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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七月派”的掌门人，胡风既编辑过《七月诗丛》，也编
辑过《七月文丛》。只是由于该流派的人员构成偏重于诗人及
其随之而来的研究指向问题，致使一“诗”一“文”虽同在“七
月”名下而后者远不及前者受青睐被重视。此为“用进废退”之
造化结果，本无由也无力干涉，偏是文学馆收藏有《七月文丛》
的几册著作版本，便信手拈来略作介绍，聊作对于不该被忘却
者的一点纪念。

《0404 号机》 小 说 戏 剧 集 。陶 雄 著 。民 国 二 十 九 年
（1940）六月初版。海燕书店出版。胡风主编《七月文丛》第二集
之一种。内收《天王与小鬼》《0404号机》《未亡人语》《夜曲》《总
站之夜》《某城防空纪事》等6篇作品。无序跋。

《求爱》 小说集。路翎著。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二月初
版，印2000册。海燕书店出版。上海海燕、群益、云海联合发行
所总经售。胡风主编《七月文丛》第一集之一种。内收《王家老
太婆和她的小猪》《瞎子》《新奇的娱乐》《草鞋》《滩上》《悲愤的
生涯》《老的和小的》《棋逢敌手》《英雄底舞蹈》《俏皮的女人》
等23篇。卷末有《后记》一文写道：“这里收集的二十几篇短小
说，是一九四四年到现在两年内所写的。……这些小说里所写
的都是攀住历史底车轮的葛藤，但既然人类是在生活着，这里
面是也有着历史力量底本身的。这固然是一个平庸的世界，没
有英雄主义底实现也没有或种高贵而神奇的情操，但就在这
个平庸的世界底各种现象和碎片之下，是有着一股强大的激
荡的，恰如在破船之下是有着海洋底激荡一般。……路翎 一
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 南京”

《受苦人》 小说集。孔厥著。民国三十六年（1947）一月初
版，印2000册。海燕书店出版。上海海燕、群益、云海联合发行
所总经售。胡风主编《七月文丛》第一集之一种。内收《调查》

《收枪》《过来人》《追求者》《老人》《朱苦鬼》《老会长》《郝二虎》
《凤仙花》《二娃子》等 13篇。卷首有《题记》一篇写道：“‘受苦
人’，是陕北土话‘农民’的意思；用来作书名，是因为这里大部
分人物，都是陕北的农民。……孔厥 一九四六年春于延安”

《她也要杀人》 长诗。田间著。民国三十六年（1947）二月

初版，印2000册。海燕书店出版。上海群海联合发行所总经售。
胡风主编《七月文丛》第一集之一种。作品共有4章。无序跋。

《人生赋》 小说散文集。杨力著。民国三十六年（1947）四
月初版，印2000册。海燕书店出版。上海群海联合发行所总经
售。胡风主编《七月文丛》第一集之一种。内收《人的悲哀》《嘉
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人生赋》《我乡》《理想主义者》《剩余价
值论》《更下》等7篇作品。无序跋。

《结合》 小说散文集。晋驼著。民国三十六年（1947）六月
初版，印1500册。海燕书店出版。上海群海联合发行所总经售。
胡风主编《七月文丛》第一集之一种。内收《我爱骆驼》《蒸溜》

《生长》《结合》《李校长》《尉迟先生的苦闷》《两条路》等7篇作
品。无序跋。

《锻炼》 诗集。鲁藜著。民国三十六年（1947）九月初版，
印1500册。海燕书店出版。上海群海联合发行所总经售。胡风
主编《七月文丛》第一集之一种。内收《锻炼》《一个新战士的故

事》《一个同志的死》《老连长和他的儿子》等4篇作品。无序跋。
除此之外，还有个别虽未收入《七月文丛》但也同样是经

由胡风扶持帮助才得以创作、出版的“七月派”作家的作品，如
《崖边》等。

《崖边》 小说集。彭柏山著。民国二十五年（1936）八月初
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二集之
一种。内收《崖边》《皮背心》《忤逆》《夜渡》《枪》等5篇作品。无
序跋。

