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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的乡土情怀与民间精神
□李 莉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亲历者、书写者和见

证者，端木蕻良所创造的业绩和所获得的声誉并

不对称。原因有诸种：时代的阴差阳错、环境的动

荡不安、政治的变幻莫测、情感的波折复杂等，造

成他的文学史地位被遮蔽，文学影响被有意无意

地忽视。作为研究者，倘使我们无法拥有确凿的

证据还原事件真相，借此揣摩当事人的心理情

感，以及那变化不断的人心和世事，那么，评判一

个作家的文学史贡献，最有力的依据就是立足于

他留下的作品。

端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自然生命和创

作生命都较长寿的作家。84年的生涯中，创作时

间长达60余年。他中学开始写作，21岁完成长篇

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并发表了成名作《鴜鹭湖

的忧郁》。此后断断续续创作了诸多小说、散文、

诗词，还涉足话剧、评剧、京剧、电影等剧本的写

作，甚至论文；编辑过数种文艺刊物，参加过许多

文艺活动。其作品数量之多，文体之丰富，题材之

广泛，好评之精彩，足以证明他是现当代文学史

上少有的高产的优秀作家，亦是屈指可数的优秀

的少数民族作家。端木的前半生以故乡小说和个

人经历小说为主，创作成就突出；后半生则把精

力投入历史人物小说《曹雪芹》，还撰写了大量回

忆故友旧事、观景游记的散文，史料价值明显。

端木的故乡系列小说洋溢着深厚的家国情

感、难舍的乡土情怀和顽强的民间精神。他总是

满怀深情描绘东北雄浑辽阔的地理景观，江河大

地的磅礴气势；以史诗般的结构讲述纷繁复杂、

曲折动人的故事；用诗意的语言和谦卑的姿态记

叙各种文化现象。他以怜悯同情之心描写底层劳

动者的艰辛生活，暴露他们身上存在的各种缺

点，又以崇高之情赞美他们保家卫国的英雄气

概；以精致细腻的笔触描绘神秘的民间文化，又

对某些不良风俗进行委婉的嘲弄和批评；他常以

“自我”为原型，不厌其烦地叙述家族历史和家庭

成员的传奇经历，又不乏对霸权、特权和封建思

想的批判。归之为三个层面。

1.描述故乡景物，借景抒情，托物言志。
故乡寄托着端木无限的情爱。那辽阔的大

地、肥沃的草原、丰饶的物产都是他创作的不尽

源泉，也是他牵挂和抒怀的重要对象。端木早期

的部分小说常以故乡地名、人物、物产等作为标

题，或者在文本中频频闪现“东北”生活场景。长

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短篇小说

《鴜鹭湖的忧郁》《母亲》《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

粥》等。有些故事背景发生在他乡，或是以他个人

的异乡经历为原型写作，也会千方百计用回忆、

插叙的手法把故乡生活勾连起来，《大江》《遥远

的风沙》即如是。

端木观察事物有独到的眼光。他擅长在小说

开头分用宏阔的视野去描摹各种景物，煞费苦心

地运用夸张、排比、拟人、象征、隐喻等修辞予以

设计。把景物同悠远的历史、广袤的空间和苦难

的现实有机结合，给人以天地苍茫之宇宙感，家

国命运多舛之忧患感。《鴜鹭湖的忧郁》开篇描写

了月亮、雾霭、湖水，本该是诗情画意的浪漫美

景，可它们被“忧郁”笼罩着。“忧郁”的氛围和环

境，激起人们的悲伤和愤怒。《大地的海》用假设

句开头，用排比句写草原的“空阔”、“辽远”，再转

为比喻句，“比一床白素的被单还要朴素得令人

难过的大片草原啊！夜的鬼魅从这草原上飞过也

要感到孤单难忍的。”草原应该蕴藏生机，可是连

鬼魅都感到恐惧，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这

个开头发人深思。《大江》采取倒叙的手法，借长

江的九曲十八弯暗示东北铁岭人的坎坷人生。

“大江是浩荡的”，“大江在浩荡里呜咽，在卷积云

里震荡。”整个第一章，作者的笔力都是聚焦于长

江，把江水的浩淼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连接起

来，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小家的前途与国家

的出路连接起来，让人产生强烈的震撼，也为后

文人物命运的发展提供了铺垫。这些寓意深远的

开头，旨在表达作家激愤的情感：祖国山河是壮

美的，但被敌人的铁蹄践踏着；家乡人民是勤劳

的，却被统治者无情地剥削着；故土是富庶的，财

富却被侵略者肆意掠夺。作家的心在滴血，他力

图用一支纤细的笔传达心中沉重的责任，唤起千

千万万同胞的觉醒，唤起他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有了新颖非凡的开头，作家不忘在小说中部

