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红萧军珍稀手稿“安家”上海
填补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收藏空白

萧红写给萧军的两封亲笔信以及

萧军为《晚晴集》手写的序，昨天正式

入藏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

馆 ，填补了该馆萧红 、萧军手稿收藏

的空白。 现当代文学专家、华东师范

大学教授陈子善指出，这两位中国近

现代知名作家与上海关系特殊，萧红

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两

部代表作都是在鲁迅的帮助下于上

海出版的。 此番二人手稿 “安家”上

海，意义非凡。

萧红的两封书信能
留存至今，堪称奇迹

身处动荡年代，萧红、萧军的手稿

十分珍稀。 尤其是萧红，年仅 31 岁便

去世， 学界曾经一度以为她没有手稿

存世。“此次入藏的这两封书信能够留

存到今天，堪称奇迹！”手稿的捐赠者、

萧军的长孙萧大忠如是说。

据透露， 这两封亲笔信是萧红从

日本东京写给萧军的。萧大忠介绍，从

1936 年坐船去东京开始， 到 1937 年

回国又至北京，萧红给萧军写了 42 封

信。两人分手后，萧军将这些书信打包

托朋友带还给萧红，但由于时局动荡，

行程未果， 这批书信又回到了萧军手

上，历经众多波折。 1940 年，冒着路上

被国民党关卡检查出来的危险， 这些

书信随萧军从重庆到了延安。 日本投

降后，1945 年冬， 萧军随着东征的队

伍从延安出发去张家口待转路去东北

时， 装着这些书信和文件的箱子翻落

到河里，险些毁于一旦。亏得萧军事先

用油纸包裹了几层， 才没有全部被水

浸透。“文革”期间，萧军的家几度被抄

没 ， 这些书信也被席卷一空 ， 直到

1974 年以后才被陆续归还。 1977 年，

萧军在故纸堆中偶然找到了这些书

信。 此后，萧军将它们按时间排序，并

加以注释，这就有了后来出版的《萧红

书简辑存注释录》。

萧红写给萧军的这些书信说的大

多是琐事，却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许鞍华执导的电影《黄金时代》，灵感

和片名便源自萧红 1936 年 11 月 19

日写给萧军的一封书信。信中，萧红说：

“希望固然有，目的也固然有，但是都那么

远和那么大。人尽靠着远的和大的来生活

是不行的……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

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

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

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

相隔半个多世纪的重
新“回归”，意义非凡

“这些年， 不断有拍卖机构找到我

们， 想要拍卖这些书信， 其中三封曾经

上过拍场， 成交价超过百万元， 但商业

目的非家族所愿。” 据萧大忠透露， 此

前， 他已代表家族， 将部分信件分别捐

赠给耶鲁大学、 牛津大学、 香港中文大

学等机构， 上海图书馆是中国内地的第

一家受赠单位。 “很多作家朋友跟我推

荐上海图书馆， 说把手稿放在这里， 是

最好归宿， 于是我们来了。” 他如是表达

了此次捐赠的缘起。

为此， 在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两封

书信中， 他特意选择了一封自东京寄至

上海的信件。 信中， 萧红絮叨了她初到

日本的种种不适； “现在我很难过， 很

想哭……这里的天气也算很热， 并且讲

一句话的人也没有， 看的书也没有， 报

也没有 。 心情非常坏 ， 想到街上去走

走， 路又不认识， 话也不会讲……” 与

此同时 ， 她也表达了对萧军的思念 ：

“我留在家里想写一点什么， 但哪里写

的下去， 因为我听不到你那登登上楼的

声音了……” 由于萧红在信中提到两人

在上海的时光 ， 萧军特意在注释中写

道： “回忆我们将到上海时， 虽然人生

地疏， 语言不通， 但是还有我们两人在

一道， 同时鲁迅先生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写

给我们一封信， 在精神上并不寂寞的， 而

如今只有她一个人孤悬在海外的异国， 这

难怪她要哭的！” 这封饱含两人热烈情感

的信件回到上海， 称得上是相隔半个多世

纪的重新 “回归”。

近年来，作家手稿备受关注，它对于文

学现场、作家研究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上

海图书馆馆长陈超告诉记者， 上海图书馆

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目前藏有中国现当代

文化名人的著作手稿、信函、日记、笔

记和书画 8 万余件。萧红、萧军的这些

手稿入藏后， 将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下

保存， 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对它

们进行编目、数字化，尽可能为学者研

究利用提供便利。 而除了现有的文化

名人手稿陈列馆， 上海图书馆东馆建

成后也将设立手稿主题馆， 该馆今年

最重头的年度精品展亦将以名人手稿

为主题，呈现丰厚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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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谁都不知道是谁的孩子
怀化莲华寺僧人与湖南省人民医院医生用慈悲为怀和仁心仁术续写生命奇迹

