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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李健吾的名声，不全

是靠了写评论文章，有一半是靠了他打过的大大

小小的笔仗。

一说打笔仗，好些人会想到论敌，李健吾的

笔仗，几乎全是在好朋友之间打起来的。他跟巴

金之间的一场笔仗，就是个不大不小的例子。

1935年11月3日，李健吾在《大公报》文艺

副刊上，发表文章评论巴金的《爱情三部曲》——

《雾》《雨》《电》，署的是他写评论文章专用的一个

笔名——刘西渭。

这些年，巴金对健吾很是关照，将初到上海

的健吾，介绍给上海的朋友，且出版了李的戏剧

集。不必说是感念，情分上总是近了些。文章开

头，表白了一番自己对批评的看法。感情归感

情，批评自有它独立的尊严。批评之所以成为一

门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

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生的存在。批评者绝

不油滑，他有自己做人生现象解释的根据。一个

批评者需要广大的胸襟，但是不怕没有广大的胸

襟，更怕的是缺乏深刻的体味。

在具体评论中，李健吾认为，评价巴金的

这三部作品，甚或巴金的全部作品，必须了解

巴金对于人生的态度。所谓态度者也，不是对

事，不是对人，而是对全社会全人生的一种全

人格的反映。凡含有自私自利的成分的，无不

见摈。用巴金作品中人物的术语说，他的爱是

为了人类，他的憎是为了制度。明白了这一

点，我们才可以读他所有的著作，不至于误会

他所有的愤激。

巴金作品的最大特质是热情。他用热情化

为文字，也就用这热情的文字感动了他的读者，

那些同样怀有热情的现世青年。“你可以想象那

样一群青年男女，怎样抱住他的小说，例如《雨》，

和《雨》里的人物一起哭笑。还有比这更需要的!

更适宜的!更那么说不出来地说出他们的愿望。”

同时指出，这热情，成功了他叙述的顺畅，也

带来了他文笔的瑕疵。“你可以想象他行文的迅

速。有的流畅是几经雕琢的效果，有的是自然而

然的气势。在这二者之间，巴金先生的文笔似乎

属于后者。他不用风格，热情就是他的风格。好

时节，你一口气读下去；坏时节，文章不等上口，

便已滑了过去。这里未尝没有毛病，你正要注

目，却已经卷进了下文。”

具体到这三部作品，李健吾的看法是，《雨》

最为成功，原因在于《雨》里有个中心人物。这也

正是现代类似巴金这样的小说家的悲哀。现代

小说家一个共同的理想是，怎样扔开以个人为中

心的传统写法，达到小说最高的效果。他们要小

说社会化，群众化，平均化。他们不要英雄，做到

了；他们不要中心人物，做不到。关键未尝不在，

小说甚于任何其他文学种别，建在特殊的人性之

上，读者一个共同的兴趣之上：这里要有某人。

也就是在这同样的要求之下，读者的失望决定

《电》的命运。《雾》的失败在窳陋，《电》的失败由

于紊乱。然而紊乱究竟强似窳陋。作者叙事的

本领，在《电》里比在《雨》里还要得心应手。然

而，因了中心人物的失去，注定了《电》的失败。

写出这些看法时，李健吾已经意识到巴金不

会轻易接受。

现代作家里，巴金对自己作品的维护，不容

他人曲解，是有名的。这从几乎每部作品，都要

写长长的序言或跋文上看得出来。单怕别人不

能理解他的深刻含义，或者微言大义。相交甚

笃，李健吾自然深知巴金的这个脾气：“没有一个

作家不钟爱自己的著述，但是没有一个作家像巴

金先生那样钟爱他的作品。读一下所有他的序

跋，你便可以明白那种母爱的一往情深。”

他得有所劝诫。

先引用了巴金《将军·序》中的一段话：“文学

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

过。大学里有关于文学的种种课程，书店里有

种种关于文学的书籍，然而这一切在轿夫仆人

中间是不存在的……我写过一些小说，这是一

件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些小说是不会被列入

文学之林的，因为我就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文学方

面的书。”

