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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草》与《沉钟》，同一伙人先后办起的两个刊物，文学馆
里都有收藏。《百年中文文学期刊（上）》介绍它们：

“浅草 季刊。1923年3月25日创刊。林如稷、陈炜谟编
辑。浅草社发行、出版地上海。1925年2月25日终刊，共出4
期。……该刊只发表文学作品，有小说、戏剧、诗、散文、散文
诗、童话、杂录等栏目。撰稿人除编者外有陈翔鹤、冯至、罗青
留、马静沉、党家斌、李开先、赵景深、陈竹影、胡絮若、高世华、
韩君格等。”

“沉钟 沉钟社编辑。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出版地北
京。1925年10月10日创刊，周刊。1926年2月6日停刊，共出
10期。1926年 8月 11日改为半月刊，期号另起。1927年 1月
26日出至第12期休刊。1927年7月10日出特刊1期。1932年
10月15日复刊，期号续前。1933年3月30日出至第24期再次
休刊。1933年 10月 15日继续刊行。1934年 2月 18日出至第
34期终刊。……该刊主要发表创作和译文，并有少量评论。
作品有冯至的诗，陈炜谟、陈翔鹤、修古藩的小说，杨晦的
剧本，鹤西、缪崇群的散文，冯至、杨晦、林如稷、左浴兰
的译作等。”

《浅草》创刊时，曾作《卷首小语》：“在这苦闷的世界里，沙
漠尽接着沙漠，属目四望——地平线所及，只一片荒土罢了。
是谁撒播了几粒种子，又生长得这般鲜茂？地毡般的铺着：从
新萌的嫩绿中，灌溉这枯燥的人生。荒土里的浅草啊：我们郑
重的颂扬你；你们是幸福的，是慈曦的自然的骄儿！我们愿做
农人，虽是力量太小了；愿你不遭到半点儿蹂躏，使你每一枝
叶里，都充满——充满伟大的使命。”

《沉钟》问世时，只把英国作家吉辛的一句话作了刊头题
词：“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亡之
日。”又在周刊改半月刊时《启事》说：“凡是想说话而找不到适
当的场所的人们，想做事而到处碰壁的人们，泥泞遍道，一路
绊绞的‘穷人’们，我们都愿沿途献给他们一些野花，显露我们
自己……虽然明知此路并不平安，见不惯的事实，听不惯的话
句要来扰乱我们，但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仍当忍住……”

读《浅草》的《卷首小语》，只觉春风扑面，神清气爽，一群
英姿勃发昂首前行的身影，如现眼前。林如稷、陈翔鹤、邓均
吾、陈炜谟、冯至等，本来是四散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
的，经过林如稷的联络组织起来，成立了“浅草社”，创办了《浅
草》刊。他们“不敢高谈文学上的任何主义；也不敢用传统的
谬误观念，打出此系本社特有的招牌”，他们“以为只有真诚的
忠于艺术者，能够了解真的文艺作品”，所以他们“只愿相爱，
相砥砺”。这是他们“小社的同人所持的态度”，也是他们“小
杂志发刊以后的愿望！”只可惜该刊刚出罢第3期，林如稷就忙
起了出国深造的筹备，《浅草》因之“搁浅”，结果便是第4期的
出版延迟，和以“浅草社”名义开办在上海《国民日报》上的《文
艺旬刊》的停办。“群雁高飞头雁领”，一个核心人物对于一个
组织一项事业的重要性，由此可知矣。总之随着林如稷的留
学法国，“浅草社”名存实亡，一帮青年朋友随之各奔东西风流
云散。

好在只是短短数月的离别，四散在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便
又“悲喜交集的聚在一块了”，因为“大家都是莫名其妙地互相
想念着，吸引着，愿意彼此早早地聚在一块来”，以尽早“做出
较生活更为有意义一点的工作”。于是先结社，再出刊，“‘沉

钟周刊’的产生，也就于这时决定了。”“沉
钟”——一个古老童话，一个悲剧传说，以
此名社名刊，表达了“沉钟人”献身文学无
怨无悔的信心和勇气。事实上他们也的
确是不屈不挠百折不回，苦苦挣扎于《沉
钟》休刊、复刊，再休刊、再复刊的艰辛之
中，用永不言败的坚毅与刚强，形象地演
绎着“沉钟”的故事。

