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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标志着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同月，北平、天津相继陷

落。随后，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了以江朝宗为

委员长的治安维持会。在国难声中，北平文化艺

术界人士纷纷南迁，但作为文化界极具影响力的

周作人没有出现在南下队伍中。不久，就传出他

参加由大阪每日新闻社举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座

谈会”的丑闻。1939年1月，他收下伪北京大学

图书馆馆长聘书。是的，他附逆了。这不啻一个

晴天霹雳！在此后几年里，他又陆续担任北京大

学文学院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

督办、常务委员、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日中文化

协会华北分会理事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

事长、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副统监

等一系列伪职，并随汪精卫一起出访伪满、日本，

觐见溥仪，拜见天皇，尤其是他慰问日本宪兵队、

特务机关、伤病院，并为之捐款；穿戴日本军服，

在天安门检阅青少年团分列式；以及每到一处必

致训词的官僚形象，都充分说明他成了一个不折

不扣的汉奸。

他兴办奴化教育，服务日军在华北的“治安

强化运动”，频繁参加亲满媚日的外事活动，与汪

精卫、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等伪国民政府要员

沆瀣一气，也都是有据可查，有史可鉴的。但周

是“文化汉奸”，其附逆行为，特别是“文化救国

论”极具迷惑性。他撰写一系列文章，探讨中国

的文化思想，企图将中国的儒家思想融入“大东

亚共荣圈”的轨道，至于他提出“伦理之自然化”、

“道义之事功化”，那不过是为其附逆寻找借口。

随便检阅他在1940年代的文章或讲话稿，我们

无法不与其汉奸形象挂钩：“中国人如何佩服赞

叹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于日俄战争如何祈望日本

的胜利，率真的说法比去年大东亚战争勃发的时

候还要更真诚更热烈几分……”（《留学的回

忆》）“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华北

反共最重要的工作，同时也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

业的唯一途径。”（《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

系》）“世界无论怎样转变，人总是要做的，而做人

之道也总还是求生存，这里与他人共存共荣也总

是正当的办法吧。”（《中国的思想问题》）“现在要

紧的是养成青年学生以及一般知识阶级的中心

思想，以协力于大东亚战争。所谓中心思想，即

大东亚主义的思想。”(《华北教育家笔上座谈》)时

至今日，总有些人试图为其“汉奸”罪名辩解，但

不管如何阐释，“汉奸”的帽子是摘不掉的。事实

上，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光辉形象至担任伪职那一

刻起便戛然而止了。

周作人的附逆遭到了文化界的强烈谴责。

1938年 5月 5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

国，对周作人的附逆展开了严厉谴责。影响最大

的还是5月14日发表在“文协”会刊《抗战文艺》

第4期上的由老舍倡议、楼适夷起草、郁达夫修

改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作人先生：
去秋平津沦陷，文人相继南来，得知先生尚

在故都。我们每听暴敌摧残文化，仇害读书青

年，便虑及先生安全。更有些朋友，函电探问；接

先生复书，知道决心在平死守。我们了解先生未

能出走的困难，并希望先生作个文坛的苏武，境

逆而节贞。可是，由最近敌国报章所载，惊悉先

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

会”：照片分明，言论具有，当非虚构。先生此举，

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

仁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

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

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

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

爱护，其如大义之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

天良。

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动或非出于偶然，先生

年来对中国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

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图书，与世隔绝之

人，每易患此精神异状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态度

之超然，深得无动于心之妙谛，但对素来爱读先

生文学之青年，遗害正不知将至若何之程度。假

如先生肯略察事实，就知道十个月来我民族的英

勇抗战，已表现了可杀不可辱的伟大民族精神；

同时，敌军到处奸杀抢劫，已表现出岛国文明是

怎样的肤浅脆弱；文明野蛮之际于此判然，先生

素日之所喜所恶，殊欠明允。民族生死关头，个

人荣辱之际，又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

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望能幡然悔悟，

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

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

赎，不难重予以爱护。否则惟有一致声讨，公认

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一念之

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

茅盾 郁达夫 老舍 冯乃超 王平陵
胡风 胡秋原 张天翼 丁玲 舒群 奚如
夏衍 郑伯奇 邵冠华 孔罗荪 锡金 以群 适夷
这封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有谴责，又有

