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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斤斤于逆境，不戚戚

于穷途

周而复先生在写作 《长城万里图》的

过 程 中 曾 经 遭 遇 了 一 次 不 寻 常 的 挫

折———1985 年访日期间为采集素材而进

行的一次参访活动，在当时一些复杂的情

况下成为了“事件”，受到被开除党籍的处

分。 前一次的访谈中我已了解相关情况，

2001 年的这次晤叙，我们得知老先生最近

上送了新的申诉材料。 “我对最后解决问

题始终抱有信心”， 周先生沉静而坚定地

说，同时顺手从一边的桌上拿来这套小说

中的一本，翻到有关章节，指点一些文字

让我们看———内中有一些很具体的记述，

例如那个所在供奉的牌位，有一个是侵华

战犯东条英机的，而另一处则有其父东条

英教的牌位，说明这一对小子老子都是狂

热的扩张主义者。 作家写抗日小说，希望

尽可能多地采集和掌握素材，这些细节正

是在那样的采集活动中获得的。

老作家用自己的认识观、历史观创作

的这部作品，自然必须接受时间和读者的

长久检验， 但著作者以热忱的爱国情怀、

坚强的使命意识完成这么一部大书，本身

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更为难得的是，

在遭遇挫折，承受不一般的压力和精神煎

熬的状况下，周先生“不斤斤于逆境，不戚

戚于穷途”，按既定目标辛勤劳作，最终写

完了这部超长篇的最后一句话。 这种对事

业对理想无限忠诚的定力，和永在征途的

战斗姿态，令人感佩不已。

那次叙谈中周先生说的两段话也令

人难忘，原话是：“我今年 87 岁，好心人劝

我完成这部长篇后可以搁笔休息了，我自

己可不这样想， 只要活下去 ， 就还要写

作。 ”“人家以为我写了这么多东西，一定

有个好身体，其实不对，我过去生过膀胱

癌，后来又有高血压、糖尿病，都是很折磨

人的，有时候心情也会烦躁，但我不悲观，

也不消极。 ”

