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世纪文学史上，生命历程跨越现当代两个阶段的作

家虽然不少，但是将创作生命贯穿到底且独树一帜的作家并

不多见，在这为数不多的行列中就包括了领一代风流的欧阳

山；在20世纪左翼文学史上，有过海外游历使创作带有中西色

彩的左翼作家为数众多，但土生土长全靠自我摸索竟然达到

土洋融合形成“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左翼作家比较稀

罕。在这少之又少的作家队伍中就有左翼文学的干将欧阳

山。1908年诞生2000年去世的这位世纪大家，以其独特的文

学阅历在现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其《高干大》

《一代风流》《广语丝》在明星璀璨的当代文学星空中也放射出

自己的熠熠辉光。

始终处在争议中的大家

从 1924 年发表处女作《那一夜》到 2000 年去世前最后一

篇文章《〈伟人周恩来〉首发式贺信》，欧阳山在每个文学创作

阶段都力求不断超越自我追求新的艺术范式，显出与同时期

文学思潮不同的格调，产生不同的论争与反响，几乎使欧阳

山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各个阶段都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

迹。

1924—1930年，虽是欧阳山的起步期，但也是“多元素的

复合体”时期。年轻的欧阳山对一切文学资源都如饥似渴吮

吸甚至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这既包括鸳鸯蝴蝶派作品，也包

括来自域外各种文学流派，对“五四”新文学更是不分门派来

者不拒。但这时他还是更倾向“文学是至情的宣泄者”的主

张。他的处女作《那一夜》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争议。女主人外

表的开朗活泼能干和受挫后的软弱消极乃至自杀，在有些人

看来很不合理，但在欧阳山这才是生活的真实，那种对女性解

放抱有简单化的幻想是不切实际的。另外这时期小说浓厚的

欧化色彩和灰暗的小知识分子忧伤情调，使此时笔名还是“罗

西”的欧阳山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作家。如《玫瑰残了》可以算

当上欧阳山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男主人公大学生“V”的名

字直接来自维特的略写，而他热恋的美丽少女倩伦也让人想

起绿蒂，其情节乃至结尾也与《少年维特之烦恼》相似，主题上

更是带有强烈的世纪末情绪。但在多元复合中也酝酿着欧阳

山新变。

1931 年 7 月欧阳山出版中篇小说《竹尺和铁锤》，通过王

九姑和女儿阿菊两代女性的命运，暗示了在革命思想影响下

的工人阶级反抗意识的觉醒。这也标志着欧阳山开始自觉走

向左翼文学之路。到1942年前，欧阳山在鲁迅等人的影响下

陆续创作了《七年忌》《生的烦忧》《梦一样的自由》《失败的失

败者》《流血纪念章》等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青年男女》《鬼

巢》《崩决》，长篇小说《战果》等一系列作品。其新颖的艺术形

式和鲜明的大众意识，令欧阳山在左翼文坛声名鹊起，鲁迅

“山兄”的称呼和《草鞋脚》对其小说的编选，更提升了欧阳山

的知名度。同时欧阳山化用大众化语言甚至直接使用粤语进

行创作如《单眼虎》等，也使其显得十分另类和富有个性。

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欧阳山，其创作发生

了较大变化。1944年6月的人物速写《活在新的社会里》不仅

赢得了文艺界的赞扬，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写信祝贺，在

延安产生了不小的轰动。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农村一线生产

实践后，欧阳山1947年创作出了解放区第一部反映农村合作

社题材的小说《高干大》，塑造了一个“大半个是共产党员”“小

半个仍是农民”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高生亮。这是一个平凡

英雄，一个时代新人。作者借鉴《联共（布）党史》中描述的从

大地母亲吸取力量的巨人安泰故事和现实生活的人物原型，

成功的塑造了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形象高干大，以之喻指共产

党人联系群众的重要性。作品已发表就引起巨大反响，赵树

理、丁玲、冯雪峰等人都给予很高评价，作品甚至成为指导解

放区土改和合作化的参考书。当然，欧阳山对解放区农民干

