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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馆内藏有冯骎捐赠的一批书信，内有14封
出自陈学昭、李劼人、李金发、林语堂、石民、许钦文、章衣萍等
7位《语丝》周刊重要撰稿人之手。

信都是写给史天行的。史天行（1905—1969），浙江宁波
人，字济行，笔名有史岩、齐涵之、齐衍、济涵、彳亍、大木、华严
一丐等。

现代文坛上，史天行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1920
年代因为给《语丝》投稿而与鲁迅先生发生联系，1930年代又
因为“翻戏”化名骗取鲁迅先生的文稿挨了鲁迅先生的“骂”。
此人此事，鲁迅先生有文记载：“至于史济行和我的通信，却早
得很，还是八九年前，我在编辑《语丝》，创造社和太阳社联合
起来向我围剿的时候，他就自称是一个艺术专门学校的学生，
信件在我眼前出现了，投稿是几则当时所谓革命文豪的劣迹，
信里还说这类文稿，可以源源的寄来。然而《语丝》里是没有

‘劣迹栏’的，我也不想和这种‘作家’往来，于是当时即加以拒
绝。后来他又或者化名‘彳亍’，在刊物上捏造我的谣言，或者
忽又化为‘天行’，卑词征求我的文稿，我总给他一个置之不
理。”鲁迅先生主编《语丝》，是1927年底至1928年底的事。此
间史天行的文稿虽遭拒绝，但与“语丝人”的联系却并未中
断——文学馆藏信中，依内容判断可确认有 4封为 1928年所
写，写信人为“语丝人”之一章衣萍。

章衣萍的信共有 6 封，最早一封写于 1928 年的 4 月 20
日。信中说：“许久许久没有答复你的信，这因为我病得痛，什
么事情都耽误了。我想你定能恕我的。你从前说是要办杂
志，要我和铁民、静之做文章，不知近来进行如何？如果你需
要稿件，我们都可以帮忙的。我同铁民、静之们想组织一个
社，叫做‘无间社’，印行《无间丛书》。刻下铁民译了许多书，
而我自己想做一本小说，叫做《儒林新史》。我们想请你加
入。现在只有经济方面还没有解决。但我们不想许多钱，只
几个好友自己集点钱，我想，你总可以加入的。”“铁民”即翻译
家章铁民，静之即大名鼎鼎的诗人汪静之，他们与章衣萍都是
安徽绩溪人，都曾在暨南大学任教。信末，章衣萍用恳切的语
气写道：“我的病还须休养。承你的好意，邀我到宁波来玩。
但我一时不能离开医生，所以一时不能离开上海。你前信说
要到日本去，不知几时动身。……”

史天行要去日本，他在自己的《蚕蜕集》卷首《小引》中也
曾提及此事：“这儿，是我零落的破残躯壳，犹如蚕虫的幼期，
先后褪下的灰色蜕皮一般，只不过是些不成形的丑陋的皮
壳。……我不忍回头再看这过去了的陈壳，看了真要引起我
无限心伤。……永别了，我灰色的遗蜕！从此漂流的我，依旧
去东西漂流。深秋的落叶，盖满坟地时，海角天涯的我，恐怕
也永远难望能回到故道来一扫的了！——一九二八，离国之
前，史岩。”由于留学日本之事颇费周折，章衣萍又于 10月 4
日写信安慰他：“兄因教部留学证书未发，致未启程。弟意年
内时日无多，兄等书店，正在进行，能将书店办好，然后赴日，
亦不为迟。弟以为办理书店，有三事应注意：（1）应有负责的
经理（有书业经验），（2）应有中心的作家，（3）应采取科学的管
理法。弟俟兄等书店开幕有负责之人后，即当整理拙稿，以俾
付印。先卖预约，亦无不可。惟宜同时有书出版，以免为人所
议。承兄见爱之殷，弟力所能及，无不愿意帮助。……”