和尾部穿插景物描写，以此节制叙述速度，深化

人物情感。《大地的海》中，青年来头爱上杏子，他

渴望见到杏子却又顾虑重重，在森林中遭遇滂沱

大雨还强作镇定。作品通过环境变化烘托人物心

理变化，也借人物动作渲染环境，推进情节发展。

《大江》的中部不断补叙铁岭的“过去”，不时用蒙

太奇手法定格他的“现在”。他身在长江边上战

斗，心却常常回到家乡大森林，回味那无拘无束

的打猎生活。家乡的美丽和人民生活的痛苦形成

对比，铁岭的斗志被进一步激发。

托物寄情并非终极目标。不论景物是壮观、雄

伟、崇高，还是凄凉、荒蛮、狞厉，作家都是为人物

性格之丰满、情节之丰富以及意义之再生而设置。

2.塑造“硬汉”形象，赞美故乡人民守家卫国
的英勇气概。

端木热爱故乡，对故乡人们喜怒哀乐的情感

和性格上的优缺点了如指掌。他塑造了一系列

“硬汉”形象，既不隐藏他们的缺点，也不吝啬赞

颂他们的精神。这在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大

江》中的铁岭和李三麻子是两条铁骨铮铮的汉

子。流浪的狩猎生活，风餐露宿的环境培养了铁

岭强大的野外生存能力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可是

他们的劳动成果被侵略者抢掠了。铁岭入关从

军，“替国出力”。迈过了一道又一道死亡门槛后，

他明白了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凭借智慧和力量征

服了土匪李三麻子。两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共同成

长，共同抗战，成为保卫大江的钢铁战士。《风陵

渡》中的老船工马老汉拒绝为日本鬼子找“花姑

娘”，与敌人巧妙周旋，机智地用船把他们载到江

心，然后同归于尽。《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

讲述了爷爷为纪念被日本人杀害的亲人，决定一

天都不吃饭。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热爱家乡，

热爱故土，憎恨日本侵略者。宁可牺牲自己的生

命也要维护民族的尊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作家用平静的叙述表现人民群众的英勇精神，平

