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李健吾确乎是个天才、全才。

一个生命能在多维向度下呈现如此风姿卓绝的功业，那该

是一个何等的心灵变奏！

丧父：顶天立地沧桑里

丧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美丽的痛。辗转于当铺和

药店的幼年鲁迅，“为爱我者屈”的胡适，母子相依的老舍，

父亲“形存实亡”的曹禺、张爱玲……父性的缺失，使这些

生命过早的承担起不该有的世态炎凉，也恰恰正是如此的

人情练达，促成了他们心灵丰富的痛。

李健吾的父亲李岐山系同盟会革命军少将军官，因受

阎锡山陷害两次被捕入狱，在给幼年跟娃（李健吾乳名）带

来严格的蒙学规训同时，也给李健吾打开了一扇走向遥远

的人生大门。《东周列国志》那带着父亲温暖的馈赠，《经国美

谈》蕴含异乡爱国情志的熏陶，在大命即倒之前，李岐山对李

健吾的寄寓之情无以言表。1918年，李岐山第二次入狱，即

便是在狱中，对前来探监的李健吾也是亲自讲授课业，严厉

有加，直至1920年9月11日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伏兵暗杀。

父亲这棵树倒下啦，14岁的孩子多了一份稳重和成熟。“父

亲在民国短短八年中间（实为九年），坐过两次监狱，最后被

人暗杀，虽说我是一个小孩子，但是人情冷暖和世道变化，把

我逼得早熟了。”（李健吾：《我学习自我批评》）

1921年，北京实验剧社在北京成立，年仅15岁的李健

吾是发起人之一。同年，因救场出演熊佛西《这是谁之最》

竟然赢得熊的跪拜礼：“健吾，你救了我的戏，谢谢你。”（韩

石山《李健吾传》）因为父亲，从山西晋南的小山村来到了

北京城；因为丧父，从附庸走向独立。生命位移和灵魂的自

我蜕变，使他像父亲那棵树一样挺立在天地间，一个生命

已经起来，顶天立地沧桑里。

失恋：灵魂深处真情愫

真正的一次爱恋是在读北师大附中时，女孩是同级校

友，叫张传真，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张国淦的女儿，李健吾

考入清华大学后，两人便中断联系。但真爱是刻骨铭心的，

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倾心相注。1925年7月25日，

李健吾新诗《邻花》发表在《文学旬刊》，落款余赘“醉于川

针”，此后又先后在短篇小说《贼》、散文《乘驴》和新诗《过

巴沟桥西行》中署名川针。从“传真”到“川针”，谐音同声

中，是一个心灵对另一个心灵的垂慕。“他上清华后，她便

中断了和他的往来。这使他非常痛苦。我曾劝他痛下决心，

割断情丝，或者另找女友，或者效仿歌德将自己的失恋痛

苦发泄在小说上。我重读《西山之云》后，没有发现在《少年维

特之烦恼》中所抒发的那种直接失恋描述。”（徐士瑚：《李健

吾的一生》）对李健吾来说，这是一次心灵的裂变，甚至在多

年之后的创作中都还能找到这次失恋的影子。1934年李健

吾创作剧本《这不过是春天》，对剧中厅长夫人的刻画，俨然

是对10年前这段被抛弃的失恋在自我尊严上的补偿。

如果没有这次失恋，李健吾也许就少了一道人生萃取

的历练，也许就不会有清华6年的蕴畜和积淀，也许就不会

有后来的切入人心的创作。在人性中最刻骨铭心的情愫

中，才能有来自心灵最深处的呼喊。

去国：师夷长技开慧眼

1931年8月22日，带着杨虎城（陕西省主席）、商震（山

西省主席）、李少白（李健吾七叔）的资助，带着同学、老师

的期盼，带着未婚妻子的依恋，李健吾与朱自清、徐士瑚启

程赴欧。实际上真正促使李健吾赴法留学的还是他一心向

学的无限追求。清华6年埋下的种子，已经渴望更多雨露的

润滋，王文显等诸多师友开启了他通向异域的视域。要么

读书，要么去旅行，灵魂和肉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

刚到巴黎，“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就传到法国，在激愤

和屈辱中，李健吾创作了三幕剧《火线之外》和四幕剧《火

线之内》。从伦敦来巴黎的朱自清在《〈火线之内〉序》中赞

赏说：“我想报纸上的材料怕不够力量吧。但是李先生的戏

写成了，他的想象力量很够用；看，这里不是一本有声有色

的戏！”更多的时间，是他在图书馆里研读福楼拜。对福楼

拜“现实主义”和“艺术至上”拥有了自己的清醒厘定，在接

受他艺术品格的同时，也被福楼拜孤傲狷介的人生态度所

浸润。《福楼拜评传》中参考书籍达96种，而差不多都来自

于李健吾自己的收藏，没有对福氏的热爱和刻苦的研读，

何能有这等著作。通过福楼拜这一个案的研读，李健吾撬

开了欧洲文学的研究大门，对法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认

识超越了旧时藩篱而达到本质规律的至境。

去国留学，赴欧、赴美、赴日，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作家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慧眼洞开，学成还乡，现代文学的

