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责任编辑：周玉宁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sina.cn 2016年1月29日 星期五经典作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藏有严

文井先生亲笔信6封，其中5封致沙

汀，1封致萧乾。后者如下：

萧乾兄：
信收到，替你感到高兴。我这个

湖北佬很怕命题作文（这也是当年落

榜，后来也做不了官的原因之一），虽

然他们来动员几次，我也不敢应邀。

听说秦兆阳同志事先做好了一首旧

诗才出发，这倒是个办法。

今年五月起，我得认真考虑一下

作文的事了。近二十年来，尤其近五

年来，我想了一想，觉得有些情感应

该抒发一下，做离世前的留言。光阴

不多，我所能压缩的只有旅游的时

间。我没有你的才能，那种能将自己

的见闻随时写出漂亮文章的能力。

这方面我欠了不少债，我也想在将来

的作文里还一还。当然，那就不能用

游记或报告文学这一类形式了。

请注意身体，胜利归来。

文井
八五年四月廿九日

这封信指涉的史实是：1985年5

月，武汉文艺界举办黄鹤楼笔会，盛

邀萧乾、秦兆阳等文坛大腕出席，“湖

北佬”严文井先生自然更在受邀之

列。但被“动员几次”，他终“不敢应

邀”。之所以如此，表面原因是“很怕命

题作文”（以信文分析，笔会可能要求

莅临者都要留下一篇文章，或游记或

报告文学），实际上是为节约时间，好

尽量多码出一些久蓄于心的文字来。

写这封信的时候，已是古稀之年

的严文井先生，已经在文学园地耕耘

了半个多世纪：18岁开始文学创作，20

岁以“严文井”之名发表作品，22岁出

版散文集《山寺暮》，26岁出版第一部

童话集《南南和胡子伯伯》，29岁出版

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

黄鹤楼笔会前后，正是严文井先

生的新旧著作被众多出版社争相初

版、再版之际，新中国儿童文学泰斗

的光环，正罩在他的头上熠熠生辉。

此时若应邀莅会往江城一行，其情其

景正可谓衣锦还乡风光无限！可是

他却气定神凝安居斗室，呕心沥血爬

格子偿债还愿。一封手书，写出了他

不羡名利不媚浊俗的淡泊与高洁。

信中没有一丝一毫功成名就后的志

得意满，只有老马长途债务缠身的无

奈与沉重：“我得认真考虑一下作文

的事了。”“这方面我欠了不少债，我

也想在将来的作文里还一还。”“觉得

有些情感应该抒发一下，做离世前的

留言。光阴不多，我所能压缩的只有

旅游的时间。”这种夕阳衔山而文债

如山的焦灼，其实早在8年前他写给

沙汀的两封信中就有流露。在1977

年 12月 11日的信中他写道：“我的

病，从目前来说，不是什么胃癌，但总

是被当作嫌疑犯看待了一阵。所以，

心里不免有些着急，着急的不是老与

死，这二者并不可怕，而是有些小东

西未写出来，如之奈何！”“我希望的

是能早几天过渡到以写作为主要行

业，否则，吃了人民的大米、小米几十

年，总觉得有些说不过去。”在同年

12月21日的信中他又写道：“这次（生

平的头一次）住院后，体力与抵抗力忽

然降了下来，走路、说话都显得精神不

足。但我仍抱了幻想，想再活若干

年，心甘情愿地写他一些三流作品。”

