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责任编辑：周玉宁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sina.cn 2015年10月28日 星期三经典作家

“新感觉派”在文学馆
□文 存

“新感觉派”在文学馆，“财产”不算太多。除

施蜇存先生委托家属直接赠与文学馆的11本日

记、24张照片、1236册图书及89件实物外，其他

相关遗存，皆为其他作家收藏而后捐赠之，数量

不大但种类不少，从中可清楚辨识“新感觉派”在

现代文坛的行进足迹。

期 刊

从《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之《百年

中文文学期刊图典（上）》看，文学馆共藏有“新感

觉派”创办的文学期刊4种。它们是：

《无轨列车》，半月刊。1928年9月10

日创刊。刘呐鸥编辑。第一线书店发行。出

版地上海。同年12月25日终刊，共出8期。

撰稿人除编者外有施蛰存、戴望舒、苏汶、徐

霞村等。冯雪峰的论文《革命与知识阶级》也揭

载于此刊。

《新文艺》，月刊。1929年9月15日创刊。刘

呐鸥、施蛰存、戴望舒编辑。水沫书店杂志部发

行。出版地上海。1930年4月15日被查封，共出

8期。该刊设有论著、创作小说、翻译小说、戏剧、

诗、散文·随笔·小品和书评等栏目。创作方面主

要有戴望舒、章依萍、邵冠华、赵景深、甘永柏等

人的诗歌，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彭家煌、章克

标、许钦文、徐霞村等人的小说，罗黑芷、穆罗茶、

崔万秋等人的散文。

《现代》，月刊。1932年 5月 1日创刊。施蛰

存、杜衡等编辑。现代书局印行。出版地上海。

1935年 5月 1日终刊，共出34期。该刊设有小

说、诗歌、剧本、散文、随笔·感想·漫谈、文艺独

白、文艺杂录、艺文情报、论文等栏目。前2卷由

施蛰存主编，发表具有各种倾向的作家作品，鲁

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茅盾的《春蚕》、郭沫若

的《离沪之前》以及瞿秋白、冯雪峰、周扬、夏衍、

钱杏邨的评论先后揭载于该刊。此外还有叶圣

陶、郁达夫、欧阳予倩、巴金、老舍、沙汀、艾芜、洪

深、叶紫、张天翼、魏金枝、楼适夷、白薇等撰稿

人。第3卷起杜衡成为两主编之一，宣扬自由主

义创作观，发表了戴望舒的朦胧自由诗和他的象

征主义《诗论》，施蛰存的意象抒情诗及以穆时英

《公墓》《街景》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等作品。

《文艺风景》，月刊。1934年6月1日创刊。施

蛰存编辑。光华书局发行。出版地上海。同年7月

1日终刊，共出2期。该刊以短篇小说、诗歌、散文

为主，兼有译文。撰稿人除编者外还有刘呐鸥、徐

霞村、林徽音、沈从文、林庚、李长之、金克木、丁

玲、阿英、张天翼、戴平万等。

以上杂志，文学馆收藏完整，无一期缺漏。其

中《无轨列车》与《文艺风景》两种为唐弢文库独

有；《新文艺》则除唐弢文库外，期刊大库也有；

《现代》最多，唐弢、巴金、孔罗荪等作家文库和期

刊大库均有收藏。“新感觉派”所创期刊在现代文

坛的各自位置，由此可管窥一二。

图 书

“新感觉派”既编发刊物，也出版图书。他们

创办的“水沫书店”，曾印行大量新兴文艺作品。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新文学（创作）》初版本图典》

