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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淀荷花淀》》的版本体系与读者接受的版本体系与读者接受
□□张元珂张元珂 尹淑珍尹淑珍

《荷花淀》初刊本因为史料的丰富而并不存在认定上的麻
烦和疑问，可关于其初版本的认定因为版本的稀有和佐证史
料的匮乏而导致认定上有困难和分歧。目前，就笔者视野所
及，其具体指认主要有三种：（1）1947年香港本。张学新认为最
早出版于香港，时间为1947年。“孙犁的著名作品《荷花淀》，大
家都很熟悉，可是它却是1947年最早在香港出版的。它是周而
复在香港主编介绍解放区文学的‘北方文丛’中的一本书。”

（2）1946年华北书店本。段华认为，《荷花淀》的最早版本应该
是1946年由中华书店刊行的单行本。如果段华的认定为事实，
张学新的认定自然就被推翻了。（3）1946年东北书店本。这一
说法在网上曾经流传过一段时间。一位署名“瓦那”的作者就
认为，其最早版本可能为 1946 年由东北书店出版的版本。他
说：“想起今年 8 月初我在宁夏博物馆偶然间看见一本《荷花
淀》，封面注明‘东北书店印行’，应该是最早的一个单行本吧。
无奈它在玻璃柜里，翻阅不得。它注明是红军读物，为馆藏书。
印象中，《荷花淀》是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问世的。今
天查阅《孙犁全集》一卷，书影《荷花淀》不是我见的版本；本卷
说明也没有提及我见的这个版本。我想这一版本可能是被遗
忘的，或是具体人不知道。”上述三者的指认到底哪一种为初
版本？由此可见，业界对于初版本的认定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这的确有再次澄清的必要。

王国维以“二重证据”为治史学的基本前提或方法，即治
史学必须有地下的文物和地上的文献史料的彼此佐证，方能
达成一项考古的认定和学术的展开。“二重证据”法同样适用
于版本学的研究，而版本学的首要任务是“正本清源”。那么，
对《荷花淀》的初版本的认定首先必须以实物面世为前提，后
辅之以文献史料的佐证。因为新文学版本的生成时间也就在
百年之内，流传年限也不长，故对实物（文物）的寻找相对容易
一些。

从实物形态来看，宁夏博物馆收藏的 1946 年版的《荷花
淀》，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草明文库）所藏，皆为同一版本。有了
具体的实物，我们就可以做出如下界定：该版本为孙犁的短篇
小说合集，1946年 9月由东北书店刊行，首印 3000册。因是合
集，故非《荷花淀》的初版本（单行本）。因为这一版本属于地方
版本，故在各大图书馆中较难找到。中国现代文学馆草明文库
中也藏有一册，概因其曾在东北文艺界长期工作过有关。该版
本在东北的刊行也再次说明了《荷花淀》在广大解放区的流传
广度。同时，这个版本的出现也说明张学新的认定是不正确
的，也就是说，即使作为合集本的《荷花淀》，早在1946年就出
现了。其实，张学新所谓“最早版本”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就
藏有5册，查阅实物可知：这是一本包含短篇小说《荷花淀》在
内的一组散文与小说的合集，内收《荷花淀》《游击区生活一星
期》《村落战》《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麦收》等6篇文章。初版
印刷4000册，故留存于市面的也相对多一些，各大图书馆也都
有所收藏。关于这个版本，孙犁对之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在
给康濯的一封信中说：“在这里，找到了一本香港出的《荷花
淀》，所欣慰者其中收集了我原想早已湮没的《游击区生活一
星期》(一万字)和《山里的春天》两篇文章，其次别人又剪来上
海《时代日报》介绍这本小书的葛琴和别人的文章，也把咱们
小小捧了一下，虽是掌声不大，却也聊以慰情。”除了这封信，
他在一篇文章中也曾提起过此事：“1948年平分土地之时，周
而复同志托周扬同志带给我一笔稿费，是在香港出版，题为

