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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萧”与鲁迅结缘想到的
□郜元宝 王翰慧

1935年3月和11月，鲁迅先后为萧军《八月的乡村》和萧

红《生死场》作序，距今正好80年。

给萧军作序，抓住《八月的乡村》核心意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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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小说家和小说家之

间的心灵对话。序萧红，则点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

对于死的挣扎”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单

刀直入，要言不烦，是鲁迅一贯的笔法。

文学史上引用频率极高的这些评骘，指向作者的个性，区

域文学的特点，但又无不着眼于“五四”新文学大潮。鲁迅是

站在“五四”新文学立场上为当时文坛推荐这两位年轻的东北

流亡作家的，这可以从两篇序文相同的布局看出来，作者既指

出“二萧”各自的创作特点，对失去故土的青年作家的流浪之

苦寄寓同情，愤怒地控诉造成这种痛苦的入侵者的罪行，同时

又用了更多的篇幅，一再述及“二萧”及其作品在本国本族的

遭遇，这后一点，是读者容易忽略的。

比如关于《八月的乡村》，鲁迅提到，“东三省被占之后，听

说北平富户，就不愿关外的难民来租房子，因为怕他们付不出

房租。在南方呢，恐怕义军的消息，未必能及鞭毙土匪，蒸骨

验尸，阮玲玉自杀，姚锦屏化男的能够耸动大家的耳目罢？”所

以他认为该书“不容于中华民国”并不足为奇。他当然未曾料

到，不久还有来自左翼阵营的批评家“狄克”对《八月的乡村》

匪夷所思的苛求。至于《生死场》，鲁迅特别提及“国民党中央

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刁难和不许出版，证明该书“大背

‘训政’之道”，而作者也就不得不“以血汗换来的几文钱，想为

这本书出版”。正是有鉴于此，鲁迅才引用流亡欧洲的苏联作

家伊利亚·爱伦堡的名言来表达自己的愤慨：“一方面是庄严

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给“二萧”作序，鲁迅不仅表示了自己对入侵者的敌忾，更

对本国本族的“荒淫与无耻”毫不宽假，而后一层意思的激烈

程度显然超过前者。鲁迅为什么要这样写？会不会因此冲淡

抗日的主题，甚至招来不虞之毁？

这就触及鲁迅式的问题意识和论战方式，以及鲁迅与“二

萧”文字因缘的关键。

在鲁迅看来，像“东三省被占”这样深重的国恨家仇固然

要刻骨铭心，对入侵者的蛮横凶残固然要强烈抗议，但诉诸文

字，毕竟只是对外的舆论宣传，而他在《宣传与做戏》《“立此存

照”》等大量杂文中反复告诫过国人，“舆论宣传”对外人（尤其

对注重实际的日本人）其实并无多大效力。迷信“舆论宣传”，

非但收不到实效，反而先就暴露了自身的卑怯和愚蠢，而且这

种习惯性的“自欺欺人”实际上一直就在严重削弱着抗日力

量。正如在北伐时，鲁迅直白地告诉读者“革命文学”的“无

力”，“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对付

外族入侵，他认为也只能用同样的办法。所以这两篇序文的

重心并不在关于抗日的宣传。

文学当抗日时真就完全“无力”了吗？那倒未必。这时候

会有许多本国本族的帮忙帮闲帮凶文人跑出来，用种种恶劣

手段替外族入侵者“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对这些人痛下针

砭，是文学可以胜任也是责无旁贷的。

比如可以告诉读者以及作家同行们，“用笔和舌，将沦为

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

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

己人的奴隶好。’”只有不把自己人当奴隶，不甘心充当自己人

的奴隶，将“奴隶之邦”改造过来，使国民有主人的尊严和责任

心，这样“自做工夫”，才有资格和能力抵御外侮。否则，“宋曾

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的悲剧还会重

演。外族由于文化隔膜，除了武力征服，在“治心”方面毕竟不

能得心应手，“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

揭露那些一直替外族斫伤中国民族志气的本族的“治心”