相比于“浅草”，“沉钟”走过的路更长
也更坎坷，但乐在其中的感受却同样丰富
而真实。“沉钟”的“主要成员都是浅草社
的人”，友谊差不多是“发小儿”式的。这
种“先有友情的存在，然后才从这种友情
出发，以共同发表文章”的组合结果，创造
出的首先是一个自由活泼和谐怡乐的环
境：“通常是，冯至和陈翔鹤忙着校对，清
数张页，或抄写寄邮地址，陈炜谟在屋内
的藤椅上颓坐着，吐着浓浓的烟雾，不时
发着牢骚……说归说，真干起活来，却敏
捷而纯熟……若是杨晦从外地赶了回来，
便更热闹了。他们逼他掏钱逛公园，到东
安市场吃茶点。杨晦也会不客气地教训
这 个 帽 子 戴 得 不 正 ，那 个 不 要 太 贪
睡……”“工作着是美丽的”——“沉钟人”
用实践证明——在友谊的怀抱中工作更
美丽。“美丽”之中，收获日渐丰盈——《沉
钟》期刊，还有《沉钟丛书》：《悲多汶传》

（杨晦译）、《炉边》（陈炜谟小说集）、《不安
宁的灵魂》（陈翔鹤小说集）、《昨日之歌》和

《北游及其他》（冯至诗集）等等。心智的活泼自由，体验的细致
独到，如清澈的溪流在笔下涓涓流淌。他们用他们的作品求
证：文学不只是生活的盈余，更是从黑暗里趋向光明的挣扎。

然而，《沉钟》的出版时断时续，致使朋友们不得不倏忽来
去聚散匆匆。但无论身处何方，寒暑两个假期是一定要到北
平见面的，那时“或是凑到谁的小屋里，或是坐在北海公园的
树荫下，互相倾诉生活中的艰辛，艺术上的感受，共同制订各
种各样的创作、翻译和出版计划，一谈起来就没完没了”。这
种心心相印无话不谈的友谊，一直为沉钟人所坚守，到晚年则
演化成一种亲人般的思念与挂牵，工作、生活、身体、心境……
一切的一切都在关注与被关注之中。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雪耻申冤洗诬正名更是彼此间忧所忧乐所乐的头等大

事。如此情怀，从文学馆收藏的林如稷晚
年手札一通中可见一斑：
沙汀：久未见，谅无恙、无恙，幸甚！幸甚！

昨得翔鹤女儿陈开芸北京来信，内中
所谈文研所与死友所作结论，尚令我待死
之人为之一喜，知你或与我同样关心这个
问题，特将原函转你一阅，阅后并希便中
掷还为荷！（根据近几年经验，往来函件保
存之祸无穷，不得不使我谨而且慎！）

文询儿已自京旅游回蓉，他曾往晤谒
冯至，人尚健好（只眼力差，老年性白内障
之故），仍在外国文学研究所，闻即将展开
工作。杨晦亦于前年丧偶，且身体也不
佳，幸身边尚有一小儿子陪伴，比老夫孑
然一身稍胜一筹。天翼据冯至云瘫痪不
重，此外其他文艺界友人，文询未得知有
何消息。