前后3封信，严文井先生反反复复表

达着一个心愿：只争朝夕，作文偿

债。而且，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依然念

念在兹，居然用“我欠的债”四个字做了

自己散文绝笔的标题，赫然昭示出他一

生一世的最后牵挂！

另外 3封信则只谈创作不关其

他。它们分别写在印有繁写体“中国

共产党中央宣传部”、“中华全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人民文学社”字样

的专用信笺上，一看即知是1950年代

的产品。“五月十四日”信，谈《淘金

记》，5页，计1213字。先给作者撑腰

打气：“我认为你是现实主义的。你

的简练的文字，足以准确的再现生

活。”再说作品的缺点毛病：因为其讽

刺“不如果戈里明快”而“妨碍了普通

读者”，因而提醒沙汀要面对“具有相

当程度文学修养的读者在我们中国

并不很多”这个事实，建议《淘金记》

可以用“更强烈的夸张”，让“阴暗里

透出一线光明”，“绝望里透出希望”，

这样“即使不是会心的读者，他们也

会容易多得到一些东西”。“五月十六

日”信，也谈《淘金记》，3页，计 700

字。这是代沙汀向胡乔木进行征询

之后，专门写信向沙汀转达的意见汇

总：“他（指胡乔木）认为你是一个很

有艺术才能的作家，很有表现生活的

能力。他感觉《淘金记》有两个长处：

一、是对反动社会做了无情的讽刺，

给他们以打击；二、生活表现得很详

细，很突出，可以作为地方风俗书来

看。”“五月廿八日”信，谈《堰沟边》，5

又 1/2页（加上背面写的半页正好6

页），计1605字。严文井在信中首先

庆贺沙汀“长期沉默后的第一次艺术

收获”，然后写道：“这作品我看过后，

还找赵树理、立波两人看过，大家的印

象，都认为是一篇好作品，写出了农村

中新人物的新的品质，主题也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文字是朴素简练的，比较

容易看懂。”同时，他又综合了赵树理和

周立波所谈，条分缕析写出了“仅供参

考”的六点修改意见。结尾处又特意

缀上一笔：“我已告知编辑部，把它列

进‘七月号’的发稿计划中了。”

或许，作为一位极富创作才能的

作家，如果严文井先生当年不要疏离

创作，不要让庞杂的事务性劳动吞噬

自己的宝贵时间，那么他的文学成就

一定会比现在更辉煌、更伟大；晚年

的他就一定轻松怡乐，用不着再背着

沉重的“债务”包袱踽踽独行了，是

吗？——不，不是的，即便如此，他也

依然会心意沉沉会“文债累累”。因

为写作于他来说，不是追名逐利的工

具，不是待价而沽的砝码，而是报效

国家的义务服务人民的责任。因而

就只有承担没有交卸，只有继续没有

完成。无论做了多少做得多好，都只

能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

的路更长，工作更艰苦，更伟大”。严

文井先生说过，“中国的未来在要求

我们加倍工作”。所以，他永远不会

放下“债务”包袱，永远不会停下行进

脚步——他永远在路上。

记得是2004年春节前夕，笔者曾

带着三个年轻的同事，登门拜望过严

文井先生。此行目的虽有“征集文学

资料”的功利性，但对老作家的仰慕

和尊崇之情却绝对真诚。在那个除

了书还是书、还是书的斗室里，我曾

久久拉住老人枯干的右手，想象着那

些给予我童年生活以无限快乐的美

妙故事从这双手下涓涓流出的情景，

心里不觉涌动起感激与感动的潮

水。一个愚蠢至极的问题，竟于此间

猝不及防地蹦出来：“严老，你现在还

写吗？”话一出口，即招来老人一脸痛

楚。他动作迟缓地摇摇头，嘴唇抖颤

着想说什么，却到底什么也没说。多

亏他的夫人康志强老师机智地岔开

了话题，才使被我推入“债务”痛苦之

中的老人得以解救。我自知唐突，一

时窘迫，又胡乱说了几句什么，赶紧

推托着告辞。不知再说点儿什么才

好，向老人征求文学资料的话题再不

好意思开口，只把最想说的几句话语

无伦次地说了：“严老，文学馆收藏了

您写给朋友的几封信，我都有幸拜读

了。其中有3封信是专门与沙汀先生

谈创作的……它们让我看到了您作

为一个大编辑家、大出版家的另一

面，让我知道了您在文学作品之外还

写了很多很多……”也从而懂得了

“为祖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

献”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1980年，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文学讲

习所学习时，我的导师是严文井。导师是讲习所为

各个学员指定的，都是国内的名作家，我觉得自己

真是时来运转了。

当时，我写了一部名叫《生活的路》的长篇习

作，给自己制造了极大的麻烦。书稿完成于1977年，

小说的整个基调和那种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思想

感悟，跟社会上流行的政治调子格格不入。稿子在

一家又一家出版社之间辗转、退回，最后到了人民

文学出版社。最先肯定稿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当

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孟伟哉。我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一