部缺点和落后思想的描写，无论当时还是此后都引来各种争

议，正是因为有争议才更说明这部作品的可读性和欧阳山创

作对窠臼的突破与创新。

十七年时期，长篇小说《三家巷》《苦斗》直接将欧阳山推

到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这两部小说是欧阳山构思已久的

《一代风流》的第一、二卷。1959、1962年完成的这两部作品尤

其是《三家巷》因为主要描写了革命初期阶段尚处于不自觉时

期的工人生活和塑造了还处在幼稚简单带有强烈小资产阶级

情调阶段的周炳，而引起激烈争论，乃至后来引来政治批判，

最终导致创作被中止。作品以市民生活为主调，将周、陈、何

三家分别代表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置于复杂的姻

亲关系网络中，让“阶级界限”变得复杂而多元，人物也不能用

简单的敌我善恶来分辨。这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要求的阶级

森严、正反分明的人物美学存在很大冲突，引起争议乃至政治

批判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但这也正好说明，欧阳山是一位

敢于坚持个人创作风格，不迎合时流的个性作家。

新时期的欧阳山恢复了写作自由，1985年以近80岁的高

龄续完并出版了《一代风流》的后三卷《柳暗花明》《圣地》《万

年春》，独特的艺术格调引发争论，其中争论最大的是周炳这

一形象的变化。周炳已经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复杂立体转向

简明单薄，其政治属性极大地挤压了人性多样。这虽然是人

物性格发展使然，但从艺术美学角度来说人物复杂性的丧失，

必然影响其立体感和违背生活逻辑，造成艺术魅力削弱。《柳

暗花明》中周炳已经成长为一个性格单纯的无产阶级战士，

《圣地》《万年春》中周炳更是完全变了个人。很多批评者认

为，过于强调“主旋律”的《一代风流》与1980年代出现的文学

新格局格格不入，让人感到十分突兀。面对这样的评论，欧阳

山似感无奈地说：“我在《一代风流》这本书里，本来在某种意

义上，也可以说要从多样化写到主旋律的，那阵子也不行了。

从前‘十七年’的时候，人家批判那一头（即多样化—笔者注）；

那阵子新时期了，人家又批判这一头了（即主旋律），有人说那

一头优，这一头劣了；甚至说所有描写革命的小说都没有人读

了——仿佛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已经被打入‘防止’之列了。殊

不知‘弘扬主旋律’，恰恰是起着警惕某种倾向的作用的。”但

是，毕竟政治不能代替审美。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后三

卷中的周炳，虽然在敌我方面爱憎分明，政治热情很高，读者

看到他在不停地忙碌、斗争，但感受不到他丰富的感情世界，

觉得他缺少常人应有的人情味。……这同作家不敢放手写人

性、人情、爱情等是大有关系的。”考虑到作者所遭受的“文革”

苦难、新时期对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倡导、对“现代派”文艺思

潮的看法，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创作现状了。

欧阳山最后10年即1990年代，再次因为“《广语丝》”系列

杂文引发争论。出于对“有害于社会主义”事物的不满和对主

旋律的拥护，从 1989 年《破题儿》开始到 2000 年《〈伟人周恩

来〉首发式贺信》，欧阳山撰写了117篇杂文共三集《广语丝》杂

文。因此突出的主旋律色彩，这些杂文被评论界称之为“社

会主义杂文”，“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批评锋芒所指，是

那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有害事

物，而决不是去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根本，

也决不是去否定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更不是去嘲

笑讽刺勤劳勇敢的伟大中国人民。”（成志伟《从〈广语丝〉谈社

会主义杂文的基本特征》）赞誉者将其称之为“当代鲁迅风”，

反对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种“社会主义杂文”展开了非议，甚

至封欧阳山为文艺界的“左王”。（田海兰《欧阳山评传》）联系

到1990年代的“新左派”“新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

纷争的文化语境，我们可以想象置于这一语境中的“广语丝”

