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产山药蛋的山西, 曾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一
个享誉新中国文坛的重要文学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
派名称里透着泥土的芳香，似乎如山药蛋般憨实可爱又有嚼
味儿。开始，命名者对该创作群体有意戏谑，觉得他们的作品

“土里土气，不登大雅之堂”。但恰恰是这种“土里土气”的浓
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让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包括
被并称为“西、李、马、胡、孙”（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李束为）
等在内的一批与山西有着地域渊源的创作者们，有了一个为
自我正名的契机。正如高捷在《山药蛋派作品选·序》中所言：

“把山西作家群称为‘山药蛋派’，不管出自爱昵的谐谑或微含
轻蔑的调侃都无关紧要,它的确较为确当、形象、风趣地概括
出这个流派的特色。”同时，他们也凭借其整齐的阵容和鲜明
的风格，正式进入了当代中国文坛的视域，一时声名鹊起，成
为那个特殊时代里深刻的文学印记。

一

追根溯源，“山药蛋派”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1942
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明确提

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
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1943年，
赵树理发表了《小二黑结婚》，可谓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山西抗
日根据地贯彻的成果，开启了山西本土创作在文学民族化和
大众化方面的大跨步。赵树理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熟悉农
村、深通农村之事、懂得农民之情。20世纪30年代，他就接受
了鲁迅倡导的大众化理论，立志做“地摊文学家”并为之努力
实践，可惜作品大多石沉大海。而他的《小二黑结婚》一问世，
却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捧，引起社会性的震动。仅太行边
区便连续印到4万册，小二黑、小芹、三仙姑、二诸葛成了妇孺
皆知的人物。这个有着历史原型的悲剧故事，被赵树理改编
成青年男女抗争封建恶霸势力、争取婚姻自由的喜剧，具有重
要的社会意义，也迎合了时代对文学大众化的热切召唤。赵
树理的创作特点无疑恰当地应和了新的文艺路线，也就是以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展现他们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
的斗争胜利。赵树理似乎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
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为新文学树起了“走向民族形式
的一个里程碑”。他的名字也日渐响亮，并被誉为写农民的

“铁笔圣手”。从此，赵树理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农民的创作中，
写作了一批洋溢着浓郁山西乡土气息的作品。

无独有偶。当时，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李束为等这几
个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走上革命道路的“文艺界五战友”
也在山西，他们紧密配合革命的需要，在文学创作上与赵树理
不谋而合，创造了不少以山西农村为题材、适合群众口味的作
品。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批作家曾一度分散，到 20世纪 50年
代中期，又陆续回到山西，始终沿着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
的道路，不断创作有影响力的作品，如《三里湾》《锻炼锻炼》

《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赵树理）《三年早知道》《我的
第一个上级》（马烽）《赖大嫂》《宋老大进城》（西戎）《汾水长
流》（胡正）《南山的灯》（孙谦）《老长工》（李束为）等。1958年，

《文艺报》第11期推出了《山西文艺特辑》，将他们作为一个群
体进行了介绍。正如马烽谈“山药蛋派”时曾说，“从大的方面
来说，我们的政治观点，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基本一致。在
文艺观点上，又都是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原则。说到具体创作
上，我们都是以描写农村题材为己任。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
是农民及农村干部，自己所写的作品，总希望一些识字的人能
够看懂，不识字的人能够听懂。这样自然就要考虑到中国农
民欣赏文学作品的习惯，以及他们的爱好、兴趣、文化程度等
问题。而赵树理在创作实践上是做得最好的。他的作品,不
仅受到我们的喜爱，也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样板。很早以前，我
们心目中就认为赵树理是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一面旗帜。”他们
把赵树理当作领军人，共同走在毛泽东《讲话》指引的道路上，
乐此不疲地创作出“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作品来。

二

扎根于农村写作，是“山药蛋派”创作的根本出发点。他
们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忠诚于生活现实，坚定不
移地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正如马烽所说的，“主要是深入工
农兵的生活，创作要从革命的现实生活出发”。他们坚持深入
生活，体察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真正扎根农村，不局限于一
己悲欢，而是用心去撰写时代“大”生活、革命“实”生活、斗争

“热”生活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活”生活。赵树理的《小二黑
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就曾被周扬称赞为“三幅
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他笔下的人物
总是那么朴素厚实、真实可信。他说过，“我写那些东西是诚
心诚意当作革命工作做”，“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
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
写的主题”，只有这种“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才“容易产生指
导现实的意义”。

