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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靖华与鲁迅的深厚友谊
■马龙闪

只要翻阅过《鲁迅全集·书信

卷》的人大约都会注意到，鲁迅一

生在同所有人的通信中， 以给曹

靖华的信件为最多。 鲁迅日记中

显示给曹靖华的信件是 120 多

封， 曹靖华提供的数字较此还要

多一些，但因战乱丢失，留下来的

只有 80多封，收录进《鲁迅全集·书

信卷》中的是 84 封。 据曹靖华自

己讲， 他在开封国民革命军第二

军当苏联军事顾问团翻译时，团

里有一位苏联汉学家王希礼向苏

俄读者译介《阿 Q 正传》，为帮助

此人解决翻译中的疑难， 曹靖华

1925 年开始同鲁迅通信。 但鲁迅

这期间写给他解释有关《阿 Q 正

传》问题的信件都丢失了，后来又

丢失了其他一些信件。在《鲁迅全

集·书信卷》中，“致曹靖华”的第

一封信， 是 1930 年 9 月 20 日的

一封残信。 在此以前五年多的通

信，全都没能保存下来，自然也没

能收入书中。

鲁迅恰逢其时

也恰逢其人地遇到
了曹靖华

从《鲁迅全集·书信卷》中收

录“致曹靖华”的信件来看，鲁迅

给曹靖华的信分两个时期、 两种

情况。一个时期是 1933 年秋天以

前， 曹靖华在苏联期间； 一个时

期，是他从苏联回国之后。前一个

时期， 是上海和列宁格勒之间的

国际通讯，信件往返较慢，通常是

一两个月一封;后一个时期，是上

海和北平之间的国内通信， 常态

每十天半月一封， 最绵密时一月

有五六封之多，甚至个别，有一日

发出两封信的情况。 所以，《鲁迅

全集·书信卷》中收录鲁迅给曹靖

华的信件比其他所有人都多，是

因为鲁迅要向中国读者介绍苏俄

文学，而曹靖华当时正在苏联，便

于获得所需作品和资料。

曹靖华和鲁迅的深厚友谊 ，

是建立在共同的革命事业， 即介

绍苏俄革命文学之上的。从《祝中

俄文字之交》 可以看出， 鲁迅在

19 世纪末西欧文学中看到的都

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

体上搔搔痒的”东西，如“包探、冒

险家、 英国姑娘、 非洲野蛮的故

事”，而唯独“俄国文学是我们的

导师和朋友”，“从那里看见了被

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心酸，的

挣扎”。 虽然当时的俄罗斯“正在

侵略中国”，但从其文学中，鲁迅

看到的是被压迫者的境遇 。 从

此，鲁迅便开始了与俄国和弱小

民族文学结缘，译介这些文学，一

发而不可收，贯穿了他的终生。鲁

迅的这一文学观，决定了他一生

的文学活动，因此，介绍俄国文学

和东欧弱小民族文学， 在鲁迅整

个文学活动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

地位。

在介绍俄国和苏联文学的过

程中， 鲁迅恰逢其时也恰逢其人

地遇到了曹靖华。因为，虽然鲁迅

十分重视苏俄文学， 但却不懂俄

文和东欧文字， 这使曹靖华恰如

其时地成了鲁迅向中国介绍俄国

和苏联文学最好的助手、 最好的

战友、最可靠的桥梁。 1927 年大

革命失败后， 曹靖华经海参崴转

赴苏联，接着常驻列宁格勒，这对

了解、研究、译介俄国和苏联文学

来说，有了更便捷的条件。就是从

