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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亲身参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周立波，
与《讲话》 关系密不可分。因此，考察周立波
之于《讲话》的接受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937年9月，党员作家周立波随周扬、艾
思奇等人前往西安。1939年调任延安鲁艺，在
堂叔兼挚友周扬的关照下出任了编译处的处
长。此一时期的周立波有两个特点非常鲜明：
一是个性强。老战友严文井晚年在《我所认识
的周立波》中说：“立波 （取自英语liberty） 同
志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表露无余，从不加
以掩饰。他是个热情的，因而也是个容易爆炸
的性格。”（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
料》，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年出版，第 91 页）
事实也确如严文井所说，周立波曾因为蔡若虹
夸赞宋庆龄“是一个真正的伟人”而当面不高
兴地说：“我们党还有很多伟人，为什么你不
提？”并因此与蔡若虹大吵起来；（王培元：《抗
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出版，第214页。按：周立波和蔡若虹当时
显然都不知道，宋庆龄其实早已秘密加入共产
国际。） 另一次是1940 年夏，鲁迅艺术文学院
为欢迎从新疆来的茅盾而召开茶话会，因为不
满一个人唱了俄国讽刺歌曲——《跳蚤歌》（原
为德国诗人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一首讽
刺诗），周立波“马上拿起一把茶壶甩了过去，
打得粉碎，使主人和客人都感到很尴尬”。（严
文井：《我所认识的周立波》，《周立波研究资
料》，第91页） 周立波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另
一点是作为“时时刻刻以革命利益为重”的歌
德派一员。周立波曾这样抒情道：“我要大声的
反复我的歌，/因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美丽
的，/像阳光相信他的温暖，/……我要强烈的
反复我的歌，/因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真诚
的，/共产主义：真诚，/毛泽东：真诚……”
（《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解放日报》，
1941 年 10 月 28 日。） 对此，严文井回忆证实
说：“在延安时，他主张歌颂光明，他对抗日民
主根据地、对党的组织和领导人，有一种真诚
的感情。”（严文井：《我所认识的周立波》，《周
立波研究资料》，第91页）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周立波因为准
确站队和及时跟进而成为鲁艺总支部委员会委
员，整风运动中还担任了文学部整风学习委员
会委员。既然作为贯彻《讲话》的带头人和执
行整风运动的领导者，自然要以身作则起到模
范带头作用。

1942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周立
波的《思想，生活和形式》。文中，他不无反思
地写道：“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身子
参加了革命，心还留在自己阶级的趣味里，不
习惯，有时也不愿意习惯工农的革命的面貌。”
同时，还受了“资产阶级上升期的文艺的影
响”，“歌唱个性自由”，“标榜为艺术而艺术”。
因此，“对于我们，思想的改造，立场的确定是
最要紧的事”，“不站稳立场，甚至于失掉立
场”，“是自由主义的表现”，“思想改造了，就
是写工农以外的人们的生活，对于革命，也有益
处”。针对左联作家因为强调立场只能写出一些
公式主义的作品的论调他反驳说：“左联真有一
些公式主义的作品，那也不能归罪于思想立场的
强调，应该说那些创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还不
正派，还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成分，主观主义的
成分在里面。”针对自己在鲁艺讲授《名著选读》
中注重外国文艺的形式而选读中国的东西少的
问题，他检讨道：“我们小资产阶级者，常常容易
为异国情调所迷误，看不起土香土色的东西。”他
还说，外国文学的长处要学，例如托尔斯泰这样
的作家，但是“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和‘意识之流’
等等，是要不得的”。关于周立波贯彻《讲话》精
神而率先检讨的举动，胡乔木晚年在回忆中说：

“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在座谈会之前就已开始，但
真正开展起来，则是在座谈会之后，从这时起，文
艺界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评
的风气。”（《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第263-264页）

不仅如此。1943年4月3日，《解放日报》在
发表何其芳的《改造自己，改造艺术》的同时，也
刊发了周立波落实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精神的
表态文章《后悔与前瞻》。文中，周立波结合自己
下乡和到部队却没有写出好作品的亲身经历，反
省并分析了原因：“第一，还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
巴，不愿意割掉，还爱惜知识分子的心情，不愿意
抛除。”“其次，是中了书本子的毒。……不知不
觉的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的俘虏……看不见群
众，看不清现实里的真正的英雄。”“第三，在心理
上，强调了语言的困难。”之后他检讨并总结道：