而“文艺界五战友”自幼参加革命工作，“对革命鞠躬尽
瘁，与群众情同手足，同生活水乳交融”，他们顺应革命的需要
而从文，却将笔触深深扎根于革命的土壤和群众的心坎里。
在他们看来。“当作家，与当工人、当农民、当战士是一样的，都
是为了革命的需要，都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家写
作“决不是一己的私事，决不能从自我出发，决不能无遵循、无
目的，决不能为艺术而艺术”，而应该“以革命为己任，以民族
为源本，以群众为母亲”。赵树理则是在革命化的基础上真正
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民族化和群众化。他曾言，“中国的大多数
群众既然喜欢吃面条、大米、馒头，我们就不必硬要塞给他面
包夹黄油，何况精神食粮又跟物质食粮不大一样。物质食粮
不论这个那个还可勉强凑合，精神食粮就不好办。如果你给
他一本小说，上边净写些风呀月呀，又写得离奇古怪不好懂，
他就不看了……我们搞艺术创作的人，要为群众服务得好，就
得照顾群众的习惯，使我们的兴趣与群众的兴趣取得一致。”
孙谦更是强调作家在生活洪流中，在革命斗争中，在生产建设
中，在一切政治活动和社会事变中，都一定“要作局中人，要想
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这样“时间久了，便有一些使你
激动的人物，在你脑子里活动起来，你忍不住地要写”。虽然
其他“山药蛋派”作家的创作特点和艺术探究各有不同，但他
们与生活、群众始终保持着水乳交融的关系，与生活“一体
化”，与群众长期“共事”，与农民促膝交谈。并且他们一直用
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根据地”——赵树理以长冶、晋城、沁水
县为中心；马烽以汾阳、孝义两县为中心；西戎以运城、永济为
中心；孙谦以榆次、太谷、祁县为中心;李束为以忻州、原平一
带为中心。

对现实生活开掘得越深，对地域文化特征把握得越准，作
品的影响力也就越大。这批深受山西地域文化养育的“山药
蛋派”作家们，在艺术上执守革命现实主义倾向以及通俗化、
民族化的艺术追求，使得其他作家还在苦苦探寻文艺大众化
道路时，他们就已经成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宠儿与标兵，他们从
自身行动到文学创作实践，都最大程度上契合了解放区文艺
大众化的要求，为当时的文艺道路指引了方向。此外，“山药
蛋派”的作品不注重场面的描写和内心的雕镂，总是以完整的
故事、生动的情节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见长，而且语言生动，笔
致朴素。正如老舍所言，“世界上最好的著作差不多也就是文
字清浅简练的著作”，“山药蛋派”就是将这种语言的清浅简练
运用得游刃有余，并以机智诙谐的民间化叙事语言将故事讲
述得鲜活有趣，把人物烘托得鲜明突出。

三

“文革”期间，赵树理成为“周扬树立的黑标兵”，遭到
残酷迫害批斗，最后被折磨至死，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作
古。20 世纪 70 年代末，文学事业逐渐步入正轨。虽然“山
药蛋派”的创始人赵树理已经不在人世了，但西戎、李束
为、马烽、胡正、孙谦这“山药蛋派”五员大将仍宝刀不
老，创作了新的“山药蛋派”作品。马烽和孙谦合写的《咱
们的退伍兵》 还在文坛和影坛赢得了普遍好评。20 世纪 80
年代末，马烽调回北京，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1994年才
因身体原因回到山西。当时，西戎担任山西省作协主席，并
创作了作品 《春牛妈》《耿劳模》《赵庄闹水》《难忘的一
幕》《走向新岗位之前》《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等作品。李
束为除短篇小说 《雨过天晴》《清风习习》 问世外，散文也
大获丰收。孙谦则以创作电影文学剧本见长，并与老搭当马
烽继《泪痕》后,又合作写出《山村锣鼓》《几度风雪几度春》《黄
土坡的婆姨们》等电影文学剧本，大多被搬上银幕。当时任山
西省作协党组书记的胡正，也有小说、散文不断问世。1992年
5月，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西、李、马、胡、孙”
五位“山药蛋派”元老以“人民作家”的光荣称号。20 世纪 90
年代，几位作家相继去世。直至 2011 年 1 月 17 日，硕果仅
存的一位，即长篇小说《汾水长流》的作者胡正也与世长辞。
至此，似乎“山药蛋派”真正退出了历史的帷幕。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的出现有其历史
必然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山药蛋派”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
文学流派已走到生命的尽头，但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
经辉煌过、甚至代表过一个文学时代的重要文学现象，以及它
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依然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记忆中，成为
对那个时代的文学最好的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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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药蛋派”：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学印记
□方 奕 刘冬青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共产党人的
精神家园。抗战时期，一大批青年为寻求革命
真理，实现民族独立，纷纷毁家纾难、投笔从
戎奔赴延安。在这一批人流中，有一群来自黄
河对岸的山西人，他们活跃在延安的文艺界，
以笔为枪，努力记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
国乡村社会的巨大变迁，践行着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集体的
力量推动着文艺大众化、民族化，开创了革命
文学的新纪元，为中国20世纪文学增添了崭新
的一页。

