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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邵子南是 一位富有个性的诗 人、小说家。 他 的诗作富于哲理性、探索性 ,但有欧化倾

向。 《讲话》之后 的《地 雷阵》等小说 ,注意从民 间文学、古典文学 中吸取营养 ,形成 了传奇性、战斗
性、通俗性等特征 ,但另一面也削弱了现实主义批判力 量。两度摇摆之后 ,邵的创作走上了坦途。 40
年代后期和 50年代初期的《谷荣事》、《三尺 红绫》、《李文 秀》等 显示出 新的艺 术作风 ,深刻 的思想
批判力量和细腻而又宏阔的艺术描写有机结 合了起来 ,简洁大气 ,高屋建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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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子南 ( 1916— 1955)是一位颇富 思想艺术个 性

情于诗歌 ,是晋察冀诗坛的 一员骁将。 这并不 奇怪 ,

的 诗人、小说家。 他 生于 四川省 资阳 县一个 普通 农

邵子南是一个热 情如火的人 ,可以想见 ,一旦踏上解

家 ,在贫 困流离中 渡过 了他的 少年 时光 ; 三十 年代 ,

放区这片自由的 土地 ,他那 热情傲岸的心灵 ,定会喷

怀抱 青春理 想 ,出 夔门、越三 峡 ,来到 十里洋 场同 时

涌出不可遏抑 的诗情。 还在延安时 ,他就与田 间、柯

也是左翼 文化主战场的上海 ;抗战爆发 后 ,又同成 百

仲平发起了 “街头诗运动 日” ,从延安到晋察冀 ,是一

上千青年 一道 ,背负 民族希望 ,奔 向延安 ,转赴敌后 ;

路行军 ,一路歌诗 ,墙 头、岩畔、树干都留下 了他们火

抗战胜 利后 ,又奔 赴大西南。 他热情、勤勉、自信 ,也

热的诗句。抵达边区后 ,他和战地社诸诗人 ,编刊物、

有 些固 执 ,他“狂 热地 在 艺术 上追 求 某种 美好 的 东

搞创作 ,街头诗、朗 诵诗、合唱 诗 ,红红 火火。 战地社

西 ,在政治上追 求中国人民的解放” (欧 阳山《邵子 南

是晋察翼诗 运的中坚 ,《诗建设》则是边区历时 最久、

选集· 序》 )。也许是这种过度猛烈燃烧的热情 ,过多

影响最大的诗刊 ,从 1939年底田间调出晋 察冀通讯

地耗损了他的生命力 ,因而在全国胜利不久 , 39岁盛

社后 ,由 他和方冰长期主持 该刊的编务 ; 他还积极参

年正当 创作力旺盛之际因 白血病英年早逝。 曾在 晋

与边 区文协 和晋察 翼诗会 的工作。 孙犁的 《清 明随

察冀 和延安 两度与 之并肩 驰驱 ,知之 甚深的 孙犁 深

笔》从 一个侧面记下了邵子 南当年忙碌活跃的 身影:

为 痛惜地 说: “他的 才华灯盏 里的 油脂 并没有 枯竭 ,

“他们 (西战 团— — 笔者注 )文学组编印《诗建设》 ,每

他死得早了些” (《清明随笔》 )。

期都有 邵子南 同志的 诗 ,那 用红绿 纸印 刷的诗 传单
上 ,也 每期有他写的很多街 头诗。 此外 ,他 写了大量

一

歌词 ,写了大型歌剧《不死的人》。 战斗、生 产他都积

邵子南 的诗名不如小说家名 气大 ,但 是 ,在相 当

极参加 ,有时 还登台 演戏 ,充 当配角 ,帮 助布景 卸幕

长时间 ,即从 1939年 1月随西北战地 服务团到晋 察

等等”。不仅是《诗建设》 ,《诗战线》、《边区诗歌》、《歌

冀 ,到 1944年 5月又 随团返 回延 安 ,邵子南 一直 钟

创造》上 ,也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作为“诗建设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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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之二、之五 ,他和田 间等合 作出版 了诗 集《粮食》

活面貌 ,它更忠实于生活的 描绘 ,也更强 调主体意识

( 1939. 3》 ,和魏巍、丹辉等合作 出版了《力量》 ( 1939.

的高扬和对现 实的突入。 诗人努力强化 着对边区人

6)。 他还 独自 出版 了《文 化的 民众》 ( 1934. 4)和 《组

民生活 的体 验和理 解 ,在前 线、农 村、山岗、平原 ,在

织》 ( 1939. 10)。

平静的群众集会 上 ,抑或是 在激烈的反扫荡中 ,他都

晋察 冀诗歌 是一 朵艺术 奇葩 ,拥 有一批 颇有 实

以巴蜀儿女特有 的热情直率、火辣辣的性格 ,去接近

力的诗人 ,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诗作。鲜明的时代色

熟悉理 解边区 人民群 众的 生活、思想、情 感、人 情风

彩、浓厚 的生活气 息和饱 满的战 斗激 情构成 了诗 派

物 ,把自己的心与边区的土地和人 民贴的更紧些。

的整体 风格。 同时诗人们也在努 力寻求既适合时 代

就取材和构思 而言 ,诗人 尽力避免描绘“大的事

的民 族的需 要 ,又 适合个 人性格 气质 的艺术 表达 方

物 ”和 “传 奇性”的事物 ,而宁 愿老老 实实地 写些 “小

式和成 长道路 ,邵 子南即是代表诗人之 一。 他的诗 ,

的事物” ,平凡的事物。因此 ,出现于诗歌中的常是具

如 曼 晴所 说 ,“是 很 有 棱 角 的 `不同 凡 响 ’ 的 作 品”