凡中彰显伟大。

《憎恨》反映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压迫

与反压迫的关系。孙姓地主的管家麻算盘邀约情

人强占朱全老人栖息的窝棚，赶走了朱全，还颐

指气使让少年圆子为之烧炕取暖。他仗势欺人、

作威作福的态度激起了圆子的愤怒，便巧设妙计

烧死了麻算盘和情人，救出了朱全的爱狗，赢得

了邻居们的赞赏。《科尔沁旗前史》中写贫苦农民

与土匪、地主抢婚行为抗争。为了保存人穷志不

穷的骨气，外公和大舅蔑视金钱，几十年不同抢

婚的女婿、妹夫家往来，宁愿受苦受穷也绝不低

首顺眉。《大地的海》塑造了艾老爹和两个儿子虎

头、来头、邻居郝老爷等形象。他们身上有自私、

散漫、蛮横、妒恨等缺点，但是，一旦国家被侵略，

家园被破坏，生活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时，就会奋

起反抗，将家仇国恨化作动力一同发泄。

塑造刚毅的男性形象时，作家也没有忘记东

北女性的勤勉和勇敢。年轻强壮的来头和哥哥虎

头同时爱上了美丽善良的杏子。她不喜欢狐假虎

威的与汉奸走得近的虎头，多次拒绝了他的求

爱；内心里却悄悄地爱着刚正不阿的来头，两人

保持着纯洁的爱情。杏子为捍卫贞操，反抗三少

爷的强暴，结果被活活打死。她的结局令人哀婉，

却显示了东北女性刚柔相济的性格，不愧为巾帼

代表。

端木塑造的“硬汉”形象旨在彰显民族气节

与民族精神。它们使东北人民在十几年的外侮中

没有屈服列强，没有失去家园，最终取得了抗战

的伟大胜利。

3.书写民间文化，弘扬民间传统和民间精神。
东北沃土千里，物产丰饶，有着与关内完全

不同的地理景观。加之开发相对较晚，周边移民

不断迁徙，民族文化不断交融。各种方言俗语、传

奇故事、歌谣戏曲、民俗活动等民间文化资源异

常丰富，它们构成东北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也

是东北作家写作的重要资源。

跳大神民俗在东北文学中颇为常见，萧红的

《呼兰河传》有较详细的描写。但叙述最多最细致

最生动的还是端木，他的多篇小说和散文都有描

述。《科尔沁旗草原》第一章就用了 11 个页码的

篇幅叙述跳大神的过程。跳大神的大仙用哭诉的

口吻揭露地主丁四老爷发家致富的秘密在于“神

仙保佑”，借此哄骗善良的百姓，保护自己的霸权

地位和万贯家财。《大江》第一章用了7个页码的

篇幅描写铁岭家跳神的热闹、神秘景象。小说叙

述了年轻漂亮的媳妇九姑娘如何成为跳大神的

“花大神”。对跳神过程中的服饰装扮、各种道具

的功能、神秘的唱腔曲调（邪魔歌曲）、冗长的歌

词内容、欲神欲仙的表演动作、大汗淋漓的表演

状态，神灵久请不来的焦虑心理，神魂附体后的

唱词变化，所开药方的内容数量和病情诊断的细

节，作家不厌其详地一一交代。跳大神吸引了村

人来观看，大家都希望得到预期效果。然而，铁岭

哥哥的病情并未因大神的巫术行为而好转，气愤

之极的铁岭对大神扇了一耳光。作家如此耐心细

致地叙述，至少表达了四层意义：第一，跳大神是

东北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民俗活动，是大神和

民众共同狂欢的仪式，对个人命运和家庭财富产

生决定性作用。第二，它是表演者的护身符和生

存手段。九姑娘因为跳大神而嫁了个身强力壮的

丈夫，也因治疗效果好而获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

重，还能赚取钱财过好日子（端木有个舅舅跳大

神）。第三，它是求神者的心理慰藉和精神寄托。

家人生病，请人跳大神，即使不能治愈也不会产

生心理压力，将其归之为是命定，神灵也无法保

佑，活着的人聊以安慰。第四，跳大神是富有新锐

思想的反对者的攻击目标。铁岭在睽睽众目之下

扇大神耳光的举动，就是与神巫抗争。它被视为

对神的亵渎和不恭，引起了大神的诅咒和旁观者

的恐慌。实际上，它是铁岭反抗行为的表现，是科

学思想和民主意识的萌芽，也是铁岭走上抗日道

路的起点。没有大神的“失算”，就不会有铁岭的

觉悟。由此观之，跳大神这种民间文化具有多种

功能，对旁观者能产生娱乐功能，对跳神者能产

生经济功能，对求神者能产生心理安慰功能，对

拒斥者能产生反抗功能，促使他们寻找新生道

路；一旦被作家写入文学文本，又能产生文化承

载功能和审美功能。跳大神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

求，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东北民间文化中

占有重要席位。

此外，作家还运用方言俗语、行业密语、民间

歌谣、宗教文本进行叙事，刻画人物性格。《大江》

中的李三麻子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是民间文化

