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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先生：
前不久先生带抗大的参观团路经文联，许多

同志同你谈了我的几个错误观点，在这里我对此
作一解释，谈谈我的看法。

对于他们鄙夷农民吃南瓜汤、臭酸菜，指责
他们长年累月不洗脸、不剃头，我觉得他们这种
态度是“平凡的残忍”。目前正在我们抗日根据地
吃南瓜喝酸汤的同伴们正是建设新中国的支柱，
在贫穷和愚昧的深窟中沉陷着的正是我们亲爱
的同伴，要不是为了拯救这些同伴们出苦海，那
还要革什么命？把金针海带当作山珍海味，并非
千古不变的土包子；吃南瓜喝酸汤也不是娘胎里
带来的贱骨头。作革命工作的同志们遇上这种现
象应该引起的是同情而不是嘲笑——孰视无睹
已够的上说是个“麻痹”，若再超然一笑，你想一
想该呀不该？我们的工作越深入，所发现的愚昧
和贫穷的现象在一定的时间内将越多（即久已存
在而未被我们注意的事将要提到我们注意范围
内）希望我们的同志哀怜勿喜诱导落后的人们走
向文明，万勿以文明自傲弄得稍不文明一点的人
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以上是我这多年在农村工
作的点滴经验，也是我在八区任职四个月的切身
体会谨作参考。

愿公台揽
赵树理

民国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启
这封信面世于 2005 年前后，后被收入由董

大中担任主编的六卷本的《赵树理全集》，注有
“一丁提供”字样。“一丁”为长治赵树理研究会常
务副会长，在 1950 年代，常与赵树理交往。这封
信就是由他在沁水街一古玩店发现的。原件是一
张竖写长 46cm，高 20cm，印有红色格子的次等
宣纸上，字为繁体，最后以 16000 元的高价被运
城市赵树理纪念馆收藏。该信的发现和被收入全
集不仅是赵树理研究领域内的又一件大事，也为
学界研究“山药蛋派”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份
无比珍贵的文献史料。之所以说它珍贵，不仅因
为书信中提及的这两位作家都是现代文学史上
的名家，更是因为这封信的内容涉及到了 1944
年前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文学界动态、作家们对

“山药蛋派”的态度、赵树理对时局及文艺策略的
评价等诸多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前瞻性的文学
问题。近几年来，《山西日报》《中国现代文学丛
刊》及国内一些大型文学专业网站，也都曾刊发
书信全文及研究成果，但多局限于史料的介绍，
对其文学史意义几无涉猎。

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由八路军129师创办，也
是八路军总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冀鲁豫
边区政府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抗日军政大学、鲁
迅艺术学校等文化团体的进驻地。“据统计，整个
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战斗和生活过的我们现
在所知的记者、学者、艺术家、画家等各界文化名
人竞达 600 余人。”（《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赵
树理、周立波、刘白羽、丁玲、吴伯萧、卞之琳、李
公朴等名人和史沫特莱、斯特朗、英国记者何克
等国际友人都曾来到太行根据地。这就形成了另
一个堪与延安文艺界相媲美的抗日文化中心。书
信中提及的“八区”指太行行署下辖的八个专区，
赵树理在此蹲点、任职，深入农村，积累了大量的
鲜活经验，这种自下而上直接深入生活一线的文
艺实践方式，自然不同于那些从国统区、敌占区
来的高高在上的、与根据地生活有点“隔膜”的间
接体验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两类文人在
文艺观上引发争执，甚至彼此嘲讽，也是必然之
事。就此而论，太行根据地的文艺界现状与延安
相比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其最大区别在于，太
行文艺界对“大众化、通俗化”和“为工农兵服务”
等文艺理念、路线的认同和贯彻，要远远滞后于
延安文艺界。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嘲讽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刊行不顺畅的根本原因所在。
徐懋庸早在上海左联时期就已为文学界所

熟知。他是著名的杂文家，挞伐权贵及黑恶势力，
宣扬真理及光明力量，尽显青年人的那种蓬勃朝
气和看问题的锐利视角。鲁迅曾经为他的书写过
序言。作为周扬的亲密战友，他在“两个口号”论
争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矛头直指鲁迅及其追

