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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于1980年的创作自述中，巴金曾
详细列举自己“写小说”的“老师”，计有法
国的卢骚、雨果、左拉、罗曼·罗兰，俄国的
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
英国的狄更斯，日本的夏目漱石、田山花
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
以及中国的鲁迅和“中国社会生活”。这是
一份很有意思的名单。不仅说明了鲁迅在
他心目中的特殊重要性，更揭示了在巴金
的文学师承中，直接的外国影响源占据绝
对主导地位。而这些直接的外源影响，无
疑是更能体现“新文学”之“新”的。我以
为，在文学师承的外源作用的主导性这一
点上，既体现了巴金与鲁迅的巨大不同，又
揭示了二者之间亲和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从“呐喊”开始，回到“伤逝”，巴金的
文学道路看起来仍然像是一种宿命，仿佛
注定了要与鲁迅相始终。幸耶非耶？从
一方面来说，中国新文学经历了几十年的
发展，不仅仍然走不出生前渴盼“速朽”的
鲁迅的阴影，而且长期未能在意识层次真
正接近鲁迅文学的境界，这当然是一种悲
哀；从另一方面来说，经历漫长的单面化
发展之后，能够有一部《随想录》来终结这
种单面，重新接续鲁迅文学最深邃的余
脉，毕竟还是幸运的。

对二十世纪中国和中国文学来说，也
许真正的宿命是在于社会功利和美学价值
的难以两全。鲁迅不把自己当成一位作
家，是因为他觉得作家应该是理想家，对于
改造社会怀有强烈意愿，而他自己早就曾
经沧海，没有了这样的动机；他在朋友的促
动下拿起笔来，也只有个人的遣怀和对朋
友的慰藉。结果，他所留下的“鲁迅文学”
成了文学中的文学。巴金也不把自己当成
作家，是因为他拿起笔不是基于艺术的目
的，而是“因为对社会不满，肚子里有感情
要倾吐，有爱憎要发泄，我才写东西”。结
果，他成了鲁迅生前十分赏识的作家之
一。“鲁迅文学”和“鲁迅所赏识的文学”之
间的参差对照，应该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和
中国文学最具戏剧性的悲喜剧之一？

具体来看巴金的文学创作，他有非常
多的自述可供参考。他是典型的五四文化
产儿，使用五四文化所赋予的新的意识、新
的思想武器、新的世界观来和旧的东西做
斗争。文学对他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文学可以帮助他找到思想上的出路。当他
思考一些宏大的问题，找不到清晰结论的
时候；当他面临个人行动的某种局限的时

候，他发现文学是一个好的替代品。文学
可以把他无法当众说出的话记载下来，可
以帮助他发泄因为身体条件限制不能从事
某些事情所积聚下来的力比多和生命力，
如此这般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路径依赖”。
所以他一边反复表述着“我不是一个作家，
我也不想成为一个作家”之类的意思，一边
把自己塑造成了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

巴金在以1949年为分界的前期新文
学史上的重要性，取决于在成为鲁迅所期
待的“闯将”方面，他做得非常出色，他确实
是一位闯将，像一位拼命三郎。巴金当然
有才情，有文采，但这些都还是比较次要
的，使他成为一个出色作家的最关键因素
是他不犹疑，他始终有一个清晰的思想目
标，就是达到社会改造的意图。他曾说：
“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
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
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
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
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
垒，并没有作过妥协。”在社会意识的塑造
上，《家》的历史贡献很大，它塑造了我们对
旧式大家庭和家长制的认识。其文学感染
力也很强，在这方面，巴金确实是新文学的
骄傲，可以和旧文学争夺读者。三十年代
以来多少人在《家》的激励下冲出家门，进
入外面的世界。而到了《寒夜》，他把这些
出走的青年组合在一起，看他们会发生什
么故事。《寒夜》的艺术感染力也很强，读后
让人不能释怀。一对知识青年，在战时首
都重庆遭遇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生活变
得不可收拾。本来两个刚毕业的青年应该