孕育的精英。他深谙各种民俗，方言俗语、土匪黑

话脱口而出，典故传说、民谣故事张嘴就来。他和

卖碗人玩“摇骰子碗”游戏，边念边唱可通宵达

旦，尽了兴致也解了疲乏。他和新兵讲人情世故，

看见小庙就跪拜念经。他与老太太拉家常，能十

分顺溜地唱关东大鼓莲花落。慰劳会上他给战友

们唱“罗汉调”，混合着宗教神话故事和民间俗语

的歌谣赢得同行惊叹。他的匪气一旦发挥正能

量，就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端木描述的民间文化带有沉郁、悲凉的风

格。《风陵渡》与沈从文《边城》在描写船工生活经

历和民间文化方面类似。但沈从文的画面是优美

的，人性是温暖的；而端木则是冷峻的、刚烈的。

沈从文的民俗活动是人们情感交往的纽带，欢快

轻松；端木笔下的民俗都带抗争意义，悲壮沉重。

《遥远的风沙》运用大量方言、土语（黑话）刻画土

匪形象，可与艾芜《山峡中》的土匪媲美。但端木

笔下的环境是荒凉的、凛冽的；艾芜则是沉雄的、

壮观的。端木的《红夜》与台静农的《拜堂》均属于

婚俗故事，但前者先扬后抑，以悲剧告终；后者先

抑后扬，以团圆结局。造成这种审美风格的差异，

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是“九一八事变”让东

北故乡陷入水深火热之境，作者内心郁积着愤懑

和苦痛。端木将民间精神与时代情绪紧密结合，

其作品流露出强烈的时代感和忧患意识。这是中

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精神的表现，也是中国文学

精神的重要内核。

一个期待深入研究的作家
□张立群

之所以将端木蕻良定位于“一个期待深入研究的作家”，

主要基于端木蕻良研究现状的考察。端木蕻良，1912年生于辽

宁省昌图县鴜鹭树村，原名曹汉文，1928年在天津读中学时因

仰慕诗人屈原而改名曹京平。1936年8月，在上海《文学》杂志

上发表短篇《鴜鹭湖的忧郁》时署名端木蕻良并一直延续至

今。端木蕻良是一位跨越现代、当代文学史的作家，一生著述

颇丰且涉及面广，成就高且富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鴜鹭

湖的忧郁》发表之后，文学批评家胡风立刻称赞说，“这一篇，

与其说是小说还不如说是一首抒情的小曲……这一篇无疑的

是今年的创作界底可宝贵的收获。”（胡风：《生人的气息》）

1939年5月，端木蕻良的长篇巨作《科尔沁旗草原》出版后，立

刻惊动了文坛。批评家巴人撰文《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

原〉》，指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有他最大的成功之处，

语言艺术的创造，超过了自有新文学以来的一切作品：大胆

的，细密的，委婉的，粗鲁的，忧抑的，诗情的，放纵的，浩瀚

的……包涵了存在于自然界与人间的所有声音与色彩”，他的

小说有“音乐的语言”，而端木蕻良则是“制造语言的唱片的能

手”（巴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然而，就是这样一

位在 30年代获得高度评价的作家，自 40年代开始，竟几乎名

不见经传了。即使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这样

说：无论从现代文学史既有的叙史模式还是从一般意义上的

研究来看，端木蕻良都是一位长期被忽视或曰被边缘化的作

家。造成这一现状的主客观原因自然有很多，而剖析这些原因

本身就潜含着“深入研究”端木蕻良的可能。

历史地看，端木蕻良研究相对边缘、不为更多读者所熟

识，首先与“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及其定位有关。“东北作家

群”，是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

的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影响下自发开始文学创作的群

体。他们作品的共同特征是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东北人民

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及

早日收回故土的强烈愿望。其作品具有粗犷、豪放的风格特

征，显示了浓郁的地域色彩。其成员包括萧红、萧军、端木蕻

良、骆宾基、白朗、罗烽、舒群等。对比今天研究界广泛关注的

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同为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的“东北作家