该小说集中的《崖边》为中篇，系彭柏山的处女作。当其创
作初始，彭柏山正处于食不果腹的困难中。是胡风将其情况告
知鲁迅，由鲁迅拍板，每月从“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款项中提
取几块钱给他做生活费，才使其创作活动得以继续进行。小说
完成之后，鲁迅又亲自出面推荐给《作品》，于1934年6月发表
于该杂志的创刊号上。其后不久，胡风将该小说翻译成日文，
又是经过鲁迅的努力，日本的《改造》杂志于1936年刊登了这

篇小说。
如果说彭柏山的处女作 《崖边》“是“较早反映苏区人

民生活的写实篇章之一”，那么他的代表作 《战争与人民》
则是以1946年七八月间，江苏中部 （简称苏中） 的解放军，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自卫阶段所取得的七战七捷为题材，
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作者
语）。

《战争与人民》 长篇小说。全书共分三部。第一部主写泰
兴、宣家壁战役，表现解放军的积极防御；第二部写主力部队
撤离黄桥地区后，地方党领导人民群众坚持敌后斗争；第三部
以解放黄桥为中心，表现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反攻。其故事梗概
是：1946年7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向华东、华北解放区发
动进攻。汤恩伯指挥国民党15个旅、12万人进犯苏中解放区。
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团——老虎团，在黄桥地区打响解放区自
卫战。“老虎团”一营一连一排长名叫季刚，他妻子丁秀芬是乡
妇女委员会主任。季刚随部队行动，秀芬被派遣打进泰兴城内
侦察敌情。老虎团开进了黄桥镇，大战在即。城里的敌人宣布
戒严，秀芬被困在城中。解放军包围了泰兴城，战斗中季刚负
伤，被送往后方医院。秀芬牵挂丈夫的伤势，又为丈夫的勇敢
高尚所感动。敌人集结兵力，解放军暂时撤出黄桥，还乡团涌
了回来，秀芬家的房子化为灰烬。民兵队长负伤，秀芬担任了
队长，带领民兵队战斗。敌人用卑鄙手段抓住了秀芬，秀芬受
尽酷刑坚贞不屈。季刚伤愈归队，黄桥镇被解放军全面包围。
激烈战斗之后，镇中学钟楼上竖起了白旗，老虎团整个部队雄
赳赳开进黄桥，秀芬被解救，季刚却又负伤住院了。

作为“七月派”众多作家的众多作品之一，《战争与人民》
也许算不得如何出类拔萃。但因为该作品出自“胡风反革命集
团”中在党内职位最高的成员之手，便有了独具的意义和价
值；又因为该小说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影响而迟迟不能问
世，直到作者撒手人寰差不多15年之久的1982年5月，才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个中的悲剧内蕴，便是不厌其烦地将
其介绍于此的理由——在此特作说明，以求读者理解。

彭柏山（1910.3-1968.4），原名彭冰山。湖南
茶陵人。作家辞典介绍他：少年读私塾。1925年考
入长江工业学校艺徒班学习。1929年就读于上海
江湾劳动大学政治经济系，并开始创作。后因参与
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1931年加入“左联”领导下
的文艺研究会，继而担任“左联”大众教育委员会
书记，创作上得到鲁迅的鼓励和帮助。1934年发
表了最早反映苏区人民斗争生活的短片小说《崖
边》。同年被捕，1935年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获释后参加新四军，至全国解放一直担任
政治宣传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华东军
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因

“胡风问题”受到株连多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
1980年恢复党籍和名誉。留有描写解放战争初期
华中解放区军民英勇作战的遗著《战争与人民》。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品中，有关彭柏山的
文物，除了《崖边》《战争与人民》等著作版本以及

