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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夏，少年杨朔随舅父闯关东，在哈尔
滨的英商太古洋行工作。此时的哈尔滨正处于日
伪满洲国的统治之下，他亲眼目睹了东北沦亡的
苦难，内心充满了愤怒和压抑。“九·一八”事变
后，杨朔与哈尔滨中共地下党频繁接触。原《东三
省商报》副刊《原野》的主编、地下党员林郎（即方
未艾）是杨朔挚友，他们因杨朔老师李仲都的稿
件往来而结识，后来互为师生，相交莫逆。在他的
介绍下，杨朔结识了很多中共地下党员，满洲省
委常委、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运动的杨朴夫

（即金伯阳）以教杨朔日语为身份掩护从事地下
活动，杨朔的石头道街住所也成为中共地下党的
活动据点。林郎1935年秋自苏联秘密归国后，亦
居于此处。由于与中共地下党员往来频繁，杨朔
受到了日本宪兵队的人身威胁，不得不离开哈尔
滨南下。这一阶段他结识了孙陵、黑丁、萧军、萧
红、罗烽、白朗、罗荪、金人等众多东北作家，为之
后的出版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春，杨朔离开日伪“康德”统治下的哈
尔滨赴上海，一边在上海太古洋行工作，一边拿
出历年私蓄和变卖部分家产所得，与先一步抵沪
的孙陵以及《作家》月刊主编、翻译家孟十还一起
在环龙路 106弄 6号租下一座楼房，创办了北雁
出版社。当时他们的出版计划颇具雄心，有《创作
丛书》《报告文学丛书》和《翻译丛书》等系列丛
书。当年 6 月首批出版了三部文学作品：包括散
文集《北伐》（郭沫若著）、报告文学集《在西班牙
的火线上》（F·皮加因著、李兰译）、《五月的夜》

（果戈理、托尔斯泰等著、孟十还译）。据相关史
料，此后又列入出版计划的至少有老舍、茅盾、王
统照和姚雪垠的小说，而绥拉菲摩维支的著作

《荒漠中的城》（金人译）甚至都已刊出广告，但却
因为局势的严峻而不得不仓皇中止出版计划，后
来改由海燕书店于1949年8月出版。

1937年8月13日，日军炮轰闸北，进攻上海，
淞沪会战爆发，至此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热血沸
腾的杨朔放弃了太古洋行的高薪工作，全力投入
抗日救亡的文化抗战事业，帮助并支持中国最早
的抗战文艺刊物之一 ——《光明》周刊的出版发
行。《光明》周刊前身是《光明》半月刊。《光明》半
月刊8月10日停刊后，洪深、沈起予接手主编，在
9月1日以战时号外的名义刊行，至当年10月30
日共出七期，由上海北雁出版社发行。该刊继承
了《光明》半月刊的办刊宗旨，继续开辟报告文

学、通讯、速写、连载读物等多种栏目，发表郭沫
若、周扬、臧克家、郑伯奇、尤兢、沈起予、艾芜、金
人、穆木天、杨朔等人的抗战作品。杨朔作为出版
社负责人，主动负责该刊的印刷出版工作，对它
的顺利面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中国的两大文化中心之中，北平已经
沦陷，上海正在敌人的轰炸下挣扎。中国的文化
出版机构纷纷内迁，武汉成为新的文化中心。杨
朔也撤离了上海，北雁出版社的工作随后在 10
月份《光明》周刊第七号发行后结束。据原山东
大学教授高兰的回忆，杨朔原拟在武汉继续北雁
出版社的工作，但终未实施。

撤离前线的杨朔并未片刻忘记抗日救亡的
事业。1937 年 9 月底，杨朔离开广州，奔赴武
汉。在武汉，杨朔的文学活动十分活跃。他在这
里与高兰一起发起成立了“哨岗社”，参与了该社
文艺刊物《哨岗》半月刊的编辑出版活动。该刊
1937 年 10 月 16 日创刊，铅印 18 开本，办刊宗旨
是团结作家，发展创作，宣传抗战救亡。但是由
于当局的查禁，《哨岗》第 2 期尚未刊出便已夭
折，已发售的第 1 期也被收回。对于杨朔与《哨
岗》的关系，很多史料说法不一，多数认为杨朔是

