态对他的规约性体现得并不明显，他
只在诗歌艺术形式上进行修修补补，并没有表
现出对官方话语的直接呼应。这似乎也在表
明，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党和国家对作
家的要求还是相对较为宽松的，是以温和召唤
而非强力规范为主，因而像这类单纯表现个体
意识而不涉及工农兵思想的作品，也能够获得
在全国层面上发行的机会。只是从1957年下半
年“反右”运动扩大化后，此种只歌唱个人悲
欢、展露个体情绪的作品与整体的政治形势就
没有相互妥协或折衷的余地了。那么，他修改
这些文本的动因除了“作为‘五四’新文学史
料而再印”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上个
世纪50年代中期的汉语规范化运动似对汪静之
的文本修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就
是，诗人通过对前文本章节的整合、字句的润
色、韵脚的修改，删除或修订了许多江浙一代
的地方方言，大大弱化了民国时期的书面语特
色，从而使得诗歌语言明显带有50年代中期语
言规范后的特点。这也说明，作家对前文本的
修改动因是复杂而多种的，政治意识、语言规
范、出版方式、审查制度等都可能对作家的版
本修改构成深刻影响，但究竟哪种因素成为主
导动因，得需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再
者，汪静之修改这些诗歌的时间已距五四时期
30多年，而中国新诗经过30多年的发展，无论
语言还是艺术形式，都已今非昔比。汪静之以
1950 年代的语言规范及沉淀而来的新诗经验，
对创作于“五四”时期的诗歌进行修改，其重
新改写的文本自然就等同于再创作了。这些改
写过的文本不但减少了五四时期的语言风格，
而且也改变了那时的艺术形式，因而，1957年
的改写文本肯定不能一如作家的初愿——“作
为‘五四’新文学史料而再印”——而成为文
学史书写所依据的最佳“善本”，而是另一种形
态的，经由再创作而生产出的文本。总之，文
学史意义上的版本必须是1922年的初版本，而
不是1957年的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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