论争的热闹程度。

愈老弥坚的左翼文学立场

通过简单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欧阳山创作历程实际上

就是一个由小知识分子写作逐渐迈向左翼文学乃至于主旋律

文学道路的这样一个发展轨迹。

左联时期和抗战初期（1931—1942）的欧阳山，已经是自

觉地走向了左翼文学的创作道路。1931年标志其创作转型的

《竹尺和铁锤》已经折射出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七年忌》《生

的烦忧》《梦一样的自由》《失败的失败者》《流血纪念章》《鬼

巢》《战果》等作品，一方面大胆暴露了军阀政府统治下的社会

黑暗，另一个方面在写出病态社会的人生的同时也极力发掘

出工农大众的哪怕微弱的反抗之光。甩掉了小知识分子忧伤

的欧阳山，在鲁迅精神的感染下成长为左翼文学战壕中的一

位优秀作家。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他站在了凸显无产阶级

大众立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边，使自己的左翼

身份格外鲜明。

正是早期阶段的底层生活经历和左联时期鲁迅等人的影

响，使延安“讲话”之后的欧阳山，虽然在创作风格上发生较大

变化，但并没有轻易改变自己的左翼文学立场，成为一个简单

的“歌颂派”。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欧阳山1947年的《高干

大》，之所以将高生亮塑造成一个“大半个是共产党员”“小半

个仍是农民”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对其迷信思想、小农意识

等的暴露，恰恰说明了欧阳山实践延安讲话精神的同时并没

有放弃文学审美立场。这也是欧阳山在解放区文学领域显得

风格独异的重要原因。这种左翼文学创作思维也直接影响了

他对《三家巷》《苦斗》创作美学原则的追求。人们对这两部作

品中突破禁区的争议，如大胆描写工人阶级弱点和不回避不

同阶级间的姻亲联系和爱情交往，不是脸谱化的刻画阶级人

物形象而是遵循生活本质和艺术真实的原则使其立体鲜活等

等，无不与欧阳山这种左翼文学理念有关，当然他的厄运也因

此而生，乃至于被打成美化资产阶级和丑化工农形象的“牛鬼

蛇神”和“走资派”。

极左思潮对欧阳山的错误批判，当然应该彻底否定，但

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自20世纪60年代至“文革”结束前10多

年的政治批判和“思想改造”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欧阳山留下

心灵的阴影，甚至束缚了其文学思想的发展和转变。1980年

代欧阳山对“现代派”简单否定和《一代风流》后三卷的创

作水准的退步，充分暴露了他左翼文学思想的激进化。我们

说，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那么对左翼文学思维单向

度的发展，也会令原有的思维活力丧失。1990 年代 《广语

丝》 对各种有害社会主义事物的批判，固然有其时代背景，

但何尝不是创作主体文学思维一元化发展的结果呢。新时期

欧阳山文学思维还是一种左翼文学范式，只不过已经是有了

很大改造后的左翼思维了，相比较于此前的思想结构，已很

难适应时代的发展了。

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美学风范

纵观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创作历程，我们发现欧阳山总是

处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追求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

美学风格。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作品中浓郁的地方色

彩；二、普通大众的热切关注；三、民族艺术营养的吸收。

读十卷本《欧阳山文集》给我最直接的感受是处处闪现的

南国风情和扑面而来的岭南文化气息。欧阳山的绝大多数文

学作品都以岭南尤其是广州地域生活为底色。《一代风流》不

仅将广州大都市繁华风情描写的风情万种，就是“三家巷”这

样的街道里弄也是富有人间烟火和生活情趣风俗的展示，乃

至于到过广州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试图探访作品虚构的“三

家巷”。此外，我们在其他作品中也处处看到岭南的地域色彩

包括自然景致。如《战果》中对丁泰生活的山区村中及其周边

自然环境的刻画，让我们立刻联想到枝繁叶茂山路崎岖溪水

横流的岭南山区。而其中对山区民居和村镇风情的描写也非

常合乎当地的民情生活。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欧阳山在《高干

大》《圣地》《万年春》等作品中对延安解放区的民情描写也十

分淳朴自然。这都升华了作品的民族特色。

延安《讲话》的精神之一，就是要创作出有中国作风和中

国气派的工农兵文学。欧阳山在1942年前虽然不可能自觉的

追求这种文学范式，但是从文学创作开始之初，欧阳山的目光

就没有离开过底层大众。而1942年后，《高干大》《红花冈畔》

《一代风流》等作品，对工农大众形象的塑造和生活、斗争的白

描直叙，以情节取胜的传统章法，欧阳山已经是自觉地追求

了。对大众的关注，还包括对大众语言的文学化用。他对《高

干大》大量汲取陕北乡音加以改造，活泼生动地展现了小说中

各类人物形象的精神面貌。而他实践大众化语言的粤语作品

《单眼虎》等更是直接使用了地方方言。

对民族艺术的继承也是欧阳山小说具有“中国作风”“中

国气派”的表现。诸多评论者都注意到了《三家巷》在人物关

系方面借鉴了《红楼梦》的结构方式，而对起义和战斗场面的

描写，又明显地流露出《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身影。

总之，欧阳山文学创作是“在精雕细刻中显出民族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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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一代风流的世纪大家领一代风流的世纪大家
有中国气派的左翼干将有中国气派的左翼干将

