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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文库”中，藏有《大公报·文艺副

刊》一种。从1933年9月23日至1934年12月29日，即该刊

第1期至第132期，一期不漏依序装订成册。纸基虽已发黄

发脆，却完好无损不破不缺；页面洁净，字迹清晰，读之丝毫

不用格外费力。一沓报纸，穿过80多年风雨之后尚能以完

璧示人，唐弢先生为之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可以想见。

《大公报·文艺副刊》是“京派文学”最重要的滩头阵地，

其前身是1928年创刊的《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年9月

沈从文履职主编之后改版更名于是。该刊每周两期，星期

三、六出版，每期占三分之二版面。132期共刊载文章418篇

（不分体裁，诗歌、散文、小说、书评、翻译均以篇计），其中，

周作人22篇（署名“岂明”者16篇，“知堂”者5篇），林徽音7

篇，卞之琳21篇（创作2篇，译作19篇），沈从文21篇（署名

从文、沈从文者20篇，上官碧者1篇），杨振声8篇，李长之

13篇，李广田6篇，萧乾12篇，林庚7篇，李健吾19篇（署名

李健吾者16篇，刘西渭者3篇 ），陈梦家9篇，俞平伯6篇，

刘荣恩5篇，孙毓棠6篇，芦焚6篇，季陵6篇，吴伯箫5篇，

梁宗岱11篇。以上诸君，为1-132期《大公报·文艺副刊》的

主要作者。余者或4篇（程万孚、佩弦、孙洵侯、黎锦熙等），

或3篇（郑振铎、蹇先艾、靳以、刘茹、何其芳、刘国平、林达、

常风、杜秦、孙大雨、罗睺、李辰冬等），或两篇（伯上、巴金、

中书君、余冠英、盛成等）；更多的则是1篇（如余上沅、废

名、季羡林、梁思成、闻一多、李辉英、梁实秋、施蜇存、老舍、

曹聚仁、罗大纲、饶孟侃、胡适、苏雪林、穆时英、郭绍虞、张

天冀、胡绳等）。粗略统计，1-132期的撰稿作者将近150

人。其中既有文坛老将及学界名流，更有在文坛初露头角的

青春才俊。老中青济济一堂，《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作者队

伍真可谓广大强壮。

大致浏览一遍之后，对1-132期《大公报·文艺副刊》的

以下几点留有印象：

（一）第41期于1934年 2月 10日（星期六）正常出版

后，第42期按说应于1934年2月14日（星期三）出版，实际

上是拖到2月17日（星期六）才面世，等于少出了星期三的

一期。

（二）身为“京派文学”阵地，出入却并不全是“战友”。其

他流派、社团及无别无派者大有人在，比如刘呐鸥、巴

金……

（三）篇幅不受限制，多见长文连载，比如冰心的《我们

太太的客厅》，一文连发7期；同一作者的几篇短作同期刊

发现象也不鲜见，最典型者如1934年11月10日出版的第

118期，同一版面上竟有《自然（断片）》《守望者之歌》《严重

的时刻》《这村里》等4篇短作皆署名“梁宗岱”。

（四）第97-100期上，连续发表了语言学家黎锦熙有关

“大众语”的论文，胡适为之撰文《大众语在哪里？》。

总之，132期的全部内容印证了学界对沈从文编辑风

格的评价：取稿不带门户之见，不唯名家，不分派别，兼容并

包，百花齐放，表现出一个具有创新精神与能力的知识精英

的博大胸怀与远见卓识。

1984年 3月 12日夜，唐弢先生致信“师陀兄”，有话：

“《中国现代文学史》我名是主编，实际是集体讨论、集体执

笔的……又因是教材，论点尚未为大家公认的，即使新颖，

也不写入，这样就一切服从‘定论’，不能写个人研究成果。

我对此很不满。倘有时间，写完《鲁迅传》后，想自己写一部。

一家之言，是非由我个人承担……”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京

派”不可能不谈，因而《大公报·文艺副刊》也就不可能不看，

因而唐弢先生对该刊的收藏也就极必要极重要极富价值。

现将《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132期目录附录文后以飨读

者，倘若能对相关研究者有所帮助，将是对唐弢先生的最好

纪念。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有周作人手制诗笺一

纸，常风捐赠。

常风（1910-2002），山西榆次人。“京派”

重要作家之一。193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1950年代落户太原，长期担任山西大学外语系

