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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反思
□张艳梅

近一个世纪之前的京派文学，作为乡土中国的牧歌版，构

成了故园叙事的反现代性镜像。废名、沈从文笔下的竹林、桃

园和湘西，呈现的是美学意义上的田园，而非社会学意义上的

乡村。农业生产，宗族律法，地缘与血缘，人与土地，基层政权

形式等等，大都被淡化，凸显的是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美好人

性，是情绪、情感和情怀，是生死超然的宁静诗心，是风花雪月

的恬淡诗情，是古典美学的隽永诗境。

现代乡土文学，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分支，抒情叙

事并行不悖，牧歌挽歌交相呼应。现实主义一脉是以新文学启

蒙主义价值系统反观乡村社会，聚焦封建宗法制各种弊端，揭

示人在宗法秩序下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眼

光批判并反思生存现实及现存制度，即乡土写实。浪漫主义分

支则在城乡对比中，对城市生活深感厌倦和拒绝，把理想的生

活方式，社会形态，以及完美人性，都寄托在带有田园牧歌情

调的乡村世界，深情歌咏，热情赞美，由此形成乡土抒情。通常

认为,作为一个乡土文学流派，在文学审美和文化建构的双重

意义上，京派显示了抒情性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

一个国家或民族，如何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和自觉性，

始终不单纯是文化领域的问题，甚至关系到国家安全。近百年

来，我们的文化建设，始终走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路上，从“五四”

到新中国成立，从“文革”到世纪末，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

不断，此消彼长，加之各种政治运动影响，始终未能形成民族文

化自觉。论争双方往往忙于划分阵营，跑马圈地，占山为王，缺

少负责任的文化态度，及更深入的文化思考。重读京派，其文化

意义有二，一是梳理京派的文学资源，二是辨析京派的文化立

场，以之为当下中国及未来中国提供有效的思想路径。

怀旧的世界观与超越现代性的乡愁

京派作家的文化立场其实并不复杂，很多学者都探讨过。

存争议的是关于现代性话题，即京派文学是反现代性的现代

中国道路探寻，还是前现代的农业文明守望，抑或是现代化进

程之后的乡村世界理想描绘？由此引出乌托邦与现代性这个

话题，如果不把乌托邦泛化为一切理想制度，那么这一乌有之

地始终闪烁着的应该是人类社会希望之光，是历史进步的内

在精神动力；当然，如果把人的历史当作神的历史来设计，隐

藏在世界整体理念背后的是霸权主义的独裁和专制，基于暴

政的乌托邦想象恰好成为反乌托邦的出发点。人类对于乌托

邦的想象，从田园乌托邦，到工业乌托邦，再到科技乌托邦，是

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我们在当代很多科幻电影里，看到了技

术专制带来的毁灭，然后是回归，回到人类生存的基础，与大

自然和谐共存，如刚刚上映的施瓦辛格主演的《终结者·创世

纪》，血雨腥风的高科技战争之后，结尾是田园生活复现。我们

今天面对的现实是，乌托邦价值严重匮乏，民众对世外桃源、

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都无兴趣，理想社会遭遇现代性抽空和

后现代性绑架的双重困境。从这一意义上，重读京派，或许会

带出很多新的思考。

让我们先回到问题的起点。现代乡愁的起源到底是什么？

这种基于现代生存感知的情绪蔓延背后隐含的忧伤和疏离，

对现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鲁迅在1935年第一次用“乡土文

学”这一概念描述蹇先艾、王鲁彦、许钦文等人的小说。“凡在

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

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又说，他们的作品大都是“回忆故乡的”，“因此也只见隐现着