《兴明结 十年有感》诗稿之外，还有他写给胡风
的61封亲笔信。信写得都很长，密密麻麻又工工
整整的小字如蚁排衙，把每一页笺纸都填塞得满
满当当。谈战争，谈生活，谈工作，谈思想，谈刊
物，谈作品……真诚深厚的友谊，就在这洋洋洒
洒的文字之间流淌着，流淌着。遥想“胡风反革命
集团”案发当时，彭柏山为保护老友，一把火烧掉
了胡风写给他的几十封信；不承想他写给胡风的
几十封信却因为被查抄而得以保存，于始料不及
间为历史留下了一份血肉鲜活的见证。

1937 年 8 月 13 日淞沪事变发生之后，中国
军队对日本侵略者的奋起还击，让上海滩头群情
振奋同仇敌忾。爱国文化人以笔为枪投身疆场，
集合于保国保种救亡图存的旗帜下，在炮火连天
硝烟弥漫中，创办起一批宣传抗敌御侮的报刊杂
志，如胡风的《七月》等。《七月》以抗战爆发的日
子命名，表明其旨在以宣传和鼓动神圣的民族革
命战争为己任。它始创于上海，继之到武汉、到重
庆，跟随胡风辛苦辗转，两次休刊两次复刊，经历
了 4 个多年头的艰难岁月，培养起一大批诗人、
作家，如贺敬之、邹荻帆、牛汉、曹白、丘东平
等——当然，彭柏山也是其中的一名干将。

《七月》（周刊）在上海时，彭柏山在第2、3两
期上分别发表过战讯《苏州一炸弹》和《一·二八
的两战士》；《七月》（半月刊）到了武汉后，他在第
1集第1、5期和第2集第2期以及第3集第5、6期
上分别发表了散文《活的依旧在斗争》、小说《一
个义勇队员的前史》、战讯《从上海寄到武汉》、散
文《贺绿芸君的脱险》和小说《某看护底遭遇》；

《七月》（月刊）落户重庆了，他又在第 4集第 2、4
期和第 6集第 4期上分别发表了小说《叉路》、散
文《晚会》和《我对于写作的学习》。战争正进行得
如火如荼，“生活实在是动荡得太厉害了”，他整
天“忙于跑街，简直写不成文章”，“有可写的材
料，但是精力与时间，无论怎么努力，没有法子转
换过来”，要他“经常投稿，很是困难”。他对胡风
说：“接到你催稿的信，已经是第三封了。可是我
的生活，还是没有法子静止下来。这里第一道防
线已经后撤，空气是异常紧张。要稳定这种局势，
差不多每个人用尽自己的精力，方渐渐有些转
机。曹白每晚上去前线，有时一二天找不到睡觉
的机会。”“我的生活，近来好像绞在风车上的纸
鸢，既失去自制的能力，又不能不跟着旋转。从旁
看去，似乎轻松；但在我自己，却有说不出的吃
力。所以一天到晚，不是在马路上，就是在朋友的
家里；不是在办公处，就是在课堂上。有时，弄到
晚上11点钟回家。在电车上，眼睛已经不大能够
睁得开了。一进门，躺在藤躺椅上，好像一个天大
的疲倦落在身上，什么也不想动，甚至衣服也懒
得脱，就睡下去了。一到第二天早上，隔壁小小孩
子一哭，我又得爬起来了。”彭柏山的作品，就在
这种情景下一篇篇创作出来，正如他对胡风所承
诺的：“我一有空，就不会忘记我的责任，更不会
辜负你的厚望。”

在给胡风的信中，彭柏山所谈内容十分丰
富。鲁迅冥辰周年，他报告：“为了布置这个纪念
日，跑了好几天。原来布置了一个庆（原文如
此——笔者注）大的运动——鲁迅棉背心，鲁迅
奖章，为纪念鲁迅向日法西斯文化抗议的签名以
及昨天青年会的讲演。今天下午在浦东大楼，还
有一个聚餐，预备在会议上产生一个什么组织。”