现代性，如果没有走出去的探险和学习，那将会是一个什

么样子？正是这无数个李健吾，给铁桶一样的中国带来了

新的气息。

还乡：自筹酝酿成新曲

去国两载，一朝归来，总想早日打出一方天地。他的论

文《包法利夫人》，1934年1月1日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

发表，引起了文化界的躁动和关注。林徽因专门写信约李

健吾到林家见见面，进入“太太客厅”标志着李健吾也就走

进了当时主流派文学的中心。1935年夏天，也是因为这篇

论文，出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毫不犹豫地聘任

李健吾为法国文学教授。

1933年9月，沈从文接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求

贤若渴。李健吾峭拔机警、锋芒毕露的批评文章开始展露

报端，福楼拜似的孤傲狷介、坦诚至真，纯正的调侃，率性

的褒扬连接在文艺副刊上重炮出击。《从〈双城记〉说起》

《绣像飞跎全传》《伍译的名家小说选》《中国旧小说的穷

途》《现代中国需要的文学批评家》等等评论文章成就了

“刘西渭”这个笔名，也成就了李健吾批评家的历史地位，

1936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李健吾的《咀华集》，

1942年出版《咀华二集》，这种率性批评，纵横捭阖、坦诚心

地、直指人心的个性化批评刺痛了某些文学史家，以至于

湮没了刘西渭的大名。

1934年7月1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出版，同时

刊出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和曹禺的《雷雨》。《雷雨》并

没有引起预期的轰动，而《这不过是春天》却不断被人上

演，引起极大关注甚至被译介到日本演出，欧阳予倩曾高

度赞扬这部戏。《这不过是春天》标志着李健吾性格喜剧的

美学风格的成熟，也是中国话剧喜剧走向成熟的标志。

到1937年，李健吾以专注《福楼拜评传》、评论集《咀华

集》、散文集《意大利游简》、翻译小说集《福楼拜短篇小说

集》、剧本《梁允达》等自成一家，已经名耀文坛啦。

孤寂：心向一隅逞狂欢

生命多舛，让李健吾这个不屈的生命学会在孤寂中深

思熟虑、独立不倒。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上海沦

陷，生活在租界的李健吾成为“孤岛”流民。朋友、学生都

去大后方抗日报国，自己却因腰腿病不能前行，生理和沦

陷的窘境让这位不甘沦落的心灵陷入孤寂。教书、著文、

聊以慰藉国难当头的呻吟，苦难中寂寞的挣扎透露出一个

良知文人的精神底线。

走出书斋，做力所能及的，成立上海剧艺社，改编剧

本，导演演出，创作《黄花》和《草莽》。写戏、演戏，只是表

面，更多的时间是翻译法国文学作品，《情感教育》《包法利

夫人》《圣安东的诱惑》《三个故事》，翻译成为一种消遣，消

遣也成就了孤寂。

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左派文人的批评，让

他陷入更大的孤寂，不知所措，晕头转向，1947年 3月之

后，昔日那种笔锋凌厉的批评不见啦，在《文汇报·笔会》上

发表的多是不痛不痒的译介作品。“编、导、演，他样样来

得，可是他却不善于处世，人缘欠佳，这对他的艺术生命的

拓开，不无损失！”（孟朗：《从〈梁山伯与祝英台〉说到李健

吾的编、导、演》）退守书斋，保持沉默，教书、译书，《莫里哀

的喜剧》《巴尔扎克论文选》《莫里哀全集》等大部头译作成

为他自我狂欢的园地。

奔走：不用扬鞭自奋蹄

晚年的李健吾笔耕不辍，宝刀不老，1977年9月陆续