乡愁”。周作人在1923年连续发表了《地方与文艺》《旧梦》等

文章，提倡“乡土艺术”，要求将文学的“国民性，地方性与个

性”统一起来。“乡土文学”作为一种流派的源头来自鲁迅。《故

乡》与《社戏》两篇小说，开创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写实与抒

情两条道路。

最初的乡土文学作者，并非扎根乡村，而是侨寓北京、上

海等都市，接受了新思想和新文学启蒙，流离他乡的经历，往

往成为他们怀乡的心理动因。因此，这些作品，均以展示作者

熟悉的乡村生活为基础；而远离故土家园的飘零感，城市生

活的陌生感，外来者孤独寂寞的情绪，缠杂大时代中看不清

方向的迷惘困惑，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乡土叙事的心理冲动。

很难说这些作家是因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崭新的世

界，而有了新的世界观，正像韩寒影片《后会无期》中那句台

词，“都没有看过世界，哪来的世界观”，问题是，这些年轻人

经历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代表传统的凝滞不变的乡村，代表

现代的满眼都是洋玩意儿的城市，他们的世界观理应随之改

变。那么，这种怀旧的乡愁是如何超越自发的情绪表达，而上

升为一种自觉对抗现代文明、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文化立

场呢？

传统文化、乡土文化、地域文化、反思现代性，都可以看成

是进入京派文学的通道。真正辨析京派作家的文化立场，京派

批评家们的理论建构，与回到文本阐释本身，从现代诗学独特

的审美表达，看京派作家的社会形态反思，称得上相得益彰。

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一文中指出:“大家谈及西方文明，无

论是骂是捧，大抵只凭工业革命以后的欧美一两国的现状立

论，总不免是笼统，为得明了真相起见，对于普通称为文明之

源的古希腊非详细考察不可，况且他的文学哲学自有其独特

的价值，据愚见说来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朱

光潜在《答郑树森博士的访问》中则表白过:“我当然接受了一

部分道家的影响，不过我接受的中国传统主要的不是道家而

是儒家，应该说我是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传统之木。”

这段话可谓言辞恳切了。

现代知识分子是如何完成他们的中国认知的？在世界性

动荡和变迁的那个时代，乡土作家们眼中的中国和世界是怎

样的对应关系？上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推进，逐渐形成了

新旧两大文化阵营，东西两大文化体系对峙，而作家笔下，大

体上乡土中国就是中国的全貌，直至百年新文学，最成熟的仍

旧是乡土叙事。乡土叙事的关键词之一是乡愁，在现代性蔓延

的文化视野中，这种不免怀旧的世界观，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之

为反现代性，这就是文化史的吊诡之处。作为启蒙知识分子，

对社会向前演进的基本方向是明确的，不过，那些一再回望的

目光里的无限忧愁，今天看，或许已经超越了现代性自身的局

限，给无限追求现代化的人类社会，提供了不同的生活、思想

和心灵安置可能。

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艾芜的《春天》，甚

至巴金的《憩园》，都有着相同的还乡主题，其中叙写的乡愁，

不仅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还包括文化空间和历史空间，去

国离乡与精神还乡，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主线。记忆

深处的中国，现实情境的中国，想象之境的中国，是如何纠结

在一起，又彼此互为表里的呢？我们常说，鲁迅建构了现代乡

土叙事审美范型，以及现代性基础上激进的文化批判主调。到

废名和沈从文，同样是怀乡，预设的理想中国不再是线性时间

观中的进化论，也就是说，如果真有一个“黄金时代”，那么，这

个“黄金时代”并不诞生于未来，而是将来对过去的复现。这种

文化转向多少有些奇怪，对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来说，战争的

威胁，远远大过城市化带来的离散感。《子夜》中吴老太爷对城

市的拒绝，是个象征性事件。具体到时间轴上，乡愁的现代化

中，包含着启蒙和反启蒙的双重视角，更值得我们深思。历史

并不是用“吊诡”这样一个语焉不详的词语可以打发的。知识

分子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理想，都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鲁迅