我久已惯孑身生活，近半年心境亦较
平静，但最近偶闻河南水灾较重，而世事
亦多奇闻，老朽自不免又有点杞人忧天而
已！而已哉乎？

卧室近来大苦热，饮食颇差，精神尚
幸可以支持（每日夜合计睡不到5小时），

“枯瘦如柴”此话倒近似是。一待天气稍
凉，拟来你处谈谈，但不知如何行走耳。

匆祝近好，顺问艾芜兄近佳。
见秀老时，烦代致意。

如稷 75年9月1日夜3时半
——这可能是“沉钟人”的最后一次

“集合”了。与40年前在北平“凑到谁的小屋里，或是坐在北海
公园的树荫下”不同，这回是“凑”到了林如稷的信札中。陈翔
鹤、冯至、杨晦，主要人物都“到了”，还有并非“沉钟人”的张天
翼、艾芜、秀老（张秀熟）等。只是事非人亦非，大家都早已不
复当年：陈炜谟、陈翔鹤已先后于1955年9月和1969年4月魂
归极乐，杨晦则“亦于前年丧偶，且身体也不佳”；只有“冯至人
尚健好”，还能“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即将展开工作”。至于林
如稷本人，也是“孑然一身”“枯瘦如柴”，再无处寻觅他1923年
自费赴法留学、1930 年学成回国、1932 年 10 月与杨晦一起复
刊已沉睡5年之《沉钟》时的风采。谁都知道再智慧的大脑、再
强健的体魄也都不可避免地会有寂然老去的一天，但是当读
着这样的文字时，仍不免想起那如春之烂熳的《浅草》和似秋

之坚实的《沉钟》，因之为夕阳西下时的落寞与苍凉而喟叹。
好在智慧的大脑总是智慧的，开阔的心胸也依然开阔——君
不见集老、弱、病于一身的林如稷，还在为老朋友的身后昭雪
而夜不成寐，且为“河南水灾较重”而“杞人忧天”！惟不知再
有短短一年，他自己也将乘风归去矣！“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
为国戍轮台”——陆游的诗句，可不正是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之“以天下为己任”的形象写照？

至于信中提到的“文研所与死友所作结论”事，所指应是
“文革”中陈翔鹤的病逝被诬为“畏罪自杀”以及“反党”云云之
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不过当时得到的可能还只是“内部消
息”，正式的组织结论是 1978年 11月由中共文学研究所总支
委员会作出并予以公布的。结论中充分肯定了解放前后陈翔
鹤为革命做出的贡献。陈翔鹤在1950年代筹办并长期主编了

《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古典文学研
究方面的优秀人才；1960 年代又创作了历史小说《陶渊明写

〈挽歌〉》，在题材处理与人物性格塑造方面都很有创意。而此
作“用同情和欣赏的态度突出了陶渊明思想中的某些消极的
东西”所招致的批判影响深重，不少作家作品都曾受其株连，
开创了当代长篇历史小说新道路的作家姚雪垠就是其中之
一。在《漫谈历史的经验》一文中，姚雪垠还专门谈到此事：

“抗战后期，我很想写一部《杜甫传》，是想作为传记文学去
写。解放前写了几章，因忙于他事就放下了。1962年纪念世
界文化名人，杜甫是纪念对象。这一年是他诞生 1250 周年。

《长江文艺》编辑部知道我曾打算写《杜甫传》，找我写文章。
我将原来写杜甫在成都草堂生活的一章整理出来修改，交出
发表，题目是《草堂春秋》。1964年秋天，陈翔鹤同志的历史短
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被诬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在
北京发起批判。既然北京发现了‘样板’，外省当然跟着办，湖
北省和武汉市就决定批判《草堂春秋》，组织了两个写文章班
子，随意歪曲，无限上纲，在报刊上批判一阵。反正我没有权
利解释，更莫提答辩，硬是像打敌人一样，要把我的名字搞
臭。从此我也就不写《杜甫传》了，已有的稿子也丢掉了。”

与陈翔鹤的社会影响相比，解放后其他“沉钟人”的“动
静”都不算大，其中又以陈炜谟最为“默默无闻”。他长期供职
四川大学，先是外文系主任，后当中文系主任，一直潜心治学
而又英年殒逝，与社会疏离过早。但无论如何，《浅草》与《沉
钟》——名称与内容一样诗意的两个文学期刊，都曾为鲁迅青
眼相看。“向外，在摄取异域营养；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将真
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这是鲁迅说《浅草》；“在事实
上，沉钟社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它好像真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
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这是鲁迅
先生评“沉钟”。《鲁迅日记》中，先生留下过这样的记载：“午后
往北大讲课。浅草社员赠《浅草》一卷之四期一本。”（1925年4
月 3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收录了先生自《浅
草》与《沉钟》中选出的小说数篇；由周刊改为半月刊的《沉
钟》，前 6 期的封面均为鲁迅转托陶元庆绘制；1925 年春夏之
交，冯至与陈炜谟曾数次到鲁迅家中拜访……一群年轻的人，
一簇年轻的笔，能得一代文学宗师的如此肯定与支持，其荣其
幸堪谓至极；而他们之间终身不渝的友谊，更堪为现当代文坛
上一段余香久远的佳话。