抗战初期，延安宽松民主的政治氛围、衣
食无忧的生活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提供了便
利，也推动延安文艺界进入创作上的繁荣期，
然而文艺界的各种矛盾也不断浮出水面，作家
思想观念的混乱、文艺界团体主义、宗派主义
普遍存在、作家游离于党组织之外等问题，都
严重地影响延安文艺界的团结和革命任务的完
成。为了整合文艺界的力量、促使文艺成为打
击敌人的有力武器，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
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
务的总方针，提倡作家深入工农兵生活，创造
老百姓喜闻乐见、具有中国风格的作品。之
后，在 《讲话》 的推动下，文艺界掀起了整风
运动、贯彻 《讲话》 精神的高潮，一大批文艺
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生活，接受再教育。《讲话》
的发表推动了文艺工作者思想观念的蜕变和创
作方式的转型，同时也认可和鼓励了一批长期
坚持文艺大众化实践的作家，赵树理便是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作为党的宣传战线的工作者，赵树理在长
期的宣传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五四”以来中国
文坛涌现出来的西方色彩浓厚的欧化语是无法
进入传统农村社会民间话语体系的，也不符合
老百姓的审美习惯，农村社会充斥的是迷信色
彩的浓厚封建话本、传说故事。赵树理立志挤
压贫瘠、封建的农村文化的生存空间，重新占
领农村文化市场，改变民众的不觉醒状态，号
召民众参与到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的事业中
来。作家将这一理念融入到创作实践中，赵树
理在编辑 《黄河日报》（副刊）《中国人》 报

《新大众报》时，创作了大量生动、活泼、生活
气息浓厚的小说、小戏、快板等通俗文艺作
品。工作之余，作家将工作中遇到的具有代表
性的问题收集起来，进行艺术加工，1943 年 5
月，赵树理完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 《小二黑结
婚》，然而，赵树理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文艺界的
认可，文艺界主流话语认为其作品太土、太
俗，无法登上高雅的文艺殿堂，直到 《讲话》
的发表这种窘况才得以改变，在彭德怀同志的
干预下这部作品才得以面世。同年10月赵树理
又创作了 《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孟
祥英翻身》 等反映农村社会巨大变化的系列作
品，受到广大老百姓的喜爱、欢迎，之后作品
经过不断改编被搬上舞台，走进更多的工农兵
读者中。

赵树理自觉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
针，在短暂的几年时间便取得了丰收成果，作

家也开始进入延安文艺界领导者的视野。1946
年6月9日《解放日报》第4版转载了赵树理的
代表作品 《地板》，该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5 日

《解放日报》 连载了赵树理小说 《李有才板
话》，罗工柳和杨君专门创作了插图。作为党中
央的机关报 《解放日报》 连篇累牍地刊发赵树
理的作品，极大地助推了赵树理作品的传播，
也代表着解放区文艺界对赵树理大众化文艺实
践的认可。8月26日《解放日报》第4版整刊发
表了周扬的评价赵树理的文章 《论赵树理的创
作》，文章中赞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
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同样远在上海的郭沫
若也在 《板话及其他》 一文中给予赵树理小说

《李有才板话》 极高的赞誉，他说：“我是完全
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
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
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
兴趣的。”1947 年，晋冀鲁豫的文艺界文联召
开会议，会议提出向赵树理学习。在此之后
陈荒煤著文阐释了赵树理方向，赵树理也成
为延安乃至全国最有名气、最能代表解放区成
就的作家。

