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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的延安之路
□梁向阳 王 姗

我国当代散文家杨朔的抒情散文，诗意盎然，主题鲜明，

具有极强的时代感，这是与他曾经的延安生活分不开的。

杨朔原名杨毓晋，字莹叔，1913年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城

的一个地主家庭。他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高小毕业

后，他开始学习英语，同时阅读了家中大量古典文学藏书。此

外，他还从上海订阅了《英语周报》《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

许多期刊杂志，刻苦攻读，拓宽视野。此后，杨朔又在母校志

城初级小学任教将近一年。这一时期，他开始思索未来的出

路问题。

1929年夏，杨朔跟随舅父闯关东。抵达哈尔滨以后，杨朔

在一家英商太古洋行做账房谋生。工作之余，他坚持在一所

英文学校学习英语，且在法政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并开始创作

和发表旧体诗词。在这段时间里，杨朔度过了饮酒、赋诗、看

戏的“诗意时光”。可是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

铁蹄践踏了东北大地，震醒了杨朔的诗人幻梦。不甘心沦为

亡国奴的杨朔，在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上，开始较多地接触地

下党，并认识了萧军、萧红、罗荪等一些进步作家。1936年冬，

他由于与地下党有联系，遭到日寇宪兵队特务的威胁，被迫离

开哈尔滨。

1937年春，杨朔抵达上海，仍在上海的太古洋行工作，期

间他还筹资创办了北雁出版社，该社先后出版过郭沫若《北

伐》《十月之夜》《西班牙在火线上》的中译本，杨朔自己也着手

翻译了《彼得大帝》。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为了更好地参与

到民族的救亡事业中来，杨朔毅然辞去工作，辗转到武汉，从

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并与友人合办了文艺刊物《自由中

国》和《光明周刊·战时号外》副刊，“不为盈利而为唤起民众”。

同时他开始创作报告文学，并正式使用“杨朔”这个名字。

1937年，他在开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时，创作了《绝情》一

诗，决心今后以笔为刀戟进行战斗，不再沉浸于以前创作旧诗

词时抒发“个人小我”思乡、哀国、悲秋的愁苦和愤懑情绪中。

从此，他便开始了新的创作道路，这为他后来成为一名革命作

家奠定了基础。

同年冬，杨朔怀着激情与向往，末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

绍就冒着风雪奔赴延安。他在延安生活了四个月，拜访过毛

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受到他们的热情欢迎，他还

采访了边区人民。延安之行，让杨朔感触颇深，经历了沦陷

区的悲苦，国统区的黑暗，他在延安找到了中国大地上惟一

的一片净土，在中共领导人身上找到了希望、自由与团结。

1938年春，杨朔离开延安，奔赴山西前线参加战斗，后经潼关

南下广州。

1938年，杨朔在广州完成了《昨日的临汾》《潼关之夜》等

散文作品，以及反映陕北人民斗争生活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帕

米尔高原的流脉》。该小说连载于广州《救亡日报》，表达了他

对中共的信心，以及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抗战初期，这

些在国统区报刊上还不多见的文章，不仅使广大读者的耳目

为之一新，而且让人们具体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

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斗风貌。在广州沦陷前，

他到达广西，后又至桂林。11月 30日，他在桂林参加了文艺

界抗日协会桂林成立大会，除了中篇小说以外，他在这一时期

还撰写了一些反映抗战的通讯报道。

1939年初，杨朔到重庆，把之前创作的散文收集在一起，

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潼关之夜》。初夏，他在重庆参加了全

国文艺界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6月中旬，杨朔跟随访问

团从重庆出发，经成都、宝鸡、西安，到达洛阳，从洛阳渡黄河

进入山西中条山，深入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访问。1939年

冬，杨朔去太行山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适逢朱德总司令

寿辰，杨朔写诗祝贺。《寿朱德将军》这首诗写出了朱总司令立

马太行、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另一首《代寿朱德将军》，则尽

显朱总司令宽厚质朴、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朱总司令作和

诗《和杨朔作学员韵》回应。1940年春天杨朔由晋东南奔赴冀