““沉钟人沉钟人””的最后一次的最后一次““集合集合””
□□许建辉许建辉

沉钟社除了先后创办《沉钟》周刊、《沉钟》半
月刊之外，还出版过沉钟丛刊。该丛刊涵盖小说

（短篇、长篇）、诗歌、散文、戏剧、翻译等诸种文
体，包括陈炜谟的小说集《炉边》、冯至的诗集《昨
日之歌》、杨晦的《悲多汶传》（今译《贝多芬传》）、
陈翔鹤的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杨晦的《除夕
及其他》、冯至的诗集《北游及其他》、郝荫潭的

《逸如》共7种。前4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后3种由
沉钟社出版。可以说，无论其封面设计、版本内
容，还是出版印刷，都深深打印着1920年代新文
学发展的时代烙印。

《炉边》为《沉钟丛刊》第 1 种，1927 年 8 月 1
日初版，初版本封面大小为 20厘米×13.2厘米，
印500册，收有《破眼》《月光曲》《寻梦的人》《夜》

《旧时代的几幅新画像》《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寨堡》共 7 篇。每篇文章的标题用红色字标示，
并 分 别 注 明 创 作 时 间 ：1924.3.18、1925.9.7、
1925.11.4、 1926.8.10、 1926.8.15、 1926.9.21、
1926.9.25。卷首有作者散文一篇（类似序言）

《PROEM（诗歌）——北京市上杂掇》（曾经在
1925.10.17《沉钟》第二期发表），云：“生活在我还
在刚开头，有许多命运的猛兽正在那边张牙舞爪
等着我在。可是这也不用怕。人虽不比去崇拜太
阳，但何至于懦弱得连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秃
笔不会写在破纸上么？若干年后，回想此时的我，
即不管别人，在自己或也可值眷恋罢，如果值得
忆念的地方就应该忆念。”这段话可看作是这本
书在情感及意绪上的总基调。

《昨日之歌》为《沉钟丛刊》第 2种，1927年 4
月1日初版，封面大小为19.6厘米×13.4厘米，首
印1500册，分上下两卷，上卷46首，下卷4首。这
些诗歌是诗人的一个选集，内收 1921—1926 年
期间写的 50 首诗。本书封面画取自 W.Blake 画
集，由马隅卿重摄。内页及尾页上的插画由司徒
乔作。司徒乔善画人物，是与丰子恺、陶元庆、钱
君陶齐名的书画名家。新文学作家常常邀请他们
为新书做封面设计。这本书的装帧很有特点，封
面由“燕子、柳树、野地”组成了一幅春野图，很具
乡土中国的农耕文化特色，而内页及尾页分别由
5位掩面的裸体女人组成两幅女性身体图，实乃
前卫而现代。这样的装帧设计很合乎这本诗集的
内容及主题。我们知道，他早期的诗歌有着浓重
的古典审美趣味，无论抒情诗还是长篇叙事诗，
其情感内敛沉郁，哀婉清丽，气韵多有拟古之风，
但是，其诗歌对五四时期青年人精神状态的表
达，特别是知识分子内心矛盾、苦闷及纠结心绪
的言说，都深深打印着现代人的现代意识。因此，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与主题内容表里如一，其物化
形式也相得益彰。

《悲多汶传》（今译《贝多芬传》）为《沉钟丛
刊》第三种，1927年7月初版，封面大小为18.5厘
米×13厘米，印2000册。原著作者为罗曼·罗兰。
本书封面画取自 W.Blake 画集。内有罗曼罗·兰
肖像3幅，分别为21岁、44岁、48岁时的照片。卷
首有译者的序言（曾在 1925.10.10《沉钟》创刊号
发表过,译本从第三期开始连载），云：“这位坚强
而又纯洁的悲多汶（今译贝多芬）在困苦中，希望
以自己作榜样给别的不幸者以助力……他的高

