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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可风致《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信

《创业史》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
篇小说，作者原计划写四部。第一部曾经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

《延河》杂志上，每期两章，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
了单行本。第二部也由该社出版，分上、下两卷。上卷出版于
1977年6月，下卷出版于1979年6月。由于诸多历史或个人的
原因，写四部的原订计划未能实现，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两
部。笔者试图结合刘可风（柳青儿子）信件、《创业史》第二部下
卷的手抄稿、初刊本及初版本等一手材料，对第二部的发表、
出版、内容、风格等进行一点较为深入的研究。

一封信里的历史记忆

1978年，刘可风（柳青儿子）曾经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写
过一封信，鉴于这封信的史料价值及其在研究柳青晚年创作
动态及思想中的重要性，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人民文学》编辑部：
八月一号收到你们的加急电报后，用了几天时间，才和北

京中国青年出版社接通了电话，大致了解了你们的意图。所以
回复晚了些，请原谅。

我父亲计划在一九六九年写完《创业史》四部。文化大革
命前写成二部初稿 1—25 章。64 年以后，因为参加两期社教，
二部初稿也未完成。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使他损失了十多年宝贵
的时间，身体遭受了极大的摧残，过早的离开了人间，《创业
史》终于成了一部未完成之作。一九七六年他在病床上修改

《创业史》二部上卷，已意识到自己可能完不成四部的计划，决
定把整部第二部的结构、人物、情节作较大的改动和补充，把
后两部的重要思想，争取提前至二部下卷中表现出来。已完稿
的二部1—17章（1—13章已出书，14—17章在《延河》刊载）就
是根据新的构思将初稿修改补充而成的。其中，新增写了三
章。遗憾的是他的这个计划也未能完成。现在留下的，是没有
来得及改动的初稿，共十一章。

在北京办完丧事回来以后，我们心情很不好，需要处理的
事情也多，一直没有看这份遗稿。收到你们的电报后，才从长
安把遗稿取来初步整理一下。请几个同志看过。为了使读者看
起来情节发展是连续的，并能成（）（）（），大家共同商量选定了
五章。考虑到和已发表的十七章能够衔接起来，决定将这几章
的章续定为19、20、21、22、23、24、25。中间22、23是以梁生宝为
主的两章，可以隔过，暂不发表，待以后整理后一齐发表。

因原稿涂改较多，看起来不够清晰，现重抄一份寄上。由
于我们的思想水平和文学能力很差，出于对父亲遗著的尊重，
我们在选定、抄写过程中未做任何改动。

发表四章还是五章，请你们阅后审处。并请你们在发表之
前，将以上情况作一简要的说明。

这五章的抄件希望你们在用完后寄还给我们。
此致

敬礼
刘可风

8.8

刘可风在这封信中所阐述的内容，成为研究晚年柳青思
想及创作动态的最初信息。他首先初步为《创业史》第二部
下卷的初版、部分章节的发表定下了基调。《人民文学》
1978 年 第 10 期 发 表 柳 青 遗 作 时 ， 前 面 有 个 “ 编 者 按 ”

（略），《创业史》 第二部下卷有个“编后记”（略），这里要
说的是，无论是 《人民文学》 的“编者按”，还是 《创业
史》 第二部上卷的“编后记”，其内容几乎就是对刘可风信
件的直接移植和再次阐释。我们不妨说，刘可风是柳青晚年
创作及思想最权威的研究者。

手抄稿里的隐秘信息

《创业史》至少有5个文本：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再版
本、手抄本，每个文本的修辞策略和表意体系都不一样，构成
了丰富多彩的文本景观。关于手稿本情况，我们无法看到，故
无从评论。《人民文学》（1978年第 10期）、《延河》上发表的四
章可看作《创业史》第二部下卷的初刊本。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手抄本，共97页。据刘可风信件知，因
为手稿勾画较多，有些地方模糊不清，他们才对照原稿抄写了
一份。从抄写者的笔迹来看，这份抄稿至少由两人完成。刘可
风说他们严格遵循原著文字风貌，不做任何改动，但在我们看
来这是很难做到的。既然是一份抄件，自然就产生了一个新文
本，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一次再创作。因为抄写者要仔细
校对原稿的文字、细节，而且还对之做出了基本评定。比如在
标注“00373”、第25页处：“原文此处曾有一个问号，据柳青同
志的儿子刘可风的回忆，他（作者）曾经说过：‘穷人借人家的
牲口要还工，借破磨要留麸子，不能白借。’为了使读者不至误
解，此处作者还准备再推敲。”这种基于别人回忆及逝者口述
而做的细小改动，实际上，也就不算一手的经验了，应归为再
次创作。