象的 个体: “模范支部书记”、“妇女自卫队”、“骡夫”、

(《春风 杨柳 万 千条 —— 回 忆晋 察冀 边 区 的诗 歌 运

“运输 员” ,自然诗人并未忽 略他们身上的英雄 气概。

动》 )。

支部书记在大龙 华歼灭战中率领一 排人机智勇敢地

初到 晋察冀 ,作 为街 头诗运 动的 倡导者 和组 织

摧毁了 敌人的 重机枪 火力点 ,柳沱 的一 个青年 宁死

者 ,邵子南明确地把 诗歌纳入政治工作 的轨道 ,情 绪

不肯指 认面前 的村干 部 ,妇 女自卫 队挺 着一双 小脚

节律是激昂热烈的。歌颂边区的新气象 ,歌颂民众的

像男人一样行进 在战斗的行列… … 但 诗人更多抒写

觉醒 ,呼 唤人们参 战、斗争 ,以及 对未 来的渴 望与 憧

的常常是人物和 生活中一眼看去也 许并无多少诗意

憬 ,是他诗作的 基本主题。 如传单诗《花》所传达的:

的东 西: 暗 夜、墙壁、土地、红 枣、压面妇、站 岗、开会

“人民 有了 晋察冀 ,心 眼里 开了 花!

… … 诗人要在平凡朴素中挖掘出诗意和美来。

/花 —— 又鲜 明

/花— — 长生不老 ,要开出新 中华! ”在抒情 方

具体而 言 ,诗 人一 方面 努力于 感觉 的捕捉 和心

式 上 ,诗人力 图把“我”融入大 众之中 ,因 而“没有 个

态的精 细描摹 ,借以 表现诗 人和边 区军 民的战 斗情

人 的`我’ ,到 处是战斗者的`我们’ ” (邵 子南《两年 文

绪和生活感 受 ,如田间 引为典型的《夜》: “夜里 ,我们

艺》 )。 在诗歌 意象的组织上则是 整体的概括多于 具

在山顶上睡觉 , /新 月 的光触到岩石尖 山 , /露在清凉

象的刻画 ,这虽然是 战争初期所难以完 全避免的 ,但

的空 气里凝 结。 /听 着敌人 周围 放着 炮 , /在拂 晓向

毕竟 影响到 对于现 实的更 为鲜明 深刻 的反映 ,这 是

着西 边响过 去了。 /我们跳 起。”以 真切的 笔触 把夜

诗人也是诗坛通病。诗人很快认识到这一点 ,他检讨

宿山崖 的游 击战士 对于 山、夜、月、光、露、炮声 的具

说 ,那时 “诗 人还不 能适当地 把握 自己 的笔 ,写出 更

体感受和昂扬 的斗志细腻真切地 表现了出来。 另一

生 动更具 体的个 别 ,不 从个体 看总体 ,忽 略了 个体”

方面 ,则 刻意于哲理的追求 ,在自然的人 事的种种形

又大!

(《两年 文艺》 )。 诗人意识地克服着 诗作中某些空 疏

色中 ,力 图揭示出潜在的精 神底蕴 ,哲理 性和探索性

肤 泛的 毛病 ,决 心 创作 出“我 们的 实 在风 景与 风 俗

也就成为邵诗 的一个重要特色。 旧时代 农村几乎年

画” (邵子南《诗的小论》 )。约在 1939年夏后 ,诗人完

年闹春荒 ,但是抗战了 ,边区有了组织 ,开展了 互助 ,

成了 一批较有影响的被 称为“战争的 风俗诗”的 新诗

情形就 不同了 ,冬去 春来就 不仅仅 是自 然时序 的更

作。对此 ,田间曾有很好的 描述: “作 者是大致把握了

替 ,而隐喻 着人事 的变迁。 诗人敏 锐地 抓住了 这一

游 击 战的`风俗 ’ 。 (部分群 众某 些方 面的 生活。)并

点 ,在对比 了两种 渡春 荒场面 后 ,吟咏道: “世界 上 ,

以此 更明显 地看到 作者似 乎越来 越不 性急的 ,慢 慢

只有贫农 ,才了解春 天” (《春天· 粮 食的诗章》 )。 有

地从战 争的 炮 火中 抓 起 一些 `小的 事 物’ 来 歌 唱。”

些在常 人看来 很难进 入诗境 的抽象 内容 ,邵子 南也

(《“战争的风俗诗 ”及其他》 )后来 魏巍也说: “子南 的

执 意要试 一试 ,在他的 诗中就 出现了 “组 织”、“民主

诗 ,极 力追 求 自然 ,他 更喜 欢 挖掘 生 活中 的平 凡 事

集中 制”等 一些险 僻的 诗题 ,描叙 真理、理 性、自 由、

物 ,习 用散文 的手法 ,去绘 制战争 的风 俗画” (《晋 察

民主、合作、组 织等一 些新 的原则、观 念、语汇 ,如何

冀诗抄· 序》 )。

像磁石 一样攫 住了农 民的心 灵 ,把 他们 织进了 未曾

所 谓“战争的 风俗诗 ” ,就是 要求 诗歌更 为贴 近

遭遇的新生活。虽然 不免于要与自私、怯懦等等因袭

战时 边区军 民的心 理和生 活 ,非 必是 轰轰烈 烈可 歌

的观念、心理、习 俗发生 抵牾 和碰撞 ,却 又真切 地改

可泣但又 是与战争战斗相联 系的平常心态和日 常生

变着人们的生活命运 ,展现出胜利 和幸福的曙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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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从 诗艺的 角度看 未必都 是很成 功的 ,时或 流露 出