也会写乡下的孩子，以孩子的眼光和心态，去描绘乡村生活，

海边西瓜地，豆腐西施，冬天捕鸟，这样的乌托邦，与废名沈从

文的桃园湘西没有什么不同。那么，水生和宏儿的未来，翠翠

和夭夭的未来，同样是无差别的理想社会吗？

古典美学的理性忧思
与自由乡土的感性诗情

京派的文学资源很复杂。主要包括中国山水田园抒情诗

传统，陶渊明世外桃源社会理念，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清

静无为，以及民间传续的古朴民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人

性等在文学创作中的投射；同时，也包括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

文学思想，浪漫主义抒情风格，古典主义审美自觉，以及现代

派表现技巧等在文学创作中的呈现。如朱光潜反复论及的“静

穆”一说,即典型的京派美学追求，其中不仅包含中国古典审

美意识，而且传递了古希腊审美理想；梁宗岱同样以中国古典

诗学与西方美学观念相融合，以传统比兴手法阐释法国象征

主义；李健吾综合了法国印象主义与中国直觉感悟，卞之琳借

中国传统意境说阐释西方的“戏剧化处境”等等。

京派作家以清新雅致的笔墨，描绘他们喜欢的生命和生

活状态，追求冲淡恬静、含蓄超脱的文学品格。这些作家往往

自称“乡下人”，他们以“乡下人”和都市知识者双重眼光去观

察社会，从淳朴的乡村灵魂中发现未被工商文明污染的原始

人性，赞扬自由美好的乡村生命形式，之所以眷恋歌咏，是因

为知道世界大势滔滔向前不可阻挡，所以故乡生活风貌和美

丽的自然风光中，有温暖的情感，也不乏悲凉的气息。乡土文

学作家在描绘地域性特征鲜明的山川风物和民风民俗时，常

把人类一些永恒的东西镶嵌其中。孟繁华有篇文章，谈到总体

性幽灵和被复兴的传统，是在文化意义上阐释的，涉及到民族

和民间两个主要话题。对于乡土中国而言，的确是有着稳定的

文化结构，上世纪初西方文化和文学的进入，破坏了这种封闭

结构，我们并没有在与强势他者对照的焦虑中，重塑文化主体

意识，反而成为全球化趋势裹挟的异己者，从文化意义上，当

代中国成为世界主流的他者。这一过程的文学表达，就是传统

与民间的一再强化和放大，从汪曾祺的高邮水乡，到莫言的高

密东北乡，从节制的抒情，到话语的狂欢，有些东西的确在幽

灵化，失落的传统却无法被复兴。

废名以冲淡质朴的笔墨，宁静优美的笔调，描绘乡间邻里

的淳朴美德和天真善良的灵魂。《竹林的故事》《浣衣母》《桃

园》《菱荡》《枣》和长篇小说《桥》等一系列作品，表现的都是带

有完整性、连续性和自足性的东方理想国。李健吾评价废名：

“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他真正在创造。”周作人则

说：“废名用了他简练的文章写独有的意境，固然很可喜，再从

近来文体的变迁上着眼看去，更觉得有意义。”（《枣》和《桥》

序）废名笔下的乡土，不乏泥土气息，但多把世间种种汇入淡

远的自然景物和超然的人生意境。

沈从文由乡及城，痛切感到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

热情、勇敢与诚实，在城市中早已完全消逝，因此他要用希腊

小庙来供奉未被异化的边地人性。沈从文的小说里有湘西人

性和都市文明两个并存的世界，他是用湘西理想人性反观和

批判都市文明，试图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边城》集中体现

