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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有人把知
識分子研究的學術史源
頭推進到費孝通和吳晗
主編的《皇權與紳權》
，經歷了一個時期斷檔
之後，又在上世紀八十
、九十年代文化熱、人
文精神大討論的背景下
，形成一股熱潮。

在眾多研究知識分
子的作品中，錢理群的
書別具一格，從一九九
六年寫出第一部《1948
：天地玄黃》，到二○
○七年完成第三部《我
的精神自傳》，其 「知
識分子精神史」 三部曲
當屬經典之作，而他自
稱用力最深的《歲月滄
桑》也於近期問世，二
十年的光陰與沉潛，如
錢理群所說， 「寫出了
我最想寫的東西」 。

尼 三

改造與堅守之間
《歲月滄桑》可以看作一部當代知識分

子合傳，記錄了沈從文、廢名、趙樹理、王
瑤、梁漱溟、郭小川、邵燕祥這七位知識分
子在新中國前三十年裏相同而又不同的人生
遭遇。翻開目錄，我腦中冒出的第一個問題
是：這些人為什麼被集合在同一本書裏呢？
是的，他們很不相同，如果把他們聚到一個
客廳，也可能十分冷清無味。

從專業背景看，梁漱溟是新儒學代表人
物，沈從文是著名文學家。從情懷志趣看，
梁漱溟和趙樹理都關心農民，把自己定位為
農民代言人，但兩人思想傾向差別極大。在
思想傾向上勉強可劃入相近序列的趙樹理、
王瑤、郭小川依然有很大差異。趙樹理年輕
時追求藝術至上，後來決定改換腔調， 「着
重從民間吸取養料，用農民聽得懂的語言，
喜聞樂見的形式，表達新的思想，蹚出一條
『通俗化，大眾化』的路子」，不再把目標

定在 「文壇文學家」，而只想上 「文攤」，
寫一寫小本子去趕廟會，三兩個銅板可以買
一本，一步一步奪取封建小唱本的陣地，抗
日戰爭時期正式加入到黨的隊伍裏。王瑤青
年時就是學生運動骨幹，但新中國成立前在
國統區工作和生活，對延安知識分子的道路
並無真切體會。郭小川則是 「黨的兒子，革
命的兒子，軍隊的兒子，延安的兒子」，是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以及軍隊培育出
來的。那麼，究竟是什麼把這一群 「不相干
」的人究竟聚在了一起呢？讀罷全篇，我似
乎找到了答案：是時間把他們聚在了一起，
他們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經歷了同一場精神煉
獄，又因為他們來自不同的陣營，有不同的
專業背景和價值取向，故而全息地折射出這
個時代的景象。

我想把這個時代姑且稱為知識分子的普
遍痛苦時代。在不同的社會群體眼中，時代
的樣貌是不同的，比如，在沈從文的內弟張
宗和的眼中，五十年代初是令人振奮的。 「
新氣象太多了，不說別的，單說北京沒有蚊
子蒼蠅，上海小菜場賣臭鹹魚的攤子上沒有
蒼蠅這就是奇跡，我們貴大的愛國衛生學習
才結束就舉行大掃除，貴陽市上一人一個蒼
蠅拍，蒼蠅也快絕跡了。我們以前夢想時事
，都逐步在實現了，成渝路通了火車，貴陽
通外省的火車也快了，大建設，特別是水利
工程真是驚人，你們若回來得晚一點我們也
許已經從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了，遠遠
的超過了美國。」張宗和的感受是真切的，
但在錢理群為之立傳的包括沈從文在內的知
識分子那裏，各自的痛苦也是真切的，略舉
幾例：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沈從文用剃
刀劃破了頸部及兩腕的脈管，又喝了一些煤
油，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未能成功。一
九五三年，開明書店正式通知沈從文，由於
作品已經過時，他在該店已出版和待集印的
各書及其紙型，已全部銷毀。次年一月，沈
從文在給家人的信中說：小說完全失敗了，
可以說毫無意義，在家中的也望一切燒掉，
免得誤人子弟。如果說一九四九年的自殺
不成功，維持了沈從文的肉體存在，一九
五三年的焚書事件，則加速了他在精神上
的死亡。