“有了这三个原因，使我走了错误的一段路，没有
好好的反映我所热爱的陕甘宁边区。后悔已无
及。我只希望我们能够很快被派到实际工作去，
住到群众中间去，脱胎换骨，‘成为群众一分
子’。”之后他还畅想了作家下乡后的前景：“在不
远的将来，我们的新文艺，一定会有丰富的收成，
毛主席的方针，一定会好好的实现。在不远的将
来，革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里的真正的英雄，刘
志丹，赵占魁，吴满有和申长林，会光彩夺目的走
进我们的书里，鼓舞我们，并且教育我们的年青
的一代。”

周立波真诚接受《讲话》精神，主动改造思
想，再加之与周扬的特殊关系，自然很快赢得组
织的认可。1944年2月他被调入《解放日报》社

任副刊部副部长，主编文艺副刊；之后周立波还
身体力行地申请随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军队南
下，在战火纷飞中改造自己；接着，他又参与到东
北土地革命的巨大洪流中，并写作了《暴风骤
雨》——后来获得了带给其一生巨大声誉的斯大
林文艺奖金。

1949 年后，作为革命胜利者和功臣的周立
波，自然更有资格作为《讲话》的诠释者和代言
人。

1952年《讲话》出台10周年之际，周立波撰
写了《谈思想感情的变化》发表在《文艺报》1952
年第11、12号合刊上。文中，他在再次强调《讲
话》的重要地位后指出：“现在还有一些自视颇高
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讳言改造，认为思想改
造对自己是必要的，特别是做过一些革命的文艺
工作的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包袱颇重，常常不大
重视自己的思想感情的改造问题。但是，这个问
题是文艺工作者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又是一个较
难解决的问题。”之后他以自身深入工农兵的经
历举例说，自己在鲁艺教书时重视形式而轻视内
容，“是为资产阶级的文艺家的唯心观点蒙蔽了
的结果”。自己“也曾经到过延安的乡下，但没有
和农民打成一片，对农民的语言，生活和劳动，不
懂和不熟，像客人似的呆了五十天，就匆匆地回
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由此，他
进一步分析道：“许多和我一样，从旧式学校出来
的知识分子，对于工农兵和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的
了解，我认为还是不够深刻、不够全面的。当他
们描写工农兵的时候，容易歪曲他们的形象。”

“我们的作家，要看得深些，要写出工农兵和他

们的先锋队员们的这些优良的本质的特征，才
能算是工农兵的忠实的代言人，才能算是工农
兵的亲切的知己。”

1957年，也就是讲话发表15周年时，周立
波再次撰文《纪念、回顾和展望》发表在《文
艺报》1957年第7号。文中，他除了再次重温
座谈会召开和《讲话》的重要性外，针对自己
脱离群众的问题解剖说：“现在想起这些脱离群
众的情况，觉得自己真有点糊涂。有着这种糊
涂思想的人，在当时的延安，不单鲁艺有好
多，别的文艺团体里，也不在少数。”但是，

“受了《讲话》的启示，也由于座谈会以后的文
艺领导上的正确的安排，我逐渐地接触实际，
我的脱离群众的倾向，渐渐地有了一些改变
了。十五年里，我到过部队，住过农村，也下
过工厂。我在群众中间的日子多起来了，文章
也多了一些，虽说不见得出色，但总算是有了
一些了，以后打算再写一点点”。

与思想改造相伴随的是，周立波在创作上
也积极践行《讲话》精神。为反映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钢铁工业成就，他写作了《铁水奔流》；
为反映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他写作了

《山乡巨变》；他参与摄制的《解放了的中国》，
再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1955年开始担任湖
南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为了响应中国作协
号召，他作为最早一批作家到农村安家落户。

正因为周立波虔诚地接受《讲话》，并努力
付诸于实际工作中，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陈涌在
晚年回忆中这样表彰说：“决定立波同志以后整
个发展道路的，显然是毛泽东同志召开的延安
文艺座谈会，显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
文艺思想使立波同志本来的革命本能，本来的
单纯、真挚的性格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他的
可贵的品质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成为一种自
觉的认识和力量。”（《我的悼念》，《人民文
学》1979年第11期）

应该说，周立波这些接受《讲话》的改造——
检讨性文字是出自真心的，他的那些带有革命崇
高感和豪迈精神的壮举也勿需怀疑，这是绝大多
数投奔延安的左翼文艺家们共同的归宿。

周立波被视为20世纪深受政治意识形态影
响的革命文艺家，不同历史时段，对其人、其
文的毁誉褒贬基本都出自于这种定性评判。但
事实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周立波
曾以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在延安展开了一
系列值得关注的“启蒙”文学活动。本文所说
的周立波“鲁艺前期”，指的是他从1939年12
月抵达延安，到1942年5月《讲话》面世之前
的这一特定的时间段。在这一时期，周立波的