者，抨击他们扼杀国民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罪愆，从根本上

培植抗战力量，这乃是鲁迅在全民抗战声浪中坚守的基本立

场。

“二萧”后来正是沿着鲁迅指示的路前进。萧军的我行我

素及其坎坷命运，关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都会略知一二。

萧红也从未将手中之笔交给廉价的呼喊，她在战争和流浪中

完成的《呼兰河传》《马伯乐》几乎就是《阿Q正传》的续篇，“国

民性批判”的鲜明主题使这两部长篇小说在往往急就而肤浅

的“抗战文学”中不同凡响。“二萧”的文学造诣究竟如何还可

研究，但他们坚持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坚持文学家的本位立

场，则确实不是一般作家所能及，他们也由此证明了自己真不

愧为鲁迅的学生。

民族主义背景下的抗日主题，区域文学语境中的“东北作

家”，女性写作，这三者是文学史对“二萧”的基本身份认定。

但鲁迅在承认这一切的同时，还强调他们是“五四”之子。正

因为与“五四”新文学声气相通，他们的作品才“显示着中国的

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东北文学区域性无

论如何特殊，“抗日文学”主题无论如何急迫，女性笔致无论如

何越轨，都并非孤立存在，而应汇入“五四”开启的中国精神和

中国文学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这是“二萧”与鲁迅之间，

也是“抗日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区域文学（包括女性写作）

与整体中国文学的血缘关系。

鲁迅接纳“二萧”为入室弟子时已经疾病缠身，深感时

不我待，故不惜以更多杂文日夜苦战，力疾翻译 《死魂

灵》，为《中国新文学大系》选编小说二集并撰写总结性长

篇序言，还与“左联”领导人展开善意而极富原则性的周

旋。为“二萧”作序，是鲁迅上述文学活动的有机组成部

分，短短两篇序文也确实将这些活动的几乎全部内容巧妙纳

入其中。鲁迅没有使“二萧”特殊化，更没有因为背负“汉

奸”的骂名，遂以“二萧”为奇货可居，借他们来大做“赋

得抗战”的新八股。

一定要说鲁迅“利用”了“二萧”，也并非不可，但那无非是

指，鲁迅借着写序的机会，趁势描画了刚刚在文学道路上起步

的青年作家迟早要迎面碰到的社会环境，以引起他们和关心

他们的读者的注意，懂得不仅要警惕“‘我们’之外的‘他们’”，

还要警惕“‘我们’之中的‘他们’”，否则就不啻“向‘他们’献媚

或替‘他们’缴械”，重演“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

替满清箝口”的悲剧。

重读鲁迅给“二萧”的序文，以及“二萧”和鲁迅的往来书

信，可知鲁迅当时极愿“二萧”融入文坛，但又反复提醒他们认

清文坛复杂性，保持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用创作实绩而非别

的什么来发挥力量。爱好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文学，始终是

他们交往的前提。萧军和鲁迅第一次通信就紧紧抓住文学问

题，鲁迅第一次指导二萧，大致内容和三年前回答沙汀、艾芜

关于小说题材的提问时所说的基本相同，包含着鲁迅推己及

人所得出的对青年文学家的道路的深思熟虑。也是第一次通

信，他们还推心置腹，谈到《野草》，谈到鲁迅文学的精微所在，

由此奠定日后交往的基调。

鲁迅和“二萧”如此，和上海时期以“母性”之爱先后庇护

的柔石、殷夫、雪峰、丁玲、叶紫、周文、胡风、巴金、黄源等一大

群积极有为的青年作家之间也莫不如此。这种文学因缘，隔

着80多年风尘鸿洞，犹足以令人不禁为之心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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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曾到过西北，准

确说是仅仅到过西安讲学。但孔子西行不到秦，

鲁迅西行已到秦，已经很不容易了。而鲁迅的两

位东北籍的年轻朋友或学生“二萧”，则都到过西

北，尤其是两次到过革命圣地延安的萧军于民国

时期还到过甘肃兰州，那是接近敦煌的一个西部

重要城市。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曾到过遥远的新

疆。总的看，作为著名的“流浪型”作家，“二萧”