群”显得有些门庭冷落。除萧红以及萧军之外，一般读者基本

不了解“东北作家群”的其他成员。对于“东北作家群”整体研

究迟迟未能深入，我们可以通过东北不是新文学发生、发展的

中心地带来找寻答案；可以通过“东北作家群”与左翼文学的

关系、而左翼文学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总是缺少审美、艺术的特

性来探究原因。当然，我们更应当从“东北作家群”本身去解析

隐藏在命名背后的种种问题：“东北作家群”应当是对30年代

流亡到关内的东北青年作家的集体命名，她虽以地域的方式、

整体的概括描述了“东北作家群”的总体特征，但不能掩盖其

每个成员的创作个性。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东北作家

群”是对特定时代阶段群体写作的一次命名，尽管她涵盖了这

批作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但仍不能覆盖这些作家在40年代特

别是进入新中国之后卓有成就的创作。而由此看待端木蕻良的

创作及研究现状，其恰恰属于这一被遮蔽群体中的一员。

其次，端木蕻良的研究现状还与端木蕻良的个性特别是

同时代作家的评价有关。阅读孔海立著述的传记《忧郁的东北

人——端木蕻良》以及成歌主编的《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可

知：端木蕻良出身贵族，又是东北作家群中屈指可数的受过高

等教育的大学生，这种独特的经历使其在东北作家群中的地

位变得十分特殊。他没有到过黑龙江的省会哈尔滨，当日后成

为东北作家群重要成员的萧红、萧军、罗烽、白朗等共同聚集

在哈尔滨时，他正在天津读中学。他当然应当属于一位地道的

东北作家，但同是东北作家群中的许多成员却不愿与其同流。

萧军、骆宾基的不满，甚至是后人记录的萧红也对其颇有微

词，都表明他在这个群体中的特殊性。除同一批东北作家之

外，左翼作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端木蕻良也颇为不能接

受。当时，习惯长发、身着西服和马靴、举止羞涩、性格孤僻的

端木蕻良总给人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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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海立：《忧郁的东北

人——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在同辈左翼作家中始终处于

‘不被人理解、不被人认同的孤独’状态，遭遇到‘被抛出群体

之外的冷落’”（钱理群：《〈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序》）。此外，

端木蕻良在与萧红恋爱中常常表现出来的软弱、缺乏处事能

力也是其常常为人所诟病之处。这些对端木蕻良颇为不利的

言辞与评价口耳相传，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端木蕻

良研究的深入与展开。

再次，端木蕻良的研究状况还与其自身的创作经历和生

活经历有关。1933年，年仅 21岁的端木蕻良就完成了 30万字

的长篇《科尔沁旗草原》。长篇完成后，端木蕻良将其寄给了郑

振铎，得到高度赞扬。郑振铎在回信中曾不无动情地写道：“这

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也极好。我必尽

力设法，使之出版！”“出版后，予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孔海

立：《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部

长篇直到1939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对此，夏志清曾不无遗憾

地指出：“可是端木不能很幸运地在1939年之前将小说出版，

因此《科尔沁旗草原》向来被认为是抗战时的产品加以讨论，

而不是 1928—1938 年间，左派得势的抗战前十年的主要作

品……要是他能够在1939年付梓之前，将原稿加以修改，使之

具有更澄澈的文体和故事性，《科尔沁旗草原》可能终于被公

认为30年代所产生的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夏志清：《中国现

代小说史》）除创作经历外，端木蕻良与萧红于 1938年 4月离

开西安、回到武汉，后辗转至重庆、香港等地，也可作为其长期

游离于人们视线之外的一个原因。造成端木蕻良南下的原因

虽与他和萧红、萧军的感情纠葛有着重要的关系，但此次远离

同样也使其远离了当时文学的主战场，进而为主流文学界所

忽视。40年代的端木蕻良依然笔耕不辍，但却未能产生重要的

影响。这种状态从40年代持续到80年代初期《曹雪芹》上卷的

出版，30余年的光阴已使很多往事被遗忘、记忆被定格，而端

木蕻良的创作也被文学史写作简单的归类后，置于一个并不

显眼的位置。

综上所述：端木蕻良长期不为研究界所重视，既与文坛整

体状况有关，又与其个人性格、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但这一切

归根结底都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的问题。然而，只要我们阅读完

端木蕻良的创作（如八卷本的《端木蕻良文集》）并将其作品置

于当时的历史，便会发现端木蕻良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作

家。只要细心对比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和同时代的作

品，就会得出端木蕻良是较早以长篇小说涉及农村经济破产，

揭示地主、农民、土匪等复杂关系的作家。不仅如此，他关于小

说主人公丁宁的性格组合公式，即“民粹主义（虚无主义）+利

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感伤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丁宁主

