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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相当具有个性的作家，无

论为人还是为文，都不同寻常。生活上，他与萧红的婚姻一直

为世人所诟病；文学上，他的作品在当时既引起轰动，又遭受

很多批判。他不爱参与政治，在新中国成立后甚至淡出了主

流文坛。

贵族家庭、悲剧意识

1912年端木蕻良在辽宁省昌图县鴜鹭树村出生。其父系

一族的祖先是从河北闯关东的老户，姓曹。经过几代人的辛

勤耕耘，到了其曾祖父曹泰这一代，其家族已经成为当地最

大的地主，在科尔沁草原上拥有两千多垧土地，属于满清正

白旗。

端木蕻良的父亲叫曹仲元，原名曹铭，因不受自己父亲的

喜欢，只分到曹家的一小份财产，但是在当地仍然十分可观。

与很多贵族公子一样，曹仲元同样讲究吃喝排场，喜欢追求漂

亮的女孩子，端木的母亲就是被曹仲元掳来做妾的。与一般

阔少沉醉于声色犬马不同，曹仲元喜欢四处游历，尤其喜欢去

南方的大城市，因此具有较强的维新思想。他同情太平天国、

认同孙中山的主张，订阅上海的《申报》，同时酷爱收藏古董和

图书。端木蕻良6岁时便被父亲送入新式小学读书，后来，曹

仲元甚至出售土地将几个儿子送往天津读书。

端木蕻良的母亲虽是满族人，但是已经家道中落。端木

蕻良的外祖父是曹家的佃农，生性耿直。因为嫌弃曹仲元花

花公子的恶名，拒绝将女儿嫁给对方做妾，但曹仲元最终还是

靠武力达成所愿，双方为此十余年不曾往来。由于家势贫弱，

加之为妾的身份，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母亲在曹家地位如同女

婢。但他的母亲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她常常通过故事的

形式告诉端木蕻良曹家的历史和曹家的秘密，并鼓励他好好

读书，将来把母亲的遭遇写出来，不要让曹家人那样得意。然

而，端木蕻良作为一个听故事的对象，不难发现，母亲的叙述

中也包含了一些极其复杂的感情，这种感情就是既有仇恨、

敌对，同时又对这个曾经辉煌富有的家族的崇拜，仿佛还有

荣耀感。

高高在上的贵族身份和辽阔的科尔沁草原同时赋予了端

木蕻良繁华和忧郁、热情与孤独的气质，又由于这两种截然不

同的气质的不断碰撞，端木蕻良的作品中便不断流露出一种

心灵的重压和性情的奔流，时常表现出一种悲剧性的生命意

识。在《鴜鹭湖的忧郁》中满篇都是“忧郁”，“眼前只是一片荒

凉的所在，没有希望，没有拯救，从胀痛的呜呜的耳鸣里，只传

出一声缠绵不断的绝望的惨叫”。一股巨大的悲怆感迎面袭

来。小说没有正面描写人民遭受的民族灾难，而是把它掩藏

在凄凉的黑夜，作者把悲愤之情极力压制在胸臆之间，反而有

一种喷薄欲出的快感。而《乡愁》则借助儿童的叙述视角，真

挚而生动地表达了“睡梦里回到故乡”的急迫和哀伤。《爷爷为

什么不吃高粱米粥》也是通过儿童的视角来解答爷爷为什么

不吃高粱米粥的原因，字里行间充斥着对沦陷故土的忧伤。

《遥远的风沙》呈现于眼前的是塞外恶劣的自然环境，一支小

分队不知来自何处又走向何方，他们就在不可捉摸的命运征

途中前进着。

纵观端木蕻良一生的创作，自始至终不变的是贵族气质

下的悲剧情怀。也正是因为这种贵族气质，端木蕻良才有可

能使他的文学创作具有独特的有别于端木同时代人的艺术魅

力和艺术气派。

文坛异类

1933 年，21 岁的端木蕻良仅用 4 个月时间就写成长篇小

说《科尔沁旗草原》，书稿寄给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郑振铎，郑回

信预期这部小说问世“必可震惊一世人的耳目”。周立波在

《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小说创作：丰饶的一年》中，

提到端木《遥远的风砂》《鴜鹭湖的忧郁》《爷爷为什么不吃高