都到过西北确是基本的史实，值得我们关注。

总的看，“二萧”都是一生流浪或不断行走的

作家，是走到哪里都在感受和书写的中国现代作

家。当他们与西北结下缘分的时候，他们在离乱

中也留下了一些故事和值得寻味的文本。而作

为现代中国著名的“流浪型”作家，“二萧”从东北

出走流浪，他俩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但无论走到

哪里东北都在他们的心中，而每当他们倾心描写

东北这“疙瘩”的人生和风景时，他们就能够获得

文学上较大的成功。“流浪”或“走异地”往往是一

种作家的人生转折，却往往也是创生文学的契

机。尽管“二萧”当年因战乱被动地离开，但东北

永远是他们的家乡和符号，恰恰是离开，才使他

们更加“心系东北”并成为“东北作家群”中的佼

佼者。事实上正是，只有走出去、走异地才会使

得“二萧”先后有机缘结识别样的人们，才能与也

和西安有缘的鲁迅、丁玲等文学名师结缘，并曾

受到他们的关心关照，留下了文人之间难得的帮

扶佳话；当“二萧”流浪的足迹抵达大西北的时

候，他们在这里留下了心向光明却又悲欢离合的

故事。不幸的是，即使是自古辉煌无限的西安也

不是他们的“福地”，就像东北军进驻西北，可以

做大事闹出“西安事变”但也会遭大难，“二萧”的

“西安事变”则主要是“情变”导致的“婚变”——

萧军与萧红于苦难中结下的多年情缘及婚姻，于

1938年春终结于著名的早已沦为“废都”的西

安，确实令人怅叹不已。由此“二萧”彻底劳燕分

飞，继续各自的流浪。与萧军相比，也许只能说

萧红仅是西北的匆匆过客，萧军在西安的不愉快

与萧红相仿佛，但他两次到过延安，并参加过延

安文艺座谈会，其特立独行和别致言论毕竟影响

久远（尽管他在当时经常处于风口浪尖，多受非

议，也曾颇为失意）。

在“二萧”与西北的关联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一些耐人寻味的“缘分”或“史实”。这主要可以