随者，一时成为文艺论争的焦点人物。后只身奔
赴延安，担任“抗大”教员。他与鲁迅的论争早已
成为历史，多少年来，学界一直对之畅谈不衰，且
纷争不断。其中恩怨姑且不谈，但我们必须承认
一个基本的事实——他是一位有理想、有热血、
有才气的新文学作家。1938年，他来到延安，受到
毛主席的热情接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的
才华也被彭德怀看重。“抗大”迁校路经八路军总
部（辽县麻田）时，他被彭总当场留下，委任为太
行文化界的领导。这都成为一段佳话。信中所提

“文联”即为当时在太行山根据地的“华北文联”。
徐懋庸与太行文艺界代表的座谈是抗日根据地
内部文艺团体之间的交流活动。在座谈会上，太
行文艺界有些人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态度出乎
其意料，他肯定不会想到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对意
见。作为一个文学事件，它对我们研究延安与其
他抗日根据地文艺界之间的关系、根据地内部文
艺流派的生成与发展等，都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
和深入分析的典型个案。

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领军人物，在今天看
来，其在整个解放区文艺界的影响力自不在言。
然而在太行根据地，他的文学创作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并不被主流文艺圈所认同。在这封信中，他
向徐懋庸谈了他对目前整个抗日根据地艰苦环
境的看法，表达了对那些“吃南瓜汤、臭酸菜”的
根据地军民的由衷赞美，并观点鲜明地指出，他
们是“建设新中国的支柱”和“我们亲爱的同伴”。
字里行间流露了对指责自己的文艺界同志的极
大不满和抗议。当时过境迁，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赵树理的这些陈述，不仅自问：在那个阶级斗争
和民族矛盾都如此尖锐的年代，他所说的这些难
道不是常识吗？还用得着以如此口吻向文艺界领
导据理论争吗？华北文艺界的那些同仁难道真的
不认同赵的文学成绩吗？

其实，他们对赵树理的指责、挖苦，其矛头不
在个人，而是两种文学流派之间的争论、博弈。正

如延安曾经发生过有关文艺为谁服务、遵从何种
风格的激烈论争一样，在太行根据地也存在着两
个派别：一派是以高咏、陈默君、蒋弼等人为代表
的继承“五四”文学传统和苏俄文学经验的所谓

“正统派”，另一派就是以“赵树理”为旗手的、从
根据地内部成长起来的、具有浓厚地域特色、追
求大众化和通俗化风格的“山药蛋派”。两派之间
的对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彼此之间不但互相
看不起，而且论争不断、互有贬斥。在赵树理写这
封信之前，其《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早已在
太行革命根据地内部广为流传，在延安也是为群
众所喜闻乐见、老少皆宜的作品。然而，在“正统
派”看来，他们认为赵的作品描写的都是“不洗
脸、不剃头”之人，难登大雅之堂，不值得提倡，并
对之进行挖苦、嘲讽。他们崇尚的是像果戈里《大
臣》《雷雨》和马雅可夫斯基诗歌这一类的文艺作
品。他们追求的依然是“人性”、“启蒙”、“高雅”等
新文学的艺术传统。因为他们并没有赵树理那样
的自觉的大众化文艺追求，所以，两派之间发生
文艺争论，也就实属必然。这也都说明，在 1940
年代，不仅在延安存在着“文艺为谁服务、走何种
道路”的困惑与论争，在太行革命根据地也同样
面临此类问题，而且，问题的解决也不是短时间
内所能完成的。

文艺在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中的作用被提高
到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地步，这是中国现代文艺、
新文学作家的神圣职责和巨大荣耀。太行根据地
的文人也大都是来自大城市的、接受过“五四”新
文学沐浴和左翼文学洗礼的文学青年，然而，烽

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让个体的生命变得难以预知
和把握。高咏、陈默君、蒋弼等华北文联的骨干分
别在 23岁、30岁、32岁时牺牲于日寇的扫荡中，
不免给后人留下诸多的遗憾和无尽的叹息。其
中，蒋弼的被捕及牺牲堪称根据地文人喋血杀场
的代表。这位担任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
东南分会的常务理事、《华北文艺》主编的文学青