《人民文学》的编辑在审读这份手抄稿时，又用红笔对之
做出了细微改动，主要纠正错字、错词、标点，修正一些不通顺
的句子，实际上在手抄稿基础上，又完成了一次创作。比如在
标注“00408”、第12页处，编辑将“1942”改成“一九四二”，在标
注“00440”、第19页处去掉“站在土场下”几个字，尽管只是一
些字词上的细小改动，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对手稿的改
动。比如，将“1942”改成“一九四二”可能是出于合乎语言规范
的考虑，但在作家本人看来，也许阿拉伯数字更合乎作家本人
的审美趣味。而且，从校对稿看，也有多位编辑参与了这个稿
件的校对。这样，我们不妨说，《创业史》第二部后五章的“作
者”至少有三个组成部分：柳青、原稿抄写者和《人民文学》的
编辑。他们联合校对出来的稿子，经由期刊发表，就是我们看

到的初刊本，再经由出版社编辑的校对，又出现了初版本。其
实，柳青那一代作家，由于晚年身体原因而不能从事写作，只
好通过口述或者后人整理遗稿的方式，以完成多部、多卷的写
作宏愿，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从整体上看，无论是稿件的抄写者，还是校对抄写稿的编
辑们，都比较严格地遵循原著的风貌，尽可能地呈现柳青晚年
的思想。

《创业史》（第二部·下卷）评价

第二部下卷初版本 1979 年 6 月出版，首印 10 万册，定价
0.43元，书号为10009.631。书面和内页“柳青”二字为作家本人
笔迹，书末有“编后记”。全书始自第 14章，终自第 28章。封面
由方鄂泰设计，将两个封面铺开，就是一幅田园劳动的风景
画——近处房舍清晰可见，村民说说笑笑，跨过小桥，水田
里农民忙于插秧，一条乡村公路围着水田向远处蜿蜒延伸
去。这幅画所蕴含的意境、主题充分阐释了“创业”二字所
富有的含义。

柳青对图书的装帧及封面设计也是很在意的，但是，他
不喜欢豪华、光亮的风格，而倾向于朴素、简单。据该书责
编王维玲回忆，《创业史》 第一部内文印出后，中青社计划
出版少量精装本，考虑到封面设计过于简单，计划在封面上
烫一块金，衬托《创业史》三个字。王维玲把出版社的考虑
告诉了柳青，柳青回信表示，“布面精装，我看不大好”，

“烫金字，太豪华了，会给人家不好的印象”。“千万不要搞
得突出，这将不会给作者和出版者带来好处，可能相反”。
王维玲收信后赶忙去和出版部门联系，但布面烫金的精装本
已在装订之中，无法挽回。

这部长篇小说最早以《稻地风波》的名字在《延河》（1959
年 4 月号）上开始连载，刊行至 8 月号。经过修改后，1960 年 5
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创业史》（第一部），并将
之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作品。从初刊本到初版本的修
改重点主要有：强化对农民问题的深入思考；进一步提升梁生
宝正面形象；再次塑造素芳形象；从初版本到再版本的变化主
要有：强化政治路线正确性；删除了与“性”、“爱情”有关的直
白词句或段落。两次的修改原因不一样，前者主要是出于不
折不扣地贯彻党中央政治路线的考虑，后者主要是出于修正
因“文革”运动造成的错误改动之目的。从初版本到再版本的
改动，例如：

“她从画报上看到郝建秀的形象，她就希望做一个那样的
女工。新中国给郝建秀那样可怜的女孩子，开辟了英雄的道
路，改霞从她的事迹受到鼓舞。”修改为：“她打听到国家要先