粱米粥》三个短篇小说中表现出的塞外景色和地方特色，认为

在“青年作家中只有沙汀可以比拟”。1939年《科尔沁旗草原》

出版后，巴金撰文惊叹作者的艺术表现力，称其“语言艺术的

创造超过了自有新文学以来的一切作品”。可以说，在新中国

成立以前，对于端木蕻良的文学创作的研究起点是相当高

的。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对于端木蕻良的研究却出现了大量

的空白，直到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学者施本华、美籍学者夏

志清等先后撰文确认端木蕻良创作的史诗风格及其文学史上

的地位，国内对端木蕻良的研究才逐渐兴起。这种前恭后倨

态度的出现与端木蕻良孤僻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端木喜欢独处，不习惯拉帮结社，其妻钟耀群曾经这样评

价他：“创作之余，端木喜欢到他住处附近的法国公园去散步，

在草地上躺着看天上的云彩，看树上的小鸟飞来飞去，绝不串

门，也不爱找人聊天，可以说完全是独处，这是他从小就形成

了的孤僻性格”。这样孤僻的性格难以与同行者之间达到友

好的交往氛围，很容易成了别人眼中的“异教徒”。比如，1937

年应胡风之邀，端木与胡风、萧红、萧军等一起共同创办了《七

月》杂志。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许多人无可厚非的认为：“杂

志是共同的，事业是共同的，‘敌人’是共同的，连情感、趣味、

作品风格也在向共同的方向靠拢。”而端木的一些行为、趣味、

举止等却与大家背道而驰，渐渐地与《七月》有些殊途。

端木喜好打扮。在流亡青年中 ，“他身穿着皮茄克，下身

穿着灯芯绒马裤，高筒马靴”。对此蒋锡金有过这样一段回

忆：“我们住处来了一位西装长统靴的年轻人，留着很长的发

角，脑后的长发几乎盖住了脖子，颜容憔悴，举止羞涩，模样很

像现在所谓的‘80 年代青年’。”东北作家群及《七月》杂志这

个圈子中，或在“无论是那些穿军装的还是那些穿长衫甚至穿

西装的，都不那么愿意接受这个性格独特的穿马裤皮靴的端

木蕻良。穿军装的革命家们不能接受他这个‘懒散的资产阶

级’分子，穿长衫甚至穿西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不能接

受他的。”

这样一个忧郁、孤僻、“怪异”的端木却能够被才华横溢的

萧红选为伴侣，让许多人一直不解甚至不愿承认他们的婚

姻。除此，有些人认为这位“异教徒”是第三者插足，破坏了

“二萧”的感情。

政治上的边缘人

与同时代的很多作家参与革命文学论争或者进行革命宣

传不同，除了学生时代，端木蕻良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

动，尤其是在 20世纪 40年代，他几乎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内心

世界中，没有对时代的主题进行文学性的回应，加上孤僻的性

格，边缘化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落在他的头上。

根据作品的思想取向，新中国成立之前，端木蕻良的创作

可以分为两个时段：1933 年—1942 年段和 1942 年—1949 年

段。他闯入文坛时，正是左翼文学如火如荼之时，面对异族的

侵略，救亡超越一切，革命压倒启蒙，文学成为救民族于危亡

的工具。彼时正在南开读书的端木蕻良受到了左翼文学的

深刻影响，加之故乡东北正处在帝国主义的魔掌之中，其早

期小说中具有较强的抗日文学或东北作家的特征，与政治结

合紧密。

但是到了 1942年以后，端木的作品在创作的内容上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1942 年 1 月妻子萧红去世以后，他蛰居于桂