南，8月到12月，他随八路军在山西、河北转战。

1941年初，杨朔转到晋察冀军区文化协会，与田间、孙犁、

康濯、韦明等同志相遇。当时正值日寇大举扫荡抗日根据地，

杨朔与数位同志被困于阜平县岩穴内，七天后，日寇退去，他

们才得以脱险。残酷的战争丰富了杨朔的人生，锤炼了杨朔

的意志，磨砺了杨朔的性格。

1942年春，杨朔等人奉命从晋察冀前线返回延安。从晋

察冀到延安千里迢迢，并且同蒲铁路障碍重重，所以他们一行

在路上耽误了半年时间，等他们到达延安的时候已经是 1942

年 7 月，延安文艺座谈会早已结束，延安的整风运动已经开

始。此后他被安排到延安文艺界抗日协会从事文学创作工

作，住在延安的兰家坪窑洞。

1943年，杨朔转到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在这里，他满怀激

情地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杨朔

积极劳动，在虎头峁开荒，纺的羊毛线常常被评为一等线。他

在整风运动中系统学习了马列经典著作和毛泽东的整风报

告，提高了理论修养，加快了世界观的转变，也坚定了为最广

大人民服务的思想。1944 年冬，他在延安写下七绝《雪夜遣

怀》——“四山风雪夜凄迷，夜色浓中唱晓鸡。自有诗心如火

烈，献身不惜作尘泥。”这首诗寄寓了杨朔的追求。

此后，杨朔的文艺创作进入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歌唱的探

索期。在延安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创作了多篇短篇小说、诗

歌、散文。这些作品分别刊登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月黑

夜》反映老百姓对八路军的拥护和爱戴；《英雄爱马》赞扬边区

劳动英雄的光辉事迹；《模范班》宣传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3年秋，杨朔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

利后，杨朔与丁玲、陈明等同志一起组织了“前方文化通讯团”

去张家口做通讯报道工作。10月，“文讯团”从延安出发。杨

朔虽然离开了地理意义上的延安，但《讲话》精神铭刻在他的

心中，决心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道路坚定前行。

1946年杨朔到宣化龙烟铁矿的庞家堡矿山上蹲点，这次

的生活体验与以往是不一样的，“我初步地接触了生活，熟悉

了人物，感染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他用心与工人们交往，学习

他们的语言，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人们打成一片。他的

思想感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切身感受到普通工人身上那种

独特的品格。他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完成了解放区较早反

映工人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红石山》。同年，他在河北省河

间府参加土改工作，期间写了《阅微草堂真面目》一文。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杨朔就以新华社随军记者的身

份，随同晋察冀野战军转战于华北各地。1947年到1948年，杨

朔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平津等著名战役。根据战争的进行

状态，他撰写了《冬网班》《永定河北》《水上英雄》《床下将军》

等一系列通讯报道。在这一时期，他还以铁道兵团的斗争生活

为题材创作了中篇小说《锦绣河山》。实际战争的强烈冲击，使

杨朔的文艺思想也更加成熟。他的通讯报道充分发挥了“文艺

轻骑兵”作用，随时反映战况，鼓舞战士们的战斗热情。

新中国成立后，杨朔决心继续沿着延安时期形成的文学

道路前行。1955年以后，杨朔主要从事外事工作，他的创作转

向以短小精悍的散文创作为主，并出版了多部有影响的散文

集，如《亚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泉》等。

杨朔曾反复说，“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

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这

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

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练，也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

说散文不能也这样吗？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

意境”。可以看出，早年很好的古典文学功力，与青年时期投

身革命的火热情怀，使杨朔的散文很好地找到情感的喷发点

与抒情的“诗眼”。这使得他的散文总能够以小见大、迅速反

映时代风貌，用诗意之笔为无名普通劳动者唱响赞歌。他创

作的《香山红叶》《荔枝蜜》《雪浪花》《海市》《茶花赋》等散文，

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他也因此跻身为十七年散文“三大家”