从三个方面去了解。

其一，地缘也是“缘分”：“二萧”曾行走于西

北。作家“人地关系”的建立也是一种值得关注

的文学地理现象。结缘于东北的“二萧”缘于人

生命运、文学爱好以及性别差异等走到了一起，

有缘分是确定的，对此人们关注颇多，但他们为

何要到大西北来呢？据有关史料记载，1938年2

月24日，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的萧红，曾给

哈尔滨时的老同学、当时已到延安的高原写过一

封信，表示：“现在我是在民大教书了（运城是民

大第三分校），这回是我一个人来的，从这里也许

到延安去，没有工作，是去那里看看。二月底从

运城出发，大概三月五日左右到延安。”（萧红著，

周细刚编选：《寂寞花》，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

年，第99页）但萧红的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主要

原因是萧红去延安需要跟随丁玲率领的八路军

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起行动，而西战团突然接到了

总部“暂不回延安，转到西安国统区开展抗日宣

传工作”的命令。于是萧红便随丁玲到了西安。

萧军也曾与萧红等人同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教

书，但他很想辞去教职到五台山一带参加抗日游

击战争，亲临第一线去打击日本侵略者。作为妻

子的萧红坚决不同意，认定萧军去打仗万一牺牲

了太可惜，不及当作家对国家对民族贡献大。然

而血气方刚的萧军去意已决，由此“二萧”发生了

激烈的争吵，并由此约定暂时分开。萧红前往西

安后，萧军则由吉县只身步行，渡过黄河并于

1938年３月第一次到达延安。当时的萧军，仍

准备转道去山西五台山一带参加游击战争。正

在这时，丁玲、聂绀弩由西安到了延安，邀请萧军

等去“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于是，萧军便同丁

玲、聂绀弩等一起到了西安的“西北战地服务

团”。在西安，萧军与萧红再次见面，但为时已

晚。萧红已经和端木蕻良建立了新的恋情关

系。无论萧军怎样努力，这次倒是萧红主意已

定。于是这对患难度过六年的夫妻终于劳燕分

飞了。分手后，萧军原拟去新疆，却又意外地到

了兰州。人在流浪中，意外的事情就会经常发

生。但萧军热心于抗战的追求却依然如故：他在

兰州从事的仍是宣传抗日救亡方面的工作。时

光如梭，到了20世纪80年代，萧军才有机会再

次光临大西北，并到了他很早就想前往的遥远的

新疆。

其二，在大西北的日子里：即使伤情也依然

追求。虽然“二萧”在西北并没有过上什么好日

子，甚至伤心伤感伤情不已，但他们的人生理想

依然没有幻灭，依然对爱情葆有热情，也依然热

衷于创作或工作。从这里可以看出“二萧”的积

极人生态度及其蕴含的生命正能量。有些人总

是计较“二萧”情变中的孰是孰非，甚至从道德角

度审判所谓“第三者”端木蕻良的介入，在网络上

甚至有人根据电影《黄金时代》的情节和镜头对

“二萧”嘲骂不已，甚至皆以“流氓”视之。其实，

在西北的日子里，“二萧”的感情戏固然重要，戏

剧化的元素确实较多（比如就在西安1938年 4

月天的某日，莲湖公园旁梁府街的女子中学，十

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驻地以及夜幕笼罩

下的莲湖公园，“二萧”和端木等人就上演了惊心

动魄的爱恨情仇的戏剧化感情大戏）。但我们还

是要看到他们基本的人生态度和工作情况。对

于萧红而言，1938年的春天给她带来的人生变

故确实很大，打击也是空前的，失去了萧军意味

着失去了她的半条性命，对她身心健康的摧残无

疑是巨大的。但她依然努力振作，既要继续寻找

感情的寄托，更不能放弃自己钟爱的文学创作，

这对她而言就是生命的自我救赎。比如在西安

期间，萧红曾和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合编了话

剧《突击》，上演后轰动一时；她还精心为李因红

（陕西师范学校一位普通的语文老师）的一部长

篇小说《高粱红了的时候》写了序言。而萧军更

是积极而又乐观，即使离开萧红，也还是惦记着

关切着，曾委托丁玲和聂绀弩多多关照萧红；他

的两次进入延安，一次进入兰州，也都能积极参

与编辑报刊等文学活动，即使遭遇种种挫折也绝

不苟且。比如，萧军第二次进入延安是1940年

的6月，与第一次的“过客”身份不同，这一次他