林，开始用以前没有用过的笔调来写作。这个阶段的作品是

在萧红的死和萧红死后人事关系的刺激下写出来的。这种变

化在他的创作上主要表现为从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到关注内心

世界的变化。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有《初吻》《雕鹤

堡》《红夜》《女神》等。这些作品的空间和人物的意义与他以

前创作的作品完全不同，与当时的主流叙事主题毫无关系，主

要展示了作家自己的内心世界。它消融了关外文化和关内文

化的差别，开始以一种普遍的人性为基础，表现出个人隐秘的

内心世界，曾经的宏大叙事和家国情怀隐匿不见，作品中洋溢

的是对爱、对温柔的企求，甚至是浓烈的恋母情结。

别人在为革命而创作，他在为自己的过去而忏悔；别人为

国土的沦丧而追求革命，他在为个人的情爱失落

而追求“自我”。这确实和当时的革命主潮有些格

格不入，但是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

的端木蕻良在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中期——所

经历的个人的痛苦、失落和忏悔，同时也反映了相

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痛苦、失落和忏悔。他们疲倦于革命，沉

醉于自我，抛弃革命，也被革命所抛弃。而那些反映这一时期

真实思想的作品，往往是不能被所谓“正统”的文学评论家所

接受的，因此而造成了文学史上的空白。

1981年，丁玲向美国学者葛浩文坦诚道出自己内心的真

实想法：“我对端木蕻良是有一定看法的。端木蕻良和我们是

说不到一起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们那儿的政治气氛是

很浓厚的，而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冷冰

冰的。早上起得很晚，别人吃早饭了，他还在睡觉，别人工作

了，他才刚刚起床，整天东荡荡西逛逛，自由主义的样子。看

那副穿着打扮，端木蕻良就不是和我们一路人。”这段谈话代

表了当时一些人对端木真实的看法，也就是作为革命作家，他

必须是时代的呐喊者，他必须是时代的代言人，否则他就是

“怪人”而遭致同行者的排斥。至于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其作

品常常落选于各类选集，很少重版，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红楼梦》结一世情缘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是端木蕻良失去了

自己创作主体性的时期。他像当时绝大多数作家一样，只能

按照现实政治的需要进行创作，因而也失去了他本来的独立

风格和特征，直到创作长篇小说《曹雪芹》，晚年的端木蕻良才

在文学的疆域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自小接触并熟读《红楼梦》，这培养了端木蕻良极其细微

敏感的情感世界。他吸纳了曹雪芹描写女性细腻含蓄的文

笔，让他在对女性的书写上得心应手，形成了他粗豪之中见婉

约的独特文风。不仅如此，他还撰写了多篇关于《红楼梦》的

学术文章。

撰写《曹雪芹》这部三卷巨作实在是一件具有相当难度的

庞大工程，他的“曹雪芹”起始于康熙谢世，终止于乾隆盛期，

上下50年的历史跨度，加上语言、文化的习俗变迁，人物关系

的错综复杂，能下决心创作《曹雪芹》对于年近古稀的端木蕻

良来说是很需要胆量的。然而这项艰巨的文化使命似乎注定

应该由他撑起，不仅是因为他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扎实的文学

功底，同时还具有那种钟鸣鼎食的贵族生活的独特体验以及

家族衰败书剑飘零后的沉痛之思。在《曹雪芹》这部小说中，

端木蕻良从皇宫贵族的后花园到崇文门外的“鬼市”小摊，都

描写得非常精致。甚至清朝时京都城市的布局，京都城门的

出入规矩，都在端木蕻良的笔下井井有条地呈现出来。1980

年 1月，端木蕻良的《曹雪芹》上卷出版了，印数 20万册，立刻

抢购一空，出版社于 3 个月后再版 30 万册，又很快售完。

1985 年《曹雪芹》中卷问世以后，端木蕻良还继续下卷的写

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端木蕻良与《红楼梦》这场“恋爱”