和《现代翻译文学初版本图典》共收录其出版书

目20余种，略举例简介之：

《追》，小说集。施蛰存著。上海水沫书店

1929年1月初版，印2000册。为《今日文库》之一

种。内收《追》《新教育》2篇作品。

《我底记忆》，诗集。戴望舒著。1929年3月7

日付印，4月1日初版，印1000册。上海水沫书店

发行。《水沫丛书》之一种。内收《旧锦囊》12篇、

《雨巷》6篇、《我底记忆》8篇，共26篇。

《银铃》，诗集。姚蓬子著。上海水沫书店

1929年 3月15日初版，印1000册。为《水沫

丛书》之一种。内收《秋歌》《破琴》《野柳》《今

晚》《新丧》《莫要娇笑》《酒后》《蹀躞》

《悼——》《寄S．M．》等38篇。

《革命底女儿》，小说集。（美）约翰·李德

著。杜衡译。1929年 3月 30日初版，印1500

册。水沫书店印行。《新兴文学丛书》之一种。

内收《资本家》《看见便是相信》《公判底试验》

《革命底女儿》《麦克——美利坚人》《百老汇

之夜》《革命的饰花》共7篇。

《三姊妹》，小说。柔石著。水沫书店1929

年4月15日初版，印1500册。

《古国的人们》，小说集。徐霞村著。1929年4

月15日付印，5月20日初版，印1500册。上海水

沫书店印行。《水沫丛书》之一种。初版本收《五十

块钱》《唱》《烟灯旁的故事》《L君的话》《英雄》

《爱人》《“悲多芬”先生》《邢二嫂》共8篇。

《新郎的感想》，小说集。（日）横光利一著。郭

建英译。1929年5月初版，印1500册。上海水沫

书店印行。《现代作家小集》之一。初版本卷首有

呐鸥《序》。正文收《新郎的感想》《点了火的纸烟》

《妻》《园》共4篇。

《别的一个妻子》，小说集。（美）安德孙等著。

黄嘉谟译。1929年7月初版，印1500册。上海水

沫书店印行。本书为《美国现代短篇选集》。内收

《别的一个妻子》《邂逅》《维也纳的熏炙品》《两个

杀人者》《北地艳迹》共5篇。

《在施疗室》，小说集。（日）平林ダイ子著。沈

端先译。1929年7月初版，印1500册。上海水沫

书店发行。《新兴文学丛书》之一种。正文收《抛

弃》《在施疗室》《嘲》《生活》共4篇。卷首有“著者

介绍”（译者）。

《上元灯》，小说集。施蛰存著。水沫书店

1929年8月初版，印1500册。为《水沫丛书》之一

种。内收《扇》《上元灯》《周夫人》《宏智法师底出

家》《渔人何长庆》《牧歌》《妻之生辰》《栗，芋》《闵

行秋日纪事》《梅雨之夕》共10篇。

《西部前线平静无事》，小说。（德）雷马克

著。林疑今译。1929年10月初版，印1500册。

上海水沫书店发行。作品共有12章。卷首有林

语堂《序》。

以上图书，为水沫书店1929年部分出版实

绩。其中有著有译，有诗有文，作者则来自不同

政治阵营不同艺术流派。编辑者的开放视野与

包容胸襟，由此可见一斑。11种图书分属《今

日文库》《水沫丛书》《现代作家小集》《新兴文

学丛书》麾下，充分显示了出版者付诸出版策

划的精心与匠心。从中可以看到，作为中国现

代主义文学的崇尚者和创造者，“新感觉派”不

仅具有独特的艺术感觉，而且具有清醒的商品

意识。用各种各样的丛书名目汇集作家的成果

吸引读者的目光，或许正是他们自觉把文字产品

商业化的一种营销举措。

穆时英小说初版本

“新感觉派”主要作家的小说创作初版本，录入

《新文学（创作）初版本图典》者，除上文提到的水沫

书店1929年出版的施蜇存著《追》与《上元灯》两本

小说集，和上文未及提到的水沫书店1930年4月

出版的刘呐鸥著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之外，另有穆

时英小说初版本6种，其基本情况如下：

《交流》，长篇小说。上海芳草书店1930年5

月初版，印2000册。作品共有16章。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小说。上海良友图书

印刷公司1931年9月11日付排，10月2日初版，

同年11月二版。为赵家璧主编《一角丛书》之五。

《南北极》，小说集。上海湖风书局1931年

12月20日付印，1932年1月20日初版（封面署

“春光书店”）。为《文艺创作丛书》之一种。现代书

局1933年1月增订初版、1934年5月三版。湖风

书局初版本收《黑旋风》《咱们的世界》《手指》《南

北极》《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共5篇。

《公墓》，小说集。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6月

15日初版，印2000册。同年10月二版。为《现代

创作丛刊》之五。复兴书局1936年8月第一次再

版。现代书局初版本收《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莲花落》《夜总会里的五个人》《Craven“A”》《公