去日本要从上海登船，准备出发的史天行此时已经到了
上海，而且是住在法租界，于是便有了章衣萍写信请他帮忙在
法租界找房子的事，信是10月20日写的：“昨天一件事忘记告
诉你了，就是我计划下月能搬到法租界来住，要空气较好而且
清静的地方，一楼一底，租金每日三十元左右最好。我想请兄
顺便替我看看，如有合适的地方，请通知我，想叫曙天来看
看。”曙天即章衣萍之妻吴曙天（1903—1942），山西翼城人，也
是一位作家。这封信中，章衣萍还惦记着史天行办书店之事，

专门对其拟用的店名提出批评：“兄等想取‘火山’做书店的名
称，我记得二三年前有人出了一册杂志，就叫做《火山》——后
来没有看见。未知名字已定规否，我觉得‘火山’有爆裂的危
险，改个幽雅些的不更好吗？一笑。”

章衣萍“记得”的《火山》，是上海光华书局发行的一种杂
志，1926年10月10日创刊，同年11月10日终刊，共出2期。至
于史天行的书店如何，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几乎是立刻又有了
新的打算，而这打算给了病中的章衣萍以极大的安慰，11月24
日信中表述的正是这种心情：“我回家快一月了。病后神经衰
弱得很利害，整日只是吃饭睡觉，吃药，真是一点生趣没有。
但我想到这世界上还有许多爱我的兄弟姊妹，我的心又不觉
强壮起来。你明年能到日本去，好极了。我想，假如我弄得着
钱，也可以跟着先生到日本去看看樱花。……先生发愿将拙
著《情书一束》译为日文，我盼望先生的计划不久可以实现，而
且，祝先生的日文快学好。……”《情书一束》是章衣萍的短篇
小说集，1926年5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

短短一年之中，史天行又要办杂志，又要去日本，又要开
书店，还要将《情书一束》译为日文（发此愿时日文还没有学
好）——宏愿可谓多矣，只是多得让人感觉有点不大靠谱。最
终他的浮槎东渡是否成行，书店是否办起来，《情书一束》是否
译成了日文，这些都有待查考；只有杂志，到后来是确确实实
地办过了，而且是两种：一为《新文学》月刊，1935年4月10日
创刊，上海中华杂志公司发行，同年5月10日终刊，共出2期；
一为《人间世》半月刊，1936年3月16日创刊，汉口华中图书公

司发行，此即“汉出”《人间世》，出版2期后，为避免与上海《人
间世》混淆，改名《西北风》，期号另起，1937年3月出至第16期
终刊。

编刊需要稿件，史天行为此多方写信求援，文学馆的藏信
基本上全是对他求稿函的回应：有寄稿子来的，比如陈学昭：

“现在我有一篇抄清的译稿《丽若·沙瓦基娜》，可以给《新文
学》，兹奉上，不知可用否？此稿内容很不坏。字数约六千
字。……”再如李金发：“前得大札，当作《记失败者》一文寄
上。”“承来缄征稿，本愿多为出力，惟近来工作太忙，较少写
作，只能将译诗寄上少许，出版后请通知，下期当可多写也。”
有答应写稿的，比如章衣萍：“老兄办刊物，自当帮忙。可惜下
了几天雨，把什么文章都给雨洗去了。恰好今天天晴起来，当
努力写些东西，寄上充篇幅。”还有因为“辜负”“远道征文”之

“盛意”，致函请求原谅的，比如李劼人的信，不仅态度诚恳叙
事详备，且文字妙曼古色古香，读来颇有味道：
天行先生大鉴：

鄙人自廿二年五月即已改行，离去成都，现忝颜充任重庆
江北青草坝民生机器厂厂长一职。以外行而办工业，亦犹学
农者而作县官，戴皮弁者而充使臣，非今日之中国，不能有此
好现象也。且离去成都是个人行动，妻子书籍全然未在身
畔。嘱译文寄上，势有不能。谬蒙赞奖，惟有汗颜。旧译实有
一篇，系与大仲马、雨果等同时名诗人威西之 历史小说名《战
神》，其在法国，其名远过于《侠隐记》等。惜太长，全部译出有
十五六万言。前年译得数万言即置箧底，今亦在千里外之成