这毕 竟是认识 问题 ,是文 艺思想 问题 ,是在 要“为大

的欧化的 超常句式和文人语 汇 ,很难说 是大众化的。

众”前提 下发生 的的认 识上的偏 差 ,而要提 到“是以

然而却正可以看出诗人固执倔强的性格 。

脱离 群众的东 西愚弄 群众”这样 一个根 本立场 态度

从 诗体上 看 ,邵子南 从初 期的 街头诗、朗 诵诗 ,
即 政治抒 情诗 ,转向 了叙事 诗。 “从呼 喊到叙 述 ,从

问题就未免夸大其辞了。自此之后 ,邵子南便转向了
小说创作。

`真理’ 到事实” (《两年文艺》 ) ,这 在当时被认为是 要

他的再 度回归 诗国 已是 全国解 放之 后 ,那 就是

更紧密的贴近现实的。应该说那时的叙事 ,同四十年

长诗《白毛女》。其创 作动因诗人旧友欧阳山在为《邵

代 后期的《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赶车传》等 民

子南选集》所写的“序”中曾 有较长一段文字说 明 ,大

歌体 诗在叙 事策略、体式 路径和 语言 向度上 是有 较

要是说 邵子南 从晋察 冀回延 安后 ,也带 去了关 于白

大差异 的。 其叙事风格 ,与哲理性、探索性的诗境 追

毛女的 传说 ,并在延 安鲁艺 创作组 里面 提出过 他设

求相应和 ,表现出强 烈的理念化色彩 ,对于深层意 味

计的《白毛女》歌 剧的原稿 ,因为意见分歧 ,退出了这

的揭示 的兴趣是要超过对 情节本身的提炼的。 有 些

个创作组。 邵子 南设计的《白毛女》歌剧 原貌已不得

诗中叙 事的因素已淡化到 只是一个引子。 像诗人 很

而知。 但长诗《白毛女》确实为我们提供 了关于这一

得 意的《死与 诱惑》 ,写 的是一 个工会 干部在 游击 区

民间 传说的 又一种 理解 ,较流行 的歌剧 《白 毛女》也

被捕 ,敌 人百般威 逼利 诱 ,他 不为 所动 ,最后 英勇 牺

自有其特色。

牲。诗人想 ,与其写事实 ,不如留下他的精神 ,于是在

长诗情节更为单纯洗炼 ,抒情 对象更为集中。赵

构思 上就没 有把重 点放在 事件本 身缕 述 ,而 是转 向

大叔、大锁等 形象未 再出 现 ,王大婶 的戏 大大压 缩 ,

精神空间 的想象与建构 ,设置了三个寓 言性画面 ,人

基本删 除了喜 儿和大 春的爱 情线索 ,只 在最后 一节

物事件尽 量作虚化处理 ,而把金钱、生命、爱情实化、

以“张 二婶前来为媒证 , /红 喜 嫁给王大春”两句作一

拟人化 ,以对话的方 式 ,展示人物 精神境界的崇高 与

交代。

伟大 ,虽然表达的仍 是誓死不做奴隶与 叛徒的信念 ,
但形式较为别致新颖 ,达到了一个新的哲理高度。

长诗在 保持反 封建 剥削 压迫 ,歌唱 农民的 翻身
解放的 主题时 ,大大 加强了 父女亲 情的 描写和 穷苦

邵 子南还 热心歌 词和 歌剧创 作 ,仅《歌创 造》上

百姓相濡以沫 的抒情氛围的渲染。 杨白 劳对喜儿的

发表的他的歌词就有三十余首。有些经劫夫、巍峙谱

疼爱 ,喜儿对老父的怜惜写得十分 感人。歌剧开幕时

曲 后 ,得以 广泛 流 布传 唱开 来。 他 还写 了 《不 死 的

出现 的杨 王两 家联 袂 过年 的欢 愉 场面 被大 大 淡化

人 》、《黄 金似 的生 活》、《复仇》、《母亲》、《反 内战 》等

了 ,连“扎红 头 绳”一 节 也是 悲 喜 交集 ,怜 惜 多 于欣

几部多幕、独幕歌剧和活报剧。

喜 ,喜儿 “一 边在笑 ,一边 又哭 泣” ,“爸爸 呀 ,我 不要

邵子 南是一 个有 个性和 探索 精神 的诗人 ,但 还

你的 红头绳 , /爸 爸呀 ,我扎 在头 上我 哭在 心 ; /为了