工业化，农村才能集体化以后，郭振山叫进工厂的话，对她才
有了影响。”

很显然，这样的删除或改写，就小说艺术体系而言，是
不成功的。但是，就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这又无比真实地反
映了那个年月的审美趋向。柳青对党和国家的情感，对农业
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的信仰，是不容怀疑的。应该说，柳青
的这种修改在整个“十七年”时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新中
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变动较为频繁，各种运动
接二连三地发生。作家的作用与政权建设紧密连在一起，就
必然出现了这种屡屡修改作品的现象，而且往往一改再改。
这就出现了众多的版本，而每一个版本就是一段历史的集中
写照。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依然贯彻一个基本的原则，必须确
保政治上正确，并及时阐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所以，作家
让小说中的人物说一些毛主席的名言、诗句、指示。比如，“真
是个‘江山如此多娇’！真是个‘红妆素裹，分外妖娆’！”其实，
按照正常规律，小说中的人物根本不具备这样的语言水平，也
就是说，上卷中的人物动辄说出此类话语，反而不符合人本身
的性格逻辑和思想水平，也就必然经不起读者的推敲。至于人
物个体的意识及隐秘的心理活动，则少之又少。这种趋势在下
卷中也不同程度地保持着，续写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和巩固
的过程，也是侧重表现了这一过程中人们在思想、心理上的变
化过程。但是，相比于上卷，它有几个方面的变化是值得我们
关注的。

一、去掉领袖语录，较大幅度地削弱政治话语的直接干
预。下卷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创业史》第一部的叙述感觉，情节
发展跟着人物走，高增福、任老四、白占魁等几个人物写得比
较活泛，给人以深刻印象。

二、细致描写各色人物们的言行、心态，真实再现农业合
作社发展历程。作家描写的都是合作社中的一些日常生活琐
事，而不是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社会大事。比如，在21章中，
梁生禄虽然入了社，但仍惦记那匹大黑马，常常私下喂偏料。
当谣言四起时，他又在入社与退社之间摇摆不定。由此可见，
作家通过对形形色色小人物日常生活言行和心理的描写，比
较客观而真实地再现了农业合作社成立后社员与社员、社员
与社领导、社内与社外之间微妙而多元的历史关系。如果不考
虑“农业合作社”这样的政治背景，这些人物的言行、心灵、思
想在其他时代、环境中也是存在的，因而，某种程度上，柳青也
写出了人性的共通性的一面。

三、叙述严谨而精致，风格朴实而蕴藉。情节环环相扣，平
静中见起伏。在上世纪70年代，至晚年仍能保持这样的艺术水
准的大陆作家是很少见的。

第二部下卷创作于文革前后，深深打印着那个时代的历
史烙印，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前1—17章和
第18—28章各自自成体系，前后缺乏必要的连贯性。这也是无
可奈何之事，柳青还没来得及修改这些篇章，就去世了。这些
篇章由后人来安排，也就必然存在着诸多不足。

《创业史》的评价及影响远没有结束。新世纪以来，当代中
国农村也正在经历着第二次“土改”运动，在这种背景下，我们
该如何再来审视《创业史》的价值呢？

《《创业史创业史》（》（第二部第二部））刊行始末刊行始末
□□晓晓 珂珂 尹传安尹传安 高兴利高兴利

柳青的“乡村寓言”
□孟凡珍

具有厚重深沉文化底蕴的黄土地养育了一
代文学大师柳青，他以浓郁的乡村书写回报了这
方热土。几经辗转，柳青毅然到长安乡间扎根，
由此，陕西农村和农民生活自然成了他取之不竭
的创作之源。他倾力抒写着中国的乡村故事，并
用文学作品建构了耐人寻味的“乡村寓言”。

一般来说，寓言指假借某个故事来说明一个
道理，常带有劝诫或讽刺的意味。本文所说柳青
的“乡村寓言”，意指其乡村叙事带有的“寓言
性”，具体包含其通过平凡的乡村故事来提升文
本的深刻寓意或哲学内涵。陕北和关中一带八
百里秦川的雄浑和质朴，粗犷与细腻，俏丽又豪
放的农村风光以及勤劳善良、坚韧执著抑或自私
狭隘、阴暗卑琐的农民形象是柳青反复书写的对
象。在这些朴实的乡村作品描写中，柳青摆脱了