便安住下来，直至抗战胜利，长达五年多时间。

在延安期间，萧军与毛泽东曾多次接触，畅谈自

己的文艺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是畅所欲

言，尽管他被多人多次批评，甚至成为座谈会上

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焦点人物，但他仍然能够坚

持自己独立的看法，敢于仗义执言，也仍然能够

坚持参加革命工作，永不放弃对自己人生理想的

追求，还作为有心人和见证者，为后世留下了《萧

军日记》，保留了关于延安、关于毛泽东、关于文

艺、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等方面的大量历史信息，

对后人也会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历史业已证

明，延安时期萧军的很多想法、说法、做法都经受

住了历史的严格考验，体现出了难得的历史理

性，也于直接和间接的“鲁迅式”话语中，彰显了

“鲁迅影响”的存在及其顽强的生命力量。

其三，失意或得意地离开，都留下了最难忘

的记忆。萧军和萧红都曾随着著名的西战团一

起行动，但严格说来他们都并未真正融入这个团

队。当“二萧”相聚于西安的西战团驻地时，他们

终日却主要纠结于情感的冲突，饱受心中风雨的

吹打。这最终导致了萧红黯然离开西安，也放弃

了原来要去延安的打算。就在1938年4月17日

或18日夜晚，她告别了丁玲和西战团，同端木蕻

良一起到了武汉。当时，丁玲曾再次恳劝萧红和

自己一起去延安，用各种可能打动萧红的理由来

试图说服她，但出于各种考虑，萧红还是由此告

别了西安，离开了西北，也与神交不久、相去不远

的延安彻底暌离。对此，与“二萧”有过近距离接

触的丁玲曾在《风雨中忆萧红》一文里，回忆了自

己劝说萧红的情形：“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

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

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

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

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久之处，

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

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

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见

《精美散文》，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

页）字里行间留下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怀念和遗

憾。萧军在西安期间经历了与萧红一样的诀别

之苦。但他的强悍性格似乎很容易使他化解这

种痛苦：他在萧红离开之后于1938年4月28日，

便和戏剧家塞克及作曲家王洛宾等一同来到兰

州，在《甘肃民国日报》社主办的《西北文艺》副刊

当主编。忙于新的工作确实能够使他减轻心中

的焦躁和痛苦。尤其是，萧军也很快找到了新的

感情寄托。就在抵达兰州不久，“文坛独行侠”以

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新的爱情：萧军与曾

经参加《放下你的鞭子》演出的房东女儿王德芬

建立了新的恋人关系。而在办报过程中，他也是

既当编辑，又当作者，对抗战宣传工作做出了自

己的贡献。这与他后来在延安期间编辑《文艺月

报》一样，都有着鲜明的办报编刊倾向。在延安

期间，萧军还担任了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

事、《鲁迅研究丛刊》主编等，对弘扬鲁迅文化精

神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延安期间，萧军带着他的

新夫人和孩子，度过了数年极其充实也极为难忘

的岁月，他经常获得的稿费不仅贴补了家用，而

且在被同志们共享时也体验到了那种难得的欢

愉。有人以为，萧军在延安总受到压抑，承受的

都是无涯的痛苦，这种观点显然与历史事实不

符。直至抗战胜利后，萧军也是被作为“老延安”