期待。同时，分析时局，切中要害；言明利弊，力

透纸背。信末由郁达夫加上的“忠告”还是表达

了对其“归来”的愿望，但早已死心塌地追随汪伪

政权、充当日本侵略者“打手”的周作人早已不是

五四时期的那个“周作人”了。他在不归路上越

走越远，如此忠告对他又有什么用？尽管如此，

“文协”同仁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一事实，所以，在

《抗战文艺》第5期“编后记”中就出现了一则有

意思的声明：“上期本刊登有十八位作家给周作

人的一封公开信，希望他速即表明态度，现周氏

已有信寄此间友人，声明摄影是受骗，座谈会记

录则完全为日本记者所捏造。下期准备将周先

生原函制版发表，以明真像。”而在《抗战文艺》

第1卷第12期上，刊登了署名“记者”的《关于

周作人事件》一文，说明第1卷第5期“编后记”

中写“周氏已有信寄此间友人”系听徐霞村传言

以及陶亢德自香港来信谓周有《复十八家信》寄

汉，但实际上并未见到（引自《周作人年谱》第

405 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子虚乌有之事？

“文协”同仁对待周作人附逆一事，其心态的确

值得细细玩味。

周作人在文学界，特别是青年群体中的影响

力，丝毫不亚于鲁迅。周作人宿命般地成为各种

势力争夺的对象，这是由他的地位和声望决定

的。他的存在不由自主。他必须站在风口浪尖

上。他想做“隐士”，历史不答应；他想做“叛徒”，

历史双手欢迎。“五四”时期的“叛徒”形象光耀千

秋；抗战时期“叛徒”形象遗臭万年。这样，“文

协”同仁在其机关刊物《抗战文艺》上陆续发表了

一系列文章，不但声讨周作人的附逆，而且号召

文化界警惕“周作人主义”的危险。周作人的附

逆首先给青年人以一种“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

了、侮辱了似的心情”，带来心灵上的“痛苦”（唐

弢《帝城十日解》），也就必然引发他们对周作人

的强烈愤慨和谴责。孔嘉的《老人的胡闹》、独孤

胆的《对周作人“谢本师”的果有其人》、何容的

《丑》、艾青的《忏悔吧，周作人》集中表达了青年

一代的心声。“《忏悔吧，周作人》《老人的胡闹》等

“文协”青年作者的文以其时效性、论战性，较好

地配合了文化界的“反奸运动”。

抗战胜利后，作为民间组织的“文协”在文

化、出版领域首先开展了惩治汉奸的行动。

1945年12月9日，“文协”成立“附逆文化人调查

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关决议：凡担任伪文化官、

主编或出版伪书刊杂志，以及著述为伪方宣传作

品，从事伪教育文化工作，伪特务文化人员，在敌

伪控制下文化机关团体中工作和其他不洁人

物，都在附逆文化人员范围之内。同时决议处

理附逆文人办法如下：（一）公布姓名及其罪行；

（二）拒绝其加入作家团体及其他文化团体；

（三）将附逆文化人名单通知出版界拒绝为其出

版书刊；（四）凡学校、报馆、杂志社等等，一律拒

绝其参加；（五）编印附逆文化人罪行录（姓名、

著作、罪状），分发全国及海外文化团体；（六）要

求政府逮捕公开审判。（见《抗战文艺》终刊号）

依上述条款，周作人每项皆符。1945年12月6

日，周作人因汉奸案被国民政府逮捕，被关押于

由“中统”特务管理的北平炮局胡同监狱。

1946 年 5 月 27 日，被移送南京老虎桥监狱。

1947年 7月 9日、8月 9日、9月 13日接连进行

了三次公审，1947年11月16日，国民党首都高

等法院以“周作人共同同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

处有期徒刑 14年”。在审判期间，茅盾、姚蓬

子、何其芳、冯雪峰、孔令镜、唐弢等左翼文人坚

决批判周作人的附逆行为及其思想。1947年

12月后，周作人对首都高院的判决不服，上诉

至南京最高法院，要求考虑以下证据：1、他被指

定为“留平教授”，委托管理校产，设法保全理学

院，忍辱负重，护校有功。2、他抱定学校可伪，

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伪之宗旨，抵抗

奴化不遗余力。3、发表论文《中国思想问题》，

抵制敌人企图奴化中国人的思想，并被片冈铁

兵指认为“反动的中国老作家”。后附有经由

14位教授呈示的《周作人服务伪组织之经过》

一文，证明其“保护文化，确有实绩”，要求法院

重判（《周作人年谱》第527页）。此外，再加上

国民党北平地下组织成员出庭为其作证，证明

其掩护过他们，蒋梦麟、胡适及北京大学出函证

明其保护校产有功。1947年 12月 19日，国民

党最高法院重判周作人有期徒刑10年。这表

明，这些有力的证据被最高法院考虑进去了，

最后还是做出对其有力的判决。今天看来，法

院以“汉奸罪”判处 10年徒刑，已是网开一面

了；1949年 1月 26日，他被交保释放；新中国

成立后，他又被新政府所特赦。按理说，周作

人的“待遇”，与其罪责相比，已经相当不错

了。然而，他依然不承认自己的“汉奸”身份：

“说是离经叛道，或是得罪明教，我可以承认，

若是得罪民族，则自己相信没有这意思。”“我

不相信守节失节的话，只觉得做点有益的事总

是好的，名分上的顺逆是非不能一家，譬如受

国民政府的委托去做‘乱’的特务工作，决不能

比在沦陷区维持学校更好。”（《周作人致周恩

