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陈思和

———致毛时安的一封信

时安兄：

前天晚上你把 30 来篇散文

稿传到我的邮箱。 我当晚来不及

拜读，第二天白天有事，到了晚上

才打开电脑逐一读来， 原来也只

是想浏览一遍，但读着读着，竟不

想睡觉了，一口气读了下去。 虽然

老眼昏花，却也津津有味，虽然血

压很高，却仍然浮想联翩，连带着

对三四十年来的种种回忆，你，还

有你所写的海上人物。 除了沪上

画家我不太熟悉， 你所写的大多

数人物， 也都是我熟悉的师长朋

友，于是，作者的你，所写的对象人

物，还有读者的我，构成一个浓得

化不开的感情圈，我沉醉在其中。

你说你要把这些文章编成一

个散文集，要我为之作序。我没有

二话就答应下来， 随即把手边的

事情都往后推一推， 准备先完成

你交给我的任务———也不是你的

任务特别重要， 而是我的感情特

别需要，人渐渐老去，时时会感受

孤独感突然袭来，莫名所以。你和

我的个性不同，你比较热情外向，

而我总是落落寡合，但有些地方，

我们的情绪似能相通。 譬如你写

纪念赵长天的文章， 写到你有次

请长天、福先他们吃饭，嫌环境不

好，觉得没有吃好，希望再补请一

次，但是长天却走了，再也没有机

会了。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自然

想到，2002 年， 上海作家协会安

排我与长天、福先，还有于建明，

一起去埃及访问，留下了很多美

好的回忆。 回来后一直说，大家

聚一聚 ，聚一聚 ，但总是在这段

时间谁身体欠佳，或者那段时间

谁又特别忙，总是说，有机会，过

段时间再聚， 一晃很多年过去，

谁也想不到，身体最好的长天竟

突然撒手了。 这当然不是一顿饭

的纠结，而是在我们这段年龄里

生命无常的感受特别强烈 。 还

有 ，你写中学同学昌龙 ，写到同

学中三个人最要好，后来一个被

水淹死了，后来又一个患了绝症

……这种情景，我在写我的中学

回忆 《1966—1970：暗淡岁月 》里

也有同样的情景， 少年时期的好

朋友，几十年过去，这个没有了，

那个也没有了，不说也罢，说起来

总有一种空落落的感情。 自前年

以来， 我周围的许多尊敬的朋友

和长辈纷纷谢世， 数片落叶而知

秋近，孤独的时候，心里总是凉飕

飕的。今读你的散文，又勾起我久

久缠绕于心间挥之不去的寂寞之

感。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

你与我的心性不同， 你要比我乐

观向上，你的文字里充斥着热情。

你那些记叙海上人物的文章，写

作时间贯穿了三四十年， 从游戏

笔墨到生死以共， 经历了漫长的

光阴积淀， 但一贯的饱含着热情

洋溢的精神状态。 你在描写你与

徐中玉先生、 罗洛先生还有赵长

天等一起共事的时候， 都提到那

段曾经被不愉快的世事所困扰的

经历， 你既坦率地为时代留下见

证，也用你特有的奋进态度，写出

了知识分子在困境里的坚韧与挣

扎。你还有一个长处是知足常乐，

以平民出身感到自豪， 珍惜人生

的努力， 所以你的文章里始终透

彻一种来自民间的朴素哲学：你

很少众睡独醒，愤世嫉俗，也很少

怀才不遇，怨天尤人，（而这两点，

恰恰是当下很多知识分子痼疾）。

你喜欢在现实环境中实实在在地

做事，对于现实中取得一点成绩，

都会由衷地高兴自得。 你在上海

社科院文学所编过刊物， 后来又

到上海作协、上海文化局、艺术创

作中心担任一些领导工作， 抓过

创作，写过评论，渐渐在工作岗位

上成就了一个文艺评论家的功

德。 人的一生就是这样， 有因有

果， 每一步路都是用自己的脚走

出来的，这样的人生就过得踏实。

我读你写中学同学的那篇文章尤

其喜欢， 文字里就渗透了这种可

贵的平民人生观。

我喜欢读你近年写的一组文

章，写程乃珊，写赵长天，写贺友

直，写罗怀臻，无论写人谈文，都

充满真挚情感。一般来说，记人叙

事的散文出感情还是容易的，难

得的是要面对文字作品发议论，

表达出有情有义的态度。 你评罗

怀臻剧作的文章， 达到了这样的

境界。作为一个评论家，有时候难

免会碍于人情世故， 写些遵命而

勉强的文字， 这时候评论家的文

字是没有生命力度和热度的；相

反， 当评论家一旦面对与自己生

命信息相通、 撞击出生命火花的

文学作品， 他自己的生命热情被

激发出来， 他的生命信息就会转

化为一个个文字，一句句语言，强

烈地体现出来。 这样的文艺评论

才是上乘的评论。你写的《为信仰

而创作》，是为《罗怀臻剧作集》写

的序文。你与罗怀臻，曾经一个是

上海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 一个

是著名剧作家，但更重要的，如你

所说，这是“两个挚爱艺术的男人

之间”推心置腹的对话。 你对《西

楚霸王》《金龙与蜉蝣》《班昭》等

一系列作品的评论，虎虎生气，笔

底似有神。 你从上海文化大背景

来高度评价罗怀臻：说他“是一个

异类、异质的文化符号，是一个带

着苏北文化背景的外来人， 是一

个突然的闯入者。 也因为这个不

可捉摸无法预测的异质的文化符

号， 在后来岁月中像跳动的火焰

般地活跃介入， 上海的剧坛和文

化景观有了别样的生机和活力。”