□□朱献贞朱献贞

经典作经典作家之欧阳山家之欧阳山

欧阳山的文学之路与欧阳山的文学之路与《《一代风流一代风流》》的创作的创作
□□欧阳代欧阳代娜娜 田海蓝田海蓝

一

广大的中国读者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欧阳山

是广东籍作家群中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因为

在欧阳山 76年的文学生涯中，其中就有 61年是

在广州（或者广东）度过的；他一生中为中国的现

当代文学画廊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为成功的典

型形象和典型性格，也大部分来源于广州市或广

东地区的生活原型；他一生中从事过的革命文艺

活动、领导工作和文学社会活动，也大都是以广

州为中心基地的。 但是，欧阳山的祖籍却并不

在广东，他是湖北人，他的祖籍是湖北省的荆州

市。

1908年连续两年水灾之后的湖北荆州城里,

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有一对眼看就要活不下去了

的年轻夫妇狠着心肠要贱卖掉自己才三个月的

亲生子，于是这个还在襁褓中的一头卷发的男孩

就是这样悲惨地离开了自己连模样都未曾记得

清楚的荆州的亲生父母,最终成了广州杨家传宗

接代的养子——他就是欧阳山。童年和少年时

代的欧阳山是在战乱和漂泊中度过的，然而青年

时代的欧阳山却有幸遇见了他人生的第一位重

要的导师鲁迅，他们成了忘年交的革命师生和亲

密战友。从此，在鲁迅的指引下，欧阳山积极投

入组织和创作革命文学和大众文学的火热斗争

中，进而成为一名坚定的左联战士。

1973年，苏联著名的东方文学家Ｈ.Ｊ.费德

林教授在他发表的一篇名为《革命文学二十年》

的文章中，论述了中国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革

命文学的状况时，其中将欧阳山列为“在自己的

作品里，竭力体现出自己对革命文学原则的忠

实，艺术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他们作品的基础”的

“拥护左联的作家”之一。而美国著名作家、新闻

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在采访鲁迅时，是将欧

阳山列为“左联”时期“新现实主义派”的作家之

一的。鲁迅更加明确地将欧阳山列入中国左翼

作家的行列中，与茅盾、沙汀、东平、艾芜、夏征

农、胡风、肖红、田军、蒲风等并列。由此可见，欧

阳山在左联时期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

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受到鲁迅和国内外

文艺界和学术界的肯定和公认的。

1940年5月的一天，在重庆周恩来通过沙汀

告知欧阳山：“周副主席知道你们参加党领导的

‘左联’多年，做了许多革命工作。又经过长期的

考验，组织上认为你们已经具备了共产党员的基

本条件，因此建议你们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7月，欧阳山由周恩来和沙汀介绍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成为他的第二个革命领路

人。

1941 年 4 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第

二次反共高潮。党中央决定将在重庆的大批进

步文化人士撤回延安。欧阳山在周恩来的安排

下，4月到达延安。欧阳山到延安不久被分配到

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当主任，草明也分配在文

艺研究室成为特别研究员，大部分作家都去搞创

作。欧阳山在文艺研究室领导着40多个文艺工

作者，学马列主义、整风文件，研究延安的文艺创

作、文艺批评活动。1941年，欧阳山到延安不久，

解放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艺理论性文章就是欧

阳山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这篇文章已收入

他的文集第 10 卷中。他主张学懂、学透马列主

义才能搞好文艺创作的。根据延安的文艺状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欧阳山曾写信给毛泽