年被俘后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及被日
军当作肉靶子活活刺死的历史场景，都值得后人
用一生去描绘和书写。在命不保夕、前途未卜的
抗战年月里，在炮火连天、生灵涂炭的险恶环境
中，他们还以如此高涨的热情谈论着文学和人
生，其精神和理想，足以让今天的无聊文人汗颜。
更何况，他们在文艺界的论争，即使在特定的历
史语境中，不论秉承何种理念和风格，不论发生
过何种争论，也都是那个时代错综复杂的文化语
境使然。他们的经验及不足，放置于整个新文学
的发展历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他们
的存在及论争过程也说明，中国新文学在“启蒙”
和“救亡”之间的推进、摇摆，在“文艺大众化”与

“文学本体性”之间的探索、实验，不仅发生于京
沪等大文化场域中，也存在于经济和文化都很落
后的根据地的山间村落。然而，那个时代的文艺
争论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有意义的。“这个争论，
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统
一战线，是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
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
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
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
也争论得很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
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
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毛主席评价“两
个口号”的论争时所说的这段话，也可用来描述
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内部这两派之间的论争。假如
赵树理没有将这些内容付诸文字，假如这封信不
被及时发现，我们又从哪里获悉当年太行山文艺

界的真实动态呢？
这封信原封不动地还原了一个文学现场，即

赵树理的创作被阐释为“一个文艺方向”、“山药
蛋派”风格被确定为一种流行的文艺范式之前，
太行根据地文艺界内部所存在着的真实的文艺
动态和作家精神样态。不像延安文艺界那样，自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经召开，其文艺
方针和艺术实践就会被迅速执行，延安讲话精神
在太行山根据地的传播与被接受都还有一个延
宕过程。一个可供说明的例子就是《小二黑结婚》
刊行事件。其最初的发表也不顺利，遭到各方面
的抵制，其出版也不得不借助权威话语的推动才
得以实现。“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
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彭德怀在其初版本中的题
词很能说明问题所在。这至少表明，延安讲话精
神在《小二黑结婚》创作前后似乎并没有在太行
文艺界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因此，《小二黑结婚》
也并不是《讲话》精神的直接产物，而是赵树理的
自觉追求不期然地与之发生了重合之故。在这封
信中，赵树理对太行文艺界同仁的斥责非常气
愤，对当时文艺界的现状多有不满，为自己文艺
追求的正当性极力辩护，极力陈述自己的文艺追
求在当前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中的意义。赵树理说
他们的态度是“平凡的残忍”，言辞可谓尖锐、激
烈。须知，写这封信的年代已经是1944年4月了，
距离延安讲话发表已将近 2 年，然而，太行文艺
界的现状似乎依然如昨。这也都说明，即使在党
领导下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后扩展为解放区）内，
其对延安讲话精神的领悟、消化及传播也存在着
很大的差异性，不同文艺派别之间的博弈与论争
一直持续不断。而这又是“山药蛋派”逐渐形成时
的第一文学现场。因此，我们对任何一个文学流
派的研究，都不可忽视对其在发生学意义上全面
而深入的审视。

他们的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 1945 年，才表
现出有所缓和的迹象。这当然与远在延安的周扬
所写的一篇文章《论赵树理的创作》有重要关联。
按常理推测，徐懋庸肯定会将座谈会的内容向周
扬汇报，而周是延安文艺界毛泽东讲话精神的主
要阐释者、推行者之一。如果徐是问题的发现者，
周则是问题的解决者。但不管怎么说，周的论文
是非常及时而有针对性的，既有着宏观的政治意
义上的考量，也有着微观意义上解决现实问题的
打算。周的介入为“赵树理方向”在整个解放区文
艺界的最终确立开了一个好头。1946年，郭沫若
和茅盾两位文艺界的“大佬”又分别撰文《〈板话〉
及其他》《关于〈李有才板话〉》，力挺赵。1947年，
陈荒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向赵树理方向迈
进》，可谓一锤定音，将之上升到了无以复加的政
治高度。周、茅、郭、陈等解放区文艺界的旗手们
联袂上演了一出力挺赵的大戏，自然对终止两派
论争起到了根本性的扭转作用。以赵树理为代表
的“山药蛋派”作家始终没有放弃对农村现实
问题的关注。由于他们对农村生活的谙熟、对
农民情感的认同和对农村现实问题的自觉关
注，这使得他们即使在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压
力下也敢于正视和反映那些从社会主义农村内
部生发出来的消极因素或阴暗面。他们介入现
实的情怀、责任意识和艺术探索精神值得后人
继承和发扬，但是，依笔者之见，“赵树理方
向”本质上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服务于军事斗
争和政权建设所形成的一种实用主义策略，因
而在某一段时期内它是合乎实际的，在某一段
时期内它又是背离主流方向的。在“合乎”与