都，不能取而续成也。远道征文，
惟歉辜负盛意，一切原谅为荷。再：尊函系十二月廿八到

成都，在四川大学文学院小作 翔徊，复于一月四日转到重庆
民生公司，至是日之夜七点始转来江北工厂，周折如此，尚能
收到，是不能不恭颂邮局之盛德矣。专此率复，并颂大安，顺
祝《新文学》顺风。

李劼人顿首
廿四年一月四日之夜

上举例信，都与《新文学》相关。只可惜此刊运命不长，刚
开头便煞了尾。其后史天行的兴趣又转向“编印《古佚丛
书》”，为此致信林语堂。林得信“至喜”，随即回复：
齐衍兄：

得快信知先生编印《古佚丛书》，至喜。而所谓《浮生六
记》今本消息，犹叫我欣喜无量。附与沈子英先生函，乞航邮
转寄。弟急切待往常州一访沈君也。弟对此书之热诚，可参
视以前（四十期左右）《人间世》《英译〈浮生六记〉自序》。此书
已全译好，将在美国出版。嘱撰《同根草》序，虽可应命，而由
个人兴趣讲，当与平伯对调，盖《〈浮生六记〉序》我要说的话多
也。耑此，候复。

廿五年正月十七
林语堂

《浮生六记》是清代沈复（1763—1825）所著自传体小说，
共 6 卷，1878 年上海申报馆刊行时仅残存前 4 卷。1935 年 11
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足本《浮生六记》（但后两记实系伪
作）——大概就是信中所谓《浮生六记》之“今本”。估计史天
行事先读过刊发在《人间世》上的《英译〈浮生六记〉自序》，知
道林语堂“对此书之热诚”，所以信中先将足本《浮生六记》出
版的消息告诉林氏以求其欢心，然后再提出“嘱撰《〈同根草〉》
序”的要求。《同根草》系近代女诗人屈蕙 （约1857—1929）的
旧体诗集，林语堂“虽可应命”作文，却希望能把该文“对调”给
俞平伯去写，而他更感兴趣的是《浮生六记》，后有译著《浮生
六记》汉英对照本（4篇）于1939年5月由上海西风社出版。至
于史天行的《古佚丛书》是否编成，则又是一个不得而知。但
其为约名人文稿所下的功夫所动的心思，由此可略知一二。
只是再下功夫再动心思，他也不该化名行骗——先骗得了鲁
迅先生的《序〈孩儿塔〉》，再“模拟”鲁迅的语气，“冒充”先生

“自己”翻译自己原来用日文写的《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
序》，而且译得满纸错误……难怪鲁迅先生愤怒至极，特意写
了《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登在 1936 年 5 月的《文学丛
报》上。

大约就是从此往后，史天行再收到的信件，内容和语气
便都不复从前之客气了。文学馆藏信中有两封未具年份的，
据分析应该都是在鲁迅先生的“声明之后”所写——一是石
民想索回自己的文稿：“上月底抄兰秋心遗札数则，谅已寄
到。现 《人间世》 既已停刊，恳请吾兄将该项原稿掷还为
感，盖鄙意不欲再发表也。”——因为稿子尚在对方手里，
所以话说得十分客气。另一封是许钦文所写，因为是拒绝邀
稿，主动权在自己手上，口吻便带着明显的教训味道了：

“对于诗集，以为许寿裳先生给非杞先生做的序怎么会到你
的手上是应该说明的；如果非杞先生就是你，那末该用非杞
这名字。范爱农‘溺’于酒的溺字根据什么？作人这名字现
似以不用为妙。最好找到鲁迅诗集后再出版。‘乌其’只内
字的音 （日本），内山日语是乌其ㄧㄚㄇㄚ，说乌其山是内
山完造的别名，只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有点像。我曾经写过不
少篇小说，可是没有写过一首诗，因为完全是外行。我所能
说的远不如许寿裳先生，如果还要序文，应请懂得诗的人写。
我实在不行……”