《荷花淀》的一本小说集的稿费。”总之，笔者的所见及孙犁的
记载都可佐证宁夏博物馆所藏版本不是《荷花淀》的初版本。

段华收藏的《荷花淀》是目前笔者见到的最早的单行本。
该版本为 64 小开本，大众文库编委会编，为“大众文库（文艺
类）之一种，由大连市天津街 138 号的大众书店发行。全书共
21页，内仅收短篇小说《荷花淀》一篇。他的认定是准确的，不
仅有实物加以确证，指出了其稀有性，分析了版本价值，而且
还从版本稀有性的原因、史料价值等方面阐述了该版本在孙

犁研究中的意义。“这个版本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人提及
过，孙犁先生本人的文章和书信中也从未提到过，对孙犁作品
颇有研究和熟悉的冉淮舟先生，在其《孙犁作品单行、结集、版
本沿革年表》中也没有提及这个版本；冉先生的这篇文章是经
孙犁先生本人亲自审定的，如果孙犁先生看到这个版本，不会
不列在表上的，可见先生本人也不知道这个版本。”他的这个
建立在实物认定基础上的申述虽没有具体史料的佐证（比如
作家本人的回忆文字），但是，这一说法是具有启发性的。这
样，段华的发现自然就推翻了前述有关最早版本为1947年香
港海洋书屋本和1946年东北书店本的认定。

除上述三个重要版本外，其他代表性版本（含收入该篇的
合集本）还有：（1）重印本。1949 年 8 月由三联书店刊行的《荷
花淀》是香港海洋书屋本的重印本，首印3000册，除了封面和
版权页稍有变动外，其他几无变化。（2）单行本。1955年9月北
京通俗读物出版社以“文学初步读物”之一种出版了单行本，
内收《作者介绍》和《本书说明》各一篇，配有戴泽、绍晶坤插图
5幅。这是自1946年华北书店出版单行本之后，第二次以纯粹
单行本方式面世。（3）各种合集本。1958 年 4 月中国青年出版
社以“播种文艺丛书”之一种出版社《白洋淀纪事》，收入包括
其短篇小说《荷花淀》在内的54篇作品。1962年4月重版，增加
了 6篇作品，1978年 4月和 1979年 6月又先后重印，篇目有所
增删。1959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合集《荷花淀》，首
印 54000册，内收《荷花淀》《采蒲台》《嘱咐》《光荣》4篇作品。
1961 年 11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村歌》，内收包含

《荷花淀》在内的24篇作品。（4）文集本。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
社出版了《孙犁文集》第 1卷（1982年出版后 4卷，各卷均由孙
犁亲自审定），其中，第 1卷首印 13700册，内收包含《荷花淀》
在内的各个时期的作品。（5）全集本。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了11卷本的《孙犁全集》，总计约400万字。全集本是对作
家一生文学之路和文学成就的总结。

《荷花淀》的各个版本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
时代风貌，负载了不同时代的文化信息。从《解放日报》的初刊
本到1949年以前的各个单行本、文集本，其内容几无变化，基
本遵循初次发表时的面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从1955年人
民文学出版社版本始，单行本和合集本内的文章就有所变化
了。重新经由作家修订的《荷花淀》自然就成为了全新的文本。
这样的修改自有那个时代的背景：在1950年代，为适应新中国
政治意识形态或新的文学规范的需要，作家们对创作于 1949
年以前的作品重新修改，然后再次出版，是很普遍的现象。比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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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人文社”出版的这套丛书都是经由作家重新修订后的
版本，但是，从孙犁的文本修改情况来看，《荷花淀》的变动并
不大。比如：（1）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岁”改为“这年轻人不过
二十五六岁”。（2）将“那里水浅过不去”改为“那里水浅，大船
过不去”。（3）将“枪声紧紧的清脆”改为“枪声清脆”。《荷花淀》
的修改基本在润句方面，无非是让有歧义的句子更具有明确
的所指（比如2），让一些细节合乎时代规范（比如1），让语句更
为简练（比如 3）。自此，以后的版本都依据 1955 年的修改本。
依据修订本而进入《孙犁文集》《孙犁全集》的文本，就是所谓
的“正本”了。即使这些细微的修改也深深打印着那个时代的
精神印记，比如，关于年龄的修改，段华就认为“这是为了适应
新中国婚姻方面的有关规定而改的”。