“启蒙”文学活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集会结社、兴办刊物
1939 年 12 月底来到延安，直至 1944 年 2

月，这一时期的周立波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
担任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在工作、教学
之余，周立波与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等鲁
艺的一干同好，仿效“五四”文学风尚，于
1941年11月1日组织了延安颇负盛名的文学社
团“草叶社”。从“草叶社”的命名来看，它并
未采用当时延安文艺界颇为流行的名词术语，
而是取自于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诗集《草叶
集》。所以说，草叶社的创立者周立波等人，在
延安解放区意图建立起的是一个具有浓厚启蒙
色彩、现代审美意识的文学社团。“草叶社”是
延安时期鲁艺校园内具有启蒙思想倾向的教
员、学生集结的主要阵地，在这里，他们畅言
爱、人性以及文艺的暴露与歌颂的问题；在这
里，他们诵读自己的文学作品，彼此进行切磋
交流。在延安土得掉渣的窑洞里，周立波等人
创办的这个具有浓郁启蒙色彩的“文化沙龙”，
对于促进鲁艺广大师生的文学活动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草叶社”还编辑出版了《草叶》双月刊，
为延安前期以精英知识分子自居的“小鲁艺”
的师生们提供了一个发表文学作品，阐释文艺
主张的园地。《草叶》 从 1941 年 11 月 1 日问世
后，至 1942 年 9 月 15 日停刊，共出版了 6 期，
先后共发表了46篇文章，其中包括周立波的短
篇小说《麻雀》，何其芳的诗歌《黎明》《黎明
之前》，艾青的诗歌 《野火》，惠特曼的诗歌

《兵士们的尸体》。《草叶》虽然也立足于解放区
的抗战生活，与解放区军民的工作与生活保持
着紧密的联系，但它所具有的精英文化的特色
也是显而易见的。《草叶》期刊的文学宣言《给
读者们》便强调“要使读者能够读下去，就是
说要有一定水平的技巧……要有一定分量的艺
术性与革命性结合起来的内容。”在20世纪40
年代初的延安解放区，摒弃了“抗战”、“民
众”等流行文化符号，把文学的“技巧”、“艺
术性”放在首要地位，不难窥见其所具有的超
越政治斗争的目光。在这一主导思想的影响
下，《草叶》上所刊登来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以
知识分子的叙述视角书写青年一代在追求理
想、光明的过程中，由痛苦、迷茫、感伤到激
动、欣喜的心路历程，颇具“五四”时期“为
人生派”文学的遗风。《草叶》呈现出的浓厚的
知识分子的情感体验与审美情趣，充分证明了
当时身处贫瘠、闭塞的陕北黄土高原，但以周
立波为代表的编辑部成员却并未因此而降低文
学作品的品位，他们在《草叶》上寄予了自己
的文学追求与理想，意图以此为偏僻、落后的
延安解放区带来文学及思想的双重启蒙。

显然， 周立波参加创办的“草叶社”及其
《草叶》杂志，在延安解放区代表着精英知识分
子进行文化救亡的“启蒙”立场，对于提高延
安解放区的文艺水准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
延安解放区的文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
而，“草叶社”的文艺主张与当时的毛泽东文艺

观念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1942 年 9 月，
在《讲话》面世后不久，“草叶社”的解散便成
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草叶》这个对于研究
延安时期文艺史及出版史具有较高价值的刊
物，便长期被人们忽视了，在一些档案资料汇
编中也失去了它的踪迹。

发表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学作品
在鲁艺前期，以 《第一夜》《麻雀》《牛》

等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及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的小
说创作的出现，代表着最契合周立波个性特征
的话语方式的初露端倪。然而，在延安整风运
动及《讲话》的影响下，周立波自觉地对自己
的文艺观念及创作实践进行了反省和调整。

从现存的资料看，周立波在鲁艺前期发表
了12篇作品。1940年4月5日，在延安《中国
青年》 第 2 卷第 6 期发表散文 《雾里的湘西》；
1940年6月18日，在延安《新中华报》第6版
发表了散文《这样纪念高尔基》；1940年9月15
日延安《大众文艺》月刊第1卷第6期，发表翻
译小说《一个琴师的故事》（美·哥尔德）；1941
年延安 《中国文艺》 第 1 卷第 1 期，发表论文

《论阿Q》；1941年6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
表短篇小说《牛 （一）》；1941年6月7日延安