“语丝人”信函一束，内容大抵如此。

““语丝人语丝人””信函一束信函一束
□□许建辉许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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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林语堂回忆，语丝社成立之后，社中同
人“常在北京中央公园茶话，平伯、伏老 （孙
伏园）、玄同、半农常到，有时达夫也来。或在

‘来今雨轩’，或在别处。一杯清茶，几碟白瓜
子，叫面叫茶随便，意不在食而在聊天。藤椅
放在古柏下，清风徐来，倒也舒适。”引文中提
到的“平伯”，即《红楼梦》研究的一代宗师俞
平伯。

俞平伯（1900—1990），原名俞铭衡，字平伯，
湖州德清东郊南埭村(今乾元镇金火村)人。清
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1919 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教授。早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潮社、
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成员。著作有《冬夜》《燕知
草》等。俞平伯的文学创作兼具诗、词、散文等多
方面成就，而最著称于世的，却是他对《红楼梦》
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创立了
考证派新红学，但 《考证》 仅仅是上海亚东图
书馆出版的点校本 《红楼梦》 的一篇序言而
已。1923 年 4 月，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俞平伯的

《红楼梦辨》，把红学考证推向深入。《红楼梦
辨》 是新红学史上的第一部专著，新中国成立
之初俞平伯对其进行改写后易名为 《红楼梦研
究》，1952 年 9 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从
1954 年 9 月开始，《红楼梦研究》 遭遇非学术
性批判，俞平伯因之陷入长期的政治困窘之
中。但他“虽九死而未悔”，始终没有放弃对

《红楼梦》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有他的
4 封手书，主要谈论的即是 《红楼梦》 版本问
题。读后似可对其学术观点“略知一二”。

根据内容确认其生产年份为“1956”的信
中，俞平伯写道：
治华先生：

前者甘祠森先生来信说您研究石头记，并
将翻成法文，甚为欣佩。他兼嘱我为您帮忙，
谊不可却。但我对此书虽多年爱好，却说不上
研究来，前年遭到许多批评，因此更不敢自信。

大示诵悉，奖借之辞，殊不敢当。附来问
题亦已细阅，兹就所知奉答。以未能多翻书
籍，不能详细周备，有些只好缺疑。乞谅之是
幸。浩然先生在中国数十年，夙所敬仰，晤时
祈代为致意。

关于翻译工作，我却有一点意见，即用什
么做底本的问题。据来书言似乎用的是作家出
版社本 （1954年本比1953年好一点，但好得不
多），这恐不很妥当。因它系根据程乙本，而程
乙本在这“红楼”版本群里，是妄改最多的本
子。您手头既有商务石头记本 （大约是程甲
本）、影印脂砚斋本，大可根据这两本来翻，尤
其是脂庚本最好。为什么用这程乙本呢。我新
校八十回红楼梦，大体即根据这脂庚本。我的
校本已付出版社排印，约明年可以出版。有一
序文发表在新建设杂志本年五月号上，祈赐正
阅。匆复，候著祺

俞平伯
八月八日

京朝内，老君堂79号
从寄来的信中看出有许多错字，毛病就出

在这版本上，可以为证。
在这封信中，俞平伯围绕李治华译 《红楼

梦》 所用底本的选择问题谈了几点意见：一是

用“作家出版社本”“恐不很妥当”，“因它系根
据程乙本，而程乙本在这‘红楼’版本群里，
是妄改最多的本子”；二是建议根据“商务石头
记本 （大约是程甲本）、影印脂砚斋本”“这两
本来翻，尤其是脂庚本最好”；三是他本人“新
校八十回 《红楼梦》，大体即根据这脂庚本”；
四是该“校本已付出版社排印，约明年可以出
版”；五是新校本“有一序文发表在新建设杂志
本年五月号上，祈赐正阅”。