番修改，不久听说稿子交到社领导那里了。后来听

见传言，说书稿在人文社内部有不同意见，有人认

为是大毒草！我当时的工作单位是上海的一家少儿

出版社。因为我写这部书，少儿社曾召开大会对我

进行批判，还罗列了我走白专道路、名利思想严重

等许多罪状。我连连做噩梦，总是梦见严文井把我

的书稿枪毙了。自从我挨了批判以后，能否出书，对

我就有了一种生死存亡的意味了。我们的领导一直

扬言要对我“秋后算账”。如果我的书因为是大毒草

而不能出版的话，那么就证明了对我的批判完全正

确，“算账”不必等到“秋后”，马上就要来了。而这

“账”是政治账，它的后果不堪设想。

但我读过严文井的作品，喜欢他的《小溪流的

歌》，也非常敬佩这位儿童文学的前辈。我想，这么

一位有纯真童心的老作家，也许会听一听我的倾

诉。

我决定给严文井写一封信。我在信中如实倾诉

了自己的心声，甚至连自己做的梦都写上了。我最后

请严文井读一读我的这部书稿，看它究竟是不是大

毒草。严文井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很快就给我回了

信。他说，书稿他就不看了，他等着看制成品。后来，

稿子到了总编辑韦君宜那里。鉴于当时的情况，韦

君宜以她在政治风浪中锻炼出来的老练成熟和对

真理的执著，想出了一个妙招——与孟伟哉一起将

我的书稿写成了一个详细的内容提要，请“上面”审

查。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是胡耀邦同志正

在中央努力奔走呼吁拨乱反正的时刻。这个“提要”

终于受到了重视，于是便有了1979年2月人民文学

出版社在首都友谊宾馆召开的“全国部分中长篇小

说作者座谈会”。当时文艺界最高层领导茅盾对我

的那部书稿作了热情的肯定。茅盾先生还点名要我

上主席台去见见面。受尽挫折的我，好像从无边的

黑暗中突然被带到了阳光明媚的户外，心理状态根

本无法适应。因此任大家一声声催促，我都没敢走

上台去，失去了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与文学大师面对

面的机会。

现在竟然能成为严文井的学生了，这又是一个

怎样的惊喜！

在一个周日的午后，我和另一个同学高尔品一

起来到东总布胡同60号严文井的家，规规矩矩地做

了文井导师的学生。

那时文讲所有一个奇怪的制度，就是周日只开

两顿饭，早饭延迟，晚饭提前，只少了一顿饭，却弄

得一天好像都在饥饿的煎熬中。可自从我当上了严

文井的学生以后，这种煎熬感就没有了，因为每次

从导师家出来，我都吃得心满意足。

中国的1980年，依然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而一代青年的饥渴，是从头脑到身心全方位的。我

的导师给予我的关怀与支持，也是全方位的。

就在这一年，举行了全国儿童读物评奖。文井

导师是评委会主任。虽然我对这类事从来不闻不

问，也一无所知。但我原单位的那些秋后算账派却

不肯闲着。他们生怕我有作品入围——因为我的一

本出版不久的儿童散文集《老水牛的眼镜》，除了文

井导师以外，也受到了儿童文学界的几位前辈如金

近、陈伯吹等人的好评。按说，参评作品要由各出版

单位推荐的，我那本小书正是上海少儿社出版的，要

排斥我，也很简单，不把我的作品送上去参评就够了。

可他们偏偏还不放心，又搞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到

文井导师那儿去告我的状。罪状是我企图打着文井

导师的名义招摇撞骗。一向温文谦和的导师突然大

声说：“明明是你们刊物的人写信来要求发表，我没

同意，怎么这也成了竹林的罪状！你们为什么要与

一个青年人这样过不去？她最近写了一篇很好的小

说《网》，是在我眼皮底下写出来的，我虽然也长胡

子，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替她执笔！”

导师告诉我这些事时显得很气愤，也许正是因

为忍不住气愤他才跟我说的吧。

让我意外的是，我那本小册子竟也评上了一个

三等奖。但是我没觉得开心，因为听说奖状和奖金都

由获奖作品的出版社颁发，也就是说，那位领导如此

整治我，到头来我还要向人家弯腰鞠躬，接受人家的

恩赐。

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对导师说，我

不去参加了，我情愿不要这个奖，也不能低下高贵的

头。我以为导师还会像往常那样支持我，不料他竟有

些生气，一下子严肃起来：“评奖不是哪个人的事，奖

状也不是他个人发给你的，但不去领奖却是你没有

度量。”

