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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作经典作家之家之
鲁迅与鲁迅与““二萧二萧””

80年代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曾写过一篇

论文：《鲁迅：文化气质的迥异》（On the Signif-

icance of Luxun’s Unique Tempera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ulture），

其中的主要观点认为鲁迅先生不仅是中华民族

精神的代表，而且是气质迥异、特立独行的代

表。这个思想资源来自拉美作家博尔赫斯，因为

他说过，真正代表一个国家及其民族精神的作

家，其人格气质往往不同或超常于这个民族较普

遍的文化性格，如莎士比亚的华丽放诞与英国人

的审慎与保守，歌德的宽宏大度与德国人的极端

与狂热，雨果的凝重深奥与法国人的温和与浪

漫。当然，还有塞万提斯和西班牙，等等，都可以

作如是观。我认为鲁迅和我们中国文化与民族

精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

为孺子牛”，他一方面是那么深刻、冷峻，毫不宽

假，一方面又是那么慈爱、悲悯，眷顾后学，总之

他的性格是十分极致的，与中国文化历来推崇的

中庸、中和之道和传统人格理想截然不同，而正

因如此，他才在新的高度上成了我们民族精神与

文化精神的坚贞不屈的代表者，即所谓“空前的

民族英雄”。也正因如此，鲁迅精神是不朽的，不

会因世风流变或某些“价值重估”的话语而过

时。几年前在萧军纪念会上，我重新表述了这个

观点，当时周海婴先生也在场。

有人这样举例，说鲁迅主张“一个都不宽

恕”，而胡适主张“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比较而言

似乎胡适比鲁迅更广大和深厚。我认为这是非

常简单化的比较，因为胡适的主张说到底并没有

超越传统，在超越性上他并没达到鲁迅的高度，

所以他并不足以代表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同

样，举凡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

等鲁迅的同时代作家，他们之所以不能超过鲁

迅，不说历史影响及其他原因，至少可以说，他们

的思想精神和气质还没有浮出传统文化与传统

人格的层面，而鲁迅则如凛然的冰山，在中国文

化的水面之上闪耀着新的精神光芒。

鲁迅为萧军、萧红的作品作序，这对东北作

家群现代文学史地位的形成，无疑具有很重要的

标志性意义。但这除了文学的认同，我觉得还有

一种精神认同。至少在萧军这里很明显。

萧军和鲁迅，不仅有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上

的影响，在精神人格方面也是有所传承，相互印

证的。萧军是东北人，但他那种求真、坦荡、乐

观、侠义和无论什么时候都能保持“重压之下的

优雅风度”（海明威语）的硬汉精神，和东北人的

普遍性格既有关联又有超越，显示出一种引人注

目的张力。可能也正因如此，作为作家的萧军无

可质疑地成了东北人和东北文化的某种文学表

征。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和东北作家群的关系

上。萧军是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他对这一彪

炳史册的作家群体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而且还不仅是这样，从中国现代文

学史到当代文学史，乃至到今天，似乎萧军的命

运也总是和东北作家群的命运密不可分，可谓共

荣共辱，同浮同沉。这和萧红的情况是很不一样

的。萧红的文学成就和当前所获得的评价可能

要高于萧军，但这种评价更多涉及的是她个人，

与一个地域的文学和一个群体的地位仿佛没什

么关系，至少在人们的接受心理上是如此。落红

萧萧，就如同一个落地的花儿因为自身特别美，

人们就有意忽略或不想弄清她是来自哪方水土

和树木了。而萧军却不同，他的名字好像注定要

和东北作家群及东北文学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怎

么也分不开。如果说萧红是东北作家中成就最

大、地位最高的作家，那么萧军则是东北作家群

中最具代表性、象征性乃至符号性的作家。萧军

是传奇的，东北作家群也是传奇的；萧军是流浪

的，东北作家群也是流浪的，不仅流浪于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的大半个中国，也流浪于中国现当代