那时起， 曹靖华与鲁迅开始了十

年如一日直到鲁迅生命最后一刻

的频繁通信， 开始了他们之间密

切的友谊和交往。

在鲁迅 “致曹靖华” 的书信

中， 除大量谈及译介出版苏俄文

学和版画作品之外， 鲁迅还常常

向曹靖华介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中国文坛的情况。当时，上海文坛

很复杂，官方、“新月派”和“第三

种人”，以及左翼文学内部，矛盾

错综复杂，斗争十分尖锐。从信中

可以看出，鲁迅视曹靖华为至交，

对别人难言之事， 可以对曹靖华

言之；向他人不便托付之事，可以

向曹靖华托之。他们的通信，使用

了很多我们今天很难明白的暗

语、约定称呼、特定指称等。 曹靖

华不仅在同国民党、“新月派”和

“第三种人”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在

鲁迅一方， 就是在左翼作家内部

的矛盾冲突和纠葛中， 他们两人

也是有共同心声和知心语言的。

可以说， 曹靖华是鲁迅最亲近的

嫡系， 是鲁迅包括瞿秋白和胡风

在内不多的几个至交挚友之一。

鲁迅和曹靖华
对瞿秋白有着共同

的深情厚意

谈鲁迅与曹靖华的关系 ，不

能不谈后者与瞿秋白的关系。 曹

靖华 1921 年被社会主义青年团

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 瞿秋

白正在那里为中国留学生讲课，

他们的结识和交往， 对曹靖华有

着重大影响。可以毫不含糊地说，

瞿秋白是曹靖华走上介绍苏联革

命文学道路的引路人。在《罗汉岭

前吊秋白》一文中，曹靖华满怀深

情地回忆了当时瞿秋白细心地帮

助他修改译文的往事 。 曹靖华

1923 年翻译契诃夫的独幕剧《蠢

货 》，1924 年翻译契诃夫的剧本

《三姊妹》， 都是经由瞿秋白帮助

联系发表的。 瞿秋白对曹靖华说

“应当把介绍苏联文艺作品与理

论工作， 当作庄严的政治任务来

完成”，还勉励他“做一个引水运

肥的农夫”，立志于灌溉“中国这

块贫瘠的文艺田园”。曹靖华一生

坚持不懈于此项事业， 就是按照

瞿秋白的教诲身体力行的， 瞿秋

白既是曹靖华的良师， 又是他的

同志和朋友。

至于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 ，

大家都很清楚。 鲁迅谈到瞿秋白

时曾说过一句名言 “人生得一知

己足矣”，显而易见，鲁迅视瞿秋

白为“知己”。

所以，瞿秋白是鲁迅和曹靖

华共同的朋友。 鲁迅在“致曹靖

华”的信中，不时提到“它兄”，并

提供 “它兄 ”的情况 ，这里的 “它

兄”，指的就是瞿秋白。 红军长征

一开始 ， 鲁迅在 1935 年 1 月 6

日给曹靖华的信中告诉他:“它嫂

平安，惟它兄仆仆道途。 ” “它嫂”

是指杨之华，“它兄仆仆道途”，就

是说瞿秋白正奔波在辛苦的路

途中。

得知瞿秋白被捕 （1935 年 4

月下旬)的消息后，鲁迅在第一时

间（1935 年 5 月 14 日）的信中立

即告诉了曹靖华：“闻它兄大病，

且甚确，恐怕很难医好的了；闻它

嫂却尚健。 ”这里“大病”，是暗指

被捕一事；“很难医好”，是指营救

之困难 。 5 月 22 日信中鲁迅又

说：“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

然何能为。这是文化上的损失，真

是无可比喻。 ”