“其他几项纪念办法，因为胡愈之把老潘说的‘不
要扩大纪念’的一句话传做‘不要纪念’，几乎把
我们的布置全部压倒。经过一番争吵，后来还是
纪念，大部分由几个青年团体去办了。”他“附带
告诉”胡风：“目前上海文化界，对于陈独秀、张国
焘、周作人，这三位老角色的怪相，画得像戏台上
的白鼻子一样。真是所谓‘人必自侮，而后人
侮’。”他参加新四军“军部巡视团”“去巡视地方

工作”，“经过京沪路、长江直达扬州，为时二月零
五天”，“从江南前线平安地归来”后，他写道：“过
京沪路时发生激烈战斗，有一个女同志掉在铁路
旁边。结果，在冒险的情况下，由我把她背在肩
上，好像□□似的驮着过铁路，而我手里却拿着
一条驳壳枪，听着枪弹从头上横过。想起来，是很
可怕的，然而在当时，却似乎做游戏似的走过去
了。”他说此行“途中颇苦”，而“所得极为丰富”，
于是“打算从明年元旦起，开始写一篇四万至五
万字的中篇小说，预定在三月底脱稿”……总之
都是一些完全来自生活真实的文字，它们因为记
载了事物的原生状态而不可替代而珍贵无比。值
得特别提出的是产生于 1949 年的两封信，因为
间接反映了胡风在时代转换之际的内心轨迹而
为其中的至关重要者。请看其一：

胡风兄：
上海两次来讯，均收到。《鲁迅全集》是我渴

望多年而未能得的书。这次有了，我特地找到书
柜装起来，慢慢细看。本来，《解放日报》约我在鲁
迅逝世纪念日写篇文字，这一来，我不写了。最深
刻的纪念，是研究他的文集，提高自己，提高战斗
力。你以为对么？

在《希望》二集，我看到东平的信，也看到你
的纪念文。可是不久，也是十月，就是他牺牲的纪
念日。那天，非常偶然，正是我带队在那个庄上被
敌人包围。战至黄昏，我率队突围了。我的战友却
莽然地跑进那个庄子去避敌，结果，把他那个非
武装的战斗队，当作我这个武装战斗队，打散了。
我活着，他牺牲，从此，我们分（手）。为了纪念他，
我把他的遗作《茅山下》，在肩上足足（掮）了三
年。其中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唯恐我死在敌火
下，把他的遗作丢了，特地用我最可靠的运输员

（掮）着留在后方。一到战斗结束，我自己又（掮）
上，直至抗战胜利后，我代他印出来。那印刷的条
件，是恶劣的，但我纪念之意，也只有我自己才知
道。现在战争胜利了，大家忙于开庆祝会去了，文
坛上，却没有想起那些在血泊中沉默下去的战
士。那么，我还写什么纪念文呢？

你的处境，虽未面谈，但从我多年斗争经验
中，自可想到一二。我托朱明带的口信，那意思，
就是要使你的工作，更能使得党的组织的领导，
使得党的政策能和每一件具体工作相结合。在个
人，则是身心愉悦，更能奋发前进。

“坚持真理，服从组织”，是毛泽东的战斗的
法宝。这些年来，我从实（际）生活中完全体验到
毛泽东的伟大，我们是幼稚得多了。因此，你不要
为个别党内的作风不纯的同志，而阻塞自己的去
路。既然周副主席和你有联系，你可把你所要说
的话，用书面式口径向他表白。打破领导与你之
间的隔阂，对你是极为有益的。毛泽东是一个久
经风霜的人，所以毛泽东的党，是能深切的体贴
人情，而又是最富有正义的。这里任何顾虑，是不
必要的。至于旁人的那种冷眼或狭窄，可以一笑
置之。总之，这次在平，应解决组织与工作问题，
如果需要我之处，我是极愿以负责的态度，说明
我们十多年来的关系，我想，用不到，也就不必
要。浅近之见，不知吾兄以为何如？