《哨岗》的编辑之一，有些甚至将杨朔作为第一编
辑人而置于丽尼、罗烽和绀弩三人之前。而根据
现存的《哨岗》原本来看，刊物首页上标明的编辑
人确实只有丽尼、罗烽和绀弩三人，并无杨朔之
名。但是根据高兰本人在《较早的文艺刊物：〈哨
岗〉》一文中的记述，《记天照应》一文系当时受杨
朔之邀而写，而且天照应英勇就义的事迹也是杨
朔告知高兰的。因而杨朔虽非《哨岗》半月刊的
编辑人员，却也应当参与了组稿工作。

1937年底，在武汉滞留了两个多月后，杨朔
见到了从延安归来的孙陵，当时孙陵正受成仿吾
之托在上海等地募捐了钱、书、物要运往延安。
杨朔自告奋勇，带着募捐来的物资奔赴延安。在
延安，杨朔拜访了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
央领导同志，访问了陕北公学，体验了新制度下

边区人民的生活。此时的杨朔已经在筹划创办
一个新的刊物《自由中国》。

在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
厅厅长的郭沫若的大力支持下，《自由中国》很快
便筹备了起来。1938年4月1日《自由中国》正式
创立，由臧云远、孙陵编辑，杨朔并未参与编辑工
作。第一期便有田汉、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的论
文，有老舍、罗烽、刘白羽的小说，有丁玲的《彭德
怀速写》，有杨朔、碧野、王西彦的报告文学等等，
当期发行量便达到1万多份，成为国内有名的大
型文学刊物。

在上海之时，杨朔就创作了报告文学《南苑，
这儿开过我们的血花》和《王海清》，1937 年 8 月
30日，杨朔乘坐太古洋行的轮船离开上海，在海
上直面了中日军队的交战，目睹了日机的被击
落，这令杨朔倍感振奋。这段经历很快被他写成
报告文学《吴淞口外》发表于《光明》周刊第 3
号。离开上海后，杨朔先赴广州，在那里即时报
道了日军的夜袭（《赤湾的夜袭》，《光明》周刊第
4号）。一个月后，杨朔转赴武汉，在途中写作了

《台湾人》，发表于《光明》周刊第 5 号。1937 年
底，杨朔奔赴延安，1938年3月回到武汉，旋即又
取道广州赴港，在广州、香港和桂林间辗转停留
约有半年之久。11月3日，他在桂林月牙山倚虹
楼参加了文艺界抗日协会桂林分会的成立大
会。1939年初春，杨朔以《救亡日报》特约记者的
身份到达重庆。在此期间，他满怀对日寇的仇恨
和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心奋笔疾书，在《光明》周
刊、《哨岗》半月刊、《自由中国》《战斗画报》《战
斗》《战地》等文艺阵地发表了 30 多篇通讯和报
告文学。这些篇章中，有作者亲历战场硝烟直面
中国军队与日寇生死厮杀的震撼（《吴淞口外》），
有对战况的及时报道（《赤湾的夜袭》《江汉风雨》

《虎门之战》）；有揭露日军丑陋面目的速写，如
《丑恶的屠杀：静海陷落后的一段速写》。这一阶
段杨朔的部分报告文学作品结有文集《潼关之
夜》，于1939年4月由烽火社出版。

1939年 6月 18日，杨朔加入了周总理亲自
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在团长王礼锡的带
领下，与宋之的、葛一虹、杨骚、叶以群等一
行13人带着募捐而来的慰问品从重庆出发，经
中条山，到达太行山区，深入华北抗日根据地
慰问军民、体验战地生活，一路风餐露宿，备
尝艰辛。到达根据地后，杨朔并未随团返回，
而是留下参加了八路军，作为部队的随军记者
随部队转战于山西、河北一带。1942年，杨朔
再赴延安，这一阶段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大多表
现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和斗争，如《铁骑兵》

《赶集》《七勇士》《文武双状元》表现八路军的英
勇善战。

这一时期，报告文学是杨朔最偏爱的文体，
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明快、流畅”（杨朔语），还因
为此起彼伏的敌我斗争，颠沛流离的生活决定了
此时的杨朔无法有太多时间进行精巧的小说构
思，而报告文学与现实的贴近、文体的质朴和简
洁明快的特点正符合文化宣传的需要，时代和现
实促使杨朔选择了报告文学。

除了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之外，杨朔抗战期
间还进行了少量的小说创作。《帕米尔高原的流
脉》是杨朔出版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书中描写了
陕甘宁边区人民的生活，该小说于1938年8月11
日开始在广州《救亡日报》连载，生活书店本拟当
年出版，付排印刷之时，广州沦陷，后拖至 1939
年8月才正式付梓。它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
说是小说化了的报告文学，杨朔曾自述道：“书里
所描述的故事差不多全是曾经发生的事实。这
不是简单的新闻纪事文，当然，故事是经过我一
番点染，而且小说化了。但是从开始，我便压制
着自己的笔尖，不使小说流于夸张。这一点努
力，我是一直保持到底的。”