不能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个人风格。他的诗 ,由于刻

三尺 三寸红 头绳 , /爸 爸呀 ,你挨 尽饿来 挨尽 冷! ”读

意求深 ,有时偏于滞 涩 ,他企图通 过加强诗的叙事 成

之 ,令人荡气回肠。

分攫 取现实 ,但有 时疏 于提炼 ,显 得不 够精粹 ;他 的

诗中的喜儿一身 刚烈之气 ,恩怨情仇了了 分明 ,

驾驭 诗歌语 言的能 力还不 能说臻 于化 境 ,有 时显 得

较之歌剧 ,幼稚清纯以至幻想的成 份少了。由于加大

过分散文化 ,且常常摇摆于文白两极之间。过“文”难

了被抢 进黄家 前贫苦 生活描 写的比 重 ,多了些 人生

免失之艰涩 ,过“白”则了无蕴藉。

历练 ,使她对人生的理解更为深切 笃实。她对黄世仁

在边 区文艺整风中邵子 南因为所谓“化大众”的

的卑鄙 用心始 终看得 很清楚 ,从未 幻想 到黄家 得过

问 题受到 了过火 的批评 ,被作 为“艺术至 上主 义”的

且过 ,幻 想黄世仁 会娶 她。 她发 誓: “受 苦受罪 又受

典型表现加以批判 ,这显然失于武断。这不是说诗人

伤 ,你要 享福我瞧不上 ; /只要我还 有一口气 ,我还要

本 身没有偏颇之处。 所谓“化大众”从提高大众文 化

和你 拖到底 ,”始 终不 忘“他是我 杨家 大仇 人! ”诗歌

水平和鉴赏能力角度讲 ,不能说没有它的道理。但还

这样处理 ,更符合人物心理 ,也更易为人所接受。

是 孙犁 讲的更 为公允: “他在当时 主张 `化 大众’ ,恐

长诗充分发挥文 学表现空间比戏剧 舞台空间更

怕是 片面地 从文艺 还要教 育群众 这个 性能上 着想 ,

为广阔 自由的 特点 ,对华北 自然地 理和 人文心 理的

忽视了群 众的斗争和生活 ,他们的才能 和创造 ,才 是

描写更为真切纯 朴 ,表现出 更为浓郁的生活气 息 ,喜

文艺的真正源泉这一个主要方面” (《清明随笔》 )。但

儿采树 叶渡春 荒的场 面 ,杨 白劳想 上告 又感到 势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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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单 ,思忖自己拼得 一死 ,料黄家 也不敢硬抢喜儿 等

较早出现的代表作品。二是 积极战斗的主题。新英雄

等内心活动描写 ,更切近河北农村风习。

传奇的特色在于 主人公的英雄主义 是与集体主义联

《白毛 女》比较邵 子南在 四十 年代 的诗歌 创作 ,
更多民歌体风味 ,多用比兴 ,语言也更为明白晓畅 。

二

系在一起的 ,其指导思想是 唯物史观 ,而 不是旧英雄
史观。邵子南很注意 把握这一点 ,注意写出李勇成长
过程中区委、县委等领导的 鼓励教育作用 ;注意把李
勇的英 雄业绩 与群众 的智慧 和创造 结合 起来 ,并通

邵子 南的文 学生 涯始于 小说 ,抗 战前在 上海 流

过两首主题 曲 ,从“李勇要变成千 百万”到“李勇已变

浪 时就发表了《“青生”》、《某 夜》、《搬米》等小说和 报

成千百万” ,直接揭 示了战争的伟力存 在于民众之中

告 ,控诉了封建军阀 统治 ,反映了 贫苦工人农民和 失

这一深刻主题。 三是 采用了群众喜闻乐 见的说唱文

业流浪者的苦难。1944年从晋察冀回到延安后 ,他又

学形式 ,即孙犁所说的 “新`三言’ ” ,这自然 也是抗战

发 表 了《地雷阵》、《贾希 哲夜夜 下西庄》、《牛 老娘 娘

时代的一种时尚。所谓“新`三言’ ” ,意指借鉴或曰摸

拉 毛驴》、《阎荣 堂九死一生》等被史家称作“新三言”