来信》）周作人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汉奸”，其

特殊性就在于，他常打着“文化救国”的旗号招

摇撞骗。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文化界似乎也有镜

鉴意义。

周作人附逆与“文协”反奸
□麦 冬

提到“文协”,我们自然会想到老舍先生。可以说，他对于

“文协”这个组织从筹备到成立，从推动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

到繁荣抗战文艺创作，从开展各类文艺理论争鸣到组织战地

作家访问团，都起到了非凡的中坚作用。邵力子、郭沫若、茅

盾等29人签名的《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缘起》中说

道：“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与发展，主要便是他所护育的顶

大的成果。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茅盾先生在《光辉工

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中也提到，“那时候，全国文艺界抗敌

协会正在筹备，老舍先生置个人私事于不顾，尽力谋‘文协’

之实现。我们那时的几次见面，所谈亦无非此事。如果没有

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

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

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也是文艺界同人

的公论。”

“文协”工作岗位上的老舍先生

自文艺界人士决定成立“文协”临时筹备会起，老舍先生

就日夜筹措、奔走四处，以筹备委员的身份投入到了工作中

去。他专门撰写了《写家们联合起来！》《联合起来》两篇文章，

阐述了日寇大敌当前，文艺界人士要团结起来，为了让文艺在

抗战救国中更好地“尽宣传上激励的责任”。他在“文协”《发

起旨趣》中号召文艺界用铁笔做成“笔阵”，“把分散的各个战

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

笔来发动群众，捍卫祖国。粉粹寇敌，争取胜利。”“文协”筹委

会成立后，老舍和吴组缃负责起草成立大会宣言书，并与王平

陵以正式筹备会名义分致各地文艺界负责人的公函。期间，

筹委会多次会议老舍先生无一缺席。1938年 3月 27日“文

协”正式成立，主席团由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老舍、胡风等

十余人组成。之后，老舍先生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并兼任总务

部主任，“分掌文书、会计、庶务、交际等事宜。”此后，老舍先生

连续被推选为总务部主任,奠定了其在“文协”中的核心地位，

逐渐成为了文协的实际负责人。从根本上说,这种核心地位

的确立，来自于老舍先生多年“文协”工作历程中展现出的高

风亮节与艰苦奉献精神。“文协”成立后，很多常务理事由于个

人工作原因，并不能承担协会的一些具体事务，因此“文协”正

常工作的运转就交给了总务部。虽然这增加了身为总务部主

任的老舍先生身上的工作量，但无形之中也提高了总务部与

老舍先生在“文协”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文协”撤离武汉迁

到重庆后，“文协”绝大部分工作都压在了身为“自由写作者”

的老舍先生身上。此时的他，怀着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了“文

协”的工作中去，不仅要处理“文协”的日常事务，还要把“文

协”对抗战期间文艺运动的领导和组织作用落实为具体的创

作行动,从而推动全国抗战文艺的发展。这种勤奋、热情的工

作精神,成为“文协”在抗战中得以存在乃至迅猛发展的关键,

而老舍先生也最终赢得了“文协”成员们的普遍敬意与钦佩。

以群在《我所知道的老舍先生》中谈到“几年来,为了文艺界的

团结,为了‘文协’的工作,他不知费去多少心力。奔走,求情,

乃至叩头,作揖,只要是为了‘文协’,他从不推辞；碰到困难也

从不退避。”老舍先生第二次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后,文协常务

理事会决定：一是“以后关于对外一切事宜,不及开会决定者,

由总务部斟酌办理”，二是“对国外发函,由总务主任及国际文

艺宣传委员会主任签字”（《会务报告》，《抗战文艺》第4卷第

3、4期合刊）。由此一举奠定了老舍先生在“文协”工作中的核

心地位。这来自于他为“文协”工作所付出的努力与热情,以

及建立在此基础上“文协”同人的普遍认同感。

“有关”与“无关”中的老舍先生

对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是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影响较大的一次论争，而主角正是“文协”诸君。1938年12