关于《红楼梦》的版本，大致可分为两大系
统：一是带有脂砚斋批语的80回抄本系统，迄今
共发现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梦稿本、蒙府本、
戚序本（又称“有正本”）、戚宁本、列藏本、郑藏
本、眉藏本、舒序本、甲辰本凡 12 种。甲戌本底
本年代是1754年，己卯本、庚辰本来源于同一个
祖本——己卯庚辰本，底本年代是 1759-1760
年，其时曹雪芹尚未去世。这三个珍贵的早期抄
本中最完整的是庚辰本，存 78 回。另一系统是
程伟元在搜集到后 40 回的基础上整理排印的
120回本，主要是程甲本和程乙本，其中程乙本是
对程甲本再加改动后形成的，以故被俞平伯认为

“是妄改最多的本子”。两大系统相较，一般认为
前者更接近原稿面貌。

1921 年，亚东图书馆以程甲本为底本出版
《红楼梦》初版本，到 1927 年却改用程乙本作底
本重排再印，因为胡适认为程乙本经过又一次修
改，其文字优于程甲本。之后又出现两种全本

《红楼梦》：以程甲本为底本的商务印书馆本和实
际上以亚东重排本为底本的世界书局本。这样，
在当时流行的点校本《红楼梦》中，以程甲本为底
本的有一种，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有两种，可见程

乙本仍然占据优势，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家
出版社本甚至1957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本都是
根据程乙本点校。至此程乙本可以说已是风行
天下，所以李治华选程乙本作翻译底本就是很自
然的事了。俞平伯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商务版的
程甲本尚可接受，最理想的是“影印脂砚斋
本……尤其是脂庚本最好”。

正是因为对程本尤其是程乙本“风行天下”
的状况感到不满，俞平伯才决定搞一个新校本，
即后来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在《红楼梦研
究》出版后，俞平伯就开始整理校勘；与此同时，
他着手进行脂砚斋批语的辑评工作。1954年10
月起，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等著作的运动开
始，并上升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
判。但在这样的形势下，《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仍
于当年 12 月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俞平
伯在助手王佩璋的协助下也继续着《红楼梦》的
校订。校订工作于 1956年 5月基本完成，3个月
后，这个新校本“已付出版社排印”。

俞平伯在信中说他的新校本以脂庚本为底
本，实际上却是以戚本为底本，而以脂庚本为
主要校本。当然，戚本也属于脂砚斋本，而且
是 80 回足本。5 年后，新校本略加校订后重
印，俞平伯在 《重订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弁言》
中对底本的选择作了如下说明：“用庚辰本或用
戚本 （即有正本） 来做校勘的底本，当初原很
踌躇，后决定用了有正本，大半为工作的方便
起见。决定以后，甚至校完以后，我仍不免疑
惑：是否还应当用庚辰本作底本呢？是否错了
呢？现在看来，这倒不算错。有正本虽经妄
改，但它的原底 （戚本） 实和其他的脂评本是
一个系统，而且距离这现存最早、比较最好的
甲戌本很接近。”毋庸讳言的是，用庚辰本作校
本甚至是主要校本与用它作底本，两者是有区
别的，最后校订出来的文本不会是一样的。人
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出版旨在取代程乙本的
《〈红楼梦〉 新校注本》，前 80 回以早期三个
珍贵抄本中最完整的庚辰本为底本，这样的选
择显然是较为合理的。

从俞平伯的信中看到，新校本原定1957年
出版。1957 年 3 月 7 日一信仍然说：“新校本

《石头记》顷已在印刷中，据云一九五七年可以
出版……”实际上直到 1958 年 2 月，新校本才
得以面世。是年 3 月 10 日，俞平伯信告李治
华：“拙校 《石头记》 80 回已出版了，计有四
册，……缺点正多，尚祈多赐教正。”所谓四册
指除了 《校本》 两册外，同时出版的尚有 《校
字记》一册，后40回一册。