在李健吾看来，这话过了头，作为一个读者

期望甚高的作家，不该这么说。因为不符合基本

的事实。你不必理睬他这种类似的愤慨，他是有

所为而发；他在挖苦那类为艺术而艺术的苦修

士，或者说浅显些，把人生和艺术分开的大学教

授。他完全有理——直觉的情感的理。但是，如

若艺术是社会的反映，如若文学是人生的写照，

如若艺术和人生虽二犹一，则巴金先生的小说，

不管他怎样孩子似的执拗，是要“被列入文学之

林”，成为后人了解今日激变中若干形态的一种

史料。

对这样的批评，巴金当然不会默不作声。恰

在这时，巴金已为他的《爱情三部曲》写好了一篇

3万字的长序，不能再在序中驳难。很快，他以

信的形式，写了一篇文章为自己辩护，名曰《〈爱

情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答刘西渭先生》。其

中对李健吾不无讥讽——

朋友，你坐在书斋里面左边望望福楼拜，右

边望望左拉和乔治桑，要是你抬起头来，突然看

见巴金就站在你的正面，你一定会张皇失措起

来……你好像一个富家子弟，开了一部流线型的

汽车，驶过一条宽广的马路。一路上你得意地左

顾右盼，没有一辆汽车比你的华丽，没有一个人

有你那驾驶的本领……朋友，我佩服你的眼光锐

利。但是我却要疑惑你坐在那样迅速的汽车里

面究竟看清楚了什么？

毕竟是朋友，讥讽是讥讽，对李健吾的文笔，

连巴金也不得不赞叹：“是这么流畅的文笔!你写

得这么自然。简直像一首散文诗!”自然，这里也

多少含有对李健吾说他“坏时节，文章不等上口，

便已滑了过去”的反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拍马挥枪，李健吾当

即迎了上去——写出《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予

以反驳。

“等到作家一自白，任何高明的批评家都得

不战自溃。”劈面先来了这么一句。你以为他会

俯首就擒吗？接下来说，“对着一件艺术的制作，

谁的意见最可听信，如若不是作者自己？比较来

看，也只有他自己的叙述差可切近他制作的经

验。假使他不夸张，不铺排，不隐晦；假使他有质

直的心地，忠实的记忆，坦白的态度。”可惜不全

是这样——

作品对于作家来说，犹如母亲之于儿女，这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那样欢迎作家任何的