尚的箴言，会使我们鼓舞起来罢，由这个人对于
人生的信仰及稳定的信赖自己的榜样，吹给我们
一种生命，我们要从新的振起精神。”悲多汶的不
幸遭遇、高尚的人格及伟大的理想在来自农村、
体谅下层人冷暖、同样心怀理想的青年人杨晦心
灵上产生了强大的共鸣。这可能也是杨晦转译此
书的主要原因。

《不安定的灵魂》为《沉钟丛刊》第4种，1927
年 6 月 1 日初版，封面大小为 19.9 厘米×13.3 厘
米，首印2500册，内收《See！……》《悼——》《西风
吹到了枕边》《莹子》《姑母》《不安定的灵魂》《他》
共7篇。这些作品的主题氛围与五四时期青年人
追求自由，身心飘忽不定所带来的苦闷、伤感的
精神基调相一致；它们又多以第一人称为叙述人
或主人翁，带有鲜明的自叙传色彩和浓厚的“为
艺术”的审美倾向。后来，他由“为艺术”走向“为
人生”，代表了深受民主与自由熏陶的“五四”一
代作家在面对现实、历史及自我时的积极的入世
情怀。《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等写于 1960
年代的历史题材小说可看作是其审美点转向“为
人生”之后的艺术结晶的最集中体现。

《除夕及其他》为沉钟丛刊第 5 种，1929 年 7
月 20日付印，8月 30日初版，封面大小为 19.6厘
米×14.6厘米，首印 1000册。封面采用日本人永
濑义郎的木雕《沉钟》，内收《笑的泪》《庆满月》

《魔镜子》《老树的荫凉下面》《除夕》共5篇。杨晦
是沉钟社的发起人和重要成员，五四运动中，为
最早冲入并火烧赵家楼的几个学生之一。他也是
浅草—沉钟社成员中惟一一个专注描写底层民
众生活——关注其贫穷命运，再现其悲惨生活，
展示其生命意志——的剧作家。他的戏剧带有散
文诗的风格，长于情绪氛围的渲染，风格深沉暗
淡，易引起同代人的共鸣。而《魔镜子》创作于
1926年10月，材料取自《金瓶梅》第58回，较早地
开启了新文学文本改写的历史传统。这为剧作家
改写历史文本提供了艺术经验。可以说，其对剧
本艺术的探索及实践都功不可没。他的文品及人
品更是堪称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北游及其他》为《沉钟丛刊》第6种，1927年
7月 20日付印，8月 20日初版，封面大小为 20厘
米×14.6厘米，首印 1000册。封面采用日本人永
濑义郎的木雕《沉钟》。内除译作 5 首外，其他皆
为原创诗歌。《无花果》（第一辑）收15首，《北游》

（第二辑）收 12首，《暮春的花园》（第三辑）收 13
首，共40首。卷首有序（1929年5月9日写于北平
青云阁茶楼），云：“朋友，现在，我把这死去了的
两年以来从生命里蒸发出来的一点可怜的东西
交给你，我的心中感到意外的轻松了。正如一个
人死了，把他的尸体交给地，把他的灵魂交给天
一样轻松。”诗人在面对自我、时代时的真诚，由
此可见一斑。这也正应了鲁迅评价浅草社的那句
话：“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
的灵魂，要发现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个
世界，将真和美唱给这个世界”。

《逸如》为《沉钟丛刊》第9种，1929年9月20
日付印，1930年1月20日初版，封面大小为20厘
米×14厘米，首印1000册。这部长篇小说共有66
节。冯至为该书作序，以诗人的情怀和散文化的