他叫“宏二”，出生五个多月了。 也

许你会觉得这名字挺奇怪：百家姓里有

“洪”，却没听说过姓“宏”的。 其实，“宏

二”是庙里和尚给取的名字，也就是说，

他小小年纪就有了“法名”。

旧时习俗，富足人家的孩子怕养不

大，寄养在庙里求菩萨保佑 ，才会有法

名。 宏二呢，家到底在哪，没人知道———

他生下来就因先天性肠闭锁，一个发病

率仅为 1/20000 的少见病，而奄奄一息，

孤零零地被遗弃在寺外。

在过去的 150 多个日夜里，这条顽

强小生命惊动了一群好心人，展开了一

场生死营救。

寺庙外的弃婴，生命即将停摆

湖南怀化莲华寺的庙门前，是振然

法师与宏二的第一次谋面。 是谁把这可

爱的孩子留置在此？ 通过被褥里的病例

信息 ， 振然法师拼凑着孩子的信息 ：

2018 年 11 月 16 日出生，小家伙在母亲

肚子里只待了 34 周就早早降生， 出生

时体重 2.9 公斤， 出生后医生发现他肚

子特别大 ，伴有呼吸不规则 ，反应也很

差，考虑为“新生儿窒息 、新生儿肺炎 、

消化道畸形待查”……

看着孩子情况不大对劲，振然法师

与莲华寺的义工们赶紧把他送到怀化

当地医院 ，住院两天 ，小家伙的情况不

见好转。

得救救这孩子！ 振然法师给远在省

会长沙的湖南省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主

任张爱民教授发了一条求助短信。 法师

与这位医生朋友相识也是一段缘 。 原

来，之前有一名病情类似的小孩 ，也曾

被遗弃在莲华寺 ， 振然法师给他取名

“宏广”，并送到湖南省人民医院新生儿

科救治，至此有了联系。

2018 年 11 月 18 日，振然法师与一

群好心人抱着宏二，搭乘高铁连夜赶往

长沙。 一路上，宏二的生命迹象极其微

弱，法师一度以为孩子夭折 ，但他们依

旧坚持着为这个小生命寻求一线生机。

“进来时脸色苍白，嘴唇发绀，几乎

没有生命迹象。 ”张爱民清楚记得当晚

10 点多在医院见到宏二时的场景。

一行人风尘仆仆赶到医院时，医药

费还没着落，可眼看这条无家可归的小

生命即将停摆，谁都不愿放弃。 事实上，

就在宏二来长沙的路上，张爱民向医院

总值班 、医务部等汇报了情况 ，并着手

安排病房做好接收准备，同时与小儿外

科医生沟通孩子病情。

宏二入院后，被诊断为先天性肠闭

锁，一个发病率只有 1/20000 的少见病。

更可怕的是， 由于没得到及时救治，闭

塞导致了肠穿孔 ，胎粪溢出 ，引发弥漫

性腹膜炎，小家伙腹胀如鼓。 必须紧急

手术！ 这个深夜，一群医务人员为了这

个谁都不知道是谁的孩子，集结起来。

连夜手术，救命的每一刻
都是争分夺秒

救命的每一刻，都是争分夺秒。 当

晚 11 点多， 经历了气管插管、 上呼吸

机、输氧、扩容、纠酸 、消炎等一系列抢

救措施 ，宏二的病情稍稍稳定 ，就被立

即送入手术室。 小儿外科王江主治医师

及手术麻醉团队将为他施行急诊手

术———空肠造瘘术。

“根据肠道发育和造口的情况，估

计还要进行两次手术。 ”王江医生当时

判断。 原来，先天性肠闭锁本就属少见

病，像宏二这样合并肠穿孔导致胎粪性

腹膜炎的，治疗难度更大、疗程也更长。

“由于术前准确判断 ，宏二也吉人

天相，手术切口正好位于肠穿孔的正上