欧阳山兄在平么？我寄了一本《任务》给他，
不知他还有意思看么？

我呢？恐怕要长期生活在部队中了。更加上
同事，多年患难相处，如兄如友，也就不愿走了。
匆匆握手、握手。

刚写好信，接到你九·十七来信。
柏 山

（1949）九·二十一日
这封信，是对胡风“上海两次来讯”的回复。
1949年元旦过后，胡风由香港动身北上，先

东北而华北，继之于 3 月底抵达北平。在北平住
了几个月，直到第一届全国文代会闭幕，才于 8
月 2 日回到上海，一个月后又应召再赴北平。他
给彭柏山的“两次来讯”，应该就写于他从北平回
到上海小住期间。由于原信已付之丙丁，无法确
知他写了什么，但从彭柏山的回复中，并不难分
析推测出其基本内容——他一定与他谈到了自
己的“处境”，而那处境则一定是很不如意的，比
如受到了“旁人的那种冷眼”，比如遭遇了“个别
党内的作风不纯的同志”等等，以至于使他不能

“身心愉悦”，无法“更能奋发前进”甚而至于“阻
塞了”“自己的去路”。而这种分析推测，可以从他
写给夫人梅志的信中得到佐证：“我多么希望回
来看你们……然而，非得等着开这一个会不可，
有些像非还不可的一笔债一样。在政治任务上，
这个会是必要的，但看一看情形，从蒋管区来的
一些奇怪角色，成绩是不会有的。当然，政治号召
总可以做到，现在是谁都愿意插进革命关系里面
来的。至于我，十几年来所结的仇都要碰面了，真
是难得的机会。但你放心，我愉快得很，不会被他
们影响心情的。”（《胡风家书》）说是“愉快得很”，
但要见的人要办的事，无一不是非己所愿因而无
一不是被驱才动的，心情能不受影响吗？兴致勃
勃而来，满心以为非己莫属的担当，却早有他人

“捷足先登”取而代之，而且那些人又极可能在他
看来多是勉强“插进革命关系里面来的”“一些奇
怪角色”，心里能服气能舒坦吗？这是常人之情，
一个敏感的性情中人更何以堪？从这个意义上
说，胡风当时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
彭柏山对他说：“你的处境，虽未面谈，但从我多
年斗争经验中，自可想到一二。”

彭柏山这里所谓的“多年斗争经验”，是应该
包括他与胡风交往多年的“经验”在内的。早在

《七月》初期，胡风就一直生活在一种自我臆测的
四面楚歌之中，他不断给彭柏山写信诉说着自己
和《七月》的不安全感以及由此而生的苦恼，彭柏
山则不断地回信安慰、劝说以为之减负：“你说，
七月同人，大家侧目而视，那话是没有根据的。我
们 还 要 站 在 什 么 地 方 ，人 才 正 视 我 们 呢 ？”

（1937.10.19）“‘冯公的作法’，你是指的汉口？还
是上海的这位先生？……你说，他对你实有妨碍。
我不知究竟有无事实。照我推想，他的能力所能
牵连到的范围，实在太小了。希望你不必介（意），
放心。”（1937.11.1）“汉口环境黑暗，这是意中事，
不过你还是多相信自己，少应付环境。……至于

《七月》内部，我敢信，是没有人有能力来捣我们
的蛋的，你放心好了。”（1937.11.20）“到现在，我
以为作者和读者，应当有进一步的联系了。也许

你还顾虑那些‘小气鬼’的捣乱，恐怕有头无尾。
其实，这是太为自己着想了。……并且有时候，你
就把黑暗的势力估量太高，反而把自己光明的心
遮蔽得阴沉了。”（1938.1.5）正是基于这样的了
解，这一次彭柏山才又不厌其烦地劝说胡风：“要
使你的工作，更能使得党的组织的领导，使得党
的政策能和每一件具体工作相结合。”“坚持真
理，服从组织”，“不要为个别党内的作风不纯的
同志，而阻塞自己的去路。”“既然周副主席和你
有联系，你可把你所要说的话，用书面式口径向
他表白。打破领导与你之间的隔阂，对你是极为
有益的。”