许多年以后，上少社的一位很著名的儿童文学

作家，也是参加那次儿童文学评奖的评委向我透露

了一个情况。原来，出版社并未将我的那本儿童散

文集送去评选，但评委中有人提名（按规定，评委和

各地作协都可以提名的），而且一致认为可以入围。

他们请示文井导师。文井导师说：“评奖是为了评出

真正的好作品，为了文学事业。符合标准的不要怕

阻力，不符合标准的，坚决不能拉进来。不要让人家

以为是我的学生而受了照顾，但也不应该因为是我

的学生而受排挤。”

我想，因为这样，我那部作品终于评上了一个

三等奖吧。

往事如烟，丝丝缕缕仍旧萦绕在心头。

导师处事就是这样的严肃认真，然而，在生活

中，他是十分亲切幽默的。他的谈话不时迸射出智

慧的火花。那时的他总是显得思路敏捷、分析问题

尖锐而深刻，一点也不像一个老人。

我的同学高尔品从不肯轻易佩服什么人的，然

而一次从严文井家里出来，他很惊讶地说：导师怎

么比我们还要思想解放？这在他就是至高的评价

了。以后，每每说起导师时，他口里都是溢美之词。

去导师家也成了我们盛大的节日。他口才好，跟导

师交流和交锋的总是他。我在一旁很安静地听着，

享用美妙的精神大餐。

往往谈兴正浓时，厨房里飘来一阵阵香味，少

顷，菜肴一盘盘上了桌，甚至还有酒。

跟导师对酌的也是高尔品。文学从沙发转移到

了餐桌，在酒香中发酵。

每样菜都可口，而我最喜欢的是师母烧的红烧

肉，油汪汪亮晶晶，入口即酥。

高尔品也是嗜肉之徒，有时，在去导师家路上

我们俩就嘀咕起来，今天不晓得师母会不会烧红烧

肉？那时，肉是凭票供应的，师母得攒多少肉票，才

能烧这么一碗红烧肉啊！我们真是太不懂事了。

可我们也真心想着要报答导师的。我以为最好

的报答就是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好的成绩，好让我的

导师引以为荣。但现实是残酷的。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境遇不好，成绩也平平，因此有机会去北京看望

导师的次数也不多。

1993年，我的长篇小说《女巫》在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在开研讨会前，我兴冲冲地提出要请文井

导师参加。可我的责编告诉我，严文井年纪大了，在

家休养，类似这样的活动他都不会参加的，我们也

不便去惊动他。我一听便有些惶恐，不再坚持己见

了。

又过了几年，我有机会来到北京，和萧乾先生

一起去看望导师时，才知道，虽然我不成器，可导师

对我的创作情况一直关注着，对那次未邀请他参加

《女巫》研讨会，还“耿耿于怀”呢。

我终于悟到，人的一生能出多少书并不很重

要，重要的是要诚恳、正直，富有宽广的胸怀和爱

心。这一点，在导师第一次给我写信时，就以他的言

传身教告诉我了。

这是我和导师的最后一次见面，时间是在上世

纪90年代。时光流逝，人间如梦，20多年一霎间。今

年正是导师的百年诞辰。每念及导师，我就会在夜

空里寻觅明朗的蓝天，因为我依然相信，在那里，导

师的眼眸正含着亲切温暖的光芒，在注视着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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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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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
形
态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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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元
珂