墓》《夜》《上海的狐步舞》《黑牡丹》共8篇。

《白金的女体塑像》，小说集。上海现代书局

1934年7月20日初版，印1500册。为《现代创作

丛刊》之十七。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父亲》《旧

宅》《百日》《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

故事》《街景》《空闲少佐》《PIERROT》共8篇。

《圣处女的感情》，小说集。上海良友图书印

刷公司1935年4月15日付排，5月20日初版，印

2000册。为《良友文库》之九。内收《圣处女的感

情》《某夫人》《玲子》《墨绿衫的小姐》《骆驼·尼采

主义者与女人》《烟》《贫士日记》《五月》《红色的

女猎神》共9篇。

对于穆时英“新感觉派”小说中别具一格的

书写，在此无需赘述。倒是其问世之初所获批评

及作者本人的回应，颇值一提。请看《公墓》卷首

之《自序》：“记得有一位批评家说我这里的几个

短篇全是与生活、与活生生的社会隔绝的东西，

世界不是这么的，世界是充满了工农大众，重利

盘剥，天明，奋斗……之类的。可是，我却就是在

我的小说里的社会中生活着的人，里边差不多全

部是我亲眼目睹的事……”而穆时英对生活的

独特感悟是：“人生是急行列车，而人并不是舒

适地坐在车上眺望风景的假期旅客，却是被强

迫着去跟在车后，拼命地追赶列车的职业旅行

者。以一个有机的人和一座无机的蒸汽机关车

竞走，总有一天会跑得精疲力尽而颓然倒毙在

路上的吧！我是在去年突然地被扔到铁轨

上……于是，像在弥留的人的眼前似地……人

间的欢乐，悲哀，烦恼，幻想，希望……全万花

筒似地聚散起来，播摇起来……”——这些话，

写在《白金的女体塑像》卷首的作者《自序》里，

时在1934年5月31日。

施蜇存手札

文学馆现藏施蜇存手札20余封，为马子华、

许杰、张天翼、徐迟、沙汀等收信人家属捐赠。信

中内容，多为读书、购书、写书、编书、约稿、谈稿

之类，充满了一个作家、学者所特有的生命气息。

以其致沙汀的手札为例：

沙汀同志：
多年不见，听说你起居安健，甚以为慰。

二月间曾托王晓明同志联系，想请你同意让

江西人民出版社重印你一本三四十年代的著作，

因为目下研究五四以来新文学史的人多起来，也

颇有一些文学青年想看看解放前的文艺书，故我

支援江西人民出版社计划一个“百花洲文库”专

印的书，内容想照原本，不加改动（误字当然要改

正）。这个文库已出一集十本，创作部分有沈从

文、刘北汜、张天翼的作品。第二集已在排印，有

俞平伯的散文二本，郁达夫游记一本。现在正在

编第三集，希望编入你的大作一本。王晓明同志

曾说，你已同意，甚为荣幸。但我不知印哪一本

好。你的大作，我现在只有一本《土饼》。抗战期

间，桂林重庆出的书，我都不熟悉，因为我在福

建，情况非常隔阂。我以为抗战期中内地出的书，

大都是土报纸的，现在留存的似乎比卅年代的书

更少。你如果在重庆曾印过什么小说集，我倒想

印一本重庆版的书。

我早就应该写信给你，事繁，一直搁了下来，

今天才能以此函正式奉恳。希望你决定一本大

作，字数最好在十万以下，因为这个“文库”一般

都在六至十万字。

近来旧本书很难找，尊处如果有书可以借我

复印付排那就更好？

第三集“文库”急待决定，请早赐复印。

即请撰安

施蛰存
1982.7.7

此信传达的所有信息都清楚明白无需赘言，

这里要说的只是几句“题外话”：㈠施蛰存在致沈

承宽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以为，天翼兄1924年

前的作品，只是文学青年的习作，不必收到他后

来的创作集里去，虽然他的讽刺笔调在这些作品

中已透露了。”寥寥数语，反映了一种唯精而不唯

全的编辑思想。这是一个纯粹的学人对文字的敬

畏态度和认真负责的担当精神。我们因之有理由

相信，施蜇存先生主持编定的“百花洲文库”，一

定是精益求精的上品。㈡王晓明教授在写给沙汀

先生的一封信中谈及：“施蜇存先生因患直肠癌，

已经住院开刀，据说手术很顺利，我爸爸去看了

他，说他仍然‘谈笑风生’。”根据内容推算，王教