东，建议党中央制订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毛

泽东收到欧阳山的信后，于1942年4月9日给欧

阳山回信说，“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

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文艺工作者都积

极反思自己的创作思想，创作态度，在行动上深

入工、农、兵，到基层去体验生活。欧阳山在座谈

会后，兴奋地说：“这次会之后，我思想上的所有

问题都解决了。今后就看我们去如何实践会议的

精神了！”欧阳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

言行一致，贯彻始终地执行了文艺座谈会的精神。

毛泽东成为欧阳山革命文艺道路上的第三

位指路人和导师。

2004年 6月 19日，作家、文艺理论家陈涌对

欧阳山曾经作出高度的评价：“他是延安文艺座

谈会之后，对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文艺理论理解得

最深刻、实践得最成功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二

从 1957 年 2 月 14 日起，欧阳山终于开始了

他构思由来已久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三家巷》（原

名为《一代风流》）的第一部《三家巷》的写作。那

如歌如诗的细腻多彩的南国风俗画，那如痴如醉

的性格新颖独特典型人物，那如咏如诵的生动活

泼、有着浓郁地方色彩的语言，都一下子紧紧抓

住了读者的注意力，从而在那个年代里给了中国

广大的读者们耳目一新的深刻的时代印象。

1959年 8月 3日，《羊城晚报》花地版开始连

载一部叫《三家巷》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在一个

特定的年代里仍然坚持叙述美好的人性，并以老

百姓所喜欢的传奇故事的讲法而为读者所关注，

一时间，《羊城晚报》被广大市民所争相购买和传

阅。好小说因好报纸而广为传播，好报纸因好小

说而一纸风行——这也是中国报业史和文学史

上的一段传奇，而《三家巷》的作者——欧阳山也

因为这部作品而广为人知。

《三家巷》曾是欧阳山的一个宏伟的夙愿：

1941年的冬季，一个残阳如血的傍晚，两个文学

青年也是好朋友的欧阳山和周而复并肩漫步在

冰水凛冽的延河旁，他们踌躇满志，一起商量着

发誓要为未来的新中国每人写出一部大书来。

几十年后他们两人真的都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欧

阳山终于写成了自己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诗般的五卷全书《三家巷》（又名《一代风流》），

周而复也完成了自己描写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

六部史书《长江万里图》。

刘白羽就曾经这样高度地评价过这部现在

已经成为五卷本的小说：

“《一代风流》(《三家巷》最初出版时曾用此

名)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中一部大书。作者通过

人物的命运，涉及到从广州到重庆、到延安、到晋

冀鲁豫尔后最终回到广州的种种坎坷斗争，概括

了从 2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经历了

广州起义、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到新中国的建

立。这一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粉碎

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雄伟的、神圣的画

卷，有若《战争与和平》的广阔，有若《红楼梦》的

旖旎。这时，欧阳山同志对人生阅历更深、剖析

更深，因而显示他的大手笔是如何不凡；他对现

实主义做了大胆的尝试与发掘，在更广阔幅度

上、在更深刻的内涵上，把历史创造了人物、人物

创造了历史两者紧密结合，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

发展和变幻，写出人物的成长、成熟，从而瞩目于

创造既有中国革命特征、而又不是千篇一律的有

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文学批评家余飘更是有自己不同凡响的见

解：“ 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就是把他推向世界级

大作家的一部巨著。它概括了整个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时代，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党的诞

生起，经历了广州起义、北伐战争、抗击日寇，

到延安整风、土地改革、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

中国，展开了一幅粉碎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

宏伟画卷。”

从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到1978年的全

国文艺整顿工作，每到关键时刻，欧阳山都在为党

和人民的文艺事业默默地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

提出建议的工作。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

广东省文艺界率先在文艺思想领域中，批判了“四

人帮”倒行逆施的错误路线，认真肃清政治流毒影

响，因而成为当时我国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前沿阵

地。广州文艺界又是在全国最先接受了解放思想

的第一缕阳光，迎来了百花齐放文艺的春天的地

方，在这些方面欧阳山这位革命老作家确实一直

都是我们的党可以信任和倚重的忠诚战士。

欧阳山对鲁迅的那份忠贞不渝的深情与执

著，并且坚定地一生追随的实践，是早已为世人

所熟知的。特别是鲁迅直面人生的韧性的战斗

精神，早已经深深地溶进了欧阳山的脑海里面、

血液之中，已经成为欧阳山晚年时期最重要的精

神 楷 模 和 力 量 源 泉 。 欧 阳 山 希 望 有 一 种 东

西——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

去，那就是鲁迅的韧性的战斗精神。

《七年忌》时代的欧阳山是卓越的追求的欧

阳山。那是“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的年代。毛泽东回顾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曾经

作出精辟的概括：两个“围剿”和两个深入，就是

军事的“围剿”和文化的“围剿”，就是农村革命的

深入和文化革命的深入。当时，欧阳山同志就是

在以鲁迅为旗手，在上海摆开的无产阶级文化革

命战场上，一个英勇奋斗，卓有成就的战士。

《高干大》时代的欧阳山是伟大转折的欧阳

山。是欧阳山生活上与劳动人民亲密结合的转

折，艺术上焕发灿烂青春光辉的转折。《高干大》

的问世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指

引下，延安最早出现的一部忠实的创作实践，它

成为光芒闪射、色彩夺目的解放区崭新的革命文

学代表之一。高生亮所创办的合作社和欧阳山

为之命名的供销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家机

构体制中一直沿用至今。

《一代风流》时代的欧阳山，是创造丰硕成果

的欧阳山。新中国成立以后的 40 年间，欧阳山

对人生的阅历更深、剖析更深，他在现实主义道

路上做出了大胆的尝试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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