拟宋元以后的话本和拟话本 ,这一 点留待以后说明。

似的 小说 ,从欧化 艺术风 格向传 统艺 术风格 发生 了
大幅度偏转。

《地雷阵》之 外的三篇 ,《贾希哲夜夜 下西庄》 ,写
贾希哲 带领东 庄游击 组 ,夜 夜到鬼 子驻 守的西 庄骚

1943年 5月 ,为贯彻文艺整风精神 ,晋察冀 边区

扰 ,炸鬼 子、割 电线、放 民亻夫、赶 牛羊 ,展开 了有 声有

组织 大批文 艺工作 者下乡 ,邵子 南到 阜平第 一区 当

色的麻雀战 。 《牛老娘娘拉 毛驴》讲述的 是阜平县一

小学教 师。 他以饱满的热情全身 心投入实际群众 工

个七十多岁的老 婆婆 ,反扫 荡中迷了路 ,反而因祸得

作 中去 ,并在 1944年 2月光 荣地 出席了 “边 区群 英

福 ,鬼 使神差 ,在 日军眼 皮底 下 ,拉 回一 头驴和 一头

大会”。他的思想和创作作 风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认

大青骡 ,解了变工生产的愁 ,以非常的方 式圆了一世

识 了 群众” ,“了解了 劳动” ,熟 悉了“群 众的作 风、思

的梦想。 《阎荣堂九死一生》写村粮秣员 阎荣堂不幸

想、习惯” (邵子 南《写于群 英会上》 )。 他竭力从民 间

被俘后 ,九死一生 ,逃出虎口 ,保住了公粮。

文学、从古 典 小说 中 获取 艺 术营 养 ,《地 雷阵 》等 以

《地雷阵》等 的突出 意义 在于文 体形 式 ,在 于对

1943年 前后敌后反 扫荡斗争 为背景 ,通过 富有传 奇

传统表现形式的融汇吸纳 ,以为新 主题服务。其一是

色彩的人 物、情节 ,高扬英雄主义 、理想主 义旗帜 ,题

“入话” ,都用诗开篇 ,但作用各异。 《地》是 描绘地雷

材情 节的传 奇性 ,主题思 想的战 斗性 和文体 形式 上

威 力 ,《贾》是敷 陈故事 梗概 ,《牛》是 制造 悬念、烘托

的通 俗性 ,是这一 时期邵 子南小 说艺 术追求 上的 三

气氛 ,《阎》是揭示人物性格。二是韵语、套语的运用 ,

个主要特征。

所谓“韵散结合”。 这 些小说中多少不等 地插入了民

《 地雷 阵》 1946年 9月在 延安 《解 放日 报》发 表

谣、民 歌、对句、顺口溜、新诗等 ,或作为“入话” ,或描

后 ,即引起较大反响 ,曾被认为是 解放区文艺的代 表

绘情状 ,或刻画人物 ,或揭示主题。 其三是 叙事方式

作品之一。小说主人公李勇实有其人 ,是边区著名的

上 ,不 仅摹拟 “说话 人”的口吻 ,且直 接采 用“却说”、

民 兵 爆 炸 英 雄 ,也 出 席 了 1944年 的 “边 区 群 英 大

“且说” ,“慢表… … 且说”等话 头 ,提示情节 进展或线

会”。在小说发表之前 ,已经有仓夷的通讯《爆炸英雄

索转换。语言是更为 口语化的 ,一般叙述是直白的口

李 勇》、《李勇 在反扫 荡里》 ,劫 夫、陈垅的 歌曲 《李 勇

语 ,紧 要处则 用密集 的排 比句式 ,夸 张的 描写 ,或者

对口 唱》 ,以及邵子南作词、周巍峙作曲 的《李勇要 变

由叙述者直接出面加以诠释或评论。

成千 百万》等 ,对李勇的事迹 作了报道和歌颂。 小 说

邵子南对艺术的 执着是少有的 ,但是 ,如同他在

之在更大 范围内激起反响 ,一是它的传 奇色彩 ,适 应

诗歌创作中的欧 化倾向消弱了诗作 的思想力量和艺

了人民 群众喜听英雄故事 的心理。 邵子南一反他 在

术锋芒一样 ,邵子南对旧小 说传统的倾心 ,也在一定

诗歌 创作中所坚持的反 浪漫、反“传奇性”立场 ,突 出

程度上 滞碍了 他的创 造才能 和艺术 想象 力的发 挥。

刻画了李勇们的勇敢、智慧和创造精神。唐宋后 ,“传

孙犁的批评是 中肯的: “他有时好像又 走上了一个极

奇”一直是小说 和“说话”中一个基本类 型 ,特别是 在

端 ,还是 那 样固 执 ,以致 在 作品 表 现上 有些 摹 拟之

农村 ,有 着广泛的 群众 基础 ,在本 世纪 四、五 十年 代

处。 而且 ,虽 然在形式上大众化 了 ,但因为 在情节上

小说创作 中又涌现了一大批 以表现和歌颂工农 兵为

过分喜好离奇 ,在题材上多 采用传说 ,从 而减弱了作

旨 志的新 英雄传 奇 ,《地雷 阵》则是这 一艺术 潮流 中

品内 容的现 实主义。 这 与以前 忽视 现实生 活的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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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势将殊途而同归”。但 孙犁还说: “如果再过一个