《解放日报》发表短篇小说《牛 （二）》；1941
年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诗歌《一个
早晨的歌者的希望》；1941年11月1日延安《草
叶》双月刊第1期发表短篇小说《麻雀》；1942
年1月1日延安《草叶》双月刊第2期发表诗歌

《我们有一切》；1942 年 2 月 4 日延安 《解放日
报》发表诗歌《春夜纪事》；1942年4月15日延
安《谷雨》双月刊第1卷第4期，发表短篇小说

《第一夜》；1942 年 4 月 15 日延安 《文艺月报》
第14期，发表短篇小说《阿金的病》。这些作
品，思想内涵丰富，文学形式多样，但代表周
立波文学成就的是短篇小说。

发表在《草叶》创刊号上的《麻雀》不但
是周立波在延安鲁艺时期的代表作，也是《讲
话》出台前，能够代表解放区文艺水准的经典
作品。周立波在鲁艺时期的老友严文井于《我
所认识的周立波》一文中就指出，“这个短篇比
他以后受某些条条框框束缚写出来的某些作
品，更为动人，更有着永久的艺术魅力。”对向
来被视为“歌颂光明”的周立波而言，这可能
是对其在鲁艺前期文学创作中所具有的“启
蒙”色彩最清醒的认知吧。

这些文本中“启蒙”意味最浓的莫过于
《那一夜》，作品通过一个进步的革命青年在监
狱中的追忆，对反动政权戕害爱国青年的罪行
进行了犀利的揭露与批判。文中揭露：“一九二
七年上海许多革命的年轻的男女……被蒋匪一
个个用装米的麻布袋装着……一袋一袋的被投
到海里。”后来，他到上海的一家米店去买米，

“看到米店的墙边堆了好几百个麻布袋，袋里好
像有些什么东西在颤动，再仔细一看，仿佛每
一个麻布袋口都伸出一个人的头，有些有着蓬
松的女人的长头发，有些是男子的光头。”这段
触目惊心的描述，很容易使人想起鲁迅《狂人
日记》 中关于“吃人”的描述：“我横竖睡不
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看出字来，满
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周立波在文本中
表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清醒洞察，体现了“五
四”以来知识分子身上蕴藉着的启蒙理性精
神。而周立波所采用的这种沉郁、阴冷，几近
恐怖的陈述背后，也隐含着鲁迅式的“寓热于
冷”的深广忧愤。

如果说 《麻雀》 与 《那一夜》 继承的是
“五四”启蒙文学中直面现实的勇气与批判强权

的精神，那么在《解放日报》刊载的短篇小说
《牛》延续的则是“五四”以来现代乡土抒情小
说的创作脉络。《牛》 的主人公是一个比别人

“更多一点风趣，一点感情”的陕北农民张启
南，周立波以细腻、幽默、风趣的方式刻画出
张启南对母牛及其小牛的关爱，并以怀胎产子
的母牛的痛苦，反衬出延安解放区人民新生的
快乐，文本蕴含着浓郁的诗意美和人道主义的
色彩。这一表现解放区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
文本，以其诗意化的写作在同类题材中独树一
帜，由此还引发了编辑雪苇与萧军的论争。

周立波在鲁艺的前期，正处于延安时期最
为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当时的延安管理
者能够以开阔的胸襟接纳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
的自由言说。而此时的周立波也从不讳言自己
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他的作品，以比较
鲜明的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体现出了对“五
四”文学及外国文学的积极承传。

在鲁艺讲授“名著选读”
1940年初，周立波进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

院担任文学系教员，为学生讲授“名著选读”
这门课程。这一时期的鲁艺，虽然已经从短期
培训班转变为学制三年的正规大学，然而，其
办学条件依然十分艰苦，授课多数是在露天场
合公开进行的。周立波却以开放的文学视野、
厚重的思想内涵，高雅的艺术情调，使自己的
教学始终处于较高的水准。

周立波在课程内容的选择、设置上，颇具
慧眼。从当年鲁艺学生的回忆看，周立波的

“名著选读”在中国文学史中只选取了鲁迅的
《阿Q正传》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其余的都
来自于外国文学。周立波的选材，显然受到了
鲁迅的影响。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中坚，
鲁迅在1925年撰写的《青年必读书》中提出了
自己对青年学子的希冀：“我以为要少——或者
竟不——看中国书”，因为“中国书虽有劝人入
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
唐和厌世的，却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沐浴
着“五四”启蒙思想成长起来的周立波，在20
世纪40年代延安鲁艺的教学活动中，即灌注了
这一主导精神。在外国文学中，俄苏文学的比
重比较大，但周立波选择的主要是俄国19世纪
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如普希金、莱蒙托夫、
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
基、契诃夫等人的作品。除此之外，西方19世
纪前后的著名作家，如歌德、巴尔扎克、司汤
达、梅里美、莫泊桑、蒙田等人的作品，也是