这个评价非常到位。是的，上海的

文化不是从先验的模式里发展而

来，它本来就是大杂烩，是江南文

化现代转型过程中变风而成。 海

外西方文化、南洋华侨文化、江浙

社会文化、 苏北底层文化四大主

流， 再加上五湖四海的流民文化

杂交， 终于形成汪洋恣肆的现代

海派文化。而罗怀臻的戏曲创作，

代表了当下海派文化艺术中最为

强悍最有震撼力的硬文化元素。

（文化艺术要分软硬之别，如评弹

艺术，是软文化之最。 ）罗怀臻的

戏曲剧本虽然雅俗共赏， 但硬文

化元素则是他在当下靡靡流行文

化中脱颖而出、 一览众山小的根

本原因， 然而民间大地的文化元

素又是罗怀臻艺术创作的重要支

撑。你老兄法眼清净，一言道破罗

怀臻艺术风格的命根所在。 你指

出《金龙与蜉蝣》里，“城市观众看

不到自己熟悉的物欲横流的场

景，看不到生命萎顿、灵魂苍白的

人物。 蜉蝣、孑孓、玉凤、玉荞，他

(她 )们渺小卑微 ，然则他们的生

命代代相传。天老地荒，扑面而来

的是强悍的草莽气息， 是人物顽

强抗争命运的野草般旺盛的生命

力。 ”你指出在《梅龙镇》里，罗怀

臻“对传统题材‘游龙戏凤’的最

大改变， 就是强化民间底层生活

自在自足的祥和欢乐， 用以置换

帝王玩弄村姑的腐朽性， 从根本

上颠覆母题原来的趣味指向。 ”所

有这些评论语言，都满溢了民间文

化的强大生命力量，说到了罗怀臻

艺术风格的根本所在， 也应和了

你自己激情澎湃的评论主体性。

时安兄啊，读着你这篇《为信

仰而创作》， 我想得很多很多，这

个题目固然是从罗怀臻那里来

的， 但又何尝不是说破了我们的

“信仰”呢？ 40 年前我们意气奋发

走上文坛，围绕在《上海文学》杂

志社的周围， 从事文学批评；30

年前我们在 《上海文论》 上开辟

“重写文学史”专栏，后来遇到一

些风波，我和晓明，还有你，三人

跑到南京一起编完最后一期特

辑， 从南京回来的火车上我们大

谈文学与当下局势，旁若无人，不

说我们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倒

也真有一点“粪土当年万户侯”的

气概。 我提到“粪土”也是有原因

的， 记得你当时说了一句让我们

大笑不止的话，你说：“我正准备端

着大粪，朝这帮人浇呢！ ”———也

许你已经忘了吧？但是，要说到“信

仰”，我们对文学、对学术、对拨乱

反正的虔诚追求，何尝不是“信仰”

的操守和坚持呢？ 上世纪 90年代

以后，你在作家协会、文化局等单

位兢兢业业地工作， 我仍然在大

学里自由自在地教书， 我们都是

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履行自己的责

任和实践，虽然交往不频繁，但肃

肃赫赫，交通成和，彼此都有呼应。

这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几十年，

支撑我们走下去的， 也无非是那

个让知识分子面对风云而从容淡

定的“信仰”。

时安兄， 我很久没有写这样

的文字了， 老友面前难免伤感一

番。 现在你的《海上人物》出版在

即，我略写几句，聊以助兴。 希望

新书早日问世。

在此，祈保重身体，文思旺健。

思和

于血压奔腾中昏昏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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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红星》注重红星形象描写。 在

《称霸洪湖的———段德昌》中，说段“为人彬

彬儒雅，容貌白晢，眉目秀丽，望之俨然一

翩翩美少年也。 若易以女装， 混入裙钗队

里，直足以乱真。 见之者均以为不知谁家少

年公子，绝对无人想及其为红军猛将者。 ”

在《青年运动领袖———恽代英》中，描写恽

代英演说和写作才能时称， 恽代英初到黄

埔军校时，“一般学生见恽衣冠垢敝， 貌不

惊人，目为乡下土老儿，不愿聆彼之讲演。

不意恽一上台讲演，即彩声四起。 ”“恽在广

东，因所负职务繁多，故其忙特甚……因

此恽对于《向导》《中国青年》等规定之文

章，常于午夜瞌睡之际，始奋其天才，振笔

出之。 如此忙碌之中，往往无暇整容，须发

怒张，常如猬戟也。 ”