受肉体和精 神的折磨集体逃亡 的故事。 《三尺红 棱》

时期 ,我相信会再突 破这一点 ,在 创作上攀登上一 个

是一部 未完成 的中篇 ,写从 辛亥到 解放 近四十 年时

新 的境界” (《清明 随笔》 )。 邵子南此后的 创作 ,恰 如

间里 ,湖北竹 山县一 个叫王 秀芬的 普通 山村妇 女所

孙 犁所言 ,在 克服了“左”右两 度摇 摆、偏颇之 后 ,终

遭受的难以计 数的屈辱痛苦。 围绕她曲 折多难的人

于走上了坦途 ,日益逼近他创作生涯的峰巅。

生经历 ,小说 刻画了 活跃于 旧时代 底层 农村社 会的

三

各色人物 ,展开了富有特色的山野 风情的描写。
表明邵子南现实 主义艺术创作逼近 成熟的更为

1946年 4月到 1949年 12月 重庆 解放 ,邵子 南

突出的 标志 ,在于作 家在相 当程度 上揭 示出在 新旧

先后在重 庆新华日报社、陕南四分区、湖北竹山县 从

交替时期社会生 活的复杂性和历史 进程中的内在矛

事新 闻宣传 和政治 工作 ,解放初 期则 从事人 民广 播

盾性。 作家深刻意 识到: “矛盾、冲 突是生活的 真实 ,

通讯 事业和 文艺领 导工作 ,他的 思想 政治视 野由 此

无冲突只是 庸人的想象”。 他 鄙弃那种回避矛 盾、粉

得以进一步拓展。在开辟新区、巩固 革命秩序和医治

饰现实的“讨好卖乖的录 魂” ,指出 ,要真 实充分地展

战争创伤 的艰苦复杂斗争中 ,他坚持深 入实际 ,调 查

示现实生活的 底蕴绝非易事 ,这不仅要求作家 要“有

研究 ,这 些又使他 对社会 生活和 革命 斗争的 艰巨 性

远大的理想、高度的思想水 平、坚强的 优秀的品德” ,

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的创作日渐接近成熟 ,

有“积极丰富的社会生 活经验” ,同时要“具备正确的

题材愈益 广阔 ,气度 日见恢宏 ,风 格趋于沉静细腻 而

创作方法、文艺思想” (《“无冲 突论”并不是 容易肃清

又遒劲健朗。

的》 )。表现在创作实 践上 ,他在歌颂人民革命胜利进

革命 斗争题 材仍 然是邵 子南 描写 的重心 ,但 视

军的同时 ,不回避现实的矛 盾 ,革命斗争 的挫折和英

域大为拓展 ,并向历史的纵深处延伸。如果说有什么

雄人物 的缺陷 ,这大 大丰富 了他作 品的 思想艺 术蕴

使邵 子南更 难以忘 怀的话 ,那就 是在 晋察冀 的艰 难

涵。《谷荣事》虽是长 篇的一个开头 ,但已经显示出作

岁月 ,既使在戎马倥 偬和繁忙的文艺行 政工作中 ,在

者把握复杂的 革命情势的能力。 第一连 从主动到被

虽是 千里之 外触目 是南方 的佳木 和满 耳乡音 中 ,仍

动 ,从 胜利到 受挫的 逆转 ,被 写得很 有艺 术分寸 感。

然深情地 眷念着那片英雄的 土地 ,那里 的山山水水 ,

连长张得能 既有“战斗天 才” ,又主观武断、染上个人

同甘共苦的战士、乡亲们。先是写了《我们是不同的》

英雄主义。 由于他的 大意轻敌 ,过高估计自己 力量 ,

等一些记述反扫荡斗争的作品 ,文笔轻松幽默。渐渐

对敌人凶残 本性认识不足 ,以致酿成大错。 而“绝大

地邵子南 觉得短篇已无法容 纳和抒发他的丰富 生活

多数的战士都是 穿军装 ,扛 枪的农民 ,脱 离农村不到

感受 ,于是开始试 写长篇 ,现 存的《谷荣 事》便是他 拟

一年 的又占了 多数 ,对这 个阴历 年特别 感到 兴趣”。

完成的长篇的前三章。写的是 1938年八路军某部一

当地群 众在饱 经战火 摧残和 胜利完 成反 扫荡之 后 ,

连奉 命驻守 临近平 原敌占 区的黄 家庄 ,连长 张得 能

也渴望过个太 平年。 加上一连到防地后 ,着着 得手 ,

个 人英 雄 主义 情绪 严 重 ,不顾 领导 指 示 ,执意 要 过

更助长了原有 的骄惰情绪。 尽管老成持 重的连指导

年 ,放 松了 警 戒 ,使部 队和 群 众遭 受 了不 应有 的 损

员折志 修采取 一切可 能的补 救措施 ,力 图阻止 张得

失。这是他第一次正面描写人民军队 ,而把背景放在

能的一意孤行 ,终未能挽狂 澜于既倒。 张、折之间这

根据地初创时期 ,这在当时是少见的。就已完成部分

场“过不 过年”的争执 ,在 思想作 风、纪律 观念、习俗

看 ,对基层部队生活 和河北农村风习心 理的熟谙 ,也

心理等 诸多层 次上得 以细密 展开 ,整个 斗争情 势写

是罕能 与之匹敌的。 作者还根据 解放战争时期在 陕

得层次分明 ,起伏有致。

南、鄂西 北从事新 区开辟 工作期 间所 得素材 创作 了

《三 尺红绫》更为 充分地表露着作者 特有的那种

一 部分中短篇作品。 《夹河关》讲 的是一支武工队 在

细致绵 密的叙 事风格 和深入 生活底 蕴 ,展示复 杂人

汉江流域 白河县所渡过的一 段紧张艰苦而又愉 快的

事和历史情致的能力。鄂西北地区 40年沧桑世事描

游击 生活。 《一 个共 产 党 员成 了 神的 故 事》记 述 了

绘得有声有色。封建 保甲制度的种种罪恶 ,大小统治

1946年 新四军中原 突围后 ,许明钦 被委任 为湖北 竹

者的贪婪狡诈 ,兵痞流氓的 卑鄙残忍 ,善 良百姓的驯

山县长 ,不久被敌人 杀害 ,但他的 朴实作风和英雄 精

顺懦弱 ,贫苦人家的相濡以 沫 ,在娓娓有 致的描叙中

神 ,在人民心中长 久地爆发出强大的 精神力量。 《张

徐徐展开。 尤其是鄂 西北原始粗悍的民 风被惊心动

得 全和他 所讲的 故事》说的是 国民党 士兵因 不堪 忍

魄地 刻画了出 来: “那一 带地 方 ,那 时代 的风习 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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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野蛮 ,一条人命 是不当一回事的 ,一个人的存 在

和脉搏 ,陆续写下了一些反 映工厂斗争生活的 作品:

全在 自己的力量 ,什么力量也保护不 了你”。 女主 人

《我 是一个 泥水工》、《木工 做机器 的故事》、《哥 哥回

公的 一生悲 剧固然 在于封 建阶级 压迫 ,但沉 滞陋 劣

来 了》、《稀罕的客 人》等等 ,歌颂了 工人 阶级的 革命

的社会风气无疑也是重要根源。

热情和 国家主 人翁精 神 ,洋 溢着建 国初 期特有 的那

作者细 致绵密的艺术风格在 人物性格刻画上 得

种明朗乐观豪 迈的气息。 但同时邵子南 也敏锐地觉

到 了突出 体现 ,人物形 象不再 像《地雷阵 》等 那样 是

察到新中国的建 设事业同历史上的 革命斗争一样充

单向度 的 ,而是日 趋丰满 ,性格 类型也趋于多 样。 他

满矛盾 冲突 ,艰辛痛 苦 ,以至 曲折和 反复 ,伴随 着革

塑造 了不少 有血有 肉各具 特色的 人物 形象 ,如许 明

命事业 的脚步 ,人们 的相互 关系也 在发 生着一 些意

钦、张得能、折志修、谷开元等。在刻 画这些正面或英

想不到 的变化 ,使热 情正直 的作家 心头 蒙上了 一层

雄形 象时 ,作家尽 力避免 选取那 些传 奇性的 情节 或

阴影 ,他 迅即把这些体验和 思考融进了创作中 ,这就

细节 ,作 主观夸张 的描 写 ,而 是以 沉实 细腻的 笔触 ,

是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周金宝》。

把人 物置于 特定环 境氛围 中 ,真 实表 现人物 所处 的

1953年初起邵子南曾在西南钢铁公司 107厂即

具体 情势 ,具体而 微地写 出人物 性格 的成长 过程 和

现重庆 钢铁厂 体验生 活 ,这 部小说 就是 以此为 背景

心理内 涵 ,达到了 较高的审美层次。 而对 谷有才、李

创作的。 整个长篇的 内容是写我国经济 恢复时期重

盛才、赵 万林等具 有复杂 经历性 格或 是反面 形象 的

庆钢铁 厂的重 建和生 产 ,主 要人物 是部 队转业 干部

成功 刻画 ,则进一 步丰富 和深化 了小 说的现 实主 义

工厂领导者周 金宝。 现在能看到的只是 长篇的第一

艺术品格和审美内涵。作家曾说: “美好 ,正因为它克

章 ,题 名《李文秀》是编选者 加的 ,主要是 写李文秀面

服了丑恶。把美好同丑恶割裂 ,或者 忽略它和丑恶的

临婚姻破裂的悲剧。

斗 争 ,于是也 就不那 么美好 了” (《达马 花和 鸳鸯》 )。

李文秀 和丈夫 王浑 都是 我党的 高级 干部 ,一个

《谷荣 事》中的谷 有才是八 路军某 部排 长 ,但 人生 经

任河北某地委组 织部长 ,一 个是重庆 107厂军 代表、

历却极为 复杂 ,他参 加过红军暴动 ,也在土匪窝里 厮

党委书记、厂长。 二人是患难夫 妻 ,抗战初 期在隶属

混过 ;艺高胆大 ,但又倨傲散漫 ;敢作敢为 ,有古来 燕

晋察冀 边区一 边区的 河北唐 县投身 革命 事业 ,他们

赵游 侠之风 ,也有 流氓 无产者 的恶 习 ,因此 ,人物 虽

的爱情 经历了 炮火硝 烟的洗 礼和考 验 ,然而却 未能

然 着墨 不多 ,却很耐 看。 《三 尺红 绫》中的李 有才 和

经受得住革命 胜利后和平环境的 考验。 解放战争期

《张得全和他所讲 的故事》中 的赵万林则是典型 的流

间王浑随军南下 ,解放后转 业到重钢 ,李 文秀仍留北

氓兵痞 形象 ,他们 卑鄙残忍、阴 险狡诈。 李有一套 输

方。 作为组织部长她 亲手处理过一些忘 本变质的干

打赢 要、卡红吃 黑、坑蒙 扣骗、仰人 鼻息、翻云 覆雨、

部 ,但 是 ,她没有 料到正 当她 忘我地 投身 工作 ,正当

看风使舵 的混世本领 ,而赵则善于察颜 观色、迎合 揣

她对王浑的爱 情“犹如埋在 地下的酒 ,在随着岁月的

度、布陷 井、设 圈套、愚 弄上司、摆 布同 伙 ,小 说把 旧

增 加 ,一天 一 天地 更浓 更 强烈 的时 候” ,转眼 间 ,却

社会 下层恶 势力的 毫无人 性展示 得淋 漓尽致 ,触 目

“成了他 未来幸 福的绊 脚石”了 ,在 人们 眼中就 要成

惊心 ,达到了很高的典型化程度。把“丑”作为独立的

为又一个现代“秦香莲”。她弄不懂王浑所谓“性格不

审美对象 给予如此生动有力 的表现在同时代作 家中

合 ,感情不 合”所从何来 ;无 法想象 王浑 会变得 和她

确实不多见。

亲手处理的干部一样。 她痛苦、迷惘。 王浑虽然直到

在叙 事方式 上 ,这一 时期邵 子南 也做了 许多 有

李文秀 带着一 子一女 调离北 方来到 他身 边时 ,依然

益的 尝试 ,突破了 评书 体的局 限 ,有全 知叙事 ,也 采

保持着 非常朴 素的作 风 ,也 没有明 确地 爱上别 的什

用第 一人称 限制叙 事 ,充 当叙述 者的 有作者 也有 人

么人 ,但 是随着环境和地位 的变化 ,确实 滋生了移情

物 ,有时 在一篇中 还数 度转换 ,手 法也 灵活多 样 ,倒

别恋 的倾向 ,“他盼望着 有那 么一天 ,和 一个年 轻貌

叙、补叙、插叙都用得较为纯熟。

美的姑娘一 起 ,过甜蜜的 幸福的岁月”。 虽 然李文秀

四

还刚交三十 二岁 ,但在他 眼中已是“既老且丑” ,他决
计和李文秀离婚。

新中 国的成 立 ,进一 步激发 了邵 子南的 创作 热

《李 文秀》只是长 篇的一章 ,但笔力遒劲 ,文风健

情 ,他在 描写革命 斗争和 旧时代 农村 生活题 材的 同

朗 ,人物 刻画鲜明有力 ,尤其是李文秀这 个共产党女

时 ,密切关注着当代 社会现实 ,静 聆现代都市的气 息

高级干 部的形 象写得 很有风 采 ,虽 然还 只是较 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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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 长史婚恋史角度给 以展示的。 贫困生活和 长