一九四九年四月，趙樹理隨其任職的《

新大眾報》來到北京。孫犁評論說， 「他（
趙樹理）被展覽在這新解放的，急劇變化的
，人物複雜的大城市裏」。果然，趙樹理很
不適應，重新回到農村，卻又發現農村正按
照領袖設計的新藍圖疾馳而去，已不是他所
能理解，於是，他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困境，
感到徹底無能為力，產生了極大的焦慮和苦
悶。他說： 「我們說（社會主義）優越性，
農民會問： 『增多的糧食是不是我們的呢？
』」 「為什麼不可以寫這些呢？怎麼避得開
？我常常一想就碰壁」； 「農村的人物如果
落實點，給他加上共產主義思想，總覺得不
合適。什麼 『光榮是黨給我的』這種話，我
是不寫的。這明明是假的」； 「我一個人孤

軍作戰實在不行，我的年齡也不行。過去還
能叫喊一下，今年五十六歲，再叫十年實在
是不是還叫得出來，也不一定。」

一九四九年以後，郭小川成為黨在新中
國文藝界的高級領導幹部，似乎受到體制青
睞，但他並沒有感到春風得意的欣快，卻同
樣陷入內心衝突的痛苦，在整風鳴放中，他
面臨 「怎麼也跟不上」的尷尬。而當他懷着
「捍衛黨，捍衛人民事業」的政治激情，投

入反右鬥爭時，卻成為某些人派系鬥爭的工
具……

錢理群在書的後記中的一段話，多少揭
示了這種痛苦的來源。他說，一九四九年後
知識分子命運的兩大關鍵詞是 「改造」與 「
堅守」。 「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在某
種程度上改變了知識分子乃至普通民眾的某
些觀念，思維，情感，心理，行為方式，形
成了新的集體無意識，新的國民性，而且影
響至今」。

文本與人物互鑒
錢理群說，追尋上文所說的 「新的國民

性」，是他寫作本書最直接的動因。他要追
問，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知識分子改造
的秘密在哪裏？」

圍繞這個問題，錢理群以文本為橋樑進
入到思想現場之中。與有些研究者把精力花
費在處理研究對象的周遭世界特別是人際關
係不同，錢理群把重點放在了文本解讀上，
更準確地說，知識分子改造文本的解讀上。
這是包括 「檢討書」 「交代材料」 「思想彙
報」 「檢舉書」在內的一批特殊文本，同時
也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特有文體，當然，錢
理群在書中運用的文本是極為寬泛的，還包
括日記、檔案等 「常態」文本。還值得一提
的是，錢理群的文本解讀不是知識考古學式
的解構，後者在揭示權力對知識的壓迫與型
塑之時，常伴隨着文本本身意蘊的消解。錢
理群充分重視文本本身的思想或文化意義，
他根據文本解讀人物，又根據人物分析文本
。比如，在研究王瑤時，解讀了王瑤一九五
二年至一九六九年間的多份檢討書，又對 「

檢討書」這一本文或文體本身作了研究。他
指出， 「檢討書」的起源應追溯到一九四二
年延安整風運動，最早在報刊上公開發表的
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的 「檢討書」是朱光潛
的《自我檢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人民日報》）和馮友蘭的《檢查我的學
習》（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
報》）。

在一九四九年二月至一九五○年下半年
的 「政治學習運動」，一九五一年四月至九
月的 「批判《武訓傳》」運動，一九五一年
十月至一九五二年七月的 「洗澡運動」，出
現了三次檢討浪潮，後來，又有批判俞平伯
和胡適開啟的 「學術思想批判運動」、批判
胡風運動等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檢討書
也被大量生產出來。檢討書的背後是知識與
權力的博弈，一方面，知識分子一次又一次
地撰寫着檢討書，另一方面，這些檢討書又
不斷地刷洗着知識分子的心靈。透過對文本
的細緻分析，錢理群敏銳地看到了政治運動
浪潮下的一股潛流，這就是利益的爭奪。王
瑤在檢討書中說自己把精力集中在個人著書
立說、不熱心公共事務，這實際上成為他引
起公眾反感的誘因。 「這同時也說明，當時
群眾性的政治運動，無論有着怎樣的宏大目
標，落實到基層，就往往和各單位內部的各
種矛盾，複雜的人事關係糾纏在一起，成了
意見之爭，利益之爭，甚至派別之爭，從而
在不同程度上模糊了運動的政治性，削減了
運動的政治效應。這構成了當代政治運動的
內在矛盾。」