“自白”，同时却也格外加了小心去接受。他把他

的秘密告诉我们，而且甚于秘密，把一个灵魂冒

险的历程披露出来。惟其经过孕育的痛苦，他最

知道儿女的性格和渊源。惟其具有母性的情感，

我们也得提防他过分的姑息。

巴金不是说李健吾是坐着一部流线型的汽

车吗？李健吾顺势说，虽是坐着一部流线型的汽

车，终有游山玩水尽兴的一天。等扬起的尘土息

了，人们的诅咒住了，我的汽车朽了，而道旁伟大

的艺术家还站在那里，动也不动，留给未来鉴

赏。纵然如此，谢天谢地，我菲薄我的批评，我却

不敢过分污渎批评自身。批评不像我们想象的

那样简单，更不是老板出钱收买的那类书评。它

有它的尊严。犹如任何艺术都具有尊严；正因为

批评不是别的，也只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有它自

己的宇宙，有它深厚的人性做根据。一个真正的

批评家，犹如任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外在

的揭示，甚至于离不开实际的影响。但是最后决

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

他自己的存在，一种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犹如

任何创作者，由他更深的人性提炼他的精华，成

为一件可以单独生存的艺术品。他有他不可动

摇的立论的观点，他有他一以贯之的精神。如若

他不能代表一般的见解，至少他可以象征他一己

的存在。

在李健吾看来，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与一个

优秀的作家正是无分轩轾，作家不必因为他是在

批评自己的作品，就将他当作自己的奴仆。纵然

是好朋友，他也绝不允许对方亵渎了批评的尊

严。对于批评，他的态度是：一本书摆在眼前，凡

落在书本以外的条件，尽可置诸不问。他的对象

是书，是书里含有的一切，是书里孕育这一切的

心灵，是这心灵传达这一切的表现……这是批评

的难处，也正是它美丽的地方。

这样在报纸上刀兵相见，外人或许以为两人

要失和了吧。不会的。打笔墨官司，原是文人之

间的常事，只有两个小人，或一个君子一个小人

之间，才会因此而结仇记恨。对两个都还心胸旷

达的人来说，只会加深彼此的理解。

这是一个大作家与一个大批评家的一段文

字因缘，它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几篇精妙的文章，

更其重要的是彼此都有的那种坦荡的批评精神。

《答巴金先生的自白》写于12月14日，仅仅

隔了一天，16日，李健吾又写了评巴金《神·鬼·

人》一书的评论文章，热情而又中肯，外人绝难想

象得出，这就是前两天写那篇反驳文章的同一个

李健吾。

唱和与驳难，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优良传统。

驳难，实则也是别一种方式的唱和，纵然是真的

生点气，彼此心里都明白，绝不会妨碍友谊的加

深。或许正是经历了这场笔战，巴金才真正认识

到李健吾人品的正直，才华的丰盈，与见识的超

卓，并由此结成数十年不逾的真挚的情谊。

1936年 12月，在巴金的擘划下，创办不久

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李健吾的文学批评集

《咀华集》。这本集子和1942年仍由文化生活出

版社出版的《咀华二集》，可称得上中国现代文学

批评史上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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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法国

文学研究专家等多种头衔于一身的李健吾，也与他同时代

的众多著名同仁一样，千里之行的第一步，都是从新文学期

刊迈出，因而与新文学期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现代文

学馆编《百年中文文学期刊图典（上）》正文收录1033种期

刊，李健吾至少是其中3种的主编之一，是其中30余种的

重要撰稿人之一。

先说李健吾参与主编的期刊。以《百年中文文学期刊

图典（上）》为据，按时间为序是：

《爝火》，不定期刊。民国十二（1923）年二月十日创

刊。曦社编辑、发行。出版地北京。同年7月1日终刊，共

出两期。创刊号有《发刊词》宣称：“我们实在可笑，都是18

岁以下的孩子，也不配谈学问，也不配讲经验；只恃着天真

烂漫的童心，写出自鸣天籁的字。好了，是我们几个小孩子

的成绩；坏了，还是我们几个小孩子的成绩。原是我们自己

清脆的哈哈的笑声，和哇哇的哭声！”该刊除书评一篇外，全

为文学创作，有小说、童话、诗、戏剧、译文等作品。撰稿人

有大枬、仲刚、先艾、伯瑜、圣希、超逸、狂人、心华、一苇、赵

景深、良庆、笃周、觅车、复仁、洪棪楸、胡倾白、白蘅、伯农、

强身、劳山、韵裳、曹智官等。年仅17岁的李健吾在《爝火》

上牛刀初试，发表了他最早的两个剧本：《出门之前》和《私

生子》。两个剧本故事情节都很简单，却展示了作者刻画人

物微妙心理活动的文学才能。

《水星》，月刊。民国二十三（1934）年十月十日创刊。

卞之琳、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郑振铎编辑。文华书

局发行。出版地北平。民国二十四（1935）年六月十日终

刊，共出9期。该刊专门发表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撰稿

人除编者外有周作人、蹇先艾、何其芳、李广田、萧乾、芦焚、

臧克家、张天翼、茅盾、陈荒煤、冰心、老舍、林庚、梁宗岱等。

《文艺复兴》，月刊。民国三十五（1946）年一月十日创

刊。郑振铎、李健吾编辑。上海出版公司发行。出版地上

海。民国三十六（1947）年十一月一日停刊，共出20期。

后又有《中国文学研究号》（上、中、下），分别出版于民国三

十七（1948）年九月十日、十二月二十日，民国三十八

（1949）年八月五日。编辑者在创刊号《发刊词》中宣布办刊宗旨：“抗战胜利，我们的

‘文艺复兴’开始了；洗荡了过去的邪毒，创立着一个新的局势。我们不仅要承继了五四

运动以来未完的工作，我们还应该更积极的努力于今后的文艺复兴的使命；我们不仅为

了写作而写作，我们还觉得应该配合着整个新的中国的动向，为民主，绝大多数的民众

而写作。”该刊以创作、评论、研究、翻译并重。登载的主要创作有巴金的《第四病室》《寒

夜》、钱锺书的《围城》、李广田的《引力》、艾芜的《乡愁》等中长篇小说，曹禺的《桥》（未

完）、杨绛的《风絮》、李健吾的《青春》、石华父的《抛锚》等多幕剧，王统照的长诗《白云

洞》等。《中国文学研究号》汇集中国古典文学重要研究成果，是继五四时期《小说月报》

和30年代《文学》编辑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后的第三次。该刊除编者外尚有郭沫若、茅