赵树理的创作是践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 思想的典范，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
顺应了文艺大众化的创作方向，适应了老百姓
的审美追求和审美习惯，广大读者和文艺界领
导将其推进文艺的殿堂。

延安是民族解放战争的大本营，这里培养
和造就了一大批革命工作者。抗战时期，党中
央在延安建立了大量高等院校，包括著名的抗
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成为传播革命火
种、培养革命骨干的基地。为培养各根据地的
艺术人才，1941年4月1日鲁迅艺术学院和八路
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合作成立部队艺术学院，驻
扎在延安桥儿沟，其下设戏剧、音乐、美术、
文学 4 个系和培养演员的普通班，鲁迅艺术学
院教员授课负责培养。学员大部分是来自各抗
日根据地的文艺社团的干部，包括吕梁剧社、
黄河剧社、战斗剧社、七月剧社、前线剧社
等，其中美术班的马烽、文学班的孙谦、戏剧
班的西戎、胡正、朱东、孔庆华等，都是来自
山西各地的青年文艺工作者，这些穿梭于延安
大街小巷、漫步于延河边的年轻人，可以暂时
告别战火的喧嚣，享受战争间隙这份难得的宁

静。这群普通的学员，自然没有资格出席在延
安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然而，身处延安
的文艺爱好者，必然也听闻了关于座谈会的
种种细节、粗略精神，他们也有机会在其他
场合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演讲。文艺工作者们如
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专业书籍，忙于聆听各种
演讲、报告，延安积极进取、追求进步的文化
氛围，成为他们日后走上文艺创作道路的重要
推动力，也成为这批青年作家人生中最为宝贵
的人生财富。

马烽，是黄河剧社 （后与吕梁剧社合并，
统称吕梁剧社） 推荐赴延学习的部队文艺工作
者、日后“山药蛋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却阴
错阳差地成为部队艺术学院美术班的学员。刚
进校门不久的马烽，被查出有慢性肾脏炎病，
被迫住进鲁艺医务室进行治疗。“部艺”的图书
馆离医疗室不远，马烽利用治病这段时间，阅
读了“部艺”图书馆两个窑洞中的大量中外名
著，阅读极大地开拓了他的文学视野。病愈
后，马烽被重新分配至部队艺术学院担任美术
队的队长，系统学习美术理论。当时担任“部
艺”美术教员的是王朝闻、马加、古远等延安
美术界的知名学者。毛泽东赴鲁迅艺术学院做
演讲，马烽有幸前往，走出“小鲁艺”，走向

“大鲁艺”，号召师生深入火热的工农生活的演
讲，给年轻的马烽留下深刻印象，成为其日后
坚持大众化创作的精神动力。

马烽在延安时期开始了文学创作尝试，并
将创作好的作品送往位于清凉山的 《解放日
报》 社驻地，在这里他发表了处女作 《第一次
侦察》，也结识了《解放日报》文艺刊的编辑黎
辛，日后马烽的代表作 《吕梁英雄传》 的发表
也得益于老友黎辛的帮助。

马烽学习结束后，回到晋绥革命根据地继
续参与文艺宣传与文学创作，1945年根据晋绥
边区召开的第 4 次群英会的采访经历和西戎合
作创作了反映晋绥人民杀敌保家的章回体小说

《吕梁英雄传》，1945年6月5日始小说在《晋绥
大众报》 连载，与读者见面。1946 年 9 月 16
日、30 日 《解放日报》 文艺刊进行了摘录转
载，经赴重庆谈判的董必武等人的介绍，《吕梁
英雄传》 也成为解放区传到国统区的第一部长
篇小说。

延安“部艺”的学习，对马烽来说，只能

看作是其走上文学艺术道路的开始。每个作
家，不可能只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就能成就一
生，创作实践中也需不断的打磨和完善，才能
形成作家特有的风格。“部艺”短暂的培训学习
开启了马烽的文学创作之门，在党的培养和