我的导师严文井
□竹 林

1937年6月，严文井的第一部散文集《山寺暮》由上海良友

图书印刷公司印行。该书5月15日付排，6月15日刊行，出版周

期为1个月；为靳以主编的《现代散文新集》（共12本）之一种；首

印2000册，定价3角；封面为120克铜版纸，大小为17.3厘米×

12.3厘米；杏黄色封底，白色字体“山寺暮”横排中间。初版本无

序跋，内收《山寺暮》《黑色鸟》《长城旅客梦》《给匆忙走路的人》

《平原的谣曲》《小雄及其他》《世故的小丑》《秘密》《阳光的记忆》

《风雨》共10篇。其中，尤以《风雨》影响最大。如今留存于世的

初版本已极为少见（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文库、巴金文库各藏一

册），又由于该书为小开本（“袖珍本”），薄薄一册，便于携带，其

版本收藏价值较为珍贵。

1983年9月，《山寺暮》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增订再版。首印

12000册，定价0.45元。浅叶绿色封面，封面大小为16.2厘米×

11厘米，上画晚秋荷叶，粗线条勾勒，别有一番“暮”之意味。书

名由吴祖光题写，“山寺暮”竖排封面左上侧。整体上看，再版本

的封面设计要优于初版本。再版本除保留初版中的篇目外，又

收入《三个晚上》《枯黑的手》《世界一点也不稀奇》《仅仅写了“一

天”的日记》《谈悲哀》《人与猫》《春夜过黄河》《旅行的开始》《我

吃了一串葡萄》等发表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作品。卷首有作者

1936年相片一张，卷末有《附录：过去生活里的一个涟漪》和《再

版后记》，现留存于世的再版本较多，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尤其

常见于孔夫子旧书网，其中不乏作者签名本、赠送本。

《山寺暮》的收藏价值越来越被看好，有两方面可供说明。

一、良友初版本现已进入版本拍卖市场，且市值成倍增长。其中

有两本曾出现于孔夫子旧书网，皆为八五品相。一册以起拍100

元，终拍530元的价格被拍走。从2011-08-22 21:39:07到

2011-08-25 21:05:00拍卖结束，出价达44次之多，以此可窥

见竞拍之激烈；另一册现仍在挂牌中，标价1000元，版本的稀有

性决定了其不愁买家。二、再版本中的签名本成为藏家的新

宠。文人之间彼此题名、赠书既是传统，也是交流方式。现流通

于市面的非签名再版本较多，价格基本在10元以下，但作者签名

本，尤其是赠给名家的签名本，则因其无形的附加值而出现了几

十倍的增长。我在网上见到过两本：一本是赠给李纳、朱丹夫妇

的，题赠时间为1984年2月23日；另一本是赠给周明的，题赠时

间为1984年 1月14日。李、朱、周都算文化名人，书价随之猛

涨，也合乎情理。前者现已删除，具体价格已查无对证；后者在

孔夫子网标价为500元，其价格已接近初版本的拍卖价了。这都

说明，1983年带作者签名的再版本已越来越引起收藏家的关

注。随着时间的推演，非签名再版本肯定会成为收藏的“热点”，

因为“小开本”、吴祖光的题字、有意味的封面设

计等等都赋予再版本以物质形态的独特性。

《山寺暮》的初版，展露了青年严文井的文

学才华，初步奠定其散文家的地位。初中时代，

他广泛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蒋光慈、郁达夫等

新文学名家的作品；高中时代受到“新感觉派”

影响，从《现代》中接触到乔伊斯、福克纳等人的

作品，并以其技法开始练笔；在北平图书馆当小

职员时代（1937年3月辞职），他广泛阅读了大

量外国文学作品，全面开拓了视野；1935年后，

受到沈从文、萧乾、靳以等京派文人的无私帮助

和慷慨提携……这都可表明，青年严文井的成

长及文学创作，更多受益于新文学精神的哺育

与引导。而11岁时受到国语老师表扬的作文

《春游》，14岁时写的纪念早夭的七弟的《表弟

之死》，以及以笔名“青蔓”发表的《三个晚上》

《枯黑的手》《晨行》等作品，都可见出青年严文

井在文学上的悟性和才华。早期的散文皆为有

感而发，不拘形式，达意含蓄，文字精练，透露出青年人的朝气和文体实验的锐气。

1937年，按章靳以要求，他从早期的作品中精选了10篇文章，结集出版。初版本里的

这些文章可看作是其对早期文学才华和创作成绩的一次集中显示。

《山寺暮》的初版，显示了京派文人之间的良好生态。收入这个文集里的文章，此

前多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武汉日报·文艺副刊》。这与沈从文的举荐，萧乾、凌

叔华的扶持分不开。他们合力推介一位年轻作家，并不遗余力地在创作和发表方面给

予指导、帮助，特别是沈从文写信劝导其“不要写得太多太快”、“多动手修改自己的文

章”的教诲，更是让严文井谨记并受益一生。至于沈从文每一两月就召集他们在北海

或中山公园喝茶、交谈的经历，则更是一段文坛佳话。1937年，靳以为严文井出版了其

文学生涯中的第一本书《山寺暮》，这对严文井的影响自是不小。而萧乾对严文井的文

学影响更是直接而深远。正是萧乾不遗余力的推荐，其散文《风雨》才被出版家赵家璧

收入《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选》。以上论述可以合并简化如下：严文井向名刊、名家投