教授。在清华读书期间，常风有诗作发表于

《新月》而开始其文学生涯。走出校门后，其笔

触逐渐伸向散文、文艺评论、比较文学研究以

及文学翻译诸多领域。1934年 7月 11日，他

第一次在京派的重要阵地——天津《大公报·

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无题》，其后不久又发

表他的第一篇书评《论老舍的〈离婚〉》。该刊

编者沈从文对此书评十分青睞，在按语中称其

“批评态度与见解皆可注意”。常风颇受鼓舞，

再接再励，随之把鲁迅、叶圣陶、茅盾、朱自清、

巴金、王统照、李健吾、吴组缃、萧军、金克木等

人的著作都纳入了自己的眼中笔下，以清新活

泼的文笔融鉴赏与评论于一体而自成一家。

除了执笔写，他还动手编——1937年和1947

年，常风曾两度协助朱光潜编辑“京派”另一重

要刊物《文学杂志》。与周作人等文坛大腕的

友谊，大概就是由此间生发而来。

周作人的诗笺，介质是一张印有“北京澄

心堂制”字样三寸见方的宣纸——与南唐后主

李煜赞为“纸中之王”的“澄心堂纸”是何关系

不敢推定，但此纸的坚洁轻滑细薄光润的确不

同一般。周氏用红、黑两色线条在纸上先画出

精致的多边形几何图案加花型装饰做边框，再

把文字作竖行长短不等列于框内。诗曰：“粥

饭钟鱼非本色，砍柴挑担亦随缘。有时掷钵飞

空去，东郭门头看月圆。”诗后并有小注：“古有

游仙诗，今日偶作此。岂非游僧诗耶？廿七年

十二月十六日写示常风兄以博一笑 知堂”。

诗笺小巧精致，尽显苦雨斋主人的有钱有闲。

游仙诗，多以咏怀抒臆，借遗世之志发泄

对现实不满为主要内容，屈原、嵇康、阮籍等此

类作品莫不如是。周作人此诗以“游僧”自嘲，

正可见出他的空虚和苦闷。当是时也，北平已

沦陷，北大已南迁，同游已散尽，惟其以所谓

“留平教授”名义而投敌附逆为虎作伥。此“游

僧诗”出笼之数月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曾有茅盾、郁达夫、老舍、丁玲等18位著名

作家联名致其公开信一封，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希望“决心在平死守”的周作人能“作个文

坛的苏武，境逆而节贞”。但凡还有一点羞耻

之心在，周作人读信之后恐怕无论如何也不可

能真如老僧入定无动于衷吧？一首“游僧诗”

故作超拔洒脱，却掩盖不了内心的煎熬与挣

扎。朱光潜曾评曹植游仙诗曰“没有真正的生

命，既无深情，也无逸致”，周作人此诗也不过

如此。

为捐赠周氏诗笺事，常风特意修书一封，

致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准：

李准馆长赐鉴：
寒斋所藏周作人氏自书诗笺一纸，久拟捐

献公家。今年七月，萧乾馆长（萧乾，时任中央

文史馆馆长）游并过诗，建议捐赠贵馆为妥。

兹将诗笺一件挂号寄赠贵馆，以便永远珍藏，

供世人鉴赏。专此，敬请大安

常风敬上
九三年十月五日

常风此信用的是标准的“八行书”信笺，毛

笔书写，不用标点符号，抬头、落款均循特别格

式。整体精美雅致，古色古香，自身本就是一

件不可多得的文物。信中出现的三个名

字——周作人、萧乾、常风，皆为“京派”大腕作

家。他们能穿越时空聚集一纸，也堪称前世有

缘了。

从 1993年林杉撰写的 《一代才女林徽因》 出版至

2015年3月两部“林徽因传”同时问世，20余年时间里

一共出版的“林徽因传”已达24部。“林徽因传”相继出

版且数量颇为可观，显然与林徽因传奇的一生有关。鉴于

林徽因与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之间的爱情故事一直为

后人所津津乐道，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近20年来“林

徽因传”的频繁出场理解为迎合读者心理、带有商业盈利

目的或许并不过分。

综观现有的“林徽因传”，从种类上说，20余部传记

除林杉的 《一代才女林徽因》 和流云的 《林徽因文传》

外，余下皆定名为“林徽因传”而未有评传、别传、外传

等，使其在整体上略显单一、平淡。从形式上说，现有的

“林徽因传”版本在普遍采用传统文字形式的前提下，既

出现了林杉《林徽因传：一代才女的心路历程》、陈学勇

《莲灯诗梦：林徽因》、李宪瑜《图本林徽因传》式的图文

并茂类型，又有王臣的《喜欢你是寂静的：林徽因传》、姜

雯漪的《你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传》、署名林徽因、姜雯漪

的《你是爱，是暖，是希望：林徽因文集·林徽因传》式的“传

记+文集”的形式（其中前者分为两册，后两种“传”与“文”