在《人民戏剧》发表《合理性》《集中》《高潮》《第一幕》等四

篇文章。1977 年 11 月，李健吾完成剧本《一九七六》。

1978年1月完成剧本《大妈不姓江》，8月完成《一棍子打出

个媳妇来》。1979年完成剧本《吕雉》，1979年和1980年

完成散文集《咀华新篇》。1981 年译成《莫里哀戏剧全

集》。1982年11月24日下午，李健吾倒在自己的书桌旁，

停止了他一生的奔走。

70多年的生命历程，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创造自我、

成就自我的蜕变过程。这个饱经人世变幻的生命，能够如

此在多维向度中展现文学创作功业，源于他内心丰富的变

奏。家庭和人世的变故，爱的失去与获得，现实与理想的

碰撞，个性与时代的隔离，人性彰显与规范束缚的抵牾，美

学追寻与现行藩篱的矛盾，一起变奏出李健吾一生的绚丽

和弦。文学批评家、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翻译家、法国

文学研究家、编纂家，李健吾是绝无仅有的“这一个”，他像

一道亮丽的彩虹，横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为后人所

景仰。

多维向度下的心灵变奏多维向度下的心灵变奏
□□张挺玺张挺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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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吾李健吾：：一个不世出的文学大家一个不世出的文学大家
□□韩石山韩石山

当代散文名篇《雨中登泰山》，初发于《人民文学》1961

年11月号，后入选全国统编教材高中语文课本。其手稿在

《人民文学》杂志社安放40余年，最终由该社捐赠给了中国

现代文学馆。那是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专用16开绿格稿

纸，首页右上角盖有《人民文学》杂志的发稿印章；末页尾

部五分之四以下裁去，文章结束于“我们敢在雨中登泰山，

看到有声有势的瀑布，喜而为之记”，与《人民文学》及语文

教材所载文本略有不同。稿纸上一笔漂亮的硬笔行书，一

字一格中规中矩，儒雅有致灵秀隽永。整篇文章汩汩滔滔

洋洋洒洒，有如扬鞭驰行又如江河直下，一任才学情采汪

洋恣肆放纵奔流。中间有修改——字、词、句都有，但不多，

没有反复推敲涂饰的疙疙瘩瘩，可见下笔之前已是腹藏丘

壑胸有成竹。作者精深的文学功底与厚重的文化素养凝注

其中，赋予手稿以文学与书法相得益彰的复合之美，读之

很自然想起巴金关于“李健吾聪明，博学，有才气”的评价。

李健吾是山西人，但对齐鲁大地一样感情深厚。1950

年前后，曾有文化工作考察团赴山东老革命根据地参观访

问，李健吾随团前往。一路所见所闻，让他不禁精神振奋文

思神来，高呼一声“我爱这个时代”，遂有多少激情灼灼的

文字喷涌而出：《向劳动人民学习》《民兵英雄》《淹子崖》

《向民间艺人学习》《农村剧团》《毛主席的文艺先锋》……

归堆打包结集而为《山东好》，交付平明出版社出版印行，

时在1951年7月。而“雨中登泰山”则是1961 年7 月里的

事情，这一点在《我和〈雨中登泰山〉》一文中有明确记载。

那是一篇应邀谈创作的小文，李健吾在文中不无歉意地谈

到：《雨中登泰山》原为当时的《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姜德明

所约写，可是“回到北京，文章被《人民文学》先下手为强，

拿去发表了”。他为之诚恳检讨：“我到现在还觉得对不起

姜德明同志，因为我失了约。”