《中国的红星》注重红星细节描写。 在

《广东省委书记———邓中夏》中，称邓中夏

“在写文章时，嗜吸纸烟，尝于某晚为《中

国青年》写稿，自七时半至夜一时止，共吸

去大仙女牌香烟九包， 并且只用一根火

柴，一时共党中人，莫不引为趣谈”。 在《毛

泽东的夫人———贺子珍 》中 ，在叙述到长

征时写道， 红军长征， 步行二万五千里，

“贺亦随军前进，在战场上曾受伤多次，身

上被炸伤达念（廿的大写———笔者）余处，

满身血迹累累，受伤以后，先由人抬，继由

人背，复换骡马驮，最后人马俱无，只得步

行，而于此时，又产生一小孩，可谓受尽世

间之一切痛苦，然卒不死，而奋斗之火焰

亦不稍退减。 ”这些真实可信的细节，任何

一个有正义感的读者都会为之动容。

《中国的红星》评价红星客观公允。 评

价毛泽东：“国共再度合作以后，随着抗战

形势的展开， 毛泽东之地位乃更见重要，

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所属望之第二领

袖”，并预料“不久将来，毛必为中枢重要人

物也”。 评价朱德：“惟红军改编为第八路

军，在朱德领导之下，参加西战场作战以

来，捷报频传，其神出鬼没之游击战，使日

军陷入极端困难之地位。 ”“今后之朱德，

恐尚须加一‘民族英雄’之头衔也。 ”他认

为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为最活跃之人物，

且为斡旋国共合作之最大功臣。 国共再度

合作，周之地位，更为重要”。 他指出方志敏

是“赣东北苏维埃运动的创始者，曾任红军

第十军军长， 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固亦独霸一方之红军英雄也”。 他强调陈

延年在留法勤工俭学时， 就和赵世炎、李

立三 “被称为共党三杰”。 “其为人刻苦耐

劳，具有锐利的政治眼光，观察一切，异常

正确， 而办事手腕， 尤有斯达林 （即斯大

林———笔者）之风”。 如此中肯，对读者全面

了解红星极有助益。

囿于历史的局限性，《中国的红星》也

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再版时担任评注工作

的李教授指出： 将当时还健在的邵式平、

李立三列入“过去的红星”中，显然不妥。

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的主要领导人是项英和陈毅等，陈毅被误

为叶剑英。 还有将向忠发、王明、张国焘列

入中国的红星， 也很不恰当。 他们三人，

“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但我们不能苛求

于林轶青先生，更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

的精神去对待。

寻找作者

对编著者林轶青的身世， 李教授曾做

过反复考证，但至今仍不知其为何方神仙？

可能是上海的出版商林轶成， 但也只是推

测。 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名热爱和敬仰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爱国知识分子。 “中

国之有红军，前后不过十年历史，但红星之

活动，则已近有二十年之久。 ”可见，他将自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早期领导人统称

为“红星”，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统称为

“红星之活动”。 崇敬之情，跃然纸上。

为什么要编著这本书呢 ？ 林轶青坦

言：“此辈红星身世，各各不同，或则出身

富豪之家，或则贫无立锥之地，然既经献

身革命， 则为主义而奋斗牺牲之精神，殆

皆一致。 ”虽然各位红星结果不尽相同，有

的英勇牺牲了，有的还在英勇奋斗 ，但他

们的革命精神都值得传扬，“尤足资为谈

助”。 然而，在国共分裂十年内战时期虽牺

牲者颇不在少，“复因‘共产’二字，悬为例

禁，书报刊物，检查綦严，故虽奋斗至勇，

死事至烈，亦莫由漏泄于外。 此辈皆一时

俊彦，若听其身世湮没不彰，未免可惜。 况

禁之愈深，则欲知之心愈切。 ”现在，国共

两党，已尽捐前隙，携手合作，同为复兴民

族而努力。 因此，全国广大民众，“今日翘

首延踵”，更都迫切希望知道“此辈红星身

世”。 为“不侫追念过去，既珍国土，弥怀先

烈， 实不忍听其此辈毕生奋斗之红星，及

身而没， 英名不彰于世”。 情真意切的语

言，鲜明地反映了编著者的家国情怀。

“我们很想知道更多有关林先生的信

息，但由于《中国的红星》出版后不久就销

声匿迹，林轶青亦湮没于民间，终于成为

不可能。 ”李良明教授不无遗憾地说。 “如

果林先生或他的同事、后人得知，尘封了

80 余年的《中国的红星》已经由人民出版

社再版，将是多大的慰藉啊！ 我们真诚地

借贵报一角，希望知情人提供寻找作者的

线索。 ”

毛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