文学史和某些文学史家的所谓研究话语。

电影 《黄金时代》 中的人物我见过四位。

按时间顺序，一是蒋锡金，二是萧军，三是端

木蕻良，四是周海婴。但这部影片给我最大的

感受是风。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写她

在美国，去看望有些穷愁落寞的胡适之先生，

告别时她望着河水，觉得 “仿佛有一阵悲风，

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深处吹出来，吹得人眼

睛都睁不开”……我觉得萧军和萧红就是在这

样的风中向我们走来。所以我曾用《远去的漂

泊》来描述萧军的精神形象。因为正是这种精

神的流浪和漂泊，在文学史所称的“跋涉”之

外，构成了萧军的另一种意义。

梁遇春当年论西方的流浪汉，曾把惠特曼

的《草叶集》称作“流浪汉的圣经”，而在萧军

身上和他的作品中，我们则会感受到来自关东

大地无边旷野的强劲苍莽的“草叶”气息，他

有一颗独属于中国本土的流浪汉的灵魂。这也

许就是萧红评价他所说的“强盗的灵魂”——

不讲礼法、毫无机心、任性顺情、自由飞扬。

是的，在所有关于东北作家群的回忆和讲述

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萧军，他体现了自

身的丰富性与具体性——他可以扑倒在鲁迅的

灵前失声痛哭，也可以在大上海的草坪上挥拳

动武；他可以从哈尔滨的小旅店救出沦落无

助、苍白凄婉的萧红，也可以在大西北的黄河

边坦荡忘情地追求世家少女；他可以在革命圣

地傲然拒绝毛泽东的挽留和礼遇，也可以率性

上书、甘犯众怒地为王实味辩解；他可以在陕

北尘土飞扬的大风中和共产党的领袖们饮酒高

歌，也可以辞官不做，倾慕白云……

而这辞官之举，就发生在我的母校。和蒋

锡金一样，萧军也曾在我的母校工作过。当时

的东北师大叫东北大学（曾在佳木斯等地，后

迁长春），是由张学良创办的老东北大学与原解

放区的延安大学合并成立的，校长是张学良胞

弟张学思将军，萧军时任文学院长。对那段经

历，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

到了佳木斯又和家人团聚了。他们是比我

先来的。这里按照供给制的制度，也确实把我

做“院长”来待遇了……出门有马车，据说还

为我准备了一位挂枪的警卫员，但我把这警卫

员辞谢了，因为我不习惯身后有人跟着……最

不习惯的竟有人喊起“院长”来了。这一称呼

对我竟是陌生得很，似乎和我毫无关系。而我

向来只能听人叫“萧军同志”或“老萧”我以

为才是在叫我。于是最后我就下了决心，必须

要把“院长”这个官衔从我的头上摘下去。

这样的回忆，很让人惊讶和感叹。惊讶的

是，那只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感叹的是，那只

是一所校园，等级制就达到了如此地步，而萧

军的辞官之举虽是性情使然，却不失为一个标

志，既印证了他所谓的“自由主义”个性，也

预示了他命运的奇特转折。他离开东北大学回

哈尔滨办报，那里是他初遇萧红携手跋涉魂牵

梦萦的地方，但也正是在那里，他开始了厄

运，风雨如磐，灵台无计，不习惯“待遇”的

他却无可抗拒地得到了另一种待遇，并从此沉

寂了整整三十年。

但萧军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悲剧个性与

乐观精神是浑然统一的，即使在不同寻常的逆

境中，他也能坚守人格的自由、心态的健康、

情感的自尊。作为天性放达的人，“他一生中没

有一天不是欣欣向荣的，就是悲哀时节，他还

是肯定人生，痛痛快快地哭一阵之后，他的泪

珠已滋养大了希望的根苗”（梁遇春语）。特别

是“文化报事件”之后身处逆境的萧军，其顽

健开朗的胸襟令人惊讶。他是从别人的“春

天”开始熬过他自己漫长的“冬天”的，而在

这三十年中，他除了拼力生存，强烈主张自己

发表作品的权利外，心境仍能做到安然自适。

而“文革”浩劫中，萧军与老舍在北京被批斗