获悉瞿秋白牺牲后， 鲁迅 6

月 11 日信中又告：“它兄的事，是

已经结束了的， 此时还有何话可

说。 ”实际上 ，瞿秋白是 6 月 18

日牺牲的， 可能当时消息传得有

误，在瞿秋白尚未牺牲时，就传出

他被杀害了。因此，鲁迅把这一噩

耗告诉了曹靖华。

接着， 在 6 月 24 日的信中，

鲁迅又告诉曹靖华要给瞿秋白编

文集， 并说：“但我以为哭是无益

的， 只好仍是有一分力， 尽一分

力，不必一时特别的愤激。 ”从这

里可以看出，对于瞿秋白的牺牲，

曹靖华和鲁迅都强忍着巨大的悲

痛。后来，关于《瞿秋白文集》编辑

和出版的进度， 鲁迅在一连串的

书信中一一告诉了曹靖华。

当时， 关于瞿秋白行踪的消

息，是最高、最严的政治机密，鲁

迅却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曹靖华，

从中既可以看出鲁迅和曹靖华对

瞿秋白共有的深情厚意， 也可以

看出曹靖华与鲁迅之间有着非同

一般的信任。

曹靖华有着为

鲁迅所欣赏和敬重
的品质

曹靖华与鲁迅之间， 不仅因

为 “中俄文字之交” 这一共同事

业，有着同志加战友的深情厚谊，

而且他们个人之间还有甚笃的私

交。 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他们在通信中，几乎每一

封信都相互问候并关心对方的家

人家事、身体状况，甚至相互代购

和代寄药物和食品， 这是鲁迅与

其他人通信非常不同的地方。《鲁

迅全集·书信卷》 收录的第一封

“致曹靖华”的信（1930 年 9 月 20

日 ）中 ，就已出现这种情况 :鲁迅

问起曹靖华女儿的病情；当时，曹

的大女儿住在河南罗山， 鲁迅说

给她邮寄了药物和海参。这表明，

当时他们的交情已经非同一般

了。 像这类邮寄物品， 特别是书

籍、插图、版画和纸张之类的事，

在以后的通信中记载有很多，由

此可见他们之间的交情之深。

二、 鲁迅曾邀曹靖华到家做

客，两人一连数日促膝畅谈。曹靖

华 1933 年从苏联回国后，鲁迅就

几次三番邀请他到上海的家里做

客。 利用 1934 年初的寒假，曹靖

华来到了上海鲁迅的家， 就住在

以前瞿秋白逃避国民党追捕时曾

居住过的那个房间。 两位老朋友

相见有说不完的话， 一连几天促

膝长谈，更加深了友谊。曹靖华后

来表示，他毕生的遗憾，就是在这

期间没有请鲁迅给他留下一帧墨

宝。 他说，在鲁迅生前，这只是一

句话的事，唾手可得；而他恰恰放

过了这一机会。

三、 鲁迅为曹靖华父亲书写

了“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我

们从《鲁迅全集》中看到，鲁迅一生

只写过两个收录于全集的碑文，

一个是给韦素园（未名社成员）写

的，另一个就是给曹父写的。

四、鲁迅在逝世前三天（1936

年 10 月 16 日），在其病情沉重几

乎不能为文的情况下，还写了《曹

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对

曹靖华的为人和译著， 做了充分

肯定和高度评价，还说，为曹靖华

写这个序 “是一幸事， 亦一快事

也 ”。 随后 ， 在其逝世前两天

（1936 年 10 月 17 日），还给曹靖

华写了一封近千字的信。 鲁迅是

10 月 19 日去世的， 他为曹靖华

写的这篇《序》，给曹靖华的这封

信， 几乎可以说是鲁迅一生的最

后一篇文章和最后一封信。

曹靖华为什么能同鲁迅结成

如此深厚的友谊？ 除了上述提到

的他们有共同的目标———介绍苏

俄文学之外， 最主要的恐怕还是

曹靖华有着为鲁迅所欣赏和敬重

的品质———坚韧踏实 、 “一声不

响”、不事宣扬而“成为中坚”，“终

使坚实者成为硕果”的高尚品质。

此外，不能不提及的就是，曹

靖华和鲁迅一样， 也有着不怕黑

云压城的硬骨头精神。 他坚持真

理， 忠于朋友， 不做卖友求荣的

事。 1955 年 5 月 25 日，中国文艺

界举行了规模最大的一次批判胡

风大会。 会上文艺界二三十个头

面人物，有的追风趋时，有的迫于

压力，都上纲上线，大批胡风。 而

曹靖华作为鲁迅和胡风的朋友，

却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一言不

发。回家后，他对家人说：“欲加之

罪，何患无辞！ ”这就是曹靖华对

批判胡风的反应， 这就是曹靖华

和鲁迅一样的硬骨头精神！

▲曹 靖 华 翻

译 的 苏 联 文

学 作 品 《 铁

流 》， 封面由

鲁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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茛著名翻译家、作家曹靖华。

（画面右侧是一尊其收藏的

鲁迅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