“名著选读”中的主要研究对象。曾为鲁艺学员
的评论家陈涌在《我的悼念》一文中曾说：“立
波同志有精致的艺术口味。他欣赏法国梅里美
这样雍容、优雅的作家；他讲究文体，他翻译
的基希的 《秘密的中国》 便是十分讲究文体
的。”然而，在延安解放区钦慕于前苏联文学的
雄浑博大的语境之下，周立波对趋于精致、优
雅的另类艺术的自觉追求，便引起了鲁艺，甚
至外界不少人的非议。胡乔木就曾在《关于延
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中介绍过这方面的情况，
说有人明确“反对鲁艺的文学课一讲就是契诃
夫的小说，也许还有莫泊桑的小说”。这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周立波开设的“名著选读”所具有
的现代启蒙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

从具体的研究内容上看，周立波对作家作
品的分析、评论颇具深度。首先，周立波对

“名著选读”中的每个研究对象，总是先研究作
家及其社会时代，而后分析文本的思想内涵与
艺术特色。鲁迅在 《“题未定”草》 中认为，

“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

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要不然，是近乎说梦的。”而周立波则以自己的
文学研究实践了鲁迅的文学主张，如《司汤达
和他的〈贾司陶的女主持〉》这一讲，周立波
分为三节，第一节的研究对象是“司汤达的身
世和时代”，第二节以“我们从他的著作中看到
些什么”为题，分析司汤达小说具有的四个典
型特征，第三节才对《贾司陶的女主持》进行
了具体解读。其次，周立波分析、阐释文学作
品时，他所持的评判标准是人道主义的观点，
以是否符合人的人性为尺度。因此，周立波称
赞蒙田散文的成功之处在于“深刻的人性的观
察”。周立波对《安娜·卡列尼娜》的偏爱，也
是基于“作者站在人生的最高峰，看清了人生
的来路和去路”，不过是“恋爱——结婚——生
小孩——事业——还有一样最没有兴趣的事
情，死亡”。（《周立波鲁艺讲稿》 第 103 页）
对人类悲剧性生存体验的洞察以及由此而来的
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是周立波分析、评论的
基石。最后，周立波“对于外国作家作品的艺
术分析，常常是与文学史的描述和文学理论的
阐释结合在一起的，具有视野开阔、发掘深入
的特点”。（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 第
142-143 页） 在延安解放区，相关研究资料极
其稀缺，但周立波依然尽其所能地去找寻前人
的研究成果来阐述、佐证自己的观点，努力增
加分析、评论的客观性与厚重感。如《梅里美
和〈卡尔曼〉》这一讲，周立波以泰纳、卢那
察尔斯基等人对梅里美的评价为切入点。在分
析到梅里美所具有的“简洁，正确和单纯”的

文体特点是深受普希金的影响时，他以法居埃
的评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从所产生的教学效果来看，周立波讲授的
名著选读课，被戏称为鲁艺历史上“最具浪漫
色彩的篇章之一”。（岳瑟：《鲁艺慢忆》）“每
当立波同志给文学系讲课时，戏剧、音乐、美
术等系的一些同学也要来听，总要把窑洞门前
的空地挤得满满当当。”（葛洛：《悼念周立波同
志》） 有时甚至有其他学校与机关的人员步行
十几里路过来，以至于讲课的地点必须要移放
在场地更大的鲁艺篮球场。在延安鲁艺听过周
立波讲课的学生，都对他怀有深切的仰慕之
情，周立波的爱人林蓝就是鲁艺文学系第三期
的学员。随着周立波《名著选读》课程影响的
不断扩散，使得鲁艺不少学员崇尚阅读外国文
学作品，对形成“鲁艺的风气”产生了重要影
响，同时也拓展了鲁艺师生的艺术视野，提升
了他们的文学品位。在周立波及其同人的悉心
栽培下，鲁艺诞生了一批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作
家、评论家，如贺敬之、李季、蔡其矫、陈涌
等人。

周立波在延安鲁艺前期具有“启蒙”色彩
的文学活动并非单一的文学现象，从他身上能
折射出某些令人深思的文史“经验与教训”。比
如，延安文艺与“五四”文学的关联，便很值
得关注；所谓的“延安文学”应是指延安时期
的整体文学，其中自然也包括具有启蒙色彩的
文学；而延安时期作家及其创作的转型，也是
利弊兼具，对后来的文艺发展产生了堪称“复
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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