除了孙犁的修改本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修改本，即语文教
材本（包括大学选本）。语文教材中的《荷花淀》又对原作进行
了修改。这些修改都是编辑们自行操作的，以此而形成的文本
自然又成为一个新文本了。

在 1950 年代、1960 年代，他们的修改主要以删除句子或
段落为主（比如，“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那
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编成多少

席？”）。孙犁非常不满意编辑们的这种删除行为，认为“有时他
们想得太简单，有时又想得太复杂。有时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合
常情，有时又超出常情之外。”比如，他觉得把“哗哗，哗哗，哗
哗哗！”改为“哗哗，哗哗，哗哗！”就很不合乎情理，认为：“他们
有‘整体’观念，从来不衡量文情，最后一个‘哗’字是多么重
要，在当时是一个多么不可少的一‘哗’呀！至于他们为什么删
掉‘编成多少席？……’我就怎样想，也想不出他们的理由。这
一句有何妨碍？”从整体上看，这种修改也不算大，语文教材编
辑者考虑的是中学生的接受能力，其修改或增删自有其道理。
但是，语文编辑家修改本依然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
在今天看来，类似“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
了”这样的句子该是多么生动、形象，是万不该被删除的，但
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样的表达可能被认为是彰显一
种“小资情调”，与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文化语境不符，所以，
就被删掉了。即使如此，《荷花淀》所表达的一些情感也会引发
学生的疑问。在1950年代，安乐师范文艺研究组的学生就曾致
信孙犁，说《荷花淀》“有点嘲笑女人的味道”，“拿女人来衬托
男子的英雄，将女人作为小说中的牺牲品”，“不是郑重的反映
妇女的事迹”。孙犁在信中对之一一作出解释，所依据的是小
说的文本语境，告诫他们不要脱离文本，机械地理解这些问
题。孙犁的解答是恰当的，但学生们的追问也不能说毫无道
理。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直倡导男女平等，提出了“男
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青年学生自然深受其
影响，他们更多关注的肯定不是文本的艺术问题，而是文本反
映出的思想问题。很显然，这样的争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
貌，那个时代走远了，此类争执也就自行消退了。

在1980年代，最大的修改本是由徐州师范学院函授室所
编的《中国现代小说选》里的《荷花淀》。关于这个版本，孙犁在
日记中说：“第二段被全部删去，共一百八十余字。妇女们在水
生家的对话，共八行，一百六十余字，也全部被删去。此外删去
整段、整句，或几个字的地方，有十余处之多。《荷花淀》总共不
到五千字，几乎被删去一千字。”这样的增删就是胡乱作为了。
孙犁对此自然非常气愤：“这种做法，已经不便于说他是简单
粗暴。这是出版界的怪现状，是对著作的侵犯，是偷偷摸摸的
行为。”毫无疑问，后一种修改是非常有害的，是对文学和作家
的双重损害。

如今，语文课本中的《荷花淀》又经过了一次重新修改，可
称为“人教版高一必修本”，其修改处主要表现在：（1）将原著
中的方言、口语换成按普通话标准形成的文字。比如将“苇眉
子潮润润的”改为“苇眉子湿润润的”，将“到区上开会去来”改
为“到区上开会去了”，将“聚在水生家里来”改为“聚在水生家
里”。（2）增减个别字词，改动句序和标点。比如，将“但是大门
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中的“没”改成“没有”，将“因为考虑准
备的事太多”中的“考虑准备”改为“考虑和准备”，将“从稻秧
尖上吹过来”中的“上”去掉，将“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改为

“你有什么话，嘱咐吩咐我吧”，将“哎呀，日本鬼子！你看那衣
裳！”改为“哎呀，日本！你看那衣裳！”将“宽厚肥大的荷叶”改
为“肥大的荷叶”。（3）重新调整句序。比如，将“水生的女人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按据点……’”改为“‘听他说，鬼子要
在同口按据点……’水生的女人说。”由上可见，教材编写者过
多考虑了普通话标准语的规范，而对文学语言中不符合统一
性要求的字词、语句进行了修改或删除。笔者觉得，与原文本
相比，这些改动非但没有确保文本意义的增值，反而大大减值
了。具体来说：（1）处的改动丧失掉了原生态的乡土特色（“潮
润润”该是多么富有乡土韵味啊！），人物的口语风范顿然消失