方，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手术难度。 ”参与

手术的医生回忆道。

手术后，宏二住进了新生儿重症监

护室。 小家伙一度出现切口感染，监护

室加强护理，让孩子平安度过感染关口。

在宏二两个多月大时， 他接受了二期手

术， 医生为他切除了严重发育不良的肠

段，施行肠道端端吻合，解除肠粘连。

手术仅是为孩子赢得生机的开始，

之后，他还要度过很多关卡。 比如，由于

宏二年纪太小 ，且营养不良 ，造瘘口所

在的肠壁总是回缩，粪便浸到皮肤和皮

下组织，容易造成坏死。 而且，宏二造瘘

口的位置较高 ，吸收不良明显 ，大便呈

“纯奶”样，“吃进去什么，拉出来就是什

么”。 生命要维持，营养必须保障，为此，

监护室的护士为他不断调整喂养方案。

造瘘口的维护也很有讲究。 每次给

宏二做造瘘口维护都要花费一两个小

时，需要两三名护士参与。 初期维护尤

其频繁， 护士的一个班头是八小时，最

高峰一个班要给宏二换两三次引流袋。

150 多天日夜守护，上百
人的心血造就重生

从最先的一天换两三次引流袋，到

一天换一次，再到后来二期手术前的最

佳状态———两天换一次……随着宏二

肠道的进一步发育，吸收不良的问题得

到解决，宏二不再需要三期手术了。

宏二一天天长大，对情感的需求越

来越强，监护室的天使妈妈们从单纯的

喂养走向了情感互动 。 他经常会 “求

抱”，倘若不理他，就开始吵闹。 有次，医

院的爱心义工刘思雨抱了他整整六小

时，那时宏二已经比较重了，放下他后，

小刘的胳膊半小时都抬不起来。

宏二的精神好起来了，护士们开始

和他开玩笑，“宏二，你长大要来看我们

哦。 ”宏二不吱声。 “宏二，你将来主持寺

庙大计，晨钟暮鼓，要有个好身体喔。 ”

宏二眨眨眼。

“宏二长大了 ，也许会发下两个宏

愿：一为慈悲为怀的僧人 ，二为救治他

的仁术仁心。 ”有好心人这样说。

今年 4 月 5 日， 在历经手术关、感

染关、 营养关等一道道生死难关后，宏

二终于迎来了出院的日子。 据不完全统

计 ，在宏二住院的 150 多个日夜 ，分两

期手术 ，大小会诊十几次 ，主治及以上

级别医生查房几十次，经治医生查房几

百次，护士轮班也有好几百个。

抱着这个重获新生的孩子，振然法

师说，宏二将会接受正常的教育 ，也希

望这孩子努力回报社会，感恩所有给予

他新生的人们。

激发天底下最宝贵的善心
采访宏二的故事，参与救治的医生曾一度犹豫，有人担心由此

会对宏二的生身父母形成“道德压力”；也有人担心，报道刊播之后，

是否会助长更多不负责任的家长把孩子丢弃在寺庙、医院等地……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与这些可爱、敬业的医务人员逐渐达成
了共识，我们依旧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去揣测宏二的父母，他们或许
有不得已的困难和苦衷。宏二的故事或许是一个悲剧的开始，但也
恰恰是这个不如意的开始， 激发了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人们
的善心。 因此，我们愿意去采撷这份善，弘扬这份善。

(上接第一版)