了沈从文的人性理想和社会理想。那种自然与人性的美好，那

种时间浩大而人生仓促的忧伤和寂寥，有着触手可及的即视

感，又有着遥不可及的幻灭感。作为一个悲观的审美主义群

体，面对传统式微文化凋零，山川大地不过镜花水月，心生怅

惘总是难免。

汪曾祺承传了沈从文一贯的创作思想和美学风格。以平

和淡远、清新雅致的笔墨去描绘故乡生活。最能体现京派风格

的，是以他的故乡为题材的高邮系列小说，如《老鲁》《鸡鸭名

家》《故里杂记》《异秉》《大淖记事》《受戒》等等。这些作品都是

以抒情笔触完成的风俗画和风土诗。他所秉持的“小说是回

忆”观，正是京派回忆型小说传统。文学，对于汪曾祺来说，就

是数十年前的一个梦。那么，今天，还有人愿意站在渐渐消逝

的原野上，为我们讲述乡间那些往日旧梦吗？

京派，最终成为一种文学审美和生活审美的可能。我们面

对排山倒海的城市化进程，面对重重雾霾笼罩的日常生活，无

比怀念山清水秀的故乡。新乡土小说的怀旧主题依然乡愁万

种，后工业时代的反思还远远没有触及到人类面临的全部困

境；后乡土中国站在城市门前眼花缭乱而心浮气躁，社会运行

充满各种制度漏洞和发展陷阱，单纯去设计一个空间承载消

逝的农业文明，已经不可实现，那一片安静之地，遥远如同宇

宙之外。当代中国，在持久震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三农问题，

新农村建设，快速城镇化，各种时代命题看似热闹，核心却是

经济利益，而非人文关怀。现代社会，完善的制度是社会有序

运行的基本保障，民间的公序良俗是社会运转的有效约束力；

个人的文化信仰和道德自觉是社会理想实现的基础。随着乡

村的荒芜和破败，这一切日益呈现分化趋势，换言之，记忆中

的家园不再，是我们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那么，就像影片《终

结者》中追问的那个终极问题：创世纪到底是新生还是毁灭，

谁又能给出肯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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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流派的存在需要依托于刊物阵地，需要

有一个“自己的园地”，需要在这个试验田里将自

己的文学主张培育出成果，进而为自己的文学理

念进行自证。“京派文学”尽管并没有旗帜鲜明地

发布过自己的文学宣言，但大量文学作品的生成

还是在无形中“宣示”了他们独特的文学理念。而

承载这些文学作品的主要刊物中就包含了朱光

潜主编的《文学杂志》。

《文学杂志》创刊于1937年5月1日，主编为

朱光潜，编委有胡适、杨振声、林徽因、冯至、沈从

文、周作人、俞平伯、常风、朱光潜、朱自清等10

人。两个月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不久，刊物被

迫停刊。抗战胜利后，朱光潜重回北平，1947年6

月1日，杂志正式复刊，但这次复刊的生存时间

也很短暂。随着社会形势的巨变，《文学杂志》在

1948年11月再次停刊，“京派文学”在失去了这

个重要的阵地后也逐渐销声匿迹、风流云散。本

文对《文学杂志》在1948年所出版的11期刊物

进行细致考察，观照这一流派在“最后的绝唱”里

所蕴含的复杂情感和矛盾心态。

平静的“湖面”