（“开会去来”该是多么富有现场感！）。（2）处的改动要么失去
语言的干净、洗练，要么造成语言的生硬和无趣。其中，笔者实
在不明白编辑们将老百姓口中的“日本鬼子”改为“日本”是出
于何种目的。细想了，这样的改动真有点荒唐！（3）处的修改由
于过多考虑了句子的严整性，结果如此一改就很不利于人物
性格的表现，即对女人那种快言快语、朴野真挚的性格呈现就
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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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10日孙犁致田间的信

冯

杰

作

孙犁与田间相识于1940年，1941年开始一起
供职于晋察冀边区文协。当时田间的职位高于孙
犁，名气也大于孙犁，但这并不影响二人成为至
交。后来二人因为工作需要各奔东西，友谊便托付
于南来北往的鸿雁。1985年田间逝世后，其夫人
葛文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8封孙犁致田间的亲笔
信，随即复印一份寄给孙犁，原件则全部捐赠中国
现代文学馆。后来文学馆编辑《馆藏珍品大系》，拟
将其中一封收入《信函卷》第2辑中。之所以八选
其一，是因为这封信的内容最能传达“困难时期相
濡以沫”的情谊，也最能体现“诉衷曲，谈心情，讲
苦恼，求帮助”的交流功能。请看这封信：
田间兄：

三月从中央局来信收到。前些日我到安新一
带去了趟，当记者写了几篇通讯，现在回来校印

《文学入门》（即前所写区村文学课本），过两天印
成即寄赠一本，看看后送人吧。

你时刻关心我，我应该记得你时刻对我的关
心。从去年回来，我总是精神很不好。检讨它的原
因，主要是自己不振作，好思虑，同时因为生活的
不正规和缺乏注意，身体也比以前坏。这是很不应
该的，因此也就越苦痛。我应该根据你的提示做
去，把生活正规起来，振作精神。——这样使精力
集中起来，也能工作，身体也会好起来。

关于创作，说是苦闷，也不尽然。总之是现在
没有以前那股劲了，写作的要求很差。这主要是不
知怎么自己有这么一种定见了：我没有希望。原因
是生活和斗争都太空虚。你针对这点鼓励我。我一
定要努力克服这种心情。就是逐渐打开生活的范
围。我说逐渐——你不要见笑，老毛病。

如果说创作的苦闷，那定全是由于自己的不
努力。不伸（深）入农村部队，我想就休谈创作，而
借八年小小虚名写空头文章，自己不愿，别人也不
允。——干脆不写？就要做别的工作去，这是目前
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又没有决心。这就是以往苦恼
的情况。

但创作的苦闷在我并非主要的，而是不能集
中精力工作，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显著，就使自己
灰心丧气起来。今后注意一下，我想会渐渐好起
来。至于其他，望你不要惦记。望常给我写信。

敬礼！并问葛文同志好。
孙犁

四月十日
这封信未署年份，据内容分析应是1946年4

月10日所写。当时田间正在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
张家口，担任着张家口市委宣传部部长。孙犁则是
于1945年10月随华北文艺大队从延安出发抵达
张家口，旋即经领导批准，独自步行返回冀中，投

入了新的工作与生活。信中所言“从去年回来”，此
之谓也。

冀中是孙犁的故乡。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
长，在这里迈出了人生第一步。他熟悉这里的风土
人情，他热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从1939年春天到
冀西阜平参加晋察冀通讯社工作算起，他与故乡
阔别已近8年。一朝载誉而归，亲人团聚，旧友重
逢，其乐何如之？可是在家里住了不过4天，他就
急急忙忙打起背包深入生活去了。其创作欲望何
等急迫！其工作热情又何其高涨！怎么短短几个月
过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呢：他“总是精神很不
好”，“不振作，好思虑”，“没有以前那股劲了，写作
的要求很差”；“灰心丧气”……仿佛丽日蓝天中忽
然布满阴霾，孙犁闪电般的情绪变化是一个硕大
的问号。