这封信“刚写好”，就接到了胡风的“九·十七
来信”，是胡风再赴北平之后所写。由此至11月7
日之前，胡风还另有一信给彭柏山，可惜两信内
容都不得而知，只能从彭柏山写于“十·十”的复
信中，看出胡风的心情一直很沉郁，因为彭在那
封少见的短简中，除告诉胡风自己的部队“已打
下了长山岛，完成任务回徐州”之外，还发表了对
胡风工作安排的看法：“原则上，我赞成不自己找
工作。如目前北平有适合你的工作，那就在那里。
万不得已，即南返。”从这几句话中不难看出，胡
风在北平住得一定很不愉快，所以写信谈及他意
欲回上海，哪怕自己找工作。由于两封复信胡风

“都似乎未收到”，彭柏山惦念其“近况”，于是又
一次致函问询：

胡风兄：
你到北京后，两次来书，均已收到，并即奉

覆，你都似乎未收到，不知近况如何，念念。前些
时，欧阳山兄去广州，路过我处，在此吃了一顿中
饭，一顿夜饭。我特为买了三斤蟹，一只鸡，一瓶
酒。痛饮畅谈，整整谈了一下午，对于你的情况，
他所说的，与我想到的是一致的。我们共同的意
见，你应当把坚持真理与服从组织统一来处理。
这其中，对你并无深厚的高墙，即以此次决定你
参加政协，就是把你当成自己人来看，而非把你
作为客人来看的。我想，你自己也当体会。

今天在报上，看到你在上海文协负责研究部
工作，但朱明来讯，又未提起你已回沪，想来，你
还在北京。我拟写封信给起应兄，由我直接负责
为你提出组织问题，不知你是否同意？如果同意，
我与欧阳山兄两人负责介绍。因为一切问题只有
到党内来，才有是非，才有结果。至于你所谓要有
什么代价，那恐怕是你自己所揣想的，不知有无
根据。据欧阳山兄说，是没有根据的。这我就不清
楚了。如果你南下，最好能在徐州下车，我们可以
畅叙一番。

朱明最近几天就要回来了。赵兄约屠同志去
上海妇联工作，她没有去，不知何故？我最近在部
队，不会离开，盼望你来。匆匆握手。

弟柏山
（1949）十一月七日

这封信，写于彭柏山与欧阳山的一次“痛饮
畅谈”之后。关于胡风，欧阳山“所说的”与彭柏山

“想到的是一致的”，所以上封信中关于“把坚持
真理与服从组织统一来处理”的建议得以重复，
申明那种说法代表了他们的“共同的意见”。除此
之外，就是对胡风的两点认识明确地表示了不同
看法。“此次决定你参加政协，就是把你当成自己
人来看，而非把你作为客人来看的。”这是第一点。

“你所谓要有什么代价，那恐怕是你自己所揣想
的，不知有无根据。据欧阳山兄说，是没有根据
的。”这是第二点。而关于这两点，胡风大概跟不少
朋友都说过，一如他在致路翎的信中所写：“我在
这里做客，遵命多留些时。等着和一位忙人谈

话……”（11.11）“斗争，总是付出代价的。在过去，
我们付过，现在，还要付下去。……”（10.25）至于
第一次文代会前后的不合作态度，无论如何也不
会是一个“主人翁”所应有的表现。说也说了，做也
做了，事实正如信中所说，没有谁把胡风当“客
人”，是胡风自己把自己排拒在“主人”门外了。