月1日，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发表了一篇名为《编

者的话》的文章，其中有“文字的性质并不拘定。不过我有几

点意见。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

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

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

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

益处的”。此文一出，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文协”诸君

对梁实秋的口诛笔伐，也就是“有关”与“无关”之争。事件发

展至后来，鉴于当时重庆确实有一股国民党妥协派的投降政

治逆流，有人不惜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批评梁实秋。此时，身

为“文协”重要领导人的老舍先生却洞若观火、理智而明晰地

参与到了这场论证之中。

其实在梁实秋使用上述字眼论述抗战文艺之前，老舍先

生就睿智地提到过类似问题，承认“抗战以来的文艺，无论在

哪一方面，都有点抗战八股的味道”。但同时，他结合当时的

抗战情势，剖析了所谓“抗战党八股”存在的理由，“抗战八股

总比功名八股有些用处，有些心肝”。（老舍，《制作通俗文艺的

苦痛抗战文艺》第2卷第6期）也就是说，“文协”及老舍先生已

经意识到了抗战文艺作为战时的衍生品，是存在自身的先天

不足的，他们也致力于去寻找解决的方法与途径。老舍先生

起草的给《中央日报》的公开信，也道出了这场论争的实质，在

这篇文章中老舍先生指出，梁实秋之所以受到批判，其根本原

因是忽略了“文协”的存在，忽视了“文协”领导下的全国的抗

战文艺活动，竟有“‘不知文坛座落何处，大将盟主是谁’等语，

态度轻佻，出语儇薄，为抗战以来文艺刊物上所仅见”，“本会

虽事实上代表全国文艺界，但决不为争取‘文坛座落所在’而

申辩，致引起无谓之争论，有失宽大严肃之态度”。“今日之事，

团结唯恐不坚，何堪再事挑拨离间，如梁实秋先生所言

者？……在梁实秋先生个人，容或因一时逞才，蔑视一切，暂

忘却团结之重要，独蹈文人相轻之陋习，本会不欲加以指斥。

不过，此种玩弄笔墨之风气一开，则以文艺为儿戏者流，行将

盈篇累牍争为交相谇诟之文字，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

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目前一切，必须与抗战有

关，文艺为军民精神食粮，断难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辩；本

会未便以缄默代宽大，贵报当有同感。”（《中国现代文艺资料

丛刊》第1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此文一出，老舍先

生既代表“文协”为这场论证定了性质，向各界昭示“文协”之

于中国抗战文艺的领导地位，显示了维护抗战文学运动方向

的决心，展现了“文协”参与抗战文艺活动的实力，同时也委婉

的提醒“文协”诸君不要一味“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在事

实上要求停止对梁实秋的批评。

“旧瓶装新酒”之争中的老舍先生

“文协”在全国发动的一个大型文艺运动，就是在“文章入

伍，文章下乡”的口号下，领导作家为全国的普通民众与士兵

编写通俗性抗战读物。在这场活动中，“文协”积极探索通俗

文艺作品的创作方法与理论建构，同时借助通俗读物编刊社

的力量，向社会各界介绍推广该社“旧瓶装新酒”的创作理论，

从而顺应抗战紧张形势，把已有的抗战文学发展趋势通过创

作与理论指导转化为“文协”自身的组织能力与领导能力，再

顺势将这种潮流扩展为全国性的文艺运动。在这场如火如

荼的运动中，针对如何为通俗文艺进行评价等问题上，“文

协”同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旧瓶装新酒”的创作理论产生了冲

突，甚至在“文协”内部也出现了三种不同立场，出现了“民族

形式”之争。首先对“旧瓶装新酒”发难的是“文协”的胡风。

他召集《七月》社座谈，对上述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坚

持五四新文学的基本方向，反对利用旧形式进行创作。他担

心，在抗战汇总快速发展的通俗文艺会借助特殊的历史环

境，将其自身塑造成体现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代言人，从而

威胁新文学的存在与发展。针对胡风的这种论点，茅盾进行

了反驳，他认为这种旧形式的利用，是新文学发展的一个环

节，是新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本意在于，不是为“旧