文字，从本书作者郝荫潭带病创作经历说起，既
谈到本书内容、主题及风格，也论及本书的极大
文学意义。“数月前曾与废名君闲谈。他说，中国
文学史上固然也有女诗人能列于第一流作者，但
总觉得在那些作品里并没有把女性的特殊的情
绪表现出来，同男作家的多半是没有什么分别
的。这话骤听很新奇，细思实有道理。同是人类，
本不应该分彼此，但因为生理不同，心理各异；如
求了解，困难孔多。”“人生之幕常是蒙着一半；女
性的灵魂里有无数宝藏，而无从探视。现在却想
不到从《逸如》里仿佛懂得了许多。”这两段话大
可涵盖这部长篇的特点，也再次展示出了废名、
冯至等新文学探索者们的先见之明。须知，中国
大陆的女性文学理论大量引进、文学研究形成热
潮，出现于 1980 年代，而早在 1920 年代，他们就
能意识到这女性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性
问题，并表现出了企图从理论上对之进行界定的
愿望。郝荫潭为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这部
长篇小说几乎就是她个人的自叙传，也代表了那
一代女作家的写作倾向。这部长篇小说不但集中
展现了“她们怎样的爱，怎样的憎，怎样地悲哀”，
并且“赤裸裸地没有一点儿蒙蔽”，也在新文学史
上为“长篇小说”这种文体艺术的探索与实验作
出了贡献。因为，在那个年代，自张资平的《冲积
期化石》（出版于 1921 年，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新
文学第一部长篇小说）刊行以来，长篇小说创作
数量极少，质量更无从谈起。如果我们承认 1933
年茅盾的《子夜》与王统照的《山雨》标志着新文
学长篇小说经过20多年发展最终“结下硕果”的
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像《逸如》这样的早期
长篇小说的刊行，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都是
具有重要文学史意义的。翻阅以往研究成果，并
查阅中国知网可知，对郝荫潭及这部长篇的深入
研究几乎就是一个空白。

其实，按照沉钟社诸君的预想，这个书系还
包括陈翔鹤的《秋虫》、陈炜谟的译作《英吉利散
文选集》、杨晦编译的《普鲁米修士和约伯》等几
种。他们在《沉钟》期刊上都有相关预告，在已出
版的丛书封末也都有介绍，可能主要是因为经费
问题，就没有出版这些著作或译作。这样，存于世
的就只有上述7种了。

民国时期新文学初版本以首印2000册为最
多，基本在 1000—3000册之间波动。如果出现再
版或三版，也大都在这个空间浮动。当然，极为畅
销的图书除外，比如1930年代丁玲的《母亲》一连
再版4次，总量达到1万多册。我们可以以2000册
为基准，来衡量新文学初版本的接受情况。《沉钟
丛刊》各初版本除了《不安定的灵魂》（2500册）和

《悲多汶传》（2000册）能维持一个标准当量外，其
他皆在500—1500册之间，且都无再版历史。这都
说明，这套丛刊的大部分图书的印量相对较少。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是，一是因为他们
自费出书，经济较为拮据；二是他们有浓厚的同
人团体趣味，侧重强调的审美趣味，畅销与否到
在其次。关于这两点，1925年 10月 31日，《沉钟》
第4期第7版发表的陈炜谟的《与友人书》（注：这
里的友人即林如稷）就有很好的说明。“从前我们
印书的书局实在太迟钝，第四期的期刊交去了一

年才印出……我的《炉边》编好已很久了呢。谁爱
交去，交去印出恐得两年！”这是埋怨书局的拖沓
及出书周期长。“朋友，我们既然为了不得不写，
所以才写，不得不说，所以才说，其余的事，还管
他什么？我们哪能沿门送笑神呢？我是写给我的
朋友看的。……我们是为自己并不是要讨好人。”
这是在言说对艺术的坚守，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读
者是有所预期，有所选择的。“我们且努力继续下
去，赔到无钱可赔时为止。而且到了那一天，我真
的到了不得不停版，那还不能说是我们的失败。”
这里谈到了办刊资金紧张，但他们依然顽强地支
持下去。

自叙传色彩浓厚，基调感伤而苦闷，主人翁
有所求而又无路可走，往往是 1920 年代新文学
作品的共有特点。因此，这套丛书的预想读者首
先应该是在校大学生以及深受五四精神影响而
又在时代和理想之间苦闷、徘徊的社会青年；赠
书、送书素来是文人之间常见的交流方式。他们
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除了表征同人文学团体共
同的艺术追求外，也有方便与文学界友人交往的
需要。因此，他们出版这套丛书的预想读者也是
志同道合的文人。