是前途光明的，可是怎么在日常生活中会
变成这样？巴金就是要借此展开社会批
判，战争是国家的不幸，腐败是民族的不
幸，国家和民族的不幸最终落实到个人身
上，造成个人的不幸。所以这个作品最终
要落脚的地方仍然是社会批判，仍然是要
和他的敌人战斗。

其实从作品构型上来看，《家》和《寒
夜》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重写或续写《伤
逝》。《伤逝》写一个女孩子走出父亲的家
门以后的遭遇和命运，《家》写的是男孩，
到了《寒夜》，写的是这个男孩和女孩走到
一起组建新的家庭，开始新的生活之后可
能遇到的问题。所以可以说，巴金前期的
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社会改造的层面继续
五四第一代作家的未竟工作。尽管这些
前期作品在思想意识层面与《伤逝》不可
同日而语，但由于鲁迅“并不愿将自以为
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
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所以如果他一
直活到抗战胜利，看到《寒夜》出版，他一
定会很欣慰地认同巴金这样的作家为新
文学拓出了新的天地，因为那是一个他所
不能进入的世界，也是他所不能主宰的世
界。鲁迅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
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
去。”宽阔光明的地方在哪里？就在传统
家庭的门槛之外。而他自己却只能站在
这个门槛之上“肩住黑暗的闸门”。所以
所谓“历史中间物”的意识，鲁迅是很强
的。他对自己的估价并不高，他把自己看
成过渡人物，是历史的中间物。他觉得写
那些东西都是迫不得已，因为自己身上传

统的阴气太重，摆脱不掉。他痛感已经被
旧文化养成了一种只能用这种方式说话
的人，所以心底里是唾弃自己，看不起自
己，不把自己在新文化方面的成就看得多
么了不起的。实际上，鲁迅1923—1926年
间内心的挣扎，正是纠缠于在自我身份确
认和社会要求于他的角色之间何去何从
的问题。是真的跨出门去，不管自己是不
是“老头”，就去做一个“思想界的先驱”和
“青年导师”，还是继续缩在自己的壳里写
“自言自语”？一度成为他绝大的问题。
与此同时，他对青年人的鼓励和支持却是
不遗余力。“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
去”，他要放的正是巴金这样的青年和这
一代作家。巴金是一个代表，因为他着力
于处理青年主题，形塑了上世纪30年代以
后的青年心理和青年世界。

由此，作为文学史结论，我想今天我们
或者可以说，巴金这样的作家才是真真正
正的中国新文学的代表，是五四文化或五
四文学所期待要抚育的一代新人，而这一
代新人很好地承担了他们的历史责任，引
导了社会的动向，塑造了中国新文学甚至
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面貌。从巴金这一代
人登上历史舞台到渐渐离去，整个这一段
中国现代的历史，时间上相当长，可是在思
想过程上却是一个非常短的历史，也就是
作为五四后果的历史。作为这一代人中最
后的一位杰出代表，巴金去世了，这个历史
确实可以结束了。我们今天称巴金为“大
师”，是基于对其毕生贡献的评估。这些贡
献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作为推动
新文学发展的重要作家，他贡献了以《家》
和《寒夜》为代表的巨量文学作品，直接作
用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实践了以文学
方式服务社会的知识理想。在这一部分，
确如其自我确认，巴金之成为作家，的确是
偶然的，不排除他以其他方式报效社会，完
全可以达到文学方式的同等成就，甚至更
大成就。而在其毕生贡献的另一部分，巴
金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以其“把心
掏给读者”的《随想录》，直面自身行为所导
致的后果，从而不期然接续了鲁迅文学最
深邃的余脉，追比《伤逝》，以将近一个世纪
的跨度，勾连起探触“现代性困境”的文学
史线索。在这一线索上，中国文学的未来
发展值得期待。
（《鲁迅文学的内面——细读与通

讲》张业松/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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