盾、叶圣陶、郭绍虞、汪曾祺、沈从文、戈宝权、赵景深、靳以、臧克家、沙汀、骆宾基、周而

复、辛笛、朱自清、季羡林、隋树森、冯沅君、马叙伦、吴晓铃等撰稿人。

再说李健吾为重要撰稿人之一的期刊。仍以《百年中文文学期刊图典（上）》为据，

1920年代创刊的4种，分别为《清华文艺》《北京文学》《文学旬刊》《晨报副镌》；1930年

代创刊的12种，分别为《中学生》《文学月刊》《申报月刊》《文艺副刊》《文艺画报》《绿洲》

《文季月刊》《新诗》《文学杂志》《中华公论》《剧场艺术》《人世间》；1940年代创刊的14

种，分别为《戏剧与文学》《西洋文学》《万象》《文艺杂志》《春秋》《戏剧时代》《文艺春秋》

《周报》《大同周报》《文章》《人民世纪》《文潮月刊》《昌言》《创世》。

在李健吾为重要撰稿人的这些期刊中，创刊于20年代的几种比之于30年代和40

年代的20余种，以其位于作者文学生命的初始而显然意义更为重大。例如著名学者陈

铨等编辑的《清华文艺》系《清华周刊》的副刊，主要发表清华大学师生和校友的作品，有

批评与介绍、诗歌、小说、戏剧等栏目，内容特点一是“注重中国旧文艺的整理”，二是“注

重西洋文艺的翻译和介绍”，三是“注重时下作品的批评”，四是“注重清华生活的描写”，

五是“登载有趣的笔记笑谈”。李健吾一入清华即能在这种品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不

仅是巨大的激励，而且是一生事业的坚实奠基。再如由“副刊大王”孙伏园创刊、后由徐

志摩接手主编的《晨报副刊》（后改名《晨报副镌》）以及《晨报》的另一副刊《文学旬刊》，

也都十分青睐李健吾，陆续不断地刊发他的文章，让他的名字与鲁迅、胡适、郭沫若、周

作人等鼎鼎大名人物同入作者之列，这自然也该是激励他奋发向上的动力之一。“记得

我在中学时期写过一篇《中条山的传说》(1924年12月《晨报》副刊)，鲁迅先生在《新文

学大系》小说二集谬奖, 说:‘《中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 还可

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其实什么‘传说’也不该在中条山

有, 山太枯了。”——这是李健吾写在《我和〈雨中登泰山〉》中的一段话，近半个世纪前

的事情还记得这样清楚，足见斯刊斯事在他心目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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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力