稿→投给沈从文，但被其弃用→沈从文向萧乾荐稿→萧乾采纳、发表→萧乾将《风雨》

等文章推荐给赵家璧→赵家璧将之纳入选本。它将（作者）创作、（作品）发表、（流通）

出版、（读者）接受等四个要素的功能运演到了最佳效果。置身于这个流程中的严文井

及其作品得到最大化地传播。

当然，更凸显《山寺暮》地位的，还是它的艺术价值。这些作品以飘忽的意象、自由

的结构、不断跳跃的情绪和唯美、诗意的文字，既彰显了现代文学语言（特别是其中的

象征、隐喻、通感）向内指涉的魅力，也显示了“美文”这种文体在1930年代多元发展样

态中的一种可能向度。《山寺暮》《黑色鸟》《长城旅客梦》《阳光的记忆》，都像极了何其

芳《画梦录》的风格。在这几篇作品中，事物的有形与无形、情感的可言与不可言、精神

的“此在”与“彼在”，更多以“诗歌”方式呈现；《秘密》《小雄及其他》《世故的小丑》多用

小说的笔法，有故事、有人物、有场景、有对话，特别是那些有寓言意味的章节和含蓄抒

情、细致达意的段落，则更接近日常生活的表象和质理；《给匆忙走路的人》《平原的谣

曲》则分别具有哲理散文和抒情散文的品质，这种写法更多接近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散

文传统；而《风雨》共有14个章节组成，各章内容互不关联，整体样态（形式）近于小说，

但写法却是散文的。而从个别章节、句法看，它又是诗歌或散文诗的质地。总之，诗歌

中的抒情性、小说中的故事性、最前沿的欧美技法（比如“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文体

要素非常明显地内含于他的这些名为“散文”的作品肌理中。这综合生成了一种效

果——表达的纯粹之美与作家的内在心性互为表里，结构的形式之美与丰富的象征意

蕴相得益彰。

《山寺暮》的出版，也宣告了严文井唯美至上艺术时代的终结。1937年7月，中国

全面抗战的爆发，在启蒙与救亡、个体与集体之间，后者对前者的要求越来越峻急、合

理、合法。此后，包括严文井在内的“小京派”们奔赴延安，并在那里从事抗战文艺工

作，这不仅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也是一部分有志青年心向往之的事。然而，对于严文

井、何其芳、卞之琳这一类小知识分子作家来说，那种沉醉于个体诗艺和纯粹精神的审

美思维已经与延安的意识形态要求不相符了，故创作转型是必然的。长篇小说《一个

人的烦恼》的创作和出版，则标志着其身份和审美转向的基本完成。但他并没有沿着

这一条路继续走下去，而是另辟蹊径，将视角和精力转向儿童文学创作。

《山寺暮》的再版，也是预示文学“向内转”时代到来前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文学的

向内转，即从内部感觉和体验来把握和形塑外部世界，并以心理学意义的时空观念，经

营篇章结构，这样，语言、主题、情节等等都不再据守传统文法规则，而表现为突出的个

体化特征。虽然文学的主体性，向内转的整体风尚，在1985年后才逐渐显现，但其先期

表征已在创作和出版领域内发生了。文学创作中的”地下文学”、“朦胧诗”自不必说，

而在出版领域内，旧作再版和译著初版实际上更是走在了这种思潮的前头。具体到

《山寺暮》，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再版本已经视同为再创作了，这不仅因为里边重新收入

了10篇文章，从而改变了初版本的本初样态，还因为此版本的存在与1980年代前期人

文理念和文学本体论的再次萌发构成了某种关联。何以这样说？首先，《山寺暮》的再

版是新时期出版环境渐趋开放的结果。其次，再版本中的20篇散文，无论内容和风格，

确实与文学“向内转”后所展现的文学脉象有更多相似性。比如，在《我吃了一串葡萄》

中，主体的自我分裂，“我”与影子的相互驳诘，这与在80年代文学中屡屡出现的生者与

死者、人与灵魂之间的对话场景何其相似。早在30年代，严文井就已经实验过这类现

代艺术技法，其审美体验与语言实践的现代性，也可谓先锋而前卫。如果照此思路一

直写下去，谁又会否认他不会成为《画梦录》时代的何其芳呢？

严文井先生的几封亲笔信
□许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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