可谓至死方休。

本专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端木蕻良是一个很值

得我们去重新认识的作家。作为东北作家群的

重要代表，虽然他还无法像萧红和萧军那样给人

以明确的文学史印象，但是他和“二萧”一样也有

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怀着对大地的深厚

情怀，以及对时代的热切关注，在中国现代文学

的天地里，成就了一道雄浑壮阔的风景。端木蕻

良在创作上兼收了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

优秀传统，表现出独特的人格气质和丰富的艺

术才华。可以说，面对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

国文学史，端木蕻良始终是个不容忽视的艺术

存在。

一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端木蕻良怀着对大地

的眷恋步入了中国文坛，年仅 21 岁的他就以满

腔的热情创作了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虽

然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作品时隔6年后才得以出

版。可是，无论是对于整个 20世纪 30年代的中

国文坛而言，还是对于年轻的端木蕻良本人来

说，这部作品都有着其不容忽视的里程碑式意

义。当时的新文学前辈郑振铎初见这部作品就

给予了它以很高的评价，后来的文学史家夏志清

更是称誉它“是当时第一部以英雄的气概预言中

国前途的现代小说”。而对于端木蕻良的整个创

作生涯来说，《科尔沁旗草原》直接奠定了他艺术

大厦的根基，从而使得他在中国现代作家群行列

中，赢得“大地之子”的美名。

对于包括端木蕻良在内的很多现代作家来

说，土地一直是个沉重的话题。在战火纷飞的现

代中国，对土地的眷恋并不单纯的意味着从故土

寻找诗情画意，更多的是要去面对它沉重的过去

和现实。在端木蕻良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

一种持久的激情，那就是对土地的热爱和眷恋。

在这种激情的维系下，端木蕻良所眷恋的大地并

不只局限于让他魂牵梦绕的科尔沁旗草原，它从

关东大地一直绵延到大江南北。从他的代表作

品《科尔沁旗草原》到《鴜鹭湖的忧郁》再到《江南

风景》，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作者对土地的深

厚情感。我们从他不少作品的题目当中，甚至从

其人物的命名上，都可以看出他的大地情怀。

端木蕻良还是一位对色彩非常敏感的作

家。他在写作中对景物描写可谓是情有独钟，也

非常善于情与景的营造。他的很多作品呈现给

人的是一幅幅优美的风景画，比如在他的代表作

品《鴜鹭湖的忧郁》中，开篇就这样写到：“一轮红

红澄澄的月亮，像哭肿了的眼睛似的，升到光辉

的铜色的雾里。这雾使热郁的闪着赤光，仿佛是

透明的尘土，昏眩的笼在湖面上。”在这里的景物

描写当中，不仅洋溢着一种诗情画意式的田园风

采，也渗透了作者那特有的忧郁和深沉。

在端木蕻良的作品中，他对于大地的情怀也

并不只表现为对风景的诗意化地描写上。他更

多的是深入到精神世界中，认真地思考土地和人

生的关系。他在《我的创作经验》一文当中曾这

样说过，“土地传给我一种生命的固执，土地的沉

郁和忧郁性，猛烈的传染了我，使我爱好沉厚和

真实，使我也像土地一样负载了许多东西。”由

此可以看出，从大地中发掘人的品质，热情地去

表现人的生命和价值，才是端木蕻良的一贯追

求。在他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海》的开头部分是

这样写的：“这是多么空阔多么辽远，多么幽奥渺

远呵！多么宽敞得怕人，多么平铺直叙，多么宽

阔无边呵！比一床白素的被单还要朴素得令人

难过的大片草原呵！夜的鬼魅从这草原上飞过

也要感到孤单难忍的。”这段话很能代表端木写

景的风格，字里行间既充满了对大地诗意化的膜

拜，也透露出一股荒凉寂寥的气息，从而使人物

的悲喜命运与大地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因而

在端木蕻良的作品中，无论是丁宁那样的时代

“零余者”，还是大山那样的底层民众，他们的血

管里都流淌着一股从大地涌出的血液。

作为东北作家群的重要代表作家，端木蕻良

小说中的地域风格是极为鲜明的，在这方面，他

丝毫不比“二萧”等人逊色。甚至在端木蕻良的

作品中，地域化的东西表现得更为复杂。它里面

不仅蕴藏着东北人的血性，散发出一种英雄式的

气魄，同时也流露出东北大地特有的悲冷色调，

从而表现出了特有的忧郁和孤傲。在阅读端木

蕻良的时候，我们常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种两

极化的气质：一面是粗狂豪放、坚韧刚强，另一面

却是斯文柔弱、多愁善感。这两种气质在他的作

品中都被艺术化地加以表现，前者使他在《科尔

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等作品中展现出了

史诗般的恢弘气度，后者则使他写出了《鴜鹭湖

的忧郁》这样抒情诗一般凄美动人的作品。

二

虽然端木蕻良在创作中以“大地之子”著称，