一个一个““打打””出来的评论家出来的评论家
□□董哲西董哲西

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了李健吾的《咀华

集》，1942年《咀华二集》结集出版，然而“二十五年

之后，某出版社要出版他的旧作时，李健吾竟弄不

清楚自己被批判过的《咀华集》究竟出过几种”。李

健吾究竟是否出过“咀华三集”即《咀华记余》，以及

对其间诸种原因的探讨，正是本文的命题所在。

决意沉默

1945年抗战胜利后，《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复

刊，仍由柯灵编辑。9月7日《世纪风》发表了李健吾

的短文《咀华记余》，其中写道，“于是记众人之余，

以补自己的不足，灯呀，全仗你微弱的光给我照亮

了”，可视为连载文章的序言。9月10日，刊出正题

为《咀华记余》，篇名为《刘西渭是我的仇敌》的第二

篇，文中写道“刘西渭相信自己是一个心平气和的

读书人，他拿公平来酬报字句的分量……万一无意

之中伤了什么人的尊严或者虚荣，刘西渭自己不至

于得到那样一串动物的名称；大方些，饶恕他的冒

昧，因为过失原本含在各自作品的本身。”对自己批

评态度的表述，似为下一步品评作品，臧否人物做

铺垫。9月12日，在正题仍为《咀华余记》，篇名为

《无题》的文章中，一口气批评了丁玲、凌叔华、林徽

因、萧红、冰心、庐隐、杨绛等七位女作家艺术上的

得失。不少段落至今仍为人乐道，“一位是从旧礼

教里冲出来的丁玲，绮丽的命运挽着她的热情永远

在向前跑；一位是温文尔雅的凌叔华，像传教士一

样宝爱她的女儿，像传教士一样说故事给女儿听；

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像一切的

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

宫；最后一位最可怜，好像一个嫩芽，有希望长成一

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我

说的是已经证实死了的萧红”。文末，李健吾“庆幸

自己犹如任何人，又看见一位能文善写的女子。那

就是以写喜剧在最近知名的杨绛。她的成就值得

我另写一篇文章分析。”从这个许诺看，李健吾打算

将《咀华记余》写下去。然而紧接着而来的成立中

华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的活动打断了他既定的安

排，直到 1946 年 8月 16日，才发表一篇《咀华记

余》，此后再也没有以这个篇目写过文章。

1947年初，李健吾改编阿里斯托芬的闹剧《妇

女公民大会》为《和平颂》上演后，引发批评和争

议。左派文人楼适夷批评凌厉，上纲上线——“李

先生不愧为封建独裁政体下的文人，他拉人捧，却

不许人批评……如果李先生撩在肩上的不是一个

剧团而是一个政府，当然一切人民的言论，都将禁

尽灭绝，因为人民肩上都没有政府，没有一群公务

员跟他要饭吃，还有什么发言的权利呢？”一星期

后《文汇报》刊发署名荒野的《“一团和气”》，作者

认为楼适夷的仗义直言，“实在是他对当前的文艺

任务有负责的思想，因为他不但认清了好坏，而且

进一步的对好坏，以行动来认起朋友和仇敌。”直

言不讳的将李健吾划归为仇人。其后化名为曰

木、安尼、左平、一农的左派文人相继撰文批评李

健吾。被进步阵营视为敌对分子，对李健吾来说

可谓创伤痛深。与此同时，他参与筹备的全国文

协上海分会，带头创办的上海实验剧校等组织机

构在时代的风起云涌中仅一年的时间便与他毫无

瓜葛。白云刍狗，世事变幻，一向单纯热情的李健

吾决意沉默。《和平颂》成为他改编剧本的绝唱；峭

波机警、锋芒毕露的文学批评也成为过往；现实验

证了“我是一个快活的人，然而生活教会了我怎样

沉默”。退守书斋，选择缄默，可见其时李健吾心情

的黯淡。

与政治的纠葛

短暂的沉默，可以用一时一地的事件解释；长

达几十年的“失语”则要从李健吾与政治的纠葛，以

及时代压力对李健吾的影响等方面探析。关于李

健吾屡受批评的政治污点，在1964年的“整风”运动

中评述得最为清晰。一是上海沦陷后，他将自己所

写的剧本售与日本人暗中经营的剧团，并为该团导

演，拉演员；二是1945年9月，当过国民党上海市党

部的编审科长，曾禁演或删改进步话剧。

对于第一条被指认“所作所为是丧失民族气节

的行为”，李健吾坚决否认。当时的情形是，1941年

上海沦陷，孔德研究所解散，李健吾失业了。时任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师长周作人邀

请李健吾出任北大系主任。李回信拒绝，自称“做

了李龟年”，表明他宁可做戏子，也不为敌伪效力。

此后他加入荣伟剧团，脱离后主持华艺剧团在卡尔

登剧院的演出。这两三年间，除偶尔的演出和导演

外，他主要靠改编剧本，为各剧团提供剧本维持生

计。与友人书中，回顾沦陷时期的戏剧生涯时他写

道，“从前把话剧当作业余的活动玩，当时竟成了生

活的惟一根源……我们最后也找到了靠山，那些值

得感谢的闭口不谈政治的商人。我们有一技之长，

他们利用我们这一技之长来做生意，商业自然而然

成了我们的掩护，我们可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了。所

以，让我不妨再重复一次：我是一个有良心的小民，

诚不足道也矣。”可见，这时期的李健吾远离政治，

明哲保身，靠着改编剧本的一技之长苟全性命。也

许这不过是作家的自谦，海外学者司马长风在谈及

沦陷时期的李健吾给予高度评价，“田汉是战时后

方剧坛的旗手，李健吾则是沦陷区剧坛的巨人。他

不但勤于写作，艰苦支撑着上海剧运的发展；并且

致力选择有抗战意识的题材，在不损艺术素质的情

形下，对民族抗战略尽微薄，这一点在他的创作上

虽不必过于重视，但可见出他的人格。”