自1942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敌我之间“扫
荡”与“反扫荡”反复进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杨
朔在《解放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了四篇短篇小
说《月黑夜》《大旗》《麦子黄时》和《霜天》。这些

小说数量虽少却文笔细致，人物形象生动，情节
曲折细腻，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当时产生
了较大的影响。1945年底张家口新华书店将这
四篇小说结集出版为《大旗》。

《疮痍》是杨朔的长篇小说，1942 年连载于
《创作月刊》1942年第1卷第2期、第3期、第4-5
期、第6期、第2卷第1期，1943年1月因《创作月
刊》被迫停刊而未能完成。对于《疮痍》，史料界还
有不少误解，很多史料误认其为杨朔的翻译作
品，这大概一方面是由于这部长篇小说在《创作
月刊》连载时与宗玮、陈占元、赵安博、马耳等人
的翻译小说都排版在小说一栏，相邻甚近的缘
故。另一方面，杨朔的确从事过文学翻译活动。杨
朔在哈尔滨时，就曾经选择用文学翻译的方式来
隐晦地对抗日本人。当时的哈尔滨在日本人的统
治下施行奴化教育，大肆宣传“满洲国”理念。他
就选译了美国作家赛珍珠小说《大地上的房子》三
部曲的第一部《大地之圻》，刊载于长春《大同日
报》文学副刊《大同俱乐部》，计刊登64次，连载3
个月，在此期间，曾因“高尔基专号事件”主编孙陵
离开了《大同俱乐部》而暂停半月刊载。此后就因
该小说唤起人们的怀国之思而被日本新闻检查机
构勒令停止刊载。抗战爆发之时，杨朔还曾经着
手翻译《彼得大帝》，并打算将其收入北雁出版社
的《翻译丛书》出版计划，不料日军侵沪，出版计划
只得搁置。然而《疮痍》却的确不是一部翻译小
说，只要稍读一下原文，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完全是
杨朔的独立创作，是地道的中国小说。

在哈尔滨时期，杨朔便已开始古体诗词创
作，并在《国际协报》《五日画报》《大同报》文艺副
刊以杨莹叔和莹叔的笔名发表过古体诗词，曾有
诗集《北征诗草》，后因战争散佚，如今只存有25
首。此时他已颇具家国之思，有“万里一身家国
泪，百年霜鬓古今情”（《秋兴》）和“于今落魄旧青
衫，却向秋风哭故国”之句（《北征》）。

除此之外，杨朔在抗战期间还尝试过其他文
体的写作，曾发表过新诗《号角》一首[救亡日报》

（桂林）1939 年 1 月 22 日]，这也是杨朔生前发表
的惟一一首新诗。诗中选用古典军旅诗中经常
出现的“号角”意象作为吟咏的对象，却又不落窠
臼，将其比作“民族革命的鼓吹”，催促人们“前进
不息”，铿锵有力，慷慨激昂。“黄土高原，古长城
上，曾经听取”更是融古典的诗韵于激进的诗体，
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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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杨朔的出版活动和文学创作
□倪玲颖

文学馆的手稿库中藏有一件很珍贵的文物——“三
千里江山疑问条”。一个自制的牛皮纸细长信封，信封
正面有用毛笔写的“三千里江山疑问条”几个字，信封里
装着几十个小纸条，每个纸条上都记着一个对于《三千
里江山》的质疑，情节、人物、语言……什么方面的问题
都有，同时记着这些问题出现的页码，有的还记下了予
以修改的初步意见。纸条上的字迹有粗有细有大有小，
颜色有黑有红有绿。本为白色的纸条已被岁月浸染得
微微泛黄，仿佛一个面目沧桑的老人，不动声色地向后
人诉说着那段已然远去的历史——

1950 年春天，杨朔从东北到北京，短暂停留后南下
衡阳，“目的是调查粤汗（汉）通车的情形，企图写一部小
说”。此前不过半年，他刚转入中华铁路总工会任职，衡
阳之行是他与铁路工人初次接触，感受是“事件很动
人”，不久即写出了反映铁道兵团斗争生活的小说《锦绣
河山》。是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2月，杨朔带着粤汉
线通车事件的调查体验，以《人民日报》特派员身份，跟
随铁路工人组建的抗美援朝部队跨过鸭绿江，从此与这
些志愿军战士——原本的铁路工人们结下了不解之
缘。正是他们，让他深切感受到“我们战士对祖国的爱
是怎样深沉啊”，“正是这种人世间最高贵的爱”，“反复
激荡着”他的感情，逼着他“想写他们”。反映抗美援朝
战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由此应运而生。