并热衷于地域风情的表现，但是他决不是一个狭

隘自闭的作家。相反，他却一直在紧跟着大时

代的步伐，竭力在作品中去把握自己身处时代

的特色。

中国现代作家大都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

这一方面缘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从“国

家兴亡，匹夫有责”到“苟利国家生死以”，中国历

代知识分子处处都自觉地遵循个人对于国家的

责任；另一方面则缘于现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

现实，它极大地激发了作家们的爱国热情。端木

蕻良是一位积极投身于时代洪流的作家。早在

南开中学读书时期，他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主

编刊物和组建社团。“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身为

东北人的他更是义愤填膺，并因为组织学生南下

请愿而被学校开除。在北京居住期间，他参加了

北方左联，并积极地投身到工作当中，甚至还一

度投笔从戎。“一二九”事变发生之后，端木蕻良

不仅在创作上逐渐成熟，也更加热情地参与抗战

救亡运动。

对于生长于东北大地同时又接受过良好传

统教育的端木蕻良来说，国破家亡的痛苦并不是

一种遥远的艺术想象，而是来自他切身经历中的

强烈感受。虽然端木蕻良在生活中远不及萧军

那样个性张扬，在艺术上也不像萧红那样敏锐和

深刻，但是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他的内心深处

始终蕴藏着东北男儿的血性和刚强，也有着他对

时代现实的独到领悟。与很多中国现代作家不

同的是，端木蕻良的学校生活时间并不太长，他

丰富的知识大都是从自学中得来。从他的丰富

的人生经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端木蕻良决不是

一个书斋里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总是有着对当

下的强烈关注。

后来的文学史家在论及端木蕻良的作品时，

曾经给予这样的评述，“端木蕻良的大部分作品

因其民族情绪和乡情双重地受到压抑，而在作品

中用一种冲突画面，突出有意味的瞬间景物、人

事的方式，采用广阔的时代视角来表现大地与农

民的血肉关系。”如果说对于故土的眷恋，让端木

蕻良赢得了“大地之子”的美誉，这个称呼里本身

就渗透着作者对于时代的介入精神。在端木蕻

良的作品中，人物的身上都被打上了时代的烙

印，从而使他们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时代之子”。

我们从他的作品中看到的是时代变迁中个人和

家庭的命运，感受到的是两种剧烈的情感在纠缠

交错，一种是阶级对立的情绪，一种是民族压迫

的仇恨。这些在他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篇小说描写的是草原首富

丁氏家族的衰落历程。一面是地主与农民的尖

锐矛盾，一面是岌岌可危的国家政权。前者是条

主线，后者是条隐线。在小说的结尾处，丁氏家

族行将就木之际，接着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

人们组织义勇军向沈阳进发。对于20世纪30年

代的中国现实而言，《科尔沁旗草原》不失为一种

预言，它以艺术化的方式再现了东北人民在大时

代背景之下的悲壮命运。

端木蕻良在对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矛盾的表

现上，虽然有着来自他现实生活的真实体验，但

显然更多的还是受到当时左翼文学思潮的影

响。在短篇小说《憎恨》中，作者将这种阶级仇恨

以触目惊心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而对于民族仇

恨的表现，则源于作者对当时大的时代背景的关

注，如《大地的海》《萝卜窖》《柳条边外》《螺狮谷》

等作品。这里面既有不堪忍受压迫而走向反抗

的普通国民，也有为爱国热情激发的民族英雄。

无论出于被动的反抗还是主动的选择，这些人物

都将自己交给了时代。另外，端木蕻良也有一些

作品，表现的是战争环境中的灰色人生，虽然它

们的艺术成就有限，但是却很能说明作者表现时

代的热情。

难能可贵的是，端木蕻良在创作上是一个不

断进取的作家。虽然他不是那种登高一呼的大

师，也缺少那种开创一代文风的气度，但是他从

来都没有远离时代的洪流。即便是在萧红离世

前后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他最终选择的仍然

是与时代同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

经问世，他就是积极认真地从中学习。新中国成

立之后，他不仅没有失去声音，反而以更加高涨

的热情深入到了基层生活之中，歌颂新时代、表

现新主题、描写新人物。

三

端木蕻良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步入文坛的，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这一时期在诸多方面都逐

