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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 2 月 7 日和 8 日，美

国空军连续轰炸和扫射越南北方

广平省和永灵地区， 图谋把侵略

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 中国政府

于 2 月 9 日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

美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 严正指

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

略，就是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

是早已做了准备的， 并且懂得如

何援助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

民，赶走美国侵略者。”“六亿五千

万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兄弟的越南

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

《怒火》， 就是在这样的国际

形势下创作的一篇散文。 与《巴

信》一样，发表时未署写作时间，但

不需考证，因为在《巴金日记》（大

象出版社 2004年版） 中记得一清

二楚。此处据巴金 1965年的日记，

抄录与写作此文有关的文字于下：

二月八日 （晚上 ）听广播 ，

美国飞机昨、 今两天又侵犯越南

民主共和国领空， 轰炸洞海市和

永灵地区，令人愤慨之至。我从广

播中听到首都五十万群众游行示

威高呼口号的录音报道， 我的心

也到了北京的街头。 我的心还到

了我所熟悉的洞海市和永灵区，

我真想参加越南南方人民的斗

争。 我相信美帝国主义滚出越南

南方的日子不远了，越来越近了。

二月九日 （中午）十一点半

回到家里，徐开垒来电话，要我给

“笔会”栏目写一篇支持越南人民

的文章。 中饭后午睡半小时，两点

半左右开始写短文，五点前写完，

由《文汇报》通讯员取去。 （注：此文

即为刊于 2月 10日《文汇报》的《坚

决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据徐开垒

考证， 2月 9日巴金有一封信给他：

“稿子匆匆写成，奉上，请替我看看，

不妥处，请代改正，谢谢。 书一册奉

上，请查收。 ”此信应是与稿子一起

由《文汇报》通讯员带回交给徐开垒

的。 书一册是巴金的《贤良桥畔》。 ）

二月十日 八点三刻起。《少年

文艺》的两位编辑来拉稿。十二点前

市政协来电话通知一点前在市政协

院内集合出发游行支持越南人民。

中饭后十二点二十五分坐三轮车，

绕道到北京西路，在江宁路口下车，

走到市政协，正好一点钟。几分钟后

随大队出发， 走到西藏路大上海电

影院门口解散，坐陈同生车返家。

二月十一日 （晚上）从联播

新闻中又听到越南南方人民武装炸

毁归仁美军宿舍的捷报，真了不起。

二月十二日 八点一刻起 。

读报，听广播。试写《少年文艺》要

的稿子，开头颇感困难，不知如何

写法。 中饭后《人民日报》记者站

来电话索稿。 休息二十分钟，写

《越南人民必胜》，五点前写完，由

新华社通讯员来取去。 六点后晚

饭，听广播。 续写《少年文艺》要

稿，也只写了百余字。 因感不适，

十一点一刻洗澡。零点后睡。（注：

《越南人民必胜》 发表时改名为

《英雄的越南人民必胜 》， 刊于

1965 年 2 月 15 日《人民日报》。 ）

二月十三日 八点一刻后起。

续写《少年文艺》要稿。 中饭后午

睡一小时，续写短文。 六点一刻吃

晚饭。 听广播。 续写短文。

二月十五日 中饭后午睡到

三点半钟。 写完短文，不到三千字。

开始抄改短文。 六点一刻吃晚饭。

听广播。 继续抄改短文，一点半前

抄改完毕。 即睡。

二月十六日 （晚上）校改《贤

良江边的怒火》。 一点改完。

二月十七日 八点一刻起。十

点后《少年文艺》编辑同志来取稿。

三月九日 《少年文艺》社送来

大批印刷精美的少儿读物。 （注：其

中应该有最新一期《少年文艺》。 ）