“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深夜三点，附近轰炸正紧”，“就在
这种情况里”，杨朔写出了小说的“最后一个字”。小说
的故事梗概是：

铁路工务段长姚长庚是个久经风浪的老工人，他的
女儿姚志兰18岁，在铁路上当电话员。姚志兰的对象是
火车司机吴天宝，两人都是青年团员。姚大婶正忙着给
志兰操办婚事，美国人却逼到了中国大门口，鸭绿江上
空三天两头出现美国飞机，时不时就扫上一梭子，丢下
一串炸弹。铁路工人组织志愿军过江，武震局长担任队
长兼政委。志兰写信给跑车在外的吴天宝，向他发出挑
战：看谁先过江。志兰和父亲都随部队踏上了朝鲜的国
土，志兰是电话班长。生活艰苦，夜里会被冻醒，饭是塞
几口包米渣子，没有菜，一人手心里捻一撮盐花……机
车队来了，工程队来了，大批大批的力量涌过来了，什么
工作都展开了……火车夜夜奔驰。吴天宝也来到了朝
鲜，开着火车把成批成批的军用物资运往前线。他到朝
鲜才4个多月，就立了一大功。他渴望继续立功，也憧憬
胜利后与志兰永远在一起的日子。可是，火车遭到轰炸，
吴天宝献出了生命，临终前他请武队长告诉志兰：“别哭，
把爱我的心情，去爱祖国吧！”志兰带病坚持工作，她脸上
的稚气不见了，显得庄严、沉静。她一时一刻没忘记吴天
宝，但她从来也不哭，她将永远用战斗纪念他。

《三千里江山》最初连载于《人民文学》1952年第10、
第 11、第 12号上，甫一问世即获誉评。1953年 1月，《人
民文学》刊登陈涌所写题为《文学创作的新收获——评
杨朔的“三千里江山”》的文章，文章盛赞小说之成功，指
出小说“主要的特点便是它在艺术上的真实”，而这“艺
术上的真实是在两个方面同时表现出来的。一方面，作
者反映了现实斗争的重要方面，反映了现实斗争中的新
的典型的事物；另一方面，作者对于自己所表现的生活，
是经过长久独立的体验、感受和思考，因而作品的主题
思想不是外加的，而是从大量的生活中间概括出来，在
作者的内心自然的唤起的”。“作者首先是长久深刻的被
他周围的英雄人物的崇高的品质所激动，然后才发生了
反映和颂扬这种品质的欲望。”

回顾《三千里江山》的创作缘起，杨朔在给《人民文
学》编辑的信中所写与陈涌的论断不谋而合：“一九五 0
年冬天过江后，我经历的不算少了。打那时起，我的心
就被一件事感染着。朝鲜，这对我们志愿军是一个陌生
的地方，十分陌生。但在朝鲜战场上，你处处可以看见
我们的同志那种忘我的战斗精神。许许多多同志死了，

在我眼前死了，死的那么勇敢。在埋葬那些死者后，我
们活着的同志又接着做着死者未完成的事。这些同志，
活着的，死了的，伤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
的来历，自己的家庭骨肉，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抛开自
己，抛开自己原来的生活，来到朝鲜呢？我认为他们有
种最大的爱，这就是对祖国，对人民，对和平，对正义的
爱。我常常被他们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所感动……我
决定了，就要写这些铁路工人组成的志愿军这种自我牺
牲的最大的爱。”总其所言一语以蔽之：不是谁要求他
写，是他自己要写！《三千里江山》的创作冲动与激情，来
自作者在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所深切感受到的“工人
阶级在抗美援朝前线所表现的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爱
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和源于这种思想的人间大爱！