之一。

杨朔创作出的大量优秀抒情散文，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一

个时代的记忆，永远被镌刻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中。

解读杨朔与毛泽东两度文学情缘
□吴周文

杨朔一生追求光明与真理，使他走上革命的

道路；他一生爱好文学，致力于小说与散文的创

作，这又使他成为著名的小说家与散文家。他的

文学道路与革命道路几乎是交合在一起的。惟其

如此，他与毛泽东也就有了两度的文学情缘。

1929 至 1936 年期间，小学毕业后的杨朔在

哈尔滨一家英商洋行打工，一边自学国文和英

语。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之后，他目睹侵略者

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不愿当亡国奴、“悲秋

客”，故而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南下。他说过：“当

前首要的是唤起全国人民同心抗日。我决心用

笔来战斗。”（杨玉玮《自有诗心如火烈——忆杨

朔同志》）并以诗明志：“黄鹤楼头雁夜征，紫羊

湖畔月孤明。谁知边塞悲秋客，赋到江南竟绝

情。”他在上海筹办北雁出版社，出版进步书籍。

七七事变后离沪至武汉，辗转广州、桂林、重庆

等地，并创作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在

广州的《救亡日报》上连载。这期间，杨朔提议，

并得到爱国诗人臧云远与知名小说家孙陵的积

极支持，在武汉创办一个综合性抗战文艺刊物

《自由中国》。为此，他专程从武汉奔赴延安，拟

请毛泽东为该刊题词。此前，杨朔求助时在陕北

公学任校长的成仿吾同志安排此事，因为关系

到国统区抗战文艺的大事，故而得到成仿吾的

大力支持。适逢陕北公学请毛泽东讲演，成校长

就借此机会，在讲演结束之后，在校长室将杨朔

介绍给毛泽东。

后来，杨朔这样回忆说：“按照原来的约定，

我跟着走进去，由成仿吾校长把我介绍给他。”