《讲话》精神的指引下马烽开始半个多世纪深入
生活、贴近实际的创作之路。

与马烽同属吕梁剧社的李束为、孙谦，随
“决死二纵队”下属的黄河剧社到达延安，李束
为顺利考取了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编剧班，年
纪较小的孙谦分配至部队艺术干部培训班，部
队艺术学院成立后，孙谦转至“部艺”文学班
学习。承担部队艺术学院教学的都是鲁艺的教
师，周扬讲授《艺术概况》、张庚负责《戏剧概
论》、周立波主讲 《名著选读》，名家学者的讲
授给他们开启了一扇文学之门，让其尽情地遨
游在学术海洋中。位于鲁艺东山的图书馆更是
他们常去的地方，这种读书生活开阔了这些年
轻人的视野，他们也通过阅读汲取了知识养
料。鲁艺周末举办的各种晚会，不安分的年轻
人跃跃欲试。戏剧系排练苏联名剧 《带枪的
人》，李束为负责道具工作。两年的学习生活结
束后，李束为被分配至河曲县担任农会干事，
孙谦被分配至山西保德县。延安学习期间的知
识积累，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他们内心的创
作激情再次被点燃，1943年8月3日、4日《解
放日报》 发表了李束为的第一部作品 《租佃之
间》，孙谦也开始了艺术创作的尝试，创作了大
型歌剧《王德锁减租记》。

1939年大扫荡开始，活动在黄河之滨的吕
梁剧社决定撤往延安进行休整和培训学习。吕
梁剧社受王震将军的推荐，奔赴延安。

胡正，是吕梁剧社的成员，也是赴延安学
习的最年轻的山西文艺工作者之一，其学习经
历也因战事的变化而一波三折。1939 年 11 月，
年仅15岁的胡正跟随吕梁剧社在延安演出，期
间在鲁迅艺术学院进行了短暂的学习。之后，

晋西北地区反扫荡战役加剧，胡正返回晋西北
参加战斗。1940年2月1日，延安城北门外举行

“延安民众讨论 （精卫） 大会”，胡正参加聚
会，见到了毛主席。1940年10月经组织推荐他
再次赴延安学习，在鲁迅艺术学院附近的部队
艺术干部训练班和部队艺术学院学习，系统集
中地学习了中西文艺理论知识，理论的积淀提
升了他创作的水准。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不
久，毛泽东主席亲往桥儿沟，为鲁艺师生作报
告。胡正认真聆听着，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
揣摩着其中蕴含的深意，长久困惑他的疑团终
于茅塞顿开，他明白只有贴近群众，深入火热
的战斗生活，才能创作出真正的作品，也才能
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延安的激情、火热的
生活激发着年轻胡正的创作欲望，他开始了创
作上的尝试，丰富的斗争实践成为他艺术构思
的宝藏。1943 年 5 月 26 日胡正在 《解放日报》
副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小说 《碑》，同年，10
月 14 日 《解放日报》 发表了他的 《民兵夏
收》，尝试中的成功，极大地鼓舞着年轻的作家
不断进行艺术上的探索，也坚定了作家“文艺
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理念。学习之余，胡正
也积极参与剧社的排练、演出。《讲话》 之后，
剧社一改以往演洋戏、大戏、古戏的风气，开
始贯彻 《讲话》 精神，排练新戏。胡正参与了

《晋察冀乡村》的排练，该戏在杨家岭中央大礼
堂演出，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和
群众的欢迎，胡正在其中扮演一名民兵。1942
年夏，学习结束后，胡正回到晋绥革命根据
地 分 配 到 八 路 军 一 二 ○ 师政治部“战斗剧
社”，继续从事宣传工作。

同属吕梁剧社的西戎也被安排进鲁迅艺术
学院的干部培训班戏剧班学习，可以旁听鲁艺
的课。鲁迅艺术学院是当时延安的文艺活动的
中心之一，各种名人学者的演讲、各种剧团的
演出以及各种学术讨论经常出现在鲁艺校园
里。西戎在学习之余，奔走在各种活动现场，
接受着文化的洗礼，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感染
着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学习期间，西戎创作了
第一篇小说 《我掉队了以后》，在 1942 年 10 月
31日 《解放日报》 发表。学习结束后西戎返回
晋绥革命根据地，这段求学经历也成为其日后
走上创作道路的重要推力。

这群来自山西的文艺工作者，他们没有复
杂高深的教育背景、深厚的理论学养，他们仅
有的是与人民群众的水乳交融、革命实践的热
情参与、民族灾难的感同身受以及对文学艺术
的执著追求，这构成了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内
因，他们也以集体力量践行着“文艺为工农兵
服务”的文艺方针，这是“山药蛋派”在20世
纪中国文坛的初次亮相。

“山药蛋派”的初次亮相
□梁向阳 陈忠红

经典作经典作家之家之
““山药蛋派山药蛋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