1948年，《文学杂志》共出刊11期，每月一

期。其中，第11期为该杂志的“终刊号”。本年度

11期刊物，共刊载文章154篇（不分体裁，诗歌、

散文、小说均以篇计），撰稿作者计有72人。其中，

朱光潜诗论6篇，废名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

后》连载10期（第五期为诗歌专号，该期废名发表

诗歌3首），穆旦诗歌5首，林庚诗论6篇、诗歌8

首，袁可嘉诗论4篇，诗作7首，冯至诗论随笔5

篇，汪曾祺小说2篇，沈从文随笔1篇，杨振声悼文

1篇，林徽因诗9首，上述几人为1948年《文学杂

志》的主要作者。从分布情况可以看出，1948年

《文学杂志》的作者群，除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

林徽因等一干“老将”之外，更为年轻的一代如林

庚、袁可嘉、穆旦、汪曾祺等人正在接过前辈的“权

杖”，继续高擎“京派文学”的大旗，新鲜力量的加

入和成长充分说明了“京派文学”在当时的影响力

和号召力，他们对于自由文学立场的坚持，在当时

左翼思潮如日中天的时刻别具特色。

而考察这一年刊物所刊载文章的内容，我们

发现，尽管左翼风潮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

已经势如破竹，不可阻挡。但是《文学杂志》所刊

载的文章仍然秉持了他们一贯的文学立场和审

美趣味，在这方狭小的天地里，我们几乎看不到

正在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外部世界的影子，他们

依然在独自吟唱，独自欣赏。

1948年《文学杂志》所刊文章可分创作与研

究两大类，而这两大类多指向诗歌，多数论文在

研究诗歌的美学问题，而创作类文章中，除废名

的连载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外，多数是

新诗。朱光潜《现代中国文学》详细回顾了新文学

发展30年的成败得失，从小说、新诗、戏剧、翻译

四个方面对新文学做出了评价并指出新文学发

展30年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承袭了西方文学的传

统而丢失了自己的传统，是一篇重要的文论。而

他的《诗的意像与情趣》《游仙诗》等文章均是在

谈论诗歌的问题。冯至的5篇诗论《安史之乱中

的杜甫》《从泰州到成都》《杜甫的童年》《草堂前

期》《杜甫在梓州阆州》在努力寻求与“诗圣”杜甫

对话的可能，以杜甫为个案探讨诗歌的艺术问

题；林庚的《天问注解的困难及其整理的线索》

《屈原的人格美与离骚民字解》《诗的活力与新园

质》《论新诗的形式》《再论新诗的形式》等文章仍

在新旧诗体间寻找出路，当然新诗也是他辛苦耕

耘的田地；在新诗创作方面，穆旦是最勤奋也最

高产的一个，但《饥饿的中国》《我想要走》《胜利》

《牺牲》等作品多在想象中起舞，缺乏与现实的有

效联系。

这一年的杂志上，跟现实关联最密切的作品

应该是方敬的诗歌《战时作》，在这首诗中，诗人

写到：“一节铁轨，一节痛苦/北宁，陇海/浙赣的

旧仇/铸成湘桂，黔桂的新恨”，在这被“乱离，穷

病，杀戮，死亡”包围的土地上，诗人发出“火车，

中国的火车呵/你要向何处开走？”的疑问，凝结

着作者对祖国和大地的深厚感情。这首诗写于

1945年冬，是比较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但

这已经是3年前的“旧事”了。

上述所举这些作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们

的作者是《文学杂志》的主要成员和撰稿人，因

此，这些作品可以看成是《文学杂志》办刊理念的

外在体现，与“京派文学”的艺术风格一脉相承。

也就是说，直到“最后”，《文学杂志》都在秉持“京

派”同人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强调作品

的文学性、独立性和审美性。也正因此，我们谈论

“京派文学”，一定绕不开这样一本真正贯彻和呈

现了“京派文学”艺术理念的杂志。

汹涌的“暗流”