“主观情绪”的渗透，他尽量隐蔽“自我”，让自己
变成一个乡村生活的歌者智者，在作品中尽力演
绎他的乡村寓意。雷·韦勒克曾在他的《文学理
论》中阐释了“个体艺术世界”——“小说家们都
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
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
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
特世界”。作为土生土长的陕西人，柳青的乡村

“故事群”就是他的经验世界呈现，展示的是其熟
悉的独特世界。几十年来，柳青的农村题材创作
一直深深吸引着读者，这主要得益于他擅长以恢

弘的史诗性作品传达出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与
精神状态，在表层真实之外，隐含着更复杂更深
层的农民生活真实以及浑朴阔大的人文情怀。

柳青在他的乡村小说群中塑造了不同阶级
和阶层的众多人物，他们有自己的农村生活立场
和观点。农民“英雄”是在农村合作化中涌现出
来的、并在党的直接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新式农
民。如《种谷记》中的王加扶、《铜墙铁壁》中的石
得富，还有《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在他们身上的
一个共同的优秀品质就是既具有踏实苦干的拼
搏精神，又兼具共产主义的崇高气魄。严家炎在

《梁生宝的形象》里认为，“哪怕是生活中极为平
凡的事，梁生宝也能一眼就发现他的深刻意义，
而且非常明确的把它总结提高到哲学的、理论的
高度，抓的那么敏锐，总结的那么准确。”可见柳
青对于梁生宝这样的英雄们是非常熟悉的。

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个人都无法把所属阶级
的全部特征都集中于一身。柳青则正是在把握
了这种“差异”的基础上写出了人物多样化的性
格。梁生宝和高增福同属贫雇农，高增福偏执而
梁生宝周到细致，梁生宝执著而高增福犹豫；也
同样是贫农，梁三老汉的落后、保守，在他们二人
身上就都看不到。同是富裕中农，郭世富老练又
刁钻，郭庆喜能干却憨实。其实，如果我们仔细
分析，不难发现，在农民们的观念里，土地和粮食
是他们的生命，他们所有的“小主意、小算盘、小

精明”都与之相关。如《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
他是一个饱含小农思想意识的旧式农民，他的身
上因袭着旧社会的精神重负却淳朴善良，分了10
亩稻田后竟然坐立不安。为梁生宝为公不为私
的行为，他躺在地里生闷气。面对别人的冷嘲热
讽，他忍辱负重，暗下决心过上富裕的日子并由
此找回做人的尊严。可以说，在梁三老汉身上折
射出的创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比梁生宝更有力
度。梁三老汉的痛苦与焦虑，是新旧交替时代中
更为典型的农民情绪。他几乎是旧中国多少代
农民苦难生活经历的缩影。而我们也正是通过
柳青笔下的这些“可爱”的农民们，分明看到了普
遍的农民性以及更具深广意味的人性——忠厚
与狡黠，淳朴与狭隘，豪迈与卑琐，在他们每一个
人的心中矛盾着、纠结着，挥之不去。他们让我
们看清了人性的弱点与优点。柳青自己也说过，
作家在展示各类人物的灵魂时，同时展示了自己
的灵魂，展示了普遍人的灵魂。这是不可避免
的，也是不可掩饰的。

柳青是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
他和人民群众特别是我国北方人民群众始终保
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塑造的乡村人物形象的可
贵之处还在于他深入细致地表达出了人物的思
想感情变化及人物的思想变迁。如小说《种谷
记》中塑造的血肉最丰满的人物王克俭，他是王
家沟村的行政主任、富裕中农。旧社会他基本上
依靠自己劳动吃苦过日子。边区民主政权建立
后他当选为村行政主任。但他工作热情不高，一
心想如何让自己的一家发家致富。村里号召变
工互助，他又怕贫雇农在变工中沾了他的光。他
就时刻盯着并应付着，在大势所趋之下也不得不
答应参加变工集体种谷。小说用了大量的笔墨
写出了王克俭的动摇、轻信、自私、小心的思想性
格及变化过程。柳青写人物思想变迁写得最好
的仍然是《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梁三老汉代
表了在资本主义自发道路和社会主义互助合作
道路这两条道路之间徘徊、观望，最终走上集体
道路的那部分贫下中农。全国解放后他在土改