时相见的情景令人分外感怀，两个生命气质鲜

明不同的作家，在那种特殊的“生死场”上相

见无言，但这无言中却有惊天动地的文化人格

选择，老舍第二天投了太平湖，而萧军却选择

了横眉冷对地活下去。可以说，萧军的流浪汉

性格中有着特殊的坚韧与顽强，正因如此，当

真正的“春天”到来之后，人们发现“出土文

物”似的萧军还是那样坦荡、达观，正气依

旧，锋芒不减。而此时，离他开始文学“跋

涉”的日子已有50年，离鲁迅先生去世的日子

也已40余年。

在有关萧军的叙事中，鲁迅是无法忽略的存

在。人们提到萧军，总必先谈鲁迅。因为鲁迅说

过“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就把他称为“鲁迅

石”，并仿佛这是对他最公正合理的评价。鲁迅

对萧军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萧军对鲁迅的崇敬

也毕生刻骨铭心，但问题在于，除开鲁迅的影响，

萧军是否有独特的人格精神遗产？我想至少，萧

军所走过的是他自己的精神历程。他的生命中

有勇往直前的跋涉，也有无可归依的漂泊；有坚

定嘹亮的呐喊，也有孤身流浪的歌吟；他的心灵

属于黑土地、白桦林、茂草、高粱、流云、野马，属

于为人的基本尊严而率性奋起、直切坦荡、乐观

顽健的抗争。而这些，是不能全部归于鲁迅的精

神的。鲁迅本人就曾十分赞赏萧军的“野气”，认

为那是江南文人所没有的气质，更是奴隶所没有

的气质。尤其萧军后来的人生遭际与命运，同鲁

迅当年的时代环境及人生体验，是无法类比的。

因此，在20世纪文化人格多元存在的风景中，可

以这样说，不论鲁迅精神多么伟岸，也不能遮蔽

萧军所独有的精神品格与力量。

也许这是东北黑土地的一种赋予。这片土

地相信流浪与漂泊，相信反抗与奋争，有时甚至

相信苦难。即鲁迅所说的“生的挣扎与死的坚

强”。不久前我读到了翻译家高莽先生所撰写的

《白银时代》一书，其中写到阿赫玛托娃，说诗人

相信苦难是人所不能摆脱的命运，因此当厄运降

临的时候，她比许多同时代作家和诗人都表现出

了更大的勇气和韧力。实际上，萧军又何尝不是

如此？他完全当得起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句：

“我们从来没有回避过/对自己的任何一次打

击……/世界上不流泪的人中间/没有谁比我们

更自豪、更纯粹……”

鲁迅写过《狂人日记》，但萧军并不属于那种

“狂人”，他可能更像是中国古代语境中的“狂

客”。狂人肯定不受欢迎，狂客也很少有人待见，

所谓“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就道尽

了此中悲欢。所以，仅就文学史研究而言，萧军

的形象不仅是暧昧的，也相当程度地被世俗化

了——鲁迅的弟子，萧红的骑士，作为当年东北

作家群的卓然拔萃者，他的名字似乎只有在鲁迅

光芒的照耀下，或在萧红光彩的映照下，才显示

出某种分量。这种世俗化，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

的边缘化，而萧军的独特意义则被盲视和遮蔽

了。或许，萧军的意义同他的人生命运相似，注

定地属于流浪与漂泊。

实际上，这种流浪与漂泊也属于文学史上

的东北作家群，许多年来，对包括萧军在内的

东北作家群的研究，似乎基本上都是处于“阐

释的循环”之中，因袭的、模式化的言说远远

多于独立思考的创获。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

到新世纪初，人们对现代文学、现代作家有过

一系列的重新解读和发现，但相比之下，对现

代东北文学和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却显得那么

冷清和寂寞，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甚至没有

让人稍为振奋的风。

有人分析这里的问题，说是因为“左翼文学”