瓶装新酒”作解释，而是从根本上就取消了这种旧形式独立

存在的可能性，将其直接置于新文学框架之内。而老舍先生

则认为，通俗文学的出现，其最大功绩便是便于抗敌宣传，

“并不是要把文艺和图画全都通俗化了，只许通俗，不许干别

的”，（老舍：《释“通俗”》，《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

社，1999年，第564页）用其取代新文艺。因此，“写通俗文

艺是尊重教育程度稍低的读者，与表现抗战文艺的热烈，此

处别无企图”。（老舍：《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抗战文艺》第2

卷第6期）也就是说，老舍先生认为通俗文艺的异军突起，完

全是因为在特殊的环境下，它能够在普通民众与军人中更易

于进行文艺宣传。“旧瓶装新酒”的神奇之处在于它的宣传价

值而非艺术价值。老舍先生的这些理论主张一方面驳斥了胡

风对“文协”发动与支持的通俗文艺的否定，维护了通俗文艺

活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说明了使用旧形式创造通俗文艺作

品，是因为它是向民众宣传抗战的利器，具有极高的宣传价

值，是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而不得不采用的一种临时性手

段。由于其自身艺术价值的先天性畸形，也就使其无法阻碍

和威胁新文学的发展。相对于胡风对“旧瓶装新酒”的误读和

茅盾所秉持的新文学一元化立场，老舍先生的看法坚持了新

文学本位立场，同时也肯定了“旧瓶装新酒”在抗战文艺活动

中的宣传价值。

“文协”时期老舍先生的创作

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下，“文协”时期的老舍先

生创作了大批以抗战为主旨，迎合民间大众审美趣向的作

品。这些作品多为通俗文艺创作，形式多样，有鼓词、京剧、通

俗小说、相声、坠子、新三字经、诗配画、新洋片词等。其中鼓

词作品最多，京剧、通俗小说次之。老舍抗战时期最重要的通

俗文艺是一部作品集《三四一》，三篇大鼓词（包括《王小赶驴》

《张忠定记》《打小日本》）四出京剧（包括《新刺虎》《忠烈图》

《烈妇殉国》《王家镇》）一部通俗小说（《兄妹从军》）。这些作

品主题大都与歌颂抗战、激发民众斗志有关，充分迎合了“文

协”的创作宗旨，达到了为抗日进行宣传的效果。但是这些作

品也是建立在老舍牺牲自己的艺术才华基础之上，但在国破

家亡的民族危难境遇之下，为了动员广大的民众抗日救国，再

多的无奈与痛苦也要默默按下，无畏而勇敢的扛起为抗战进

行写作的大旗。老舍先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迎合了时代的精

神，配合了“文协”所提倡的审美趣向。据统计，抗战八年，全

国多幕剧创作的总数量约为120部，而老舍先生一人就创作

了9部之多，全部是抗战题材的剧作，分别是独立创作《残雾》

《张自忠》《大地龙蛇》《面子问题》《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

庆》，与宋之的合写《国家至上》，与赵清阁等人合写《桃李春

风》《王老虎》。这些作品都有一条很明显的主线,那就是国家

至上，国家利益、抗日救国重于家庭、个人以及和平时期的民

族隔膜、政党纷争。同时国家的含义，也不仅仅是地域上的意

义，而是包孕着更深更厚重的文化承袭。老舍先生对文化的

思考并未因战争和抗日宣传而中断,而是一如既往地贯穿在

老舍的剧作中。

诗歌虽不是老舍先生最擅长的文学题材,但老舍在创作

上述之余,还写了大量的新诗和旧体诗、散文随笔等。新诗中

最为宏大的是长诗《剑北行》,全篇用韵,长达6000余行,叙写

了他1939年随慰问团访问蓉城、洛阳、南阳、襄樊、西安等地

的见闻。老舍先生在“文协”时期的新诗,大部分都是抗战题

材,这一点从其诗歌名称就可窥一斑：《保民杀寇》《保我河山》

《丈夫去当兵》《从军乐》《抗战民歌》等。老舍先生在“文协”时

期的小说创作,主要有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以及短篇

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等。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抗战，反

映了当时各阶层民众的“众生相”。总之，“文协”时期的老舍

先生，创作作品数量之多，体裁之丰富，在其创作生涯中都是

独一无二的。这些作品宣传色彩浓烈,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

特点,并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鲜明的国家观念。

老舍先生与“文协”
□刘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