授的信应为1983年春夏之交所写。此信与彼信，

相隔一年不到。如果推算不错的话，给沙汀写信

时的施蛰存早已是一个肠癌患者。然而，信中却

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病容倦态，满眼所见都是乐观

向上积极进取的字眼，写照出一种活到老做到老

求索到老的精神风貌。

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生于

1905年，卒于2003年，生命历程跨越了两个世

纪，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伟大历

程。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其生命及文学

之路也就有了“活化石”的意味。在中国现代文学

馆的馆藏文物中，有多封施蛰存写给好友的信，

信由收信人家属捐赠而来，虽是“私信”，但由于

作者经历丰富，一直辛苦耕耘于文学领域，信中

内容多谈及文学名家的生活及一些重要的文学

事件和历史事件，因此，这些信也就超越了普通

“私信”的意义，具有了重要的史料价值，现择其

一二，以飨读者诸君。

承宽同志：
九月三日收到来信，无暇即复，甚歉。

我和天翼兄大约是 1923 年认识的，当时他

在中学，我在之江大学一年级，我先认识戴望舒，

由望舒而认识天翼、杜衡（戴涤园、苏汶）、叶秋

原、李伊凉、马鹃魂（天骙）等同时代的青年文友，

他们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名曰“兰社”，我也加

入了，出了一个小刊物“兰友”，当时他们都在中

学三四年级已投稿礼拜六派刊物，天翼写作最

多，那时候，新文学初兴起，刊物不多，而且好多

都是大学教授办的，我们攀不上，故只好投稿礼

拜六派刊物，1924年以后，大家散了伙，我和戴望

舒、杜衡到上海求学，叶也在上海读东吴中学，后

来赴美，李、马二人进商科大学，不搞文艺了，“兰

社”从此解散。

以后，我和望舒、杜衡始终在一起搞新文学，

叶转向民族主义文学，我们就分路了。

天翼的中小学时代，我不了解。

我以为，天翼兄1924年前的作品，只是文学

青年的习作，不必收到他后来的创作集里去，虽

然他的讽刺笔调在这些作品中已透露了。

匆此即颂 俪安

施蛰存 1982.9.10

该信写于1982年，为施蛰存致沈承宽的一

封信，沈承宽为张天翼的爱人，曾在1980年代整

理出版了大量张天翼的作品。从信的内容可以推

知，沈承宽此前曾致信施蛰存询问有关张天翼早

年创作的情况，此信为施蛰存的答复信。

信中谈及张天翼创作集，张天翼晚年饱受疾

病困扰，1980年后文学创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但在沈承宽及友人的共同努力下，《张天翼小说

选集》《张天翼童话选》《张天翼研究资料》《张天

翼作品选》《张天翼文集》等一大批作品集相继出

版，极大地推动了张天翼作品的传播和普及。沈

承宽此次致信施蛰存应是在编辑这些作品集的

过程中就某些问题求证及征求意见，所以施蛰存

在信中建议：天翼兄1924年之前的作品，只是文

学青年的习作，不必收到他后来的创作集里去。

此处可见施蛰存“求精而不求全”的文学态度，也

无怪乎他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曾发出“我的创作

时间只有十年”的论断，这也是其精益求精文学

态度的一种体现。

施蛰存在信中回忆了与张天翼相识的时间

及经过，据沈建中《施蛰存先生年谱初编》记述，

两人相识的确切时间应为1922年10月，而不是

施蛰存信中所说的1923年。施蛰存于1922年9

月入杭州之江大学读书，戴望舒、张天翼等人正

在宗文中学毕业班学习，与戴望舒相识后，施蛰

存寄居在了戴的家中，通过戴望舒的介绍，施蛰

存结识了张天翼、杜衡、叶秋原等人，由于有共同

的文学爱好，几个青年人很快便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并共同组织了文学社团“兰社”。1920年代，