从杂志所刊发的文章内容来看，1948年的

《文学杂志》和往常似乎没有明显的区别，作家们

没有受到外部形势的干扰，他们的内心比较平

静，文学创作依旧在关注文学本身的东西，如美

学问题、诗歌创作问题，但整个社会正在进行的

剧烈的革命风暴、社会巨变真的对杂志没有任何

的影响？作家们的内心果真没有任何的微澜？

在1948年第1期《文学杂志》的目录后面悄

然刊登了这样一则启事：“敬启者：本刊遵照节约

用纸限制，自第二卷第八期起缩减篇幅，容量锐

减，无法容纳长篇稿件，嗣后。惠稿务乞勿超过五

千字为荷。此启。”在此之前，每期《文学杂志》的

页码大约在160页左右，从这一期开始锐减到

80页左右，减少了约一半，而刊发这一“启事”的

当期杂志页码更是只有64页。《文学杂志》的这

一变化相当突然，并没有预留时间提前告知公众

这一变化，而是在刊登“启事”的同期就开始执行

这一新规。由此可见，这一行为相当仓促。而且，

为了让读者和作者注意到这一重要变化，这则

“启事”在接下来的两期杂志上都在显要位置继

续登出。在“启事”中，编辑部将减少页码的原因

解释为“节约用纸限制”，假如这一理由成立，它

背后隐藏的信息可能有两个，一是编辑部遇到了

经济困难，难以维持较多版面的费用，二是编辑

部的人手遇到了问题，精力不足以编辑较多的版

面。不管原因究竟如何，这一缩减版面的行为并

不是一个好的“预兆”，它隐约透出的信息是：杂

志的运转遇到了困难。

除了“内部”的困难之外，来自“外部”的压力

也日渐深重。1948年3月1日，香港生活书店出版

的《大众文艺丛刊》刊登了郭沫若《斥反动文艺》、邵

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以及冯乃

超《略评沈从文〈熊公馆〉》三篇文章，三篇文章的

矛头直指奉行自由主义文学立场的“京派”，两大

主将沈从文、朱光潜分别被戴上“桃红小生”、“蓝

衣监察”的帽子，单纯的艺术论争并不可怕，甚至

是必要和有益的，但是考虑到郭沫若等人的政治

身份，这就不再是简单的艺术之争了。郭沫若等人

所发出的“今天是人民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革命

势力作短兵相接”的号召，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声势

浩大的解放战争有着内在的呼应，文艺之争被涂

上了政治色彩，“京派”的处境变得微妙起来。

1948年11月7日，“京派”文人在北京大学

召开了一次特殊的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沈从

文、朱光潜、废名、冯至、袁可嘉、钱学熙、陈占元、

常风、沈自敏、汪曾祺、金隄、江泽垓、叶汝琏、马

逢华、萧离、高庆琪。“京派”主要成员基本都参加

了此次会议，会议由袁可嘉主持，主题为“今日文

学的方向”。很显然，“今日文学的方向”在众人中

间存在分歧，所以希望通过这种讨论会来重新理

清，这个主题从侧面透出众人面对时局的矛盾和

迷茫。会议围绕“今日文学的方向”这个主题展

开，但实际上，讨论的核心聚焦在了最为敏感的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这个问题对于解放区的作

家来说早已不是问题，早在1942年的文艺座谈

会上，毛泽东就定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

调，但是对于长期久居北平的“京派”作家来讲，

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晰，甚至多数时候坚持的

是与之截然不同的理念。但是时局骤变，敏感的

文人们嗅到了不同以往的气息，所以他们在这次

会议上的表态开始了有了某些微妙的变化。沈从

文在会议上以“红绿灯”比喻政治，与会者就人们

要不要接受“红绿灯”的指挥展开了辩论。冯至认

为“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是不对的，既然在路上

走，就要顾红绿灯”，沈从文认为“文学自然是受

政治的影响，但是否可以保留一些修正的权利”，

因为“红绿灯也并不总是对的，有可能受到操

控”，他希望“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走

自己的道路”。而朱光潜认为，“文学自然可以反

映政治，但不能把一切硬塞在一个模型里面”。从

上述几位主将的表述来看，他们仍然在试图坚持

文学的自由主义立场，但也意识到那个文学自由

生长的时代要过去了，政治这个“红绿灯”即将被

安置到每个人写作的道路上。他们虽仍试图坚

守，但态度上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立场有了松

动。

这次会议发生在《文学杂志》停刊前不久，实

际上，在接下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文学杂

志》《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学周刊》《平

明日报·星期艺文》等“京派文学”的重要阵地全

部“失守”，纷纷停刊，“京派文学”在失去这些阵

地之后，逐渐销声匿迹，“方向社”的这次讨论会

也成为“京派”文人最后的大规模相聚。

从1948年《文学杂志》的出刊情况来看，“京

派”同人一直在努力坚守自己的艺术风格，捍卫

自己的一方园地，尽力保持了这片“湖水”表面的

平静。但20世纪中国文学和历史政治的缠绕过

于复杂，政治的“不可抗力”对文学产生的影响过

于深重，尤其是在1948年天地玄黄的时刻，所有

的一切都被深深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被裹挟在时

代的洪流之中，社会的整体性变革完全淹没了其

他支脉的自我发展。因此，尽管“京派”文学的艺术

风格独具特色，别具价值。在强大的历史洪流面

前，“溃退”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作为思想上追求自

由独立的一群知识分子，在此期间，他们所经历的

内心挣扎是可以想象的。“京派”成员在新中国成

立后的命运各不相同，有冯至这样按“红绿灯”规

则而走的，也有沈从文这样独辟一条路而走的，这

些不同的道路，是政治的选择，也是艺术的选择。

最后的绝唱
——对1948年《文学杂志》的阅读 □崔庆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