“背离”之间，命运悲剧便会时常发生。赵树
理当年在解放区的风光及 1949 年进京时的荣
耀，与其进京后的冷遇 （不被重用） 以及晚年
的悲惨遭遇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证。

不改初心方得始终不改初心方得始终
□王 雪

伟大的作品不是靠力量，而是靠坚持完成的。这句话对
于人民艺术家赵树理来说再合适不过，终其一生，他都在坚持
书写农村，而农村也成就了他的伟大。

老汉的家学

赵树理出生在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此处正是愚公移山
神话中，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结合部。历史上曾留下“支分
太行之秀气，联王屋之奇，龟蛇呈形，金水结群，群山环拱，众
壑潆洄，地险处于天成，胜盖收其精气”的描述。而中华民族
的两位圣君——唐尧和虞舜传说也曾在此耕耘，因此这里的
人重农桑，多朴质。此外，赵树理出生的村庄尉迟村也大有来
头，相传，在李世民登基之后，封尉迟恭为“吴国公”。贞观年
间，因不满太宗迫害忠良的做法，甘抛厚禄，到此隐居。尉迟
恭出身贫寒，早年与刘备一样，曾以编织为生。他向村民们传
授了编簸箕技术，赵树理的父亲就是闻名乡里的编簸箕能
手。后来，吕窑村民为纪念尉迟恭，改村名为尉迟村。尉迟恭
刚直不阿、一身正气的人格风范被村里奉为精神典范，村东南
河岸上，建有尉迟庙，香火甚旺。

除了信奉尉迟恭的勇猛刚毅，沁水县还有着深厚的信神
敬巫的传统。形形色色的宗教道门牢牢占据着村夫愚妇的脑
海，封建迷信的思想犹如山里挥之不去的乌烟瘴气，代代相
传。赵树理曾经回忆：“抗战期间，日本人把我们的人压在茅
坑里，青年人往外救还要问问阴阳先生。”赵树理祖父是“三圣
教道会”的忠实信徒，而父亲则是阴阳卦术的传人。在这种浓
厚的宗教气氛中，赵树理很小就接受了《三圣教道会经》《百中
经》《玉匣记》《麻衣神相》的启蒙教育。尽管，父子俩的联手努
力最终没能让赵树理成为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却又培养了
赵树理与人为善，乐善好施的品质。

虽然在宗教信仰的培育上，父亲赵和清十分失败，但是作
为儿子民间曲艺的启蒙老师，赵和清确实当之无愧。赵和清
不仅农事娴熟，通晓阴阳八卦，同时也是个音乐上的天才。拉
得一手好巨琴，是当地民间音乐组织“八音会”中的主心骨。
农闲时，赵和清常带着儿子到八音会上见识各种民乐，很快赵
树理就可以和父亲一起吹拉弹唱。后来赵树理还练就了一手
绝活，能一个人打鼓、拨、锣、旋，用口带胡琴还不耽误演唱。
在民国六年一次村社联合八音会比赛中，年仅12岁的赵树理
就作为尉迟村的鼓手出战，最终凭借着天衣无缝的表演，尉迟

村拔得头筹。
无论生前身后，赵树理都是以农民艺术家的身份著称于

世，但有趣的是，稍微细查家谱，就会发现，赵树理祖上并非农
民，赵树理的高祖钟恩、钟勋两兄弟，分别高中太学生和武举
人，曾在尉迟村各自盖起两进三层的官邸，在这个环山僻壤之
间，称为钟鸣鼎食之家并不为过。尽管到了赵树理祖父忠方
公一代，家道中落，但是，文脉不绝，赵树理的祖父和父亲都识
文断字，是乡间有名的智多星式的人物。祖父更是多次参加
科举考试，虽然自己与功名无缘，屡试不中，却在弥留之际，留
下让孙子“励志尚学，光耀门庭”的遗愿。正是在这种不绝如
缕的文化血脉的传承中，赵树理走进了私塾，又从私塾走进了
榼山高小，走进了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又从这里走向了社
会，走向了革命。