为了这种人间大爱，志愿军战士“什么都可以献出
来：家庭、骨肉、爱情，生命……”为了这种爱，杨朔也一
样可以置生命于不顾，在抗美援朝前线摆开了他的“战
场”。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把他“住的朝鲜小茅屋震得
乱摇乱晃，红光射进门缝”，生死只在一瞬间，却挡不住
他的情感放纵奔流。战场就在前边，战士们的心影就在
他的眼前跃动，他的激情在剧烈燃烧。他对生活的全身
心投入受到广泛关注，给予《三千里江山》高度评价的陈
涌在他的《文学创作的新收获》一文中就曾不无赞叹的
写道：“《三千里江山》的作者，在写作这部作品之前，曾
参加过长久的艰苦的生活斗争。他在投入生活所表现
的毅力是令人感动的。从一九五0年冬天他便到朝鲜去
了。他恐怕是我们的一些知名作家中在朝鲜坚持得最
久的一个。生活给予作者以磨练，同时也给予作者以创
作上的启发和基础。”

其实，不只是《三千里江山》，可以说杨朔的所有作
品都是他全身心投入生活，在生活中激情燃烧的结果。
小说如此，散文也一样：面对昆明的“花市”他“心醉”而
吟《茶花赋》；《蓬莱仙境》让他的心“激荡得要融化似的
又软又热”；八路军战士的牺牲精神让他慨叹就是“铁石
心肠的人也要受到感染”；志愿军战士的高尚情操逼迫
他“去描写他们去歌颂他们”，若不写“就像犯了罪似的
心里难过”……大爱在心中，阳光在笔下，他歌颂祖国，
歌颂人民，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世间万象纷
纭，杨朔独独捕捉那些能表现时代奋进的光耀：高山低
头，“关塞极天”的西蜀栈道跑起火车（《走进太阳里

去》）；大河让路，横行百年的淮河水害变水利（《走进太
阳里去》）。戈壁滩上建起了石油城（《走进太阳里去》）；
滇池边上绽开了报春花（《滇池边的报春花》）。天堑变
通途（《黄河之水天上来》）；银河落人间（《永定河记
行》）……描写和平建设生活的作品如此，记叙战争生活
的文字也一样：朝鲜战场的除夕之夜，志愿军战士忘不
了过大年、放鞭炮；房东媳妇拿出家中仅有的一点带新
年意味的东西——一根红布条，给女儿在头上系上一个
蝴蝶结（《上尉同志》）。又阴冷又潮湿的高炮掩蔽部里，
墙上贴着毛主席像，空罐头盒里插着大把的野菊花，土
炕上一排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一律是托人从祖国买来的
颜色鲜明的花被面。更新奇的是一门大炮前，有一丛被
松枝搭成的小棚掩护着的红艳艳的野菊花……杨朔用
这样的诗笔郑重宣告：“战争可以使人民失去亲人、财
产，却夺不走人民生活的希望和胜利的信心。”正由于
此，他写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作品如《海市》《泰
山极顶》《荔枝蜜》《雪浪花》等，也找不出一点儿怨天忧
人的颓唐情绪，而是充满了生活的理想和革命的乐观主
义精神。曾有人对此大不以为然，以不屑的口气斥为

“粉饰现实”——“粉饰”，不就是“美化”吗？这本来就是
杨朔的有意为之，君不见他早就光明磊落地公开宣布：

“生活就是诗”，一个作家要“用诗笔来美化人民的生
活”，要“拿笔去为人民的生活描上点金，涂上点色彩”。
他还说过：“人是需要靠着理想才能生活的，没有理想，
就会失去生活的力量……”作为一个喝过延河水登过宝
塔山的作家，杨朔始终把向社会输送精神正能量看作自
己的责任，所以他的作品永远像是东风鼓涨的风帆，让
人鼓舞奋发，教人昂扬向上。

1953年 3月，《三千里江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单行本，右翻竖排版，32开本。尽管这部小说“从一开始
发表便被广泛的注意，并且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欢迎”

（陈涌语），但它毕竟生产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许多问题
未及深思熟虑，文字表达也不可能反复推敲，过于激烈的
情感更有待沉静……单行本的出版是一个契机，杨朔借
机对他的《三千里江山》进行了一次全面修改。本文开头
提到的“疑问条”由此应运而生，所提疑问的来源，或为作
者自省，或为编辑审视，或为读者的热情反馈。据此修改
后的《三千里江山》一印再印，以一代读者对于小说的真
诚喜爱给予了作者丰厚的回报。

“三千里江山”的诉说
□许建辉

久在异国他乡，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
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能画一幅画儿，画出祖
国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我把这
心思去跟一位擅长丹青的同志商量，求她画。
她说：“这可是个难题，画什么呢？画点零山碎
水，一人一物，都不行。再说，颜色也难调。你
就是调尽五颜六色，又怎么画得出祖国的面
貌？”我想了想，也是，就搁下这桩心思。