（《毛泽东特写》）。杨朔向毛泽东报告在国统区开

展抗日救亡工作的情况，还报告准备在武汉创办

《自由中国》，并请为该刊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

于1938年2月1日写下了“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

来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 为《自由中国》杂志题

毛泽东”的题词。其实，那时杨朔还不是共产党员

（1945年入党），只是一位志在抗战、拯救祖国的

热血文艺青年，是成仿吾对杨朔的绝对信任，杨

朔才顺利得到毛泽东的题词。另一方面，也是因

为延安解放区抗战领袖对成仿吾的绝对信任，毛

泽东才可能让其引见杨朔。为《自由中国》创刊题

词，表现了毛泽东对国统区抗战的文艺工作的真

心的支持。

题词由杨朔从延安带回武汉。经过杨朔、臧

云远、孙陵等人的积极筹划，1938年4月1日终于

出版了《自由中国》的创刊号。因从刊名上看，充

满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如果把毛泽东的题词放上

去，这在当年的武汉很可能引起轩然大波，以至

影响刊物的生存。故而创刊号采用了郭沫若的题

词：“要建设自由的中国，须得每一个中国人牺牲

却自己的自由。每一个中国人把自己奉献给祖国

的解放。中国得到自由，则每一个中国人也就得

到了自由。”毛泽东的题词手迹，则推延到第二期

扉页上发表。后来《自由中国》移至桂林，由孙陵

主编，并改名为《文学杂志》。改刊之后又再次发

表过毛泽东这个题词，不过为客观环境之故，故

意没用手迹，还隐去了“毛泽东”的名字。

毛泽东的题词手迹记录着杨朔与毛泽东之

间第一度的文学情缘。为着纪念与领袖的交往，

杨朔向办刊同仁提出独自珍藏。时隔不久，他急

赴香港，在战乱时期不便携带，遂请桂林生活书

店的廖邦昌同志代为保管。经过多少年的南征北

战，杨朔再也没有机会拿回手迹。据《桂林抗战文

化史》的作者魏华龄先生记载：题词手迹一直由

廖邦昌妥善保存。在全国征集毛泽东著作手稿之

时，他于 1977 年将这幅手迹寄给了党中央的征

集部门，也是了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杨朔之

最终珍藏的心愿。

《自由中国》的第二期上，刊发了郭沫若、老

舍、潘梓年、夏衍等谈《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潘

梓年的《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周扬的《略谈

爱国主义》，邢桐华的《东京狱中漫忆》，贺绿汀的

《游击队歌》（歌曲），湘潮的《长征的故事》（连载）

等20余篇。仅从这些文章和文学作品来看，表现

抗战政治文化的色彩十分强烈。值得注意的，在

这一期上还发表了杨朔更具政治色彩的《毛泽东

特写》。他根据亲见毛泽东和延安解放区的采访，

写成了这篇特写。主要内容是纪实毛泽东在陕北

公学为该校毕业生而做的讲演。作者不仅在800

多人的讲演现场，而且自始至终听完这位中国人

民抗战的真正领袖讲演的全过程。毛泽东主要

讲了“能否克服当前的困难”与“全国的团结能

不能更进一步”两个问题。杨朔把领袖讲演的过

程、会场热烈的气氛、个人深切的感受，描述得

真切而且生动。年青散文家以灵动的笔墨和擅

长的细节描写，把领袖风范及其音容笑貌描述

得栩栩如生。

《毛泽东特写》，是最早真实描写毛泽东的报

告文学，也是中国抗战时期很早描写中国共产党

主要领导人的一篇作品，无疑是文学史上的经典

文献。这篇特写在第二期《自由中国》上配合毛泽

东给该刊的题词一并发表。今天看来不仅记录着

杨朔与毛泽东的文学情缘，而且永远为抗战文学

史与现代文学史留下一道历史的履痕，其历史文

献价值和文学本体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杨朔

个人来说，这段情缘使他树立了自己“为自由的

中国而斗争”的理想，为他最终选择奔赴延安解

放区，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好了前期的思想准备。

杨朔与毛泽东的第二度文学情缘，发生在新

中国成立后的1961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很关心文艺工作。

批评性的“批示”比较多，如关于《武训传》《红楼

梦》、“胡风材料”、文艺的“两个批示”等等，都是

批评性的；通过“政令”的途径，演绎成一次又一

次的文艺批判运动。但他对少数作家或尊重、或

辩难、或点赞，则完全不是批评，是“引导性”的正

面支持。如点名请赵树理参加农业问题的座谈

会，是尊重。《望星空》遭到批判时为郭小川正名，

称其“中国的马雅（马雅科夫斯基）”，应给“公民、

党员、老战士以绝对的自由”，是辩难。“点赞”，则

是指对杨朔的《樱花雨》。这个鲜为人知的文坛掌

故，笔者在另一篇文章里是这样叙述的：“1961年

4 月 29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杨朔的《樱花

雨》，每天读报的毛泽东在看完之后，表现出异乎

寻常的兴趣，随即在标题旁边批云：‘江青阅，好

文章。阅后退毛’”。毛泽东要求江青“阅后退毛”，

表明他对这篇散文格外的欣赏，且要保存以备继

续思考这篇作品的妙处。江青遵嘱退还，后来毛

泽东也确实把这份手批的报纸予以珍藏。惟其如

此，35年之后关于杨朔《樱花雨》的“批语”才得以

编进了公开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分册；于是，它作为一个宝贵的历史文献正式面

世，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

1961年3月，由巴金任团长、冰心、刘白羽任

副团长、杨朔任秘书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

了在东京举行的“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会

后，杨朔等作家有机会到日本民间访问，后多人

写了游记，杨朔则写了《樱花雨》。其内容从一个

因小见大的视角，描写日本人民抵制、反对当时

日本与美国的统治者结成“美日联盟”即签订《日

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条

约》）而举行的罢工斗争。这篇散文题材内容的特

殊性，是毛泽东很感兴趣予以“点赞”的原因之

一。然而，被“点赞”的最主要的原因：它是一篇精

致的美文，比之《从镰仓带回来的照片》（巴金）、

《樱花赞》（冰心）、《樱花漫记》（刘白羽）等，都更

要精致。而这一主要原因，特别值得我们去进行

细究性的解读。

《樱花雨》在艺术表现上的精致，是创造了诗

性与典雅的风格。因为，从 1959 年开始，杨朔执

著于诗化散文的艺术诉求——“好的散文是一首

诗”（《海市》小跋），进行了自己的艺术探索；而在

这篇散文中很典型地也很出彩地进行了诗性的

呈现。通过因小见大的点的放大，去管窥波澜壮

阔的罢工斗争；通过君子罢工前后由懦弱到勇敢

的判若两人的描写，生动地传达出日本社会底层

人民心灵里反美、反政府的正义呼声；通过樱花

雨的诗意象征，把政治抒情变得曲迂而清新。在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散文创作出于为政治

服务的“工具化”、“轻骑化”，离“五四”之后“美

文”诉求越来越远的时候，杨朔的《樱花雨》《海

市》《荔枝蜜》等等作品别致的、独树一帜的风格，

对散文简单化服务于政治的空洞说教、粗疏浮躁

的通病进行逆袭，从而为散文创作园地吹进来一

股求异、创新的空气。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连毛泽

东也敏感地发现了杨朔在《樱花雨》中的“诗化”