施蛰存除了进行个人创作之外，还参与了多个社

团、刊物、书店的运营，《珞璎》《文学工厂》《无轨

列车》《新文艺》《现代》《文饭小品》等期刊的问世

都饱含了施蛰存辛劳的汗水，“第一线书店”、“水

沫书店”、“东华书店”等知名书店的运营他也贡

献良多。在这些文学活动中，“兰社”是他参与文

学社团的一个开始，虽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同

人刊物，存在的时间也并不长，但它开启了施

蛰存文学道路的一个新篇章。1923年，施蛰存

因“参加非宗教大同盟，为校方所不喜，自动

辍学”。秋天，他转到上海求学，与戴望舒同入

上海大学文学系读书，不久，杜衡也来上海，该社

团遂不复存在。

施蛰存在信中谈及早年投稿《礼拜六》刊物

的往事，《礼拜六》创刊于1914年，为通俗文学刊

物，该刊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段，1916年由于

战事及经费不足而停刊，此为第一阶段。1921年

3月，经过多方努力重又复刊，由于停刊期间发

生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受其影响，复刊后的《礼拜

六》较前期有了一些变化，刊发了一些新文学作

者的作品。这次复刊生存的时间并不长，1923年

被迫再次停刊，此为第二阶段。该刊物由于多刊

发通俗文学作品，推崇游戏的、消遣的文学审美

观，故时常成为新文学作家讨伐的对象，被打上

“低俗”、“媚俗”的标签。也恰恰因此，施蛰存才会

在信中表示投稿《礼拜六》有不得已之意，事实

上，在此之前，他的确曾投稿给许多知名刊物，多

半被退回来了，但他“不觉得自己幼稚，我只要发

表。此路不通，另谋彼路。于是我投到《礼拜六》、

《星期》这些杂志了……”（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涯

之历程》）施蛰存将自己的文学梦寄托在了《礼拜

六》这里，而《礼拜六》确实给了他丰厚的回报，他

的第一篇小说即是发表在这一刊物上，1922年4

月，施蛰存的第一篇小说《恢复名誉之梦》，刊于

《礼拜六》第一五五期，署名青萍。5月，小说《老

画师》，刊于《礼拜六》第一六一期，署名施青萍，

这是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初始，用他的话说，可能

是“习作”，但这些“习作”为日后《上元灯》《梅雨

之夕》《将军底头》《石秀》等经典作品的问世做好

了铺垫。1922年，张天翼也在《礼拜六》上发表了

短篇小说《新诗》，署名张无诤。由此可见，施蛰

存、张天翼虽然都是新文学的代表，但在他们早

期的文学道路上，却都曾借助于《礼拜六》这样代

表保守文学立场的刊物的力量。

此信虽写于1980年代，但由于内容多涉及

1920年代的历史事件及几位著名作家的早年生

活经历，字里行间充满了浓重的历史感和沧桑

感，是考察几位作家文学之路的重要史料。

迟兄：
惠信收到多日，不能早复，甚歉。

要出诗刊，而且是克家和你编辑（还有一位

我不认识），真可高兴。可惜我对创作已成放弃局

面，写不出东西来了。译诗、诗话或介绍，也许还

可以贡献一点短稿，此刻暂不开“支票”。

不过，“诗刊”这名称总嫌太老实及单调，是

不是可以换一个不像图书分类项目的刊名？

望舒译诗容整理，恐怕以 symbolist（象征主

义）为多，怎么办？十一月还有八天，在此期限内

无法应命，我这学期教课甚忙，外加还要赶译

Nexo 的“贝莱”第三部，所以这件工作怕要拖到

十二月底一月初才能抽出五六天来做。

（？）中在杨静处取了一些望舒遗稿，发现了

严文庄的旧稿 James Stephens 的小说 A Crock

of Gold，不知此人现在何处？你说要不要设法让

她找个出版处？这部稿子我也带来了，因为原本

也在我这里（望舒书中不见得，由我保留下来

的）。

熙良虽在同一校工作，可是不常见面，这十

天中还未碰到过，等见面时当将这个好消息告诉

他，匆匆。

祝福你们一家。

蛰存 十一，二十四
该信为施蛰存致徐迟信，由徐迟家属捐赠而

来。信的末尾只有日期，没有年代，但从信中内容

可以推算应为1956年，信中提到全国性诗歌刊

物《诗刊》的创办，《诗刊》创刊于1957年元月25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臧克家为主编，徐迟于