共存在一本之中）。从写法上说，除部分“林徽因传”采取了

从林徽因生活某一阶段写起的方式（如：伦敦与徐志摩相遇

等），范姜姜的《谁许你一世倾城：林徽因传》只写到林徽因

嫁与梁思成、二人携手归国，可视为“阶段性传记”，除林杉

的《林徽因传：一代才女的心路历程》具有“心灵史”的特点

之外，余下的“林徽因传”都采取了传统的形式，即按照时间

发展的线索记录传主的生平。从文字表达上看，流云的《林

徽因文传》、白落梅的《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林徽因传》、张

馨桐的《你的温暖逆光而来：林徽因传》、墨倾城：《念人间

刹那芳华：林徽因传》采取了诗行排列、散文随笔式的笔

调，它们在追求视觉美感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而从“林

徽因传”写作的阶段性特征来看，90年代至新世纪初10

年共计出版的“林徽因传”仅有5部，“林徽因传”的大

量出版是在2010年之后。“林徽因传”在写作和出版上的

前后不平衡反映了其日趋增长的“消费意识”。

比较各种版本的“林徽因传”，林杉的《林徽因传：

一代才女的心路历程》、张清平的《林徽因传》、陈学勇的

《莲灯诗梦：林徽因》水准较高、可作为佳作、上品，其

中，又以陈学勇撰写的《莲灯诗梦：林徽因》（人民文学

出版社，2008年1版，2012年2版）最为突出。著者曾

与林徽因后人及相关人士如梁从诫、林洙等有过交流，获

得许多第一手资料与照片并在传记文本中公开。对外界盛传

的金岳霖为林徽因终生未娶一事给予了符合事实的澄清

（168页），对林徽因作品的最新发现（如诗作《那一晚》的

援引，110页）给予了及时的关注；得力于著者本人的学者

身份及师承关系，《莲灯诗梦：林徽因》记述与研究相结

合，文风质朴，既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又可作为

研究辅助之用。是为现有“林徽因传”的代表作。

与《莲灯诗梦：林徽因》的撰写情况相比，“林徽因

传”在具体书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便显得较为突出。除频

繁出版、过度消费难免使“林徽因传”成为商业意识显著

的“畅销书”之外，大多数传记都没有在访问传主亲友、

后人和关注最新研究成果上下功夫，而更多是将注意力集

中在林徽因与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的情感纠葛上，因

此显现出较为清晰的经验化、模式化的倾向。同样的，由

于材料搜集、整理的不够，“林徽因传”在记录传主生平

时也难免顾此失彼。事实上，就个人成就而言，林徽因在

建筑学上的贡献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她在国徽、人民英

雄纪念碑、景泰蓝等建筑设计上的卓越成就，应为历史所

铭记；她协助梁思成所著的《中国建筑史》中、英文初

稿，以及她个人在建筑学上所著的文章及其理念，是中国

建筑理论史上重要的财富，值得后人总结与继承。她在文

学创作上的成就也很显著，但这一留给文学研究界的课题

就林徽因一生来看，属于阶段性的、非主业性质的，不宜

颠倒主次。最后，林徽因之所以被称为“一代才女”、生

平事迹广为流传，与其人生境遇、个人成就的关系最为直

接，而与出身名门、浪漫而传奇的爱情故事等究竟有何关

系需要客观、公正的看待。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林徽因

传”还是相对于林徽因本人，口耳相传过程中营造的“期

待心理”已成为绝大多数读者阅读林徽因、渴望一探究竟

的重要前提。这一点，不仅是“林徽因传”大量撰写与出

版的内因，同样也是造成“林徽因传”在具体写作过程中

易于出现望文生义、演绎失度、有悖史实现象的“预设条

件”。传记只有在客观、真实的前提下才能拥有其历史价

值，使“传记”在应用过程中必须持有开放的文化视野。

林杉的 《林徽因传：一代才女的心路历程》、陈学勇的

《莲灯诗梦：林徽因》在书后列有包括林徽因文集、梁思

成文集、徐志摩文集以及友人回忆录等在内的“主要参考

书目”，便符合传记写作的基本要求。

“林徽因传”的现状考察
□张立群 时世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