去年初夏的盛会落幕后， 相隔两个

多月， “一带一路” 电影巡展机制诞生，

秋冬两季 ， 《阿拉姜色 》 《柔情史 》

《矮婆》 《疲城》 《女他》 等一批中国新

片和影人被推送到世界面前。 又如这个

春天， 电影节新设电影学堂， 邀请首部

在国内公映的黎巴嫩影片 《何以为家 》

的导演娜丁·拉巴基在沪上专业电影院校

开讲大师班课程。

距离新一届电影节开幕还有一个多

月，丰富的“一带一路”活动已在计划表上

清晰可见。为“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安排

产业对接活动，“一带一路”主题馆新增市

场放映环节，电影合作论坛、电影之夜、电

影海报展、剧组见面会等将共同使“一带

一路”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最重要的标识

之一。

成果一点一滴显现：“上海
主场” 能为世界电影发展贡献
引擎

推进“一带一路”电影文化交流，上海

走得实在，成果也在一点一滴显现。

从成员看， 成立于上海的 “一带一

路” 电影节联盟多边网络逐渐清晰。 联

盟中既有发展中国家的电影节， 也有发

达国家的电影机构。 从内容看， 上海为

中外影人展开交流互鉴提供的 “共商共

建共享 ” 活动 ， 逐渐呈现出更高质量 、

更丰富维度的态势。 比如去年 11 月开罗

电影节与莫斯科合作举办的 “聚焦俄罗

斯” 系列影展， 今年 1 月白俄罗斯明斯

克电影节和新西兰电影委员会就双方人

才交流和影片互荐达成合作， 这两次握

手都是 “一带一路” 电影节联盟的实质

性成果。 《岗拉梅朵》 被翻译成六种语

言在九个国家和地区展播展映， 《阿拉

姜色》 先后在塔林黑夜电影节、 爱尔兰

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得奖， 这是中国电

影借 “一带一路” 巡展机制得到了更广

阔的舞台。 从 2016 年的 “一带一路·世

界电影” 论坛， 2017 年切分亚非与欧洲

板块的 “一带一路” 电影文化圆桌论坛，

到 2018 年从联盟的合作方式 、 如何策

展 、 合拍模式等具有实操性的话题 ，

“金爵” 论坛议题始终关注世界电影发展

之需。

从效应看， 一方面数据很直观 ： 今

年已有 53 个国家和地区送来了 1875 部

影片 ， 不仅比去年的 49 个国家和地区

1369 部有显著增长， 更是与四年前 “丝

绸之路” 影展单元的 10 个国家 11 部影

片不可同日而语。 另一方面， 许多国家

对 “共商共建共享” 表达了热情： 意大

利国家电影音像和多媒体工业协会国际

部总监罗伯托·斯塔贝尔曾提议， 各国电

影可利用好上海的平台 ， 开启 “直通

车 ”； 爱尔兰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始

人兼主席卡拉·穆尼表示 ， 他们的 “创

投” 单元一直期待中国作者出现。

在更为畅快的合作氛围中 ， 也许 ，

“上海主场 ” 能为世界电影发展贡献

引擎 ， 让交流互鉴的成果造福各国人

民 。

(上接第一版) 在挖掘经典的同时注重

改革开放后的新人新作， 展示了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蔚为大

观， 也印证了不竭的创新和创作才是

中国交响事业持续发展的“发动机”。

中国的交响乐创作与共和国一起

成长着， 它们的旋律里交织着中国人

民奋力向上的努力，激情澎湃。 全国专

家组遴选出的这 70 部交响乐力作都

是创作于 1949 年以后， 有马思聪、丁

善德、 朱践耳等老一辈作曲家的经典

作品，有郭文景 、陈其钢 、谭盾等音乐

界中坚力量的创作， 也有周天等青年

作曲家的新作，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

监余隆说 ，在中国交响 70 年里 ，我们

能听到新中国交响乐事业发展绵延不

断的厚重步履。

音乐学家、 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

馆长杨燕迪告诉记者， 这些诞生在这

70 年里的中国交响力作， 在时代与地

域特点、 艺术价值与大众接受度等方

面都有自己的个性。 如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 王云阶 《第二交响曲 “抗日战

争”》、丁善德《长征交响曲》、吕其明管

弦乐序曲《红旗颂》等加入民族传统音

乐中的特征音调 ，成为 “红色经典 ”之

作。 而改革开放以来新老作曲家共同

开拓创新，中国交响乐创作呈现出“百

花齐放 ，百家争鸣 ”的盛景 ，如朱践耳

反思历史 、剖析人性 、叩问心灵的 《第

一交响曲 》在 1986 年成功上演 ，引起

音乐界强烈反响。

艺术家们纷纷不遗余力
地参与“中国交响70年”系统
工程

据悉， 许多居住在海外的艺术家

知道 “中国交响 70 年 ” 系统工程开

展后， 纷纷不遗余力地参与到工作中

来。 如受到伯恩斯坦垂青并在欧美频

频获奖的作曲家、 指挥家盛宗亮， 为

使其融贯中西的乐队协奏曲 《十二生

肖》 不留遗憾， 不仅从美国飞到上海

指挥这部作品， 更请来曾为梵志登执

棒香港管弦乐团演绎 《尼伯龙根的指

环》 录音的英国团队助阵。 而在录制

瞿小松的交响合唱 《敦煌魂》 时， 合

唱团对乐谱有疑问， 工作人员联系作

曲家确认时误拨了刘念劬老先生的电

话 ， 没想到 ， 这位因老版 《封神榜 》

全剧作曲而为人熟知的作曲家， 竟对

“别人家的孩子 ” 也非常熟悉 ， 对工

作人员仔细解释疑问处 ， 老艺术家

的音乐素养着实让工作人员打心眼

里敬佩。

中国交响 70 年对世界乐坛来说

意味着什么？ 世界古典音乐权威杂志

《留声机 》 在新近出版的四月刊中 ，

以 “中国” 作为封面主题： 五星红旗

下，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手里

的指挥棒挥出中国旋律。 相应的文章

写道： “也许在从今往后的一个世纪

内， 世界的舞台上不仅将能一直听到

中国培养的音乐家， 还有中国的音乐

创作。”

“中国交响 70年”呈现中国交响乐黄钟大吕之美33国38成员呼应，“一带一路”电影联盟做大朋友圈

▲萧红与萧军合影。

荩萧红写给萧军的第三封信。

底图为电影 《黄金时代》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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