1961年，正处在我们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共

产党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并肩携手共渡难关，万众一心共

同谱写一曲新的《黄河大合唱》。《雨中登泰山》就像这支时

代颂歌中的一个小小音符，雄健高迈，正气浩然。“为了衬

托山高势险，我写自己如何胆怯力弱，又从游人中特意挑

出了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

们前头’。还挑了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

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之所以写这些，作者的解释

是：“这对我是一种鞭策，一种鼓励。对读者，在困难中，也

是一种鞭策、一种鼓励。”在这种鞭策和鼓励下，作者“不得

不奋力前行，终于上到了泰山之巅‘而小天下’！”这无疑正

是文章的主旨，其意义不言而喻。正像杨朔的《泰山极顶》、

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等产生于同一个时代的那一批美

文一样，激发的是正能量，滋养的是精气神。

李健吾与巴金一生始终有着非常真挚的

交往。

1933年 10月，为筹备成立《文学季刊》，

27岁的李健吾见到了29岁的巴金。巴金早在

留学法国时就与李健吾的二哥李卓吾是好朋

友，朋友的弟弟又成朋友，自然更加亲密。在他

们相识的这个月底，李健吾与清华同学尤淑芬

新婚，巴金特意前往祝贺。

经郑振铎介绍，李健吾到上海暨南大学外

文系当法国文学教授。初到上海，受到巴金多

方照顾，“巴金带我到他住的霞飞坊附近找了

一所房子，在拉都路口，房子租定了，我又回了

一趟北平，把家小接到上海”——李健吾在《忆

西谛》中这样记述。当时上海京派、海派之争正

烈，巴金怕李健吾卷入其中，建议他暂住乡下

以远祸。李健吾深以为然，一家人搬到了真如

乡下。

在上海，李健吾以“刘西渭”笔名发表了一

系列的文评，其中有名为《〈雾〉〈雨〉〈电〉——

巴金的〈爱情三部曲〉》一文，引发了与巴金的

一场论争。李健吾在文中充分肯定了巴金作品

的热情，但是批评其文笔的瑕疵。巴金回敬以

《〈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答刘西渭先

生》。李健吾很快又写出《答巴金先生的自白》

《〈神·鬼·人〉——巴金先生作》等两篇文章。你

来我往，唇枪舌剑，一度给当时文坛造成错觉，

以为他们两人要失和了。然而事实是，文笔论

争，除留下了精妙文章外，更留下了双方的惺

惺相惜和更深层次的理解，“纵然是好朋友，也

不必因为是在评论好朋友的作品而尽说好

话”。这种评论态度，更显珍贵。论争的第二年，

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李健吾

的文学批评集《咀华集》，1942年仍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咀华二

集》，这两本评论集可谓李健吾的经典文集。巴李论争，由此充分体

现出两位文坛宿将为人为文的真诚和心胸的旷达，是为文坛佳话。

1937年上海沦陷后，李健吾因腰腿疾病无法南撤，从真如乡

下搬回上海市内，困居租界。这段时间，他与巴金、郑振铎多有来

往，并与于伶、黄佐临等人士接触，在“孤岛”发起了一系列的戏剧

活动，由此引起日本人注意。1945年4月19日两点钟左右，日本宪

兵队冲进李健吾的家，进行大搜查并逮捕了他。这次遭遇，丢失了

《罪案》是让李健吾最痛心的事。《罪案》是李健吾的父亲老友景梅

九写的，其中有记载其父李岐山的革命事迹的文字。不啻如此，李

健吾的痛心，还因为这本书是巴金借给他的。晚年李健吾曾撰文回

忆：“我向他借的时候，告诉他用做《草莽》的参考资料，他再三嘱咐

我为他好好保藏，因为他不久就去了辽远的内地。《草莽》上部有许

多材料是从里面借取的，我一直把它放在身边，它不仅是一本书，

而且是一个纪念。”所以，他说，“在我失去的书里面，由于双重友情

的关系，《罪案》最令我惋惜。失去这本好书不是出于我的粗心，因

此我的良心并不过于不安。但是我没有方法再找它回来，确是一件

痛心的事实。”他为之抗议侵略者：“我惟一的财富就是友情，你却

帮助岁月在剥夺我的财富。”

1953年，李健吾受郑振铎之邀到中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从此

离开奋斗了20年的上海定居北京，与始终在上海的巴金天各一

方，却一直彼此思念着、牵挂着。1974年初夏，李健吾的大女儿唯

音去上海，李健吾托女儿带去汝龙给巴金的500元钱，汝龙写信告

诉巴金那是李健吾的心意。又过了一段时间，二女儿维惠去上海，

李健吾又让女儿给巴金带去自己的300元。时在“文革”后期，李健

吾虽先于巴金平反，但个人生活也并不宽裕，却慷慨解囊为朋友雪

中送炭。巴金为此感慨：“想到健吾，我更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捞

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关于健吾，我想到的事太多

了，他是对我毫无私心，真正把我当作忠实朋友看待的。”

1981年前夕，李健吾请巴金为自己即将出版的《李健吾剧作

选》和《李健吾戏剧评论选》的书名题词，巴金一度拒绝，而最终还

是题写了，李健吾在《剧作选》后记和《评论选》的序中都提到了此

事：“在活着的老朋友当中，心里一直有这么一个‘李健吾’的，数十

年如一日，怕是不多了。他就是巴金。尽管他的日子过得那么忙、那

么苦，解放前为‘李健吾’写的戏剧坚持到底，把‘李健吾’写的一些

不成材的东西一部一部印出来，特别是创作的话剧，不分好歹，在

重庆印，在上海印，虽然有些偏爱，友情却十分可贵，所以这回引

《李健吾剧作选》，我就老着面皮请他用圆珠笔，在扉页上题几个

字，他推辞不过，只得答应。”巴金在散文《病中（二）》中也谈到了

这件事：“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他的家里，他要我给他的《剧作

选》题封面，我说我的字写得坏，不同意。他一定要我写，我坚决不

肯，他说：‘你当初为什么要把它们介绍给读者呢？’我们两人都不

再说话。最后还是我让了步，答应了他，他才高兴。现在回想起来，

我多么后悔，为什么为这点小事同他争论呢？”