看待，并于1945年11月委以重任派往东北的。

这次告别延安毛泽东还亲自约萧军谈话，叮咛再

三，可以说是光荣的别离而非失意、痛苦的别

离。此后，他便荣归故里，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

经受新的时代风雨。直至80年代，他被邀请前

往遥远的新疆，并为新疆青年学子讲述他与西

北，尤其是与延安的结缘并终生难忘的故事。

近期，电影《黄金时代》在银幕上复活了“二

萧”，其中也有“二萧”游历西北的故事情节。同

时也展示了鲁迅与“二萧”之间的情谊和文学上

的承传。而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吉林省作家协会

举办的这次纪念鲁迅与“二萧”的学术会议，也在

更高的层面复活了鲁迅与“二萧”。除了以上介

绍行走于西北的“二萧”及相关情况，这里还想特

别强调三点：

一是鲁迅为“二萧”抗日作品作序的行为本

身，就证明他绝对不是什么汉奸！今年是抗战胜

利70周年，却有一种污蔑鲁迅为汉奸的言论甚

嚣尘上，借助新媒体传播甚广，影响甚坏，令人不

可轻视。想当年鲁迅饱蘸浓墨为“二萧”各自的

第一部著作写序并帮助出版，固然有对文学青年

文学才华的欣赏，更有对其作品抗日内容的高度

认同，鲁迅真心希望通过《生死场》《八月的乡村》

等作品而使当时的读者能够及时关注东北的沦

陷，以及东北人民陷入悲剧的现实生活情状。如

果他是汉奸怎么可能为“二萧”这样的抗日作品

作序并慷慨解囊资助其出版呢？

二是，“二萧”基本上是“流浪型”的作家，在

流浪的途中他们往往灵感频发，创作成果丰硕且

特色鲜明。在他们居无定所的困顿旅途上，他们

创造了人生的辉煌。学者叶君曾以《百年萧红：

任性的孩子在路上》为题，表达了对萧红的观

感。萧红自己在诗歌《沙粒·三五》中也感叹自

己：“从异乡又奔向异乡，这愿望多么渺茫！而况

送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迎接着我的是异乡的风

霜。”（萧红：《萧红经典全集》，哈尔滨出版社，

2013年，第13页）萧军的情形与此很相似。但

文学史上的“二萧”总是主要以心系东北的作家

形象出现的，在行走西北期间，他们的东北流浪

作家形象也是相当特殊的身份，这促成他们无论

感情受到多少挫折，也还是能够坚持从事抗日

的、进步的文学书写，并由此形成了足以彰显“东

北作家群”的流派特色。

三是，鲁迅的“影因”在“二萧”等现代作家身

上的体现，已经构成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比较

而言，生物“基因（gene）”是自私的，“基因”信息

有赖于生物遗传；精神“影因（meme）”则是利他

的，“影因”信息有赖于文化传播。基因与影因的

“双因”传播，构成了人类最为辉煌也最值得关注

的现象。言说鲁迅与“二萧”，也可以由此展开。

在我看来，即使是神化或丑化鲁迅，其实也是“文

化”运演的现象性体现，背后也有“影因”的实存，

也有“影因”的力量在潜在地发挥作用。而在那

些喜爱鲁迅、敬重鲁迅、师承鲁迅、研究鲁迅的人

们那里，影因的实存及其魅性的体现，就是非常

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鲁迅与“二萧”的命运性关

联或二萧身上文中的鲁迅文化胎记，就正是这种

“鲁迅影因”实存的生动体现。可以说，在中国，

鲁迅的影因力量已经能够达到全国，包括西北和

东北最边缘的区域，这就是说“鲁迅文化”的现象

性影响其实是没有边界的；在中国，“二萧”也是

具有较大影因力量的文人，可谓是：说萧军，“双

因”皆传足英豪；论萧红，影因永传亦美好！亦可

谓：鲁迅的精魂犹在，影因犹在，“二萧”可为证；

“二萧”的精魂犹在，影因犹在，我们当为证！固

然，人生往往不可能十全十美，个体的人包括任

何文化名人的基因和影因也都是有局限的，鲁迅

与“二萧”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学医出身的鲁迅

对自我生命呵护的缺乏，“二萧”对爱情婚姻的经

营，萧红对新生命孕育及保护意识的残缺等，都

留下了相当大的遗憾。

最后我还想说：东北、西北一家亲，当年东北

军和西北军共同发动“西安事变”，书写乃至创造

了历史。作为东北文人，“二萧”在西北的经历，

也可以给后人留下诸多关于爱国、爱情以及生命

哲学、文学地理等方面的有益启示。无论是经验

还是教训，来自鲁迅与“二萧”的故事总可以给人

“见微知著”“小中见大”的重要启迪。比如，在大

东北，提起“二萧”几乎无人不晓，而“二萧”与鲁

迅结缘形成的人生佳话也会千古流传，无论在黑

土地上还是在黄土地上，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植根

于生命大地上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以鲁迅和“二

萧”为代表的现代文人留下的“影因”力量。鲁迅

曾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的死掉

了。”（鲁迅：《华盖集续编·空谈》，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6年，第136页）信然。鲁迅的“影因”体

现于“二萧”，“二萧”的影因体现于“萧迷”，文化

生命的传承和彰显就是如此神妙。这也就是说，

鲁迅活在“二萧”的心中，“二萧”活在我们的心

中，“影因”就像“基因”一样是难以磨灭的。我们

重提鲁迅与“二萧”以及他们的因缘，就是因为他

们的“影因”业已传递到了我们的心中。我本人

从大西北辗转来到大东北来参加纪念活动，就是

这种“影因”在发挥作用，在北方冬日的严寒中，

我们因缘于鲁迅和“二萧”，心里是热腾腾的。

行走西北的“二萧”
——纪念鲁迅为萧红、萧军作品作序80周年 □李继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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