被遮蔽了，东北作家群自然也被遮蔽了。但这一

判断有两点需要质疑。其一，难道鲁迅、茅盾所

赞赏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都注定或无可争辩地

属于“左翼文学吗”？其二，在“左翼文学”未被遮

蔽而大行其道的时期，如上世纪50年代，难道东

北作家群曾获得过应有的文学史地位吗？

关于东北作家群，王富仁教授有一段话我认

为是比较公允的。他指出：“如果说30年代废名

的小说更具有自然性的品格而较少社会性的意

义和价值，茅盾的小说则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和

价值而较少自然的品格；如果说30年代新感觉

派小说更具有现代性的色彩而较少民族性的内

涵，30年代的乡土小说则更具有民族性的内涵

而较少现代性的色彩；如果说沈从文的小说更具

有人性的价值而较少现实意义，那么，东北作家

群则在他们自己的基础上重新把中国新文化、中

国新文学的自然性、社会性、现代性、民族性、人

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了。”确实如此，东

北文学和东北作家群无疑体现了这种多样性统

一整合的审美气度，但王富仁教授没有说明，东

北作家群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

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有一首《塞外咏雪》词：

“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虽然说

的是雪，但我认为可以表征整个东北文化，包括

东北文学的边缘性与独特性。萧军和当年东北

作家群的创作也是如此，他们至今没有，也不太

可能在文学史上大富大贵，但他们最难得的是

“别有根芽”。这是关内文化、江南文化所没有的

气质。那样铁骨铮铮，那么胸襟朗朗，那么喜爱

流浪、漂泊、自由。他们的传奇人生与激动人心

的写作，是黑土地上自然生长出的神话与童话。

他们是“别有根芽”的花朵，而正是在这一点上，

也仅有在这一点上，他们和鲁迅先生超拔独立的

文化人格是相通的。

好为人序是文人间开玩笑的事，这句话既非完全的嘲讽，

也非十足的褒扬。但好为人序行为本身与好为人师的含义基

本相近，既有关心与热情，也有指点与自负。通常来说，序言

是一个著作者发出的请求，向他心目中尊崇的人，他的前辈、

导师，敬仰的同道或权威人士。作序者一旦接受好意，也一定

会尽全力为作者尽推荐之力。这是惯例，也是常情，是序言的

通用规则。

鲁迅为别人作序不可谓不多，他非常清楚文人们谋求作

序的目的。“代序却一开卷就看见一大番颂扬，仿佛名角一登

场，满场就大喝一声采，何等有趣。”(《序的解放》)鲁迅对此深

怀警惕。就文学作品的序言来说，鲁迅作序的特点是：一、他

一般只为青年作家作序，以尽扶持之力。二、他为别人作序的

目的，不是向人推荐自己发现了一个创作的天才，而是受中国

青年带着血和泪的文字感染，让他觉得应该介绍给更多感同

身受者。他看重作品与时代之间的直接的关联。三、他从来

不回避作者在艺术上的不成熟和作品在艺术性上的欠缺与不

足，他会直指缺点，也或者含蓄暗示。四、这种不足通常不应

当是概念化、口号式的夸张，其实这些作家常常天赋才情，只

是运用还并不熟练，他们没有功利的革命文学的标榜，却有一

颗不安麻木与迟滞的心。

鲁迅为萧军、萧红作序，正是这些特点的体现。

鲁迅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作序，实非

好为人序之举。“两萧”的小说加上叶紫的《丰收》，是一套名为

“奴隶丛书”的作品，鲁迅为三位青年作家专门成立了一个叫

“奴隶社”的社团。可以说，三位作家的作品从一开始创作就

得到鲁迅的关心，寻求出版遇到重重困难和阻力，又是鲁迅为

他们专门想办法出版，可以说，两萧的小说从创作到出版都蕴

含着鲁迅的心血。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鲁迅与“两萧”多次

通信，那些通信中，既有对创作的关心，也有鲁迅个人心迹的

表达，是研究鲁迅后期思想的重要资料，弥足珍贵。

先来说序。鲁迅为萧军《八月的乡村》作序，时间为1935

年3月28日，题目为《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田军是小说

出版时用的笔名。《八月的乡村》是他著的长篇小说，作为“奴

隶丛书”之一，小说于1935年8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鲁迅

为萧红《生死场》所作的序，写作于1935年11月14日，题目为

《萧红作〈生死场〉序》，作为同一丛书作品，《生死场》也于同年

12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鲁迅在为萧军萧红所作的序中，铺垫在文章中的底色，甚

至鲁迅强调的主题并不完全是二位的小说本身，而是他一直

在思考的中国，这思考不是文化学意义上的观察，甚至也不是

国民性的批判，严峻的中国现实，混乱的社会状况，凋敝的世

间景象，让鲁迅无法从现实中国脱离开目光和思索。在两篇

序文里，鲁迅开篇所谈贯穿其间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所见的

“现在的中国”。在为萧军《八月的乡村》所作序中，鲁迅借爱

伦堡的话来表达自己眼里的中国。“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

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鲁迅说：“这末两句，真也好像说着

现在的中国。”爱伦堡这两句话在序文中出现了三次，鲁迅借

此递进式讲述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分裂景象。他由此将萧军

小说置于重要地位，他说：“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

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

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即在

“荒淫与无耻”之中，看到文学家进行的“庄严的工作”，这是一

种文学的希望，更是中国不灭的火种。鲁迅为萧红作序是在

上一序的半年之后，但其思考却如出一辙。这也是中国的情

形并没有任何改变的原因所致。序言的开篇仍然是现实中国

分裂的景象：“难民虽然满路，居人却很安闲。”“周围像死一

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

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中，《生死

场》将鲁迅带到另一个世界，这里一样有苦难有挣扎，但“北方

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一样是微弱的希望火

种。而“坚强”与“挣扎”在这篇序文里也是三次被提及。

两序并没有在小说艺术上给予过度夸赞、褒奖，也没有以

大师口气进行教训、辅导，他明确小说的意义，对其不足也一

样或直言指出，或委婉暗示。他说《八月的乡村》“虽然有些近