——是杨朔散文名作《茶花赋》的开篇，早
已脍炙人口的文字。简约质朴，诚挚深沉，几句
话就营造出一个诗情画意的情境。文美，字也
美。4页印有“中国作家协会”标识的格式稿纸
上，1400多个方块字作纵队排列从右至左集结，

“互相亲和的，好比一堂谦恭温良的君子人，不
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叶圣陶论
弘一法师书艺语）”，一如其文，更似其人。沉稳
而灵动的笔画，秀澹而清雅的字体，将作家鲜活
的生命气息蕴涵其中，读之确能感受到“见字如
面”的真切与生动。

读《茶花赋》手稿，能读出书写者的丰厚的
传统文化根底。杨朔生于1910年，属于“五四”之后的第二代作家。他出
身书香门第，家庭的熏陶，让他从小与诗书笔墨结伴；6岁时入私塾开蒙，
临贴习字是必修课之一。身处新旧文化的交替时期，杨朔抓住了旧式教
育的尾巴，有机会接受了诗文书画全能的严格训练，从而获得了将文字书
写与文学表达交互融通的传统文化素养。虽然没有像文坛前辈一样用毛
笔写作，他却用一笔漂亮的硬笔行书尽显其风格独具的笔墨“童子功”。
心手两忘的创作状态中信笔挥洒，高超娴熟的运笔技巧在书文合一的境
界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字体飘逸文采飞扬，似乎这样的文章必须用
这样的笔墨来书写，这样的书写必定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无意为佳乃佳”
的境界中，不是书法作品的《茶花赋》手稿同样具有了赏心悦目修身养性
的艺术价值。

读《茶花赋》手稿，还能读出作家对文字书写的责任感与敬畏心。千
字文章，修改印迹竟达百处以上。段落都是既定的，落笔即成，可知行文
前已深思熟虑成竹在胸。而语句和字词却多有变化，或移或换或增或删，
真实而细致地记录了作家殚精竭虑的心路流程和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
凡有改动，不论大小，都一定要用规范的符号标示得清清楚楚，整个稿面
因此而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即便如此，仍恐有失误，故又不厌其烦请人再
誊清一遍。而那位不知为谁人的誊抄者竟同作者一样认真得可以，居然
在抄稿中“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的“劳动”二字下划了一
道横线，又在旁边写下了“‘劳力’好还是‘劳动好’”几个字和一个醒目的
问号，真是呕心沥血字斟句酌。作者如是，抄者也如是，反映出整整一代
人对文字书写的责任感与敬畏心。“文章千古事”是他们根深蒂固的信条，

“人类灵魂工程师”是他们自我认同的身份。一支纤笔在握，千钧责任在
身，对他人负责对自己负责对文学负责对社会负责，反复推敲过的文字给
予人的是情感的升华心灵的净化。书写者把一己之精神理念毫不自觉地
植入了书写，所谓文如其人字也如其人。此人此字此文属于真正的知识
分子真正的社会精英，正是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社会精英以其严
格的自觉自律和勇敢担当，捍卫着和保证了文学和文化的纯洁与神圣。

读《茶花赋》手稿，更能读出文章的“中国范儿”和作家的中国心。杨
朔青年时代曾入哈尔滨英文学校攻读英语，又在英商太古洋行工作多年，
他的英语水平，无论是口说还是笔写，大概都不会比当今一抓一大把的硕
士博士们哪个差。可是翻遍他的手稿，却找不到相关的任何一点儿蛛丝
马迹。恰恰相反，他用的纸是正宗国产；他写的字仿佛刚从老祖宗手中接
过来尚未及简化；他用这样的字书写着最通俗易懂因而最具亲和力的大
众语言，而他自上而下从右往左的书写方式则仿佛在刻意炫耀祖国传统
文化的风情雅趣。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不过是一种习惯，实质上却是一种
风骨一种品格。由此及彼，不由得想到友人评价钱锺书的话：“他为人崖
岸有骨气，虽曾负笈西方，身上却不曾沾染半点洋进士的臭味；洋文读得
滚瓜烂熟，血管里流的则全是中国学者的血液。”——不同之处只在于钱
先生“负笈西方”是去求学，而杨朔则是受国家委派长期在国外工作罢了。

如今，《茶花赋》手稿连同那份抄稿，都已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同鲁、
郭、茅、巴、老、曹等文坛巨将的手稿一起，共同筑起了一道典雅而高贵的
文化风景线，在纸上书写、阅读日渐被社会所遗忘的今天，顽强地坚守着
一方净土，向世人展示着祖国传统文化风韵独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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