从日记中可发现， 巴金在四

天内应约要写三篇支持越南人民

的文章，前两篇都是“一气呵成”：

《文汇报》一篇 2000 来字，用了不

到两个半小时；《人民日报》 那篇

1600 来字， 用了不足四个小时。

《怒火》 一篇， 最后成稿 2300 来

字， 前后却花了五天多时间：12

日“试写”，“开头颇感困难，不知

如何写法 ”，13 日差不多写了一

整天，14 日没有写作记录 ，15 日

“写完 ”并 “开始抄改 ”，16 日 “校

改”，到 17 日凌晨“一点改完”。能

想到的是，《少年文艺》 编辑部提

出了一些写作要求， 因为杂志读

者对象是广大少年朋友。

巴金对贤良江
有着特殊的情感

篇名中含“贤良江”，因为巴

金对贤良江有着特殊的情感。 这

里摘录《怒火》开首的一段：

一连两天，上海市二百多万人

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举行强大的

示威游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 “打

倒美国强盗！ ”“美帝国主义从越南

南方滚出去！ ”的怒吼响彻云霄。我

高举着“越南人民必胜！ ”的旗子，

和示威群众一同前进，我深深感觉

到我们中越两国人民真是心连心

的好朋友，真是比骨肉还亲的好同

志。我多么愿意我能够再到洞海市

和永灵区，向那里的越南兄弟祝贺

他们连续打落入侵敌机的辉煌胜

利， 而且留在那里同他们并肩战

斗，打击侵略边境的敌人。 我的心

又飞到英雄的越南人民中间去了，

我仿佛又见到了贤良桥头迎风招

展的特大金星红旗。

“一连两天 ”， 就是 9 日 、10

日的上海群众大游行。 巴金高举

着“越南人民必胜！”的旗子，参加

了 10 日的大游行。据 11日《文汇

报》报道，10日参加游行的各界人

士还有周谷城、谈家桢、李国豪、叶

以群、袁雪芬、俞振飞等。

从日记和《怒火》文中发现，

巴金“熟悉”洞海和永灵，因为他

曾访问过越南。 1963 年，越南战

争正处于第二阶段， 中国作协安

排巴金去越南访问， 同行的是山

西作家李束为。 巴金一行于 6 月

10 日从北京飞抵河内，7 月 17 日

回到北京。在越南的五个星期里，

巴金到过河内、洞海、永灵、海防、

贤良江、下龙湾等地，与当地作家

座谈交流外，还访问了许多民众，

包括战士民兵。

贤良江，又叫边海河，位于北

纬十七度，属越南广治省。河上有

贤良桥，1952 年由法国殖民者建

造 。 1954 年 7 月日内瓦协议以

后， 成为越南南北方临时军事分

界线，也叫“十七度线”。 1967 年

越南战争期间，被美军完全摧毁。

在越南访问时，巴金“在紧靠

十七度线的永灵住了三天”，“一

位上尉同志陪我在贤良江边走了

两个半天”。他在贤良江边看到的

是：“平静的江水明明给人分割成

了两半，美丽的土地给切断了，和

睦的家庭给拆散了！ ”“几乎不相

信自己的眼睛”。贤良桥分割了越

南民族，分割了越南人民的心，巴

金切身体会到越南人民对国土分

裂的悲痛和对祖国统一的渴望。

他在越南很快写成 《贤良桥畔的

金星红旗》（刊 1963 年第 9 期《人

民文学》）， 把自己的万分感慨和

对越南人民的爱写进文字中。

1964 年 7 月，巴金将访越归

来后所写的 《携手前进》《我的心

永远在英雄的人民中间 》《忆越

南》《珍贵的礼物》《越南人民的庄

严答复》等七篇文章，与《贤良桥

畔的金星红旗》一起辑为一册，以

《贤良桥畔》为书名，由作家出版

社出版。 最初取书名为 《携手前

进》，出版社编辑王仰晨“认为《携

手前进》书名不像文学著作”，遂“决

定改为《贤良桥畔》”，于是把《贤良

桥畔的金星红旗》也改为《贤良桥

畔》。写作《怒火》时，巴金“忽然想

起了一本小书中的插图： 一位年

轻妇女抱着孩子站在江边， 她望

不见孩子的爸爸， 却对着静静的

南岸挥动尖尖的斗笠”。 这本“小

书”就是《贤良桥畔》，那幅插图，正

是《贤良桥畔》一文的题头图。

一连两天的轰炸、 两天的大

游行，让巴金想起“在永灵和洞海

过的令人难忘的日子， 也想起许

多激动人心的故事”。 他在文中

说：在那里“看到了越燃越旺的怒

火”。 《怒火》一文，通过回忆访问

贤良江时的所见所闻， 歌颂了英

雄的越南人民敢于斗争、 敢于革

命的精神， 表达了一个热爱和平

的作家对越南人民真挚友好的感

情。文中多次提到的“金星红旗”，