1957年至1960年担任《诗刊》副主编，还有一位

副主编是严辰，也就是施蛰存在信中谈到的不认

识的那位编辑。据徐迟在自传体小说《江南小镇》

中记述，筹办《诗刊》是他在理事会上提议的，组

织提出让他去做《诗刊》的编辑是在1956年臧克

家的五十寿辰宴会上，臧克家的生日在10月份，

《诗刊》正式召开第一次编委会是在11月7日，

而施蛰存在信中谈及对刊物的名字的建议，可以

推知此时刊物尚未正式推出，还处于酝酿阶段，

结合信的落款日期，几方对照，可以判断该信的

写作时间应为1956年 11月 24日，而这一年施

蛰存也恰恰正在翻译丹麦作家尼克索的《贝莱》

（出版时名为《征服者贝莱》）第三部，该书的出版

时间是1958年 6月，徐迟致信施蛰存介绍《诗

刊》筹备情况并约稿，故施回复此信。

施蛰存此时正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除了

做翻译工作之外，施蛰存还有大量的教学任

务，所以他在信中虽对刊物创刊表示欣喜，却

一再表示暂不能开“支票”，他需要先处理一些

未完成的工作。

信中所提杨静为戴望舒的爱人，戴望舒一生

有过三段婚姻，杨静是最后一段婚姻的主角，虽

然在戴望舒去世前他们已经离婚，但戴望舒的一

些遗稿还留在她那里。

施蛰存早在1920年代就与戴望舒熟识，而

且私交甚厚，作为戴望舒“最亲密的朋友”（施蛰

存语），1950年戴望舒因病去世之后，他一直在

努力整理好友遗稿。1956年，在施蛰存的努力

下，戴望舒的遗稿《洛尔迦诗钞》由其整理出版。

此次徐迟向施蛰存索要望舒遗稿，也是施、戴两

人交情深厚的一个例证。可惜，两人对望舒诗稿

的刊出计划并未能成功，因为望舒译诗多为西方

象征派诗歌，在当时，这类作品在国内发表要经

过严格的审查，不能随便刊出。1962年，施蛰存

在与徐迟的一次见面时，曾将一个写满望舒译诗

的笔记本交给徐迟，希望他能帮忙出一本望舒诗

集，然而由于形势复杂，徐迟也未能完成此任务。

直到1983年，由施蛰存编辑整理，湖南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戴望舒译诗集》才得以面世。施蛰存

说：“我所能收集到的望舒译诗，已尽于此。”言语

之中，满是对故友的怀念。

信中所提严文庄为1933年徐迟在燕京大学

英文系读书时相识的好友，这位英文名为“玛格

丽特”的美丽少女多才多艺，诗文俱佳，徐迟深为

其才华所折服，两人遂结下深厚友谊。一年后，徐

迟离开燕京大学去往上海，临别之际，写下《写在

日历纸上的诗》作为告别礼物送给她，徐迟在诗

中写到：“在年岁更始的元旦日，赠送你绘着玫瑰

花的日历纸。于是扣着列车的窗沿的下巴，喃喃

自语地离开了古城。”不舍之情溢于言表。后来，

严文庄去美国留学，两人仍通信不断，严文庄给

徐迟寄来了一些她自己创作的诗歌，徐迟曾帮助

代为投稿发表。信中所提旧稿为爱尔兰著名作家

詹姆斯·斯蒂芬斯的作品，译名为《一罐金子》，严

文庄在国外与这位作家相识，故翻译了他的这部

作品，她把原作（作家签名本）、译稿和一篇访问

记一起邮寄给了徐迟，徐迟曾请施蛰存帮忙找书

店出版，但很遗憾一直没有找到，此次施蛰存偶

然发现旧稿，于是旧事重提，试图再寻出版处，终

是未果。徐迟曾在自传体小说《江南小镇》中解释

该译稿未能出版的原因：由于这本散文体的狂想

曲，又是神话，又是寓言，确实很深，比较难懂，恐

怕还是不易出版，此事也因此成为一桩悬案。

本文所举两封信都很简短，但是有效的信息

却极大，作者笔触所及，像是推开了一扇扇厚重

的历史之门，那些异彩纷呈的文人往事，那些跌

宕起伏的历史浪潮，在这几方薄薄的信笺中重新

鲜活如初了。

施蛰存信札两封
□崔庆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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