邵子南 一生经 历了 中国 人民从 苦难 中觉醒 ,走

期革 命斗争 经历 ,养成了 似乎和 她三 十多一 点年 龄

向斗争 和胜利 这一伟 大历史 转折 ,他亲 自投入 了这

不 太相 称 的沉 稳、刚毅 的 品格、果 决 硬朗 的工 作 作

一伟 大 历史 变革 ,而 且 从一 涉身 文 坛 ,他就 立 下宏

风。事实上她并不缺少妻性和母性 ,只是被深埋在心

愿 ,要 以自己的笔代时代、代人民立言。 惜 乎英年早

底 , 被融铸 在“铁的原 则性”中罢 了。 《李 文秀》开 了

逝 ,未得尽展才华和报负。邵子南从事创作时间不足

“坚强 革命女 性”这一形象 系列的 先河 ,李文 秀的 性

二十年 ,留给 世人的 不能 说很丰 厚 ,以他 的热情、勤

格和 命运悲 剧同样 发人深 省 ,以 如此 身分地 位的 职

奋 ,如 若得享天年 ,成就当不止于此。 如果 他的一些

业革 命女性 尚且不 免于被 遗弃的 命运 ,适足 以见 出

中 长 篇作品 ,如《三尺红 绫》、《谷荣事》、《周 金宝》等

中国妇 女解放道路的曲折 与艰难。 而它所透示出 的

得以 终篇 ,如果不 是“文革”动乱使 得他 相当数 量的

革命胜利 后人际关系的迅速 变化 ,隔膜、冷淡、疏离 ,

作品散 佚无存 ,展现 于世人 面前的 作家 的创作 面貌

更 是令人 疾首痛 心 ,孙 犁在创 作《铁木前 传》时所 深

无疑将会是另 一番气象。 就现存的包括 那些不完整

为焦 虑和困 惑的问 题 ,邵 子南是 同样 深切而 敏锐 地

的作品看 ,作家是在日益逼 近他创作的成熟期 ,无论

意识到了。

从思想 内涵的 丰富深 刻 ,抑 或是语 言技 巧的圆 润纯

邵子南 是富于艺术感觉的 ,他的诗歌、小说一 向

熟 ,都是可以断言的。邵子南走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的

葆有 细腻绵 密的特 点 ,善 于挖掘 和揭 示一些 细小 生

道路 ,他 严肃执拗的人生态 度 ,引导他日 益深入看取

活 细节所蕴涵的意味和 价值 ,而在 《谷荣事》和《李 文

人生。邵子 南热爱生活 ,热爱真理 ,热爱艺术 ,而且是

秀》中 ,他 则力图把细腻和宏 廓冶于一炉。 突出表 现

近乎狂热的 ,是流浪生活留 下的印痕 ,还 是巴蜀文化

便是政 论色彩的加强。 对人物、事件、心理的细腻 描

的遗传 ,也许 我们不 必过 多去追 索这 些 ,总之 ,在不

摹和 那些既 渗透着 作家个 体长久 生活 体验 ,又融 铸

断深化 对生活 的体验 和认识 的过程 中 ,在坚持 现实

着普遍性 的社会情绪心理的 鞭辟警策的论析巧 妙融

主义艺 术原则 的基础 上 ,全 面继承 新文 学传统 和古

合 ,给 人一 种 细腻 而不 流 于琐 碎 ,宏 廓而 不流 于 肤

代优秀 文化传 统 ,逐 渐形成 了一种 细腻 圆润而 又宏

疏 ,简洁 大气 ,高屋建 瓴的感 觉 ,这是 一种很 高的 艺

廓健旺的艺术风格。 他是不该被忘记的。

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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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tubborn biadness to maturity
—— on Shao Zinan
HU AN G Cai-w en
( Secti on of Educat ion servi ce, Hebei N o rmal Univ ersi ty, Sh ijiazhuang 050061, China)

〔 Abstract〕 Shao Zina n i s a poet and nov elist w ho fulled of i nclividual cha racter. Hi s poems w ere mainly phi loso phi cal and ex plorativ e, but Europeani zed. Af t er Chairma n M ao made
the speech on li terat ure and art i n Yan 'an, Shao Zi nan 's novels such as Array of Mines absorbed nut ri tio n f ro m fo lk lit erature a nd classical li terat ure, fo rming the fo llowi ng features:
l eg endary , co mbative and popula r. But o n the other hand, hi s nov els w eakened in realistic
cri tici sm . Aft er v acilla tions, Shao Zina n 's lit erary crea tion ma rched onto a smoo th ro ad . Gu
Rongshi , Three Chi of Red Silk and Li W enx iu w hich he w ro te in the lat e 1940s and the
mi nut e y et subli me artistic descri pi ti on fo rmi ng an o rganic i nteg ri ty , co ncise and m ag nifi cent ,
o perati ng f rom a comma ndi ng.
〔Key Words〕poet; nov elist; f rom stubbor n biadness t o m aturit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