诉求，因为受到深深的感动以至进行“点赞”。细

究个中原因，是毛泽东、杨朔两位诗人在诗学与

散文诗学上的一次“对话”与“碰撞”。

作为诗人兼散文家的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一

封信中曾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

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

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

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作为

诗人与论说文的大家，他认为诗要用形象思维，

故用“比兴”（象征比附）；而散文多是“直说”的，

未必一定使用“比兴”。可是当读到杨朔这篇散文

时，他的“点赞”恰恰表现了他对自己的散文理念

产生了质疑，对杨朔在《樱花雨》中成功地把在日

本作恶多端的美军势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而

把反美的日本人民比作在风雨中开放的樱花，用

“君子”这个人物在罢工前的胆怯与罢工后的振

奋，隐喻、象征日本人民的幡然觉醒等“比兴”的

运用与诗性的呈现，避免“直说”的“味同嚼蜡”，

毛泽东则表示了极大的认同。以上分析，是笔者

第一次破译个中奥秘，坚信是合乎事理逻辑

的——从学理性上看，这是毛泽东“点赞”杨朔的

深度驱动机制之所在。

毛泽东“点赞”与批评性的“批示”不同，无须

通过“政令”途径下达执行。但他作为党和国家的

最高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为其左右的党政工作人

员所密切关注，当然他们会严守“机密”甚至做到

“绝密”。但好事传千里，“点赞”杨朔是好事，自然

会不胫而走，尤其在文艺领导机构的上下部门也

会心照不宣，在悄无声息中演绎为一道非正式的

“政令”而流布执行。相信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担

任外文委领导的杨朔本人也会心知肚明，对自己

的“诗化”实践更增加了自信。自《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话

语包括“批评性”与正面“引导性”的意见，建立了

绝对的权威性。因此，他对杨朔的“点赞”产生了

“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深刻影响。

直接影响之一，是官方以政治色彩正式炒作

杨朔。据浩然在《我是农民的子孙》（2008年3月4

日《中国文化报》）一文中回忆，就在“点赞”之后

的 10 月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以最快的

速度补配文艺编辑，并从北京文联把他调进担任

此职；他到岗后即联系“我崇敬的真正作家”杨

朔，组稿并编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便是《雪浪花》

（当年10月份出版的第20期），使杨朔平添了“被

政治化”的色彩。直接影响之二，是杨朔被评论界

热捧激赏，掀起“杨朔热”，俨然尊为60年代散文

的第一名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

《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等等大报名刊

连续发表评论文章，权威学术刊物《文学评论》也

发表了洁泯《谈杨朔的几篇散文》的长篇论文。老

一辈作家冰心、曹禺、周立波等也撰文对其散文

击节赞赏。最重要的间接影响，是毛泽东对杨朔

的“点赞”，演绎为当时一次诗化散文的思潮。散

文作家把杨朔散文作为典范而趋之若鹜，包括比

他年长的名家如曹靖华、吴伯箫，比他年轻的名

家如刘白羽、秦牧、碧野、郭风、陈残云、菡子、魏

钢焰、袁鹰等等，加上更多的年轻作者，纷纷以文

为诗，诉求散文艺术表现的诗性。惟其如此，把散

文“当诗一样写”，成为 20世纪 60年代初期散文

作家的共识与共同寻求的美学目标。于是，形成

了 60 年代初期散文持续繁荣的局面。正如散文

评论家佘树森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一书中

所说：杨朔与他同时的散文家，“……选择了一条

‘诗化’的道路，来谋求自身的审美建构。回顾50

年代末及 60 年代的中国散文界，寻求‘诗意’已

构成散文创作的主要倾向”。

综上，毛泽东对杨朔的“点赞”，是一件极其

偶然却颇具文学史意义的事件；日理万机的领袖

在无意中当了“推手”，杨朔也在无意中被定为一

尊。但事件本身又充满必然性因素，困扰的散文

必然会在沉寂中寻求逆袭、改革的出路，作为导

火索的这一事件激活了当时散文创作的一度复

兴和繁荣。以史识的眼光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

看，引发的“诗化”散文思潮，在当时还是一件充

满着正能量的文学事件。然而，毛泽东对杨朔由

“比兴”主要手法创造诗风格的肯定，强化了杨朔

的自信，导致其在实践中出现了模式化倾向，以

至影响了“诗化”思潮——“革命”加“诗意”的价

值取向。今天看来，这一方面又是值得我们去认

真反思其正负两面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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