新校本千呼万唤始出来，俞平伯对它却甚
为不满，不是在底本的选择上，而是在校勘方
面。他在 1958 年 6 月 3 日的信中写道：“拙校

《石头记》恐不足以餍您的属望。以原来规划比
较庞大，并不是这样的。应附校勘记全部，而
每回均有校勘说明。后来校勘记因篇幅太多，
若作重点校勘则病其繁，若作为全面校勘又嫌
不够 （因尚不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有） ……
遂简化为校字记。……至于校勘说明本未写
完……遂未附录。所以这个本子实令人不易满
意，奈何？”

可见，原来的计划是要超过四册的。这里

面占据大量篇幅的，当然不是每回的校勘说
明，而是校勘记，计有 100 万字之多。但这些
校勘记给人的感觉是两头不讨好，研究专家嫌
少，一般读者又嫌多，正如俞平伯在 《红楼梦
八十回校本序言》 中所说：“校勘工作很繁重，
校勘记的文字亦很多。从一方面说，还是不够
详备。即主要的校本如庚辰本也并没有每一个
字都校在上面，有些庚辰本的明显的错字就没
有校上去。参考校本如甲辰本，省略得更多。
因当初原预备只作重点的校勘。从另一方面
说，又未免嫌过于烦琐了，有些像全面校勘似
的。”于是从中摘录出改字部分，成为 《校字
记》一册。

《校字记》的内容，一是注明根据何本改为何
字，二是注明原来底本上为何字，简洁明了。但
是，底本文字未经改动的地方其他各本有无异
文？改动的地方其他各本还有没有别的异文？
在《校字记》中看不出来，俞平伯的不满意主要在
于此，他原来的规划并不是这样的。与此形成对
照的是冯其庸的《石头记汇校》和周汝昌的《石头
记会真》。这两个校本的特点是把各个抄本的异
文全部罗列出来，不仅是正文，还包括脂批。而
且，俞平伯当年校勘所用的脂本只有 6 种，后来
又陆续发现至12种。所以，冯、周两个校本的篇
幅远远多于俞校本。但《石头记汇校》只罗列异
文，不据以校定文字；《石头记会真》则虽作校定，
对待异文却是根据己意择善而从。按说，校勘的
原则是选定某一个本子作底本，遇有底本不通处
方作校改，俞校本正是如此，故有网评如是说：

“虽然由于当年部分抄本尚未发现，俞校本据以
参校的本子不多，但事实证明，俞先生在推敲定
字上见解不凡，与后出校本比较，一些有争议的
地方，仔细斟酌，还是以俞校为是。”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
究，是早在加入“语丝社”之初就开始了的。第
11 期《语丝》周刊上，曾发表他的论文《修正〈红
楼梦辩〉的一个楔子》，这该是他对自己所著《红
楼梦辩》的第一次修改吧？俞平伯在取得诸多文
学创作成就之后而穷其一生钻研一门学问，说不
定正是大师之能为大师的“秘笈”。据说晚年反
思自己的红学研究生涯时，俞平伯曾写下这样的
话：“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
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
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他虽然只校了《红楼梦》的
前80回，却同时附录了后40回，可见其手下还是
留情的。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俞平伯的四封手书，
是李治华宝藏多年后，于1990年代末期从巴黎
带回北京，与其译作法文版 《红楼梦》 手稿一
起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李治华 （1915—），
安徽亳县人，著名的中法文翻译家。1937年由
中法大学保送法国留学，1942年毕业于里昂大
学文学院后旅居里昂，曾将巴金的《家》、姚雪
垠的 《长夜》，京剧剧本 《白蛇传》《霸王别
姬》《打渔杀家》等译成法文。其代表作是法文
版 《红楼梦》 全本，1981年由法国伽利玛出版
社出版。他从 1954 年开始翻译 《红楼梦》，先
后花费了27年光阴。为探讨与此译相关的学术
问题，他与俞平伯等红学专家多有联系。1986
年2月由姚雪垠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语丝人语丝人””与与《《红楼梦红楼梦》》
□□徐徐 晋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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