心系社稷，笔随时代

出生于 1914 年的周而复自幼承受严

格庭训，在之后的求学过程中接触大量传

统诗文和中外名著，逐渐对文字和文学滋

生了浓厚的兴趣。 上世纪 30 年代以一部

《夜行集》诗集初涉文坛，后来在南京和上

海写了好多杂文类作品（出版过一本《北

望楼杂文》）。 1938 年，怀着对战乱年代国

家命运和前途的急切关注，周而复奔赴延

安， 曾到晋察冀民主根据地工作四年，然

后再回延安。 军内军外，关内关外，笔和枪

都是战士手中的武器。 抗战胜利后，国共

两党按 “双十协定 ”成立 “军事调处执行

部”， 周而复受命以新华社和新华日报特

派员的身份，跟随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

赴各地巡视，了解军调工作，采写军调新

闻，先后写出并发表了《晋察冀行 》《东北

横断面》《松花江上的风云》等纪实作品。

上世纪 40 年代后期则完成了抗日题材

长篇小说《燕宿崖》和《白求恩大夫》的创

作。 心系社稷，笔随时代，是这一代文艺

家内心的自觉要求。 对于这场我国历史

上从未有过的全民族奋勇抗击外国侵略

者的伟大战争， 周而复一直有一个从广

度和深度的结合上写一部大书的心愿 ，

并多方搜集积累素材， 皆因公务繁忙而

延搁下来，直到下定决心开笔的时候，已

经是花甲之年了。

2002 年，中纪委经过复查核对，作出

了恢复周而复党籍的决定，周老在收到这

个文件的时候感慨万分。 而在此后直至生

命终点的一年多时间里，高龄老人争分夺

秒地进行着最后一部著作 《往事回首录》

（三卷本 100 万字）的写作，中国工人出版

社的责任编辑刘岚热忱地帮助这位病弱

老人完成了最后的文字。 当我接到由刘岚

女士寄来的这套图书时，周老先生已不在

人世。

写到这里， 我不禁想起 2008 年在中

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休养期间，有一

天去鸽子窝公园， 王蒙先生与大家同行，

其间说到作家高产的话题。 王蒙说顺境高

产当然好，而遭遇逆境仍然高产，就不是

常人所能做得到的。 他说的正是自己十分

熟悉的前辈作家周而复。 他说周老先生著

作等身，十几年在低谷中负重而行坚持完

成既定任务，是何等的力量支撑啊 ，特别

令人钦敬。

自 15 岁发表第一篇文章到 2004 年

1 月 8 日与世长辞 ， 这位文学长路上的

跋涉者为社会奉献了 1000 万字的著述 ，

多部优秀作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

响。我们的“业余作家”用毕生的心血，书

写着他对养育自己的故国热土和人民的

深沉的爱。

忆卞之琳先生二三事
■孙琴安

早在 80 多年前，卞之琳与何

其芳、 李广田三位青年诗人合出

了一本诗集《汉园集》，遂有“汉园

三诗人”之称。 后来李广田、何其

芳二人相继去世， 我曾对卞之琳

开玩笑说：“汉园三诗人中， 数您

的寿命最长。 ”他笑了。 没想到在

新世纪将临之际，他也去世了，终

年 90 岁。

以往我每次去北京， 总要到

卞先生家去，而所谈的又总是诗。

每次去， 卞先生几乎都是在案边

写作或看书，屋里总是很安静。我

知道卞之琳与何其芳都很注意诗

的形式， 曾一度探讨过新格律诗

的问题，在译诗中也很注重格律，

但我的观点与他很不相同。

记得 30 多年前有一次在卞

先生家，我不知天高地厚，居然班

门弄斧， 在他面前大谈诗的形式

和格律：“不论中外， 人类格律诗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诗歌不可能

永远是格律诗，20 世纪实际上是

以自由诗为主的时代， 就是再提

倡格律和新格律诗也没用。”为了

自圆其说，我不断举例，竟然说了

十几分钟。 卞先生居然静坐着听

我讲完，也不插话，而且听得非常

认真。 我知道自己的这个观点与

他相左，便等他反驳。 不料他听完

了却点点头，说：“你的这个观点还

是有点道理的。”“真的吗？”我一阵

惊喜，又有点怀疑。“真的。”他又肯

定地点点头：“是有点道理的。 ”

此情此景，我至今记得。因为

我知道卞之琳在学术观点上轻易

不附和、不含糊，而今居然赞同一

个年仅 30 多岁又名不见经传的

后辈的意见， 这着实让我兴奋了

好一阵。

有一次去北京， 正逢国庆节

前夕，住宿紧张，我和一位同事暂

住北京师大， 需补办手续方可长

住。情急之下，我冒昧地去找卞先

生，他连忙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

托我转给该校蓝棣之， 在他的帮

助下，总算安居了下来。几天后我

去卞先生府上致谢，又谈起了诗。

当时他为了找一份有关诗的材

料，在他的大写字桌上乱翻，我见

桌上书籍纸张凌乱，怕他找不着，

就劝他别找了。 没想到他一会儿

就翻了出来，一边拿给我，一边指

着杂乱的书桌笑着说：“我这是杂

而不乱，自有条理，什么东西放何

处，只有我知道。 ”