答案好像是早就有了，只是尚有待商榷。比如
说是因为“延安整风给他造成了精神冲击”，那《荷
花淀》不正是延安整风之后写出来的吗？说是因为

“1946年因发表小说受到公开批评”让其心有余
悸，那“文艺……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
视天听民听的对象”之认识，难道不是来自作者早
就做好的接受批评的思想准备？比如说是因为土

改时《新安游记》等文章被“定为‘客里空’的典
型”，那当地一个普通“宣传干部亲自出马”写一篇
文章就代表了权利意志就能从精神上摧毁一个著
名作家，那这个神经太过脆弱的作家，还会是那个
外柔内刚的大作家孙犁吗？

诚然，各种各样的“内耗”给作家造成了巨大
的精神损害，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家庭成分被定
为“富农”，自己被“搬石头”，个别笑人无气人有者

“以革命的名义”搞点儿上不得台面的小权术等
等，但这些事情可以让被害人“不能集中精力工
作”，“身体也比以前坏”，却不应该、一般情况下也
不大可能影响到个人的自我能力评估而认定自己

“没有希望”。自从孙犁蜚声文坛，羡慕者有之，嫉
妒者有之，由羡慕、嫉妒而生“恨”者恐怕也不乏其
人，可就是没听说没见到有谁人质疑过他的才华
他的笔力。巨大的成功面前能够稳如磐石安之若
素已非浅薄者所能为，而像他这样反而陷入苦闷
烦恼，的确有些违背常情而出人意料——因为他
不肯把《荷花淀》当本钱背一辈子，而是视其为个
人创作生涯中一条全新的起跑线。

孙犁的“苦恼”正在这里：他把《荷花淀》写得
太好了，一出手就写成了典范就创造了“流派”就

把自己送进了未来的文学史，以这样的高度作为
起点再出发，哪怕是朝前迈出一小步都绝非易事。
而他又决不甘心就此止步，“借八年小小虚名写空
头文章，自己不愿，别人也不允”。“干脆不写？就要
做别的工作去”，“又没有决心”。于是苦闷，彷徨，
痛苦地挣扎在“写”与“不写”之间。这个在1946年
来说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
到七番寒暑后的1953年，他还在写信“征询”田间
的“意见”：“我在报社，因无多少工作，所写又系历
史小说，时间长了，有些沉闷。我想转移一下。但我
又不愿专门当作家（因近感才力不足）。你看像我
这样的情形，应该采取一种什么工作方式为
宜？”——一言以蔽之，孙犁的苦恼，是一种渴望自
我超越的焦虑。

1950年代，孙犁与其上初中的女儿曾经谈起
过《荷花淀》的创作。女儿问他“《荷花淀》是怎么写
出来的”，他的回答是：“就那么写出来的。在窑洞
里用草纸，连底稿都没有打……那时候延安刚刚
整完风，人们还不怎么写。再有，那个地方风沙很
大，见不到这些东西（指淀水荷塘），所以就感觉
好。”说话时，“笑容一直浮在他的脸上”；“说完之
后，他似乎还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脸上露出

那种孩子般的受了表扬后的腼腆”。一篇经典之
作，一束神来之思，看似谈笑间信手从容拈来，却
是蝶恋花蜂酿蜜般以心血酝酿的成果——孙犁与
白洋淀结缘在1936年秋至1937年夏，写出《荷花
淀》则是在1945年的延安之春。漫漫7年间，该有
多少生活多少情感多少思虑多少想象和联想加注
其中，然后方有这一株文苑奇葩亭亭玉立。《荷花
淀》的价值，诚如孙犁自谓：“我写出了自己的感
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
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
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都会受
到感动。”惟其如此，“用谈笑从容来描摹风云变
幻”（茅盾语），《荷花淀》才创造出了领跑一个领域
的艺术标高，非要为其刷新纪录，焉能不苦？