妍媸且不论，自有文章惊海内

赵树理曾经反复强调：“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
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民读者的。”

照顾群众的欣赏习惯是赵树理一贯的艺术原则，在抗日
战争期间，关于是否应该用群众语言进行文学创作一直存有
争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边区曾经有一次关于文学走
向的讨论。当时不喜欢抛头露面的赵树理一反常态扮演起了
舌战群儒的诸葛亮的角色。1941年10月，太行山腹地黎城县
一个被汉奸操纵的邪教组织——离卦教号召五六百名信徒攻
击县政府，宣称各级公务员是妖怪转世，必须杀掉才能免除普
通人的灾祸。次年1月16日，400多位文化名人齐聚清漳河旁
的曲园村，讨论文化宣传的走向。

会上，一言不发的赵树理背着挎包，走到台上，把一本本
破烂的线装书：《太阳经》《玉匣记》《老母家书》《增删卜易》《洞
房归山》《秦雪梅吊孝》……随手从中拿出一本，高声朗读：

观音老母坐莲台
一朵祥云降下来
杨柳枝儿洒甘露
拯救世人免祸灾
……
面对台下的指责和哄笑，赵树理不为所动，扬着手里的书

大喊：“请你们回去看看跟着来的马夫、勤务员的手上，拿着的
是你们写的1—2000本呢，还是这种小本本。老实说这些书就

是从他们那里随便找来的，因为家家都有，他们一到驻地也就
能借到。它像敌人的挺进队一样，沿着太行山爬上来，毒害着
我们的人民。可惜我们一向不干预这些事，甚至以为新文化
运动应该不涉及这些低级的事情，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
应该起而应战，挤进他的阵地，打垮他，消灭他。但在形式上
还要向他学习，因为它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赵树理文艺通俗化的建议，来
自国际新闻社的记者高咏就断言：用群众语言写不出伟大的
作品，群众虽然是大多数，但却是落后的，先进群众是主要的，
不能以数量的多少为标准。

对于高咏的言论，赵树理并没有针锋相对，他说：“我搞通
俗文艺，还没想过伟大不伟大，我这是想用群众语言，、写出群
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因为群众再落
后总是大多数，没有大多数就没有伟大的抗战，也没有伟大的
文艺。”

在抗日战争期间，赵树理曾经担任过多个报纸的编辑或
主笔。为了取得好的宣传效果，赵树理放弃了一般知识分子
的精英立场，采用通俗化的语言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进
行宣传。赵树理深谙通俗化是和普通农民打成一片的关键，
因此，赵树理不仅让文字浅显直白，还要力求合辙押韵，以便
读起来朗朗上口，为了编辑这些精巧俏皮的韵文，赵树理与那
本《五元方音》几乎形影不离。在赵树理主编的版面中“小说、
话剧、诗歌、唱剧、鼓词、快板、预言、相声、民间歌谣……”各种
民间文纷至沓来，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幽默风趣、扣
人心弦、朗朗上口的小说则让赵树理成为边区知名度最高的
作家。尤其是《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的相继出版，让
赵树理一下子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小二黑结婚》打破了新
华书店文艺书籍仅印 2000 册的极限，印刷数量达到了 40000
册；《李有才板话》在沪连出三版都销售一空，买不到的人四处
借阅，青年群众中争相传诵。一个外国记者甚至称：“赵树理
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

赵树理一直没有改变为农民写作的态度。新中国成立
后，赵树理被调到北京，成为全国作协的一员，赵树理没有陷
于“开会出席，通电列名”的文山会海的生活，反而时常下乡体
验生活，积累创作材料。即便是在出访苏联期间，赵树理的心
思都不曾离开农村的厚土，他曾说：“我是个在农村长大的人，
对农村的兴趣比较大一些，早想看一看苏联农村农民的生活，
可惜这次不凑巧——一来是冰天雪地的时候，二来是莫斯科
附近不是农业区域，所以没有接近农民生活的机会，只不过在
火车、汽车、飞机上见到几点迹象。”