自1933年以《文学季刊》结缘，到1982年李健吾突发心脏病

去世，他们的深厚友谊一直持续了近50年，这种有情有义的大家

交往让我们心生敬佩！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文艺批评

家，他们是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

刘西渭，其中以刘西渭的成就最高。他有周作

人的渊博，但更为明通；他有朱自清的温柔敦

厚，但更为圆融无碍；他有朱光潜的融会中西，

但更为圆熟；他有李长之的洒脱豁朗，但更有

深度……

这几句话，是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他的

《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中说的。此书上

世纪80年代曾在大陆行销。

刘西渭即李健吾，是他写文学批评文章的

一个专用笔名。

不必说大陆学界，对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关

注，全是受了这几话的影响，至少也是受了点

启发吧。

现在的学界中人，一说起李健吾，就说他

是位卓越的文学批评家。

这不公道，李健吾地下有知，也会报之以

一声宽厚的苦笑。在他从事过的几个艺术门类

中，据他自己说，文学批评是用力最少的一个。

用一句俏皮的话说，是捎带，甚至可说是正业

之外的消遣。

如果学界中人还相信司马长风的话，且让

我再引用几句：

中国现代作家留欧和旅欧的人多了，有游

记和采风录之类的作品问世的也很多，能慧解

欧洲人的情趣、欣赏其风土，蔚成绚烂的文章

者以徐志摩和冯至为著；但洞察欧洲文化并熟

悉艺文人物，将它们揉在一起，以谈笑风生之

笔，畅达幽情和妙趣者则是李健吾……纵观李

健吾的散文，可用深情和多慧四字来概括。

这是司马长风在同一书中对李健吾散文

的评价。还说“他写的文学批评，篇篇都可当创

作的散文读”。

纯以对话和动作来上演的现代戏剧，则是

百分之百的舶来品……如果拿酒为例，来品评

曹禺和李健吾的剧本，则前者有如茅台，酒质

纵然不够醇，但是芳香浓烈，一口下肚，便回肠

荡气，因此演出的效果之佳，独一无二；而后者

则像上品的花雕或桂花陈酒，乍饮平淡无奇，

可是回味余香，直透肺腑，且久久不散。

这是同一书中对李健吾戏剧的评价。

噢，那就加上散文家、戏剧家的头衔。

且慢，也该听听同时代人的评价吧。

1933年李健吾出版了长篇小说《心病》，

朱自清曾著文评论，说：“中国的新文学，直到

近两年才有不以故事为主而专门描写心理的，

像施蛰存的《石秀》诸篇即是，读者的反映似乎

还不坏。这是一个进展。施蛰存只写了些短篇，

长篇要算李健吾的《心病》为第一部。”更奇的

是，李健吾上中学时写的一个短篇小说，10年

后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收

入，且在《导言》中说：“《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

了，虽在10年后的今日，还可以看到那藏在用

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噢，这么说来，该叫他小说家、散文家、戏

剧家、文学批评家。

你还是急了点。

让我来告诉你，他的本业是法国文学研

究，这方面的专著是《福楼拜评传》。留法两年，

学的是法国文学；回国后在大学任教，教的是

法国文学；解放后离开上海到了北京直至去

世，不管供职的机构名称怎样变幻，究其实都

是一个外国文学研究所。

对他的这本《福楼拜评传》，法国文学研究

专家柳鸣九1994年曾对我说：“别说以前了，

往后 50 年之内，中国是没有人能写得出来

的。”此书1934年出版，到柳鸣九说这话时，已

过了60年，再加上50年，也就是110年之内，

在同类书的写作上，只能让这个山西人拔了头

筹。写这本书时，李健吾29岁。

此外他还翻译了《莫里哀戏剧全集》《包法

利夫人》等，不下数百万字。

那就再加上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

你不耐烦了。

我还要告诉你，这都是有形的，还有一个

无形的，或许是更大的贡献，那就是对中国文

学语言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可

说灿若星汉也可说多如牛毛，然而，在语言层

面上真正达到现代水准的，却寥若晨星或有数

的几根，不管是论个或是论根，李健吾都是其

中之一。

这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

这也是我为他写传的惟一的理由。如果还要

再找一个的话，那就是他是山西人且是晋南人。

还只有一点，我仍深信不疑，随着岁月的

流逝，喜欢李健吾的人，必然会越来越多。

激发正能量激发正能量，，滋养精气神滋养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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