关于后一点，冯至与鲁迅的交往就是最好的
例证。此前，他们将《浅草》第四卷送给鲁迅，遂引
发其关注。鲁迅称赞浅草社（沉钟社）为“最坚韧，
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称赞冯至为“中国
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在鲁迅有限的文学生涯
中，以“最坚韧、最诚实、最久、最杰出”等字眼来
评价一个社团和一个青年作家，也是极为少见
的，其称誉不可谓不高。鲁迅为什么做出如此之
高的评价，其中原因也很多，但有两点是可以明
确的。其一，鲁迅对冯至的评价肯定不符合当时
的文学史实际，他更多出于个人的情感爱憎和审
美趋向做出如此判断。其二，沉钟社诸君所奉行
的艺术理念及所展示的创作实绩，成为鲁迅观察
并介入当时中国文坛的一面镜子。对于后者来
说，沉钟社诸君在艺术上真诚写作，在艺术上包

容共生，在实践上坚韧顽强，在人际关系上团结
务实，因此，当鲁迅对创造社、新月社正倍感失
望，甚至极度反感之时，他们的艺术理念及文学
活动一定带给鲁迅以不同寻常的人生体验，即在
其失望（甚至绝望）降临时，另一种希望又瞬间升
起！其实此后，此种“失望——希望——再失
望——再希望……”情绪模式循环往复，一直贯
穿于鲁迅生命历程的始终。即使在其离世的1936
年 10 月，他也深陷“失望/希望”二元悖论中。一
方面，他对周扬及“周扬派”的做法极度失望，另
一方面，他也从萧军、萧红、胡风等左联青年作家
和巴金、孟十还、赵家璧等自由派青年作家的文
学活动中看到了希望，从而有了结成新的统一战
线的构想，并作了初步实践。明晓此道，我们就明
白鲁迅对之不吝赞词的原因了。后来，冯至曾送
鲁迅一本毛边本的《昨日之歌》——扉页上写有

“鲁迅先生指正 冯至 1929．8．28 于北平”字
样——因为鲁迅素爱毛边书，自称为“毛边党”，
故这本书从装帧到内容，自然都深得其喜爱。

唐弢是一位杰出的藏书家，有“中国现代文
学第一藏书家”的美誉。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文
库藏有11200余册平装书（1966年以前），线装书
400 余种，1949 年以前期刊 1400 多种。其中，《浅
草》第1至4卷、《沉钟》各期、《沉钟丛刊》7种初版
本都包含在列。唐弢更有一段寻找《沉钟丛刊》的
佳话。他从北京东安市场 20 多家旧书店内找全
了全套7本书，并对杨晦的《除夕及其他》喜爱尤
加，云：“在已出各书中，我最喜欢杨晦的《除夕及
其他》。此书出版于 1929年 8月，毛边道林纸印，
为《沉钟丛刊》之五，封面印永濑义郞《沉钟》一
幅。全书收《笑的泪》《庆满月》《魔镜子》《老树的
荫凉下面》《除夕》共五篇，各篇都用对话体写，如
独幕话剧，而充满散文诗气息，深沉暗淡，令人心
碎。”唐弢喜欢《除夕及其他》的原因，除了纸张、
印刷、装帧等物质形式深得其喜爱之外，也是其
与作为新文学先驱者之一的杨晦在思想、精神层
面产生共鸣使然。

从左至右为：《沉钟丛刊》第5种《除夕及其他》，杨晦著
《沉钟丛刊》第6种《北游及其他》，冯至著
《沉钟丛刊》第9种《逸如》，郝荫潭著

从左至右为：《沉钟丛刊》第1种《炉边》，陈炜谟著
《沉钟丛刊》第4种《不安定的灵魂》，陈翔鹤著
《沉钟丛刊》第2种《昨日之歌》，冯至著

《沉钟丛刊》第3种《悲多汶传》，
杨晦译

林如稷致杨晦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