中分得了土地，本想创立家业，与富裕中农攀
比。他不接受儿子梁生宝劝他搞互助合作事
业，父子俩在思想上产生了分歧。郭世富盖楼
房的刺激，孙水嘴等人的挖苦，郭振山个人发
家的行动，更加剧了他内心的惶惑和痛楚。由
于对互助组的怀疑和抵触，他对儿子发牢骚，对
他的称呼从“宝娃”变为带讽刺意味的“梁伟
人”。但多年的生活经历使他越来越明确感觉到
了互助组的正确。梁生宝买稻种、割扫帚等事实
摆在眼前，他开始信服儿子和合作化事业并默默
关注着，甚至称儿子为“梁代表”。直到粮食大增
产、灯塔社成立，这些事实使他完全信服了互助
合作的优越性，由此自豪地称儿子为“主任”。从
怀疑抵触到默默关注再到完全信服，梁三老汉经
过曲折痛苦的内心挣扎或心理扬弃，终于从旧的
生活道路走上新的道路。可见，柳青的乡村人物
史，其实也是中国农村人物的思想变迁史。

如果说柳青通过 《种谷记》《铜墙铁壁》
《创业史》等小说的叙述完成了作者与小说中的
人物、历史叙述与乡村叙述的统一的话，那么
这 种 统 一 背 后 隐 含 的 则 是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话
语——“合作化”的群众化、自然化的过程。
党的合作化的话语要进入农村，并不仅是一个
简单的党的话语的发出与农村接受过程，而是
要靠农民的自觉成长来完成。柳青在这些作品
中无一例外地表现了党宣传号召之下觉醒了的
农民群众，在由个体走向集体的道路时所表现
出来的“势如暴风骤雨”的强大力量，这也正
是蕴藏在农民当中的力量。从第一部实践文艺
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 《种谷记》 开始，柳青就
把农民当作农村运动的主宰来写了，他认为没
有农民，就没有任何创造。《种谷记》以集体种
谷为素材反映当时农民群众的生产和斗争，它
宣告了在我国农村阶级力量已经发生了变化，
农民正在成为自己的主角。这个力量正在改变
着农村的面貌，改变着整个中国的面貌，同时
也改变着农民自己的面貌。小说用大量笔墨写
出了具有新旧思想的一代农民参加这场集体互

助运动，比如六老汉、存起、唯宝、福子等。
在 《铜墙铁壁》 中，柳青以更真实的笔法描写
了正面人物的群众力量，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毛
主席语录的直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
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
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在 《创业史》
里，柳青把重心放在了更加广阔的层面上：与
自然、新的阶级敌人、自己思想里的旧残余进
行挑战并最终获得胜利。柳青的乡村小说集中
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的一系列“革
命”——从个人到集体、从互助到合作。这些
小说正是党的政策话语在农村曲折展开并获得
成功的寓言。它把中国农村微缩的风情画镶嵌
在一个个行政村落里，并将村落里乡亲们共同
演绎的乡村故事组成了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

“史记”。因此这些小说可以被看作是新中国乡
村的断代史，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
的诞生史、创业史。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失败和灭亡，社会主义
道路的成功并不断走向一个又一个新阶段，这
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这一
切，又是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创造的结
果，并不是任何个别人物的伟大创造。这既是
中国农民的历史，也是中国农村的发展史。

纵观柳青的乡村小说，他描摹土地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写他们日常生活的
平凡琐屑以及在社会变革运动中的自我奋斗、
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突显他们的精神成长与
灵魂变迁。他写在政治话语权力之下的农村革
命，见证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与进步。从优秀
人物与落后人物身上，他彰显了人性的优点与
弱点；从农村革命的道路上，他发现了人民群
众的力量，肯定了他们在中国历史道路上的价
值。柳青从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出发，以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乡村寓言，展示出对中
国式农民命运的深切思考，抒发了对人生及人
性的哲学问思，也由此表现出了其独特的文学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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