交谈时我说：“诗人臧云远也

到延安去过， 并在一篇文章中提

到您 ， 说在延安时也曾碰到过

您。 ”卞之琳是个很认真的人，他

听后想了一会儿， 然后说：“这篇

文章我没见过，如你方便，我倒想

看一下。 ”回沪以后，我就把臧云

远文章中有关卞之琳的内容复印

了一份寄给了他。 他接到后，在

1991 年 6 月 23 日给我写了一封

回信，信中说：

承费神复印寄来臧云远文有

关一段，谢谢！我应约写的一篇小

文已寄出，现对照臧文，似没有记

得太错的地方。只是上了年纪，除

非当时记有日记之类， 回忆过去

总不免有出入处， 我已不大记得

在延安见过臧了。说我“一身八路

军打扮”，显然当时我刚从前方回

来，是在春夏时，还没有来得及换

夏装。 他说我“三二年、三三年在

北大西斋穿蓝布大褂”，倒像是何

其芳的样子，他住过西斋，后来方

敬也住过那里， 李广田和我住过

东斋， 我都不记得和臧在沙滩见

面了，却记得 1935 年清明时节在

日本东京和他见过一面。

你的文章， 还未见北京有复

印件寄来，但没有关系，等发表后

再看吧， 我相信没有什么可订正

的地方。

有关他与臧云远见面的问题，

说实话，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卞

先生在信中作了这么一番追忆，其

态度之认真，由此也可见一斑。

后来我写毛泽东与作家交往

的书， 想起何其芳在文章中曾写

过他与卞之琳、 沙汀在延安同见

毛泽东，并与毛泽东交谈的事，心

想卞之琳还在世， 延安可能只是

他早年见过毛泽东的地方， 也许

他后来还在别处见过， 便给他写

了封信求证。 卞先生在百忙中立

即给我回了封信，信中说：“近半

年来，事繁心烦，时间精力，两都

不济 ，案头来信山积 ，实在无法

一一清理置答 。 三月十六日来

信 ，因素厌事实以误传误 ，这次

涉及的人物又非同一般，有关与

我的微末接触 ，亟需澄清 ，特抽

空答复几句。 ”

接着，他就以较长的篇幅，回

忆了他见到毛泽东的几次情况。

尽管他作了补充， 但他在信的末

尾，还是善意地劝我：

虽然我现在补充告诉了你这

些细节（多半是记不准的），我还

是奉劝你不要在这方面写什么文

章，因为这些都无关紧要，也乏善

可陈， 我也不愿意藉此给自己脸

上贴金，藉此招摇。说话、写文章，

都要认真，随便不得，查对材料，

更应有真凭实据，实事求是，你在

研究所工作，当然理解，用不着我

提醒。

当然，我还是谢谢你的好意。

像这样奉劝我不要撰写毛泽

东与文化名人交往的前辈作家有

好几位，他们或认为意义不大，或

认为风险太大， 很可能吃力不讨

好，除卞之琳以外，臧克家、柯灵、

冯至等似乎都有这个意思。 但我

顾不了这些忠告， 总想为后人留

有一些可资参考的有价值的历史

真相，所以仍一意孤行，最后终于

撰成了一部 82 万字的书，由江苏

人民出版社于 1993 年分上下两

册出版，并寄给了卞之琳一套。他

收到以后， 在 1994 年 3 月 24 日

给我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毛

泽东与名人》早收到，谢谢。 作为

‘名人’，且列入这本书中，实在不

配，深感不安。 幸所记事实，尚无

太大差错，也就搁在一边，待有空

再读其中各文。……岁尾年头，偏

又以低效率赶履行几项文字承

诺，所以接书也就没有即复道谢，

请谅。 ”

也是在这封信中， 卞之琳还

谈起了自己近年来的生活状况，

他写道：“年迈体弱， 一年来仅两

次出门活动， 一次在去年二月下

旬闻冯至病危前往医院探看，另

一次九月间往艾青家会美国来的

叶维廉。去年二月一日，照平时惯

例以亲自上下四楼至传达室取邮

件，作为锻炼，取晚报回来，在二、三

层之间摔伤，幸仅破及颅骨外皮，缝

了五针，一周后也就没有事了。 但

家里人再不让我下楼了……”在

信的结尾，他又写道：

我倒想起你前些年出版过一

本现代几个写诗的作品赏析集

子，我是保存的，只是一时忘记堆

藏在什么地方了。 不记得其中有

无谈我《断章》一诗的，我正帮助友

人收集关于此四行短诗的妙解、

歪解、乱解的材料，如有便请抄录

你自己的几句话，就要发表过的，

不要现在新写，寄我备用为感。

每读此信， 在我的眼前便会

出现一位白发苍苍的戴眼镜的老

者，迈着细碎的步子，微颤着身子

在房间里拿书取报，或伏案写作，

或娓娓而谈……现在， 这位老人

已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断

章》《圆宝盒》 却留存了下来，而

且，恐怕是会永远留传下去的。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