义。”（注：这个公式在不同版本中并不完全一致）可以作为那

个时代青年矛盾心理的一个典型概括。由于在丁宁身上有过

多端木蕻良自己的影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公式读解出

两者都有左倾意识，有成为英雄的心理，但它们又偏偏结合在

一起。是以，丁宁和端木蕻良又不可避免地体验到一种理想

的兴奋与思想的悲悒，进而使其成为长于思索、情感忧郁、优

柔寡断的人。端木蕻良在20岁刚过，就可以将主人公复杂而

矛盾的性格剖析得如此细致、深刻，绝非易事。除了自身的生

活体验、认知能力之外，古今中外文化资源的汲取、融合与精

神契合也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端

木蕻良与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和中国作家曹雪芹有着精

神联系那样，端木蕻良作品的独立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探索着

一条在精神上通往人民、通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道路，

探索着一条在情感上与底层人民融合的道路”。只有端木蕻

良这样的作家，“才没有把这样一个主题庸俗化、简单化，才没

有以‘谁投降谁’的方式代替这样一个严肃的、重大的、既是社

会历史的也是人性发展的文学主题”（王富仁：《三十年代左翼

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

序》）。而这一点，恰恰可以作为我

们再次认识端木蕻良的一个有力

的切入点。

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写作

可知，端木蕻良最终还是回到了

《红楼梦》和曹雪芹这一精神源头

之上。端木蕻良年幼时就开始接触

《红楼梦》并对曹雪芹饱含深情：

“《红楼梦》的作者，在我很小时候，

就和他接触了。我常常偷看我父亲

皮箱里藏的《红楼梦》。我知道他和

我同姓，我感到特别的亲切。”（端

木蕻良：《论忏悔贵族》，徐学鹏编：

《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应当说，

端木蕻良与曹雪芹相似的经历很

快使端木蕻良对曹雪芹和其《红楼

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快，曹

雪芹就成为了端木蕻良非常理想

的楷模”，并成为端木“自我陶醉的

镜子”，“他自己也常常不由自主地

把曹雪芹当作了自己的父辈，幻想

自己就是曹雪芹的后裔或者是化

身，甚至就是当代的曹雪芹”（孔海

立：《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而

对于《红楼梦》，端木蕻良则是“年

复一年地看，总是看了又看，读了

又读。百读不厌”（端木蕻良：《我看

〈红楼梦〉》，徐学鹏编：《端木蕻良

细说红楼梦》）。反复阅读《红楼梦》

无疑对端木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

响：他完成于30年代的《科尔沁旗

草原》就明显带有《红楼梦》的“影

子”。40年代初期的端木蕻良在不

断迁徙的途中曾撰写多篇有关《红

楼梦》的论文，并在1943年计划完

成取材于《红楼梦》的“五部剧”（实

际完成三部）。出于对前人续写的《红楼梦》的不满，同时，也是

自己对于《红楼梦》的偏爱与独特理解，端木蕻良一直有重新

续写《红楼梦》的计划。1978年，端木蕻良在多年收集、整理的

基础上决定实施这一计划。后在妻子钟耀群的提醒与劝说下，

改写三卷巨作《曹雪芹》。《曹雪芹》上卷、中卷曾于 1980、1985

年分别出版，后端木蕻良还于1993年出版了研究《红楼梦》的

文集《说不完的〈红楼梦〉》，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仍不忘《曹

雪芹》下卷的写作，这些都可以视为端木“红楼情结”的历史见

证。端木蕻良的“红楼情结”在具体展开时遍及小说、戏剧、文

论、历史及社会活动等多个方面。他自觉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的

优良传统，化古为今、成就非凡。这一点不应因现代、当代文学

史各自独立的叙述而淹没。相反地，只有将其以历时性、共时性

并重的方式加以审视，才会看到端木蕻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

独特贡献。

端木蕻良留给我们的文学财富当然还有很多，即使阅读

他现存的信件也会看到半个多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变迁。鉴

于读者接受和研究现状，端木蕻良毫无疑问地可以作为一个

期待深入研究的作家。通过深入研究端木蕻良，我们不仅可以

触摸历史，还可以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修正已有的文学史观

念及其认知方式。端木蕻良既是属于东北的现代作家，又是属

于20世纪的中国作家，他的影响力和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应

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延伸，而这，正是我们将其视为一个

期待深入研究的作家的前提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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