对于第二条指摘，李健吾在1950年思想整风的

自我检查中曾做过检讨，他写道，抗战胜利后，自己

盲目乱兴奋了一阵，国民党市党部约他帮忙搞文墨

时，他以为“大义所在，情不可却”，明知自己和他们

毫不相干，还是答应帮忙一个月。后来偶尔看到重

庆一通密电，说是要防止共产党从重庆来上海活

动。当时报上正在宣传统一战线，眼看毛主席就要

飞到重庆，而事实上却密令各地防止共产党活动。

他平生最恨的就是阴谋、捣鬼，自己本来不是国民

党，何苦夹在里头瞎闹，夜阑人静，深深为自己的糊

涂痛心，遂决计回到明哲保身的小市民身份，混到9

月30日那天，终于义无反顾地走掉（韩石山著《李健

吾传》）。李健吾所言属实，只是他省略了“情不可

却”的缘由。1945年李健吾的改编剧《金小玉》轰动

一时，被认为是影射日本军官，他的行踪不定也被

疑心为地下党，同年4月日本宪兵将其抓捕入狱，施

以酷刑。出狱后，李健吾避地屯溪月余，得到国民

党人士吴绍澍和毛子佩等人的关照。解放后，吴、

毛等人力邀其任职，因情理推辞不过，李健吾遂担

任上海市宣传部编审科长。虽仅任职一个月，却被

作为政治上的污点，成为其后几十年屡次政治运动

中被批斗甚至下放的导火索。

李健吾以人性作为批评依据，主张为艺术而艺

术，这在普罗文学如火如荼发展的20世纪三四十

年代可谓少数，从中也不难看出，李健吾不是那种

与政治太过亲近的人。父亲李歧山参加政治活动

被人暗杀，也导致李健吾厌恶政治，躲避政治。长

年的书斋生活，他不谙熟政治，然而父亲的丰功伟

绩却又时时鼓舞激励着他的爱国热情，这种热情

常转化为政治热情。孤岛时期，全力支持和扶助

上海剧艺社的活动，走在抗战文化的第一线即是

一明证。对李健吾知之甚深的柯灵曾说过，健吾

是“书生”或“书呆子”，他本人和他的一些熟朋友

都这样看。在解放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有一种流

行的观念，以为喜欢埋头书案的知识分子必定脱

离政治，走的是所谓白专道路，这是一种好心的误

会。书呆子不关心政治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如此，

古今往来，已有无数事实作证。例如健吾，不但不

缺少政治热情，有时只嫌过多，但对实际政治十分

隔膜，却是事实。夏衍在《忆健吾》一文中也写道，

“你说他完全不关心政治吗？肯定不是，在艰苦的

孤岛岁月中，他是抗日、团结、民主的坚强斗士。

说他对国民党有感情，也完全不是，在40年代他写

的文章中，对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他是爱憎分明

的、义正词严的。”

“合宜”的戏评余音

“戏里没有正面写蒋介石反动政府，但是通过

具体生活，处处写了它的罪行。戏里没有正面写号

召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但是通过匡复的活动、乃至

小先生的活动，我们明白是谁支持这种存在。”

（1957年评论夏衍的剧作《上海屋檐下》）；“剧作者

通过吴太太的造型，谴责品质恶劣已极的资产阶

级，又通过警察的唯唯诺诺，说明他是统治阶级的

驯服工具……”（1959年评论丁西林的剧作《三块钱

国币》）。评论的重心着眼于阶级意识和政治形态，

语言更是干涩、生硬，充斥着当时流行的套话和政

治标语，早已不复《咀华集》中纵横捭阖、飘逸灵动

的神采。

据韩石山统计，1959年至1965年之间李健吾

撰有37篇戏评，如《战歌——看话剧〈东进序曲〉》

《社会主义的田园剧——喜看〈红色宣传员〉的演

出》《充满人民的乐观精神——看高甲戏》等，其中

不乏《社会主义的话剧》《为社会主义的独幕剧鼓

掌》等综述性的大块头文章，无不具有强烈的政治

倾向，意在配合和图解当时的政治任务。李健吾在

时代压力及自我精神的萎缩与放逐之下，不断向政

治靠拢，正如韩石山所言，“若说此前的写戏评系无

奈的逃避，那么，此后则是有意的进击，甚至可说是

冲锋陷阵，为王前驱。”

至此，那个为着坚持自己的艺术见解和艺术品

格，不惜与卞之琳、巴金等友人在报刊上公开辩驳、

争论；那个直言“我不想捧谁，也不想骂谁，我只是

想指出其中我所感到看出的特殊造诣或倾向（也许

是好也许是坏），尽我一个读书人良心上的责任”的

个性批评家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咀华记余咀华记余》》及其他及其他
□□任相梅任相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