让彭柏山没有想到的是，他这里还在写信开
导宽慰胡风，胡风那边却一反半年来的消极沉
闷，情绪高昂地投入了《时间开始了》的创作之
中。政协会议，开国大典，那些宏伟壮阔的场面，
那些震撼人心的时刻，都让他激情燃烧不能自
持，都化作澎湃的诗潮在他心中奔涌。11 月 6日
动笔，11日夜就完成了该长诗的第一乐章《欢乐
颂》。“毛泽东！毛泽东！由于你 我们的祖国 我们
的人民 感到了大宇宙的永生的呼吸 受到了全
地球的战斗的召唤”……火一样的诗句，抒写着
胡风的真挚与忠诚——舍此便不可能唱出这种
时代的心声；但他又似乎不乏“功利”与“谋算”，
好像要把一首诗作当成能为他开启“命运”之门
的金钥匙。也许惟其如此，当《欢乐颂》发表在11
月20日的《人民日报》，随之一片赞誉声起之时，
胡风才有了它“惊住了一切人”的感觉，进而主观
地无限放大了自己的力量与资格。特别是当 11
月27日胡乔木造访时充分肯定了他多年来对党
的事业的不懈追求之后，胡风更是深受鼓舞，情
不自禁在11月29日致路翎的信中写道：“派人来
说了一些意外的话，在力量上给了最高的承认，
但在‘理论’上还有问题。这变化，我想是因那首
诗促进的。我想，我迟早得住北平的。”

看得出来，彭柏山对胡风的惦念是由衷的，
为此他真正做到了披肝沥胆、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而胡风对彭柏山的信任也是由衷的，为此他
也做到了无话不谈推心置腹从谏如流——9 月
21日的信上，彭柏山建议胡风去找周副主席，把

“所要说的话用书面式口径向他表白”；10 月 27
日胡风就给周恩来写信提出见面要求。11月7日
彭柏山写信告诉胡风他“拟写封信给起应兄”，

“直接负责”为他“提出组织问题”，“因为一切问
题只有到党内来，才有是非，才有结果”。11月30
日胡风就给胡乔木写信提出了入党申请——60
多封信函见证了彭胡友谊也见证了他们的冤狱：
彭柏山为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无私无畏，从戎
马倥偬的“实（际）生活中完全体验到毛泽东的伟
大”，从而认定“毛泽东的党，是能深切的体贴人
情，而又是最富有正义的”。说他“反党”，天理难
容。至于胡风，硬把一顶“思想斗士”的帽子压在
他头上也许只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在笔者眼中
他其实更像一个任性而矫情的童稚：高兴时看到
的是“满天星满地花”；不高兴了呢，就会去搜集一
些负面的信息碎片进行拼接放大而后折磨自己也
影响他人。明明期待着肯定期待着赞扬期待着做
一个倍受宠爱的乖宝宝，却偏偏选用了使性子闹
脾气不听话不合作不让周围所有人高兴的方式来
诉说愿望表达需求。这种小孩子撒娇式的小把戏
或许真能吸引家长关爱的目光，但组织毕竟不是
家长，个人却是必须对自己负完全责任的“完全行
为能力人”，所以一旦耍闹过了头，则恐怕往后再
如何努力表现都于事无补。“我们多么可怜，献出
心去还要看人家要不要！”——这是胡风的经典性
叹息，它让人在重温至理名言“性格即命运”的同
时也突发奇想：假如当年胡风的自我感觉能再差
点自我期许能再低点圈子再能扩大点胸襟再能放
宽点，性情能再宽容一点、厚道一点、平和一点、友
善一点、谦虚一点、淡定一点、阳光一点、柔韧一
点，他令后人顿足扼腕痛惜无此的大悲剧，或许是
可以避免的吧？

彭柏山致胡风信一束
□许建辉

《七月文丛》著作初版本数种及其他
□闵 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