就是《贤良桥畔的金星红旗》中的

金星红旗。 《贤良桥畔》书中还印

有这幅金星红旗的照片， 这是第

一次访越时永灵区委领导送给巴

金的，他一直珍藏着。

再访越南 ，巴金

终于实现愿望

从日记和《怒火》中还发现，

巴金强烈地表达了再赴越南访问

的愿望。 他说：“我多么愿意我能

够再到洞海市和永灵区”，“我真想

参加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同他

们并肩战斗， 打击侵略边境的敌

人”。 其实，巴金在两三天前写的

《坚决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文中

就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我去年就

说过：在需要的时候，我就是用两

条腿走路，也要走到越南去，去保

卫我们唇齿相依的邻邦， 保卫兄

弟的越南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现在我也是这样说，这样想，而

且我的心已经飞到永灵和洞海，

飞到英雄的越南人民中间了。 ”

7 月 9 日， 巴金与作家魏巍

由中国作协委派来到河内。“我的

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又一次在贤

良桥头留下我的脚迹。”这次在越

南长达三个多月， 受到越南民主

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接见， 到过

河内、清化、义安、广平和永灵，还

到过奠边府、海防等地。巴金 9 月

18 日在河内写的散文《美国飞贼

们的下场———答越南南方诗人江

南同志》（刊于 1965 年 《人民文

学》10 月号），详细描述了在越南

所亲见的战争场面。巴金是 10 月

19 日回到北京的，萧珊已等在那

里，两人小住几天后回到上海。这

是萧珊最后一次到北京。

这次访越归来后， 巴金写过

多篇越南战争题材的散文，如《越

南青年女民兵———答越南南方诗

人江南同志 》 （刊 1965 年 12 月

21 日 《人民日报 》）、《炸不断的

桥———再致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

志》（刊 1966 年 3 月 6 日香港《文

汇报》）和 《重访十七度线———再

致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 》（刊

1966 年 《人民文学 》三月号 ）等 。

据巴金 1966 年日记 ，4 月 27 日

写完《炸不断的桥》“代序”和“后

记”，29 日校改完其中几篇文章，

5 月 3 日把《炸不断的桥》原稿 14

篇交给胞弟李济生转上海文艺出

版社 。 “原稿 ”14 篇是 1964 至

1966 年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散文，

巴金拟编成一册单行本，“没有想

到不久我就进了‘牛棚’”，出版一

事自然没了下文。 巴金 1991 年 6

月 28 日在给《巴金全集》编辑王

仰晨的信中说到《炸不断的桥》的

篇目（含附录共 11 篇），其中“代

序”即为《并肩前进———答越南南

方诗人江南同志》（刊 1964 年 12

月 20 日《人民日报》），但未见《贤

良江边的怒火》一文。

《巴信》和《怒火》两文，未曾

辑入任何集子；《怒火》 篇名虽出

现在《巴金日记》，但晚于《巴金全

集》出版，也许这是《巴金全集》失

收的原因。不过，编辑《巴金全集》

时，巴金已找到 1960 年代的“上

海日记 ”，《怒火》 未被收入 《全

集》，或有其他原因？ 笔者以为，最

可能的是， 巴金晚年自己忘了在

《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作品，这是完

全可以理解的。 让笔者困惑的是，

《巴金日记》已出版十余年，却未曾

有人注意到 1965 年 2 月 16 日记

着：“校改《贤良江边的怒火》。 ”

巴金正在工作。

▲ 《贤良桥畔》（作家出版

社 1964 年版）。

荨 刊有 《贤良江边的怒

火》的《少年文艺》1965 年

第三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