好在，烦恼是烦恼苦闷是苦闷，重要的是孙犁
从来没有一刻停下他手中的笔。从1946年到1953
年，这个时段中的孙犁，堪称人勤年丰硕果累累：
1946年在河间县，他写了《荷花淀》的续篇《嘱咐》；
1947年在白洋淀同口镇，他写了散文《渔民的生
活》《织席记》《采蒲台的苇》……1947年4月，出版
小说、散文集《荷花淀》；1949年7月，出版短篇小
说集《芦花荡》；1949年8月，出版短篇小说集《嘱
咐》；1949年10月，出版中篇小说《村歌》；1950年4
月，出版散文、小说集《农村速写》；1950年出版短
篇小说集《采蒲台》；1951年出版诗集《山海关红
续歌》、1951 年 10 月，出版长篇小说《风云初记》

（第 1 集）；1953 年 4 月出版《风云初记》（第 2
集）……这些心血结晶，终于让孙犁苦闷不再，让
他在晚年回首时得以不无骄傲和自豪：“我的创
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
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现在证明，不管经
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
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的严峻检
阅。”因为这些作品“没有虚妄，因此也就没有狂
诞。这些作品，是朴实的，含有作家的激情和理想。
作家对人民是忠诚的，是谦虚的……因此，可以断
言，这些作品将被历史所容受、记录，也会被今天
的生活所承认、证实”。

的确，孙犁“他一生都在用美好高尚的文学作
品为读者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尽全力捍卫民族
语言的纯洁性；自觉抵制那些毒害人民特别是广
大青少年的看似‘时髦’、‘现代’实则令人伤心惨
目的种种不良现象”。他的文学境界，广阔而高
洁。他留给我们的箴言是：“我们的作家，要忠诚
于我们的时代，忠诚于我们的人民，这样求得作
品的艺术性，反过来作用于时代。”“文学艺术，应
该发扬其高级，摈弃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
的熏陶。”

渴望超越的苦闷渴望超越的苦闷
————读孙犁致田间的一封信读孙犁致田间的一封信 □□许建辉许建辉

孙犁是我少年时代心仪的作家。
当年我姐从长垣县银行单位的小图书室，为我借过几本

书，有艾芜的《南行记》、沙汀的《祖父的故事》，其中有一本《白
洋淀纪事》，我看得入迷，县里书店又买不到，兴致一来，干脆
盖上自己的一方藏书章，不还了。

那图书室的室长兼信贷股长，大度，也没把这本冷淡的书
当做重要项目，这样，一方白洋淀就划归我管辖了。

受其感染，总想把自己的作品里面也加入露珠和弥漫的
水气。

我做作家梦，早先写过一篇小说习作，偷偷投稿，编辑回
函说：作品还有一点荷花淀派的味道，望继续努力。于是倍受
鼓舞，愈发在字里行间栽种蒲草和莲花。

写小说实在是一件力气活。自己吃不得苦，便改行写诗
了。诗是懒人的艺术。后来，我还买过一本《孙犁诗选》。

在诗里我看不到他的诗意，他的小说已经是诗了。
我一直喜欢孙犁的那一系列“书衣文章”，铅华洗尽、尽见

风骨。当初还极想照他写到的条目，把书一一买齐，做起来才知
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终因囊中羞涩，去看书衣文字过瘾了。

孙犁是个独立的文人，文字自尊，极为敏感。
孙犁不喜欢官场，他远离喧嚣，躲避热闹，自甘寂寞，有着

宁静沉潜的心态，他进入到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艺术境界。
他一如“文隐”。这种难得的品性今日作家骨子里早已荡然
无存，我们已找不到了，被我们有意或无意丢失掉了。起码
我学习不来。

孙犁是我所认可的一位作家，我认可他的理由是：作文作
人，他会种植莲花。

据说，他一直不承认文坛上有一个“荷花淀”派，我想想，
这真是一位大明白人。

那一枝那一枝高高的荷高高的荷
□□冯冯 杰杰

1946年8月16日孙犁致田间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