渐成熟起来。对于这一时期的新生作家们来说，

他们不但能够从前辈的创作中借鉴经验，而且也

能够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传统。因而我们

从端木蕻良的身上不仅能够看到新文学革命以

来的成功经验，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来自古典

文学作品的优秀传统。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间，端木蕻良可以说是受

传统影响最为显著的作家之一。在以往的文学

史研究中，端木蕻良与古典文学，尤其是与《红楼

梦》的关系一直都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对象。在

他的处女作《科尔沁旗草原》中，对于大家族的衰

败历程的书写，就很有些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

影子，其中不少地方也有对《红楼梦》的借鉴。端

木蕻良不仅从创作上有对曹雪芹的追随，在《红

楼梦》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直到晚

年，他还在殚精竭虑地撰写传记小说《曹雪芹》。

虽然由于多种原因作品只出版了前两卷，但无论

是从题材还是从整体的构思布局，我们都可以看

出他对中国文学古典传统的继承。

端木蕻良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他从古典传

统中继承来的不仅有表现方面的技巧，还有那种

“史”的精神，比如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的史诗气

魄。虽然后来端木蕻良遵从郑振铎等前辈的指

点，转向短篇小说的创作，但是如果把这些短篇

连缀起来，仍是对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中国

的一种艺术化的再现。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始终有两道传统共存，

一道是“史”的传统，另一道是“诗”的传统。而等

到文学进入了现代阶段，这两道传统常常融会在

一处。有很多优秀的现代作家，虽然常是以“史

家”的气魄去书写现实，但他们在本质上却是一

个诗人，端木蕻良也是如此。如果他因为前者而

去深刻地关注现实热情地表现时代，那么对于大

地的深情无疑更能说明他诗人的本质。著名文

艺家巴人读了《科尔沁旗草原》曾发出这样的感

慨，“我们的作者是个小说家吗？不，他是拜伦式

的诗人。”端木蕻良的小说呈现给人的，不仅有峥

嵘岁月的风云往事，也充满着美丽的风景描写和

丰盈的情感世界。因而后来的文学史家们在谈

到他作品的时候，常以“史诗”二字概括之。

很显然，作为 20 世纪 30 年代文坛的新人作

家，端木蕻良所受影响更多的还是来自中国文学

的新传统，而这个影响首先当推五四新文学。南

开中学读书时期，端木蕻良就跟随兄长阅读了大

量的五四新文学作品，并自觉地接受了“为人生”

的文学观念。因此阅读端木蕻良的作品，我们常

会发现它们中间始终弥漫着一种来自五四的时

代空气，它不仅表现为作者对社会和时代的介入

精神，也体现在这些小说人物的身上所含带的忧

郁感伤。比如《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丁宁，既是大

家族的悔罪者，又是国民的启蒙者。可在残酷的

现实中却处处受挫，最终沦为了一个时代洪流的

“零余者”。

在端木蕻良的创作生涯中，有两个对他扶持

很大的前辈，一个是郑振铎，另一个则是茅盾，他

们分别是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代表作

家。而在端木蕻良的创作中，对这两位的风格都

有所传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必然。在五四新文

学观念之外，端木蕻良从新的文学传统中接受的

另一重要影响则是《子夜》的“社会分析模式”。

在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中，我们常能看到作者把

握时代的雄心，以及对社会现实的独到分析。还

有后来那些以抗战为题材的小说，都表现出端木

蕻良对这一传统的沿用。

要充分认识端木蕻良及其作品的价值，更为

有效的方式还是要深入到他的艺术世界之中，去

领悟他那大地之歌中的真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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