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

《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

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

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

死路与活路”，说《生死场》“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

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

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

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他向读者推荐阅读，认

为《八月的乡村》“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

的”。而《生死场》“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

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鲁迅不但是小说的推荐者、作序者，同时也是小说的“策

划者”“出版者”。他为此成立的社团是奴隶社，设立的丛书名

称是“奴隶丛书”，这一名称深有寓意。在《八月的乡村》序中

说：“我们的学者也曾说过：要征服中国，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

心。”而《八月的乡村》的意义，就恰恰因为“但这书却于‘心的

征服’有碍。”在《生死场》序中更进一步指出了“奴隶丛书”内

涵：“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

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

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强调是“奴隶丛

书”，是强调现实命运的被迫性，而强调“决不是奴才”，却是

不屈者的坚强意志。这与为萧军序文中的“于‘心的征服’有

碍”是精神内核上的完全印合。从1934年底开始，鲁迅对两

位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的来信给予热情答复，不但在创作上

关心，生活上鼓励，而且对两个穷困潦倒的陌生人提出的救

助请求，尽力给予帮助。而且也是通过不断的书信往来，他

不但接受了阅读他们小说并为之作序的请求，还答应了他们

希望亲自登门拜访的请求。从此，不但鲁迅和他们成为师

生，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文坛的一段被评说了80年的佳话。

又尤以鲁迅与萧红的交往为甚。1934年 10月 9日，在致萧

军信中，对萧军希望鲁迅阅读萧红的《生死场》和两人合著的

文集《跋涉》请求，鲁迅慷慨应答：“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

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11月3日信中虽然没有答应对方的

见面请求，但也只是表示“从缓”，“待到有必要时再说罢。”两

天后5日信中即答应：“你们如在上海日子多，我想我们是有

看见的机会的。”待到11月27日，鲁迅即告知可到内山书店

一见，并且详述乘车行走的路线。到12月17日，即发出“请

你们到梁园豫菜馆吃饭”的请帖。1935年1月开始，鲁迅为

萧军《八月的乡村》出版、阅读、写序事与之进行了多次通信，

这时鲁迅身体状况已差，而且手头应对的事情、文章非常之

多，然而他从不让任何一个真诚求助、求教者失望，直到4

月，即告“序已作好”。一直到5月20日，鲁迅还满足了萧军

借款之求，“今天有点收入，你所要之款，已放在书店里，希持

附上之条，前去一取。”书信往来中还时常会对“悄女士”“吟

太太”等称谓问题进行朋友式的交流。而广为人谈及的对萧

红创作的说法，可见出鲁迅性情中的另一面。比如，1935年

1月29日致二人信中说：“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

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来打手心，但愈打愈

背不出来，我以为还是不要催促的好。如果胖成蝈蝈了，那

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

鲁迅与萧军萧红已成朋友，但对文章，鲁迅的原则不会因

此而改变，过度溢美的话他不会讲，不足与局限他不回避。11

月16日信中说：“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

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理解作描写人物不怎么好。因为

作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友情固然已

经顾及，但也要理解成，即使为朋友艰难出版之书作序，也决

不回避不足的点出，哪怕是用曲笔。

鲁迅对萧军萧红的厚爱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

鲁迅对“二萧”创作的肯定也是由衷的。除去作序，其他场合

也竭尽推荐之力。1936年5月，鲁迅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的访谈，在回答斯诺的问题“当今文坛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

有哪些”时，鲁迅毫不犹豫地提到了萧红：“萧军的妻子萧红，

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

者……”可见其拳拳之心。

其实，透过两篇序文，我们还应看到它们在两部小说整个

创作出版发行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夸张

地说，这是两篇改变命运的序言，萧军萧红从流浪的文学青

年，成为30年代在中国颇具影响的作家，进而在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有长久影响，《八月的乡村》《生死场》成为文学史上重

要的作品，鲁迅的序及其相关的付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可以说，没有鲁迅，很难想象还能有这样两部小说后来的

影响，考虑到连出版都很困难，文学史上是否还有这样两部作

品。这些都是可以去思量的。鲁迅在那样的心境和身体状况

中，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和恶劣氛围里，坚持以反抗的奴隶的姿

态，传递决不做奴才的意志，又以一团火的精神为青年作家尽

自己的力量，这种精神和品格，永远是后来者应该时刻学习的

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