农民本色

赵树理被称为人民艺术家，不仅是因为他为农民而写作
的态度，其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尽管赵树理生性温和，但是，每当有人挖苦、诋毁农民时，
赵树理必然针锋相对。一次过春节，赵树理提议吃金针海带，
不仅惹得同伴大笑，还引来了对农民吃南瓜汤、臭酸菜和长年
累月不洗脸、不剃头的指责。赵树理忍无可忍，写了一篇《平

凡的残忍》指出：“目前，我们正在抗日根据地吃南瓜、喝酸汤
的同伴们，正是建设新中国的支柱，何忍加以嘲笑？”并在给徐
懋庸的信中写到：“把金针海带当山珍海味，并非千古不变的
土包子；吃南瓜喝酸汤也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贱骨头。”“希望
我们的同志哀矜勿喜，有道落后的人们走向文明，万物以文明
自傲，弄得不少文明一点的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王中青曾经在回忆 1946 年他和赵树理见面的情形时写
道：“他一头扎在农民中间，到处能听到他诙谐的话语，到处便
腾起了欢乐的笑声。开春后，遍地的耕牛走动了，他常常掖起
棉袍，一手抓住犁杖，一手扬起鞭子，看着脚下翻滚的泥土，闻
着泥土诱人的芳香，扬声唱起梆子戏。秋天，金色的场上，珍
珠似的谷粒扬到空中，又沙沙地落在金山上。扬扬的人场中
照样能听到他略带沙哑的上党梆子声。他哪里像个文人、作
家，他就是一个农民的心灵啊、农民的形象啊！”

赵树理身上的农民气质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来到北京
后，赵树理虽然身兼数职，收入不菲，也时常出席高规格的社
交活动，可他的衣食习惯始终没有改变。仍然披一件从太行
山带来的破旧大衣，用小烟袋抽着揉碎的烟叶，喝廉价的砖
茶，光顾专营大饼、烤红薯和老豆腐的小店。坐在老旧的小馆
子里和北京底层的老百姓谈天说地。一次，已经是副省长的
王中青来北京出差，赵树理将他拉到了这家小店中接风洗尘，
被传为笑谈。

赵树理下乡喜欢吃派饭，不嫌脏、不嫌差，一家一户，农民
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而且不论到了谁家，他都像回到自己家
一样，拉家常、做家务、帮助烧火做饭。就这样，整个村子各家
各户被他吃了个遍，不仅熟悉了村民，也了解到别人不了解的
事。

幼年时的赵树理为了补贴家用，在天寒地冻的冬闲季节，
常要赶着毛驴去驮炭。从尉迟村走到阳城煤窑，驮上炭，运到
端氏镇，往返百里，挣几个脚钱买盐买布。太行山上，风疾路
险。宋代司马光曾有诗《苦寒行》：

寒冬北上太行岭，散雪虬结风峥嵘。
熊潜豹伏飞鸟绝，一径仅可通人行。
在凛冽的寒风中，赵树理瘦小的身躯落下了怕冷的病根，

走到哪都不忘与火结缘。因为怕冷，冬天一过五更就难以入
睡，在边区当主编的时候为了取暖主动要求调到伙房工作，到
了后来甚至独揽开会时候的“生火大权”——被女儿赵广建戏
称为“烧火专员”。然而，奇怪的是，在农民的眼中，这个怕冷
怕得要命的汉子却好比数九寒冬的一炉红火。一经接触就会
产生温暖融洽的感受。不论是在根据地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下
乡，谁都愿意和他唠唠家常，几乎没有人和他说不到一块。家
长里短、邻里纠纷到了他的手上，总能闹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从《盘龙峪》到《小二黑结婚》，从《李有才板话》到《李家庄的变
迁》再到《三里湾》，赵树理自始至终都在践行着他为农民写
作的原则，虽然身居高位，却并不因为走的太远而忘记为什
么而出发。尤其是在一次次波诡云谲的运动面前，仍能不改
本色，或许，正是因为赵树理从来没有忘记农村、忘记农
民，才让他有了这份坚持和淡然，因为不改初心，所以方得
始终。

赵树理致徐懋庸一封信赵树理致徐懋庸一封信
的文学史价值的文学史价值

□□麦一花麦一花

赵树理致徐懋庸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