錢理群對邵燕祥的研究，依據的是後者
自我反思的思想文本，包括《沉船》、《人
生敗筆─一個滅頂者的掙扎實錄》、《找
靈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
《〈找靈魂〉補遺》、《一個戴灰帽子的人
》等。不同之處在於，錢理群認真審讀邵燕
祥的思想文本的同時，邵燕祥個案解剖式的
自我總結仍在繼續，最近，又出版了《我死
過，我幸存，我作證》，當我們把這些著述
對照閱讀，可以感受到一種 「你站在橋上看
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的思想史奇

觀，可以更加深刻地洞察那個時代知識分子
精神世界。

為知識分子立傳
我以為，錢理群的知識分子研究和撰述

的最大特徵是 「在場性」。用他自己的話說
， 「我的學術研究帶有強烈的自救自贖的性
質」， 「所有的學術探討，對外部世界歷史
與現實的追問，最後都歸結為對自我內心
的逼問，對自我存在的歷史性分析和本體
性追問：我是誰？我何以存在於言說」。
正因為如此，錢理群的書具有 「現身說法
」的色彩。

比如，與《歲月滄桑》同屬 「三部曲」
之一的《1948：天地玄黃》，寫的是知識分
子對新中國的想像與選擇。錢理群在書中特
意寫了兩章，其中一章寫學生運動中的文藝
活動，還有一章寫解放區的文工團活動。如
他在《一路走來─錢理群自述》中所說，
這兩章是別的文學史家不太會寫的，他寫的
目的是 「用這種方式默默紀念我的哥哥姐姐
，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大家後來不提這
些老共產黨員，我覺得不大公平，所以我盡
可能地寫到他們當年的貢獻。」

與《1948：天地玄黃》相比，《歲月滄
桑》所關照的時段，與錢理群本人的經歷結
合更密切。於是，在這本書中，我們不但讀
到了沈從文、廢名、趙樹理、王瑤、梁漱溟
、郭小川、邵燕祥，還讀到了錢理群自己。
甚至可以說，在所有這些知識分子的背後，
都站着為他們立傳的錢理群。

比如，在《邵燕祥：一個知識分子的死
與生》中，錢理群說他產生了 「同代人的親
切感與強烈共鳴：我誕生於一九三九年，比
一九三三年出生的邵燕祥小了六歲，但也勉
強屬於 『三十後』這一代人。因此，邵燕祥
書中提到的那個年代（主要是新中國成立後
）他喜歡的作家，讀的書，唱的歌，看的電
影、戲劇……都能喚起我的許多記憶，他所
遭遇的思想困境與改造尷尬，我更是深有體
會。」邵燕祥當年在批判會上第一個揭發他
的朋友L君，使得L君被流放到最貧困的地
區，過着勞動改造的生活，還蹲過監獄。後
來，L君給邵燕祥寫信，指摘他在關鍵時刻
沒有守住真理。邵燕祥在《找靈魂》中公布
了這封信。錢理群讀後，馬上想起了類似的
一幕：他的大學同學江某在晚年回憶錄中，
公開了一九五七年錢批判他的發言。錢理群
說， 「可見當年我的批判對他的傷害之大，
幾十年一直不能忘懷。但我自己卻完全忘了
。這引發了我的深深悔恨，並作了一個反省
。在我看來，這是我們和一代人最大的不幸
與悲劇。」從嚴格的史學考據來看，這些話
未必是，很有可能是錢理群的夫子自道，但
既然是為了反映作為群體的一代知識分子的
普遍心態。

或許有人認為， 「在場性」會消解研究
的客觀性，不過在我看來，恰是作者這種強
烈的介入意識，使他對傳主心態的揣摩更
加準確，使這部 「知識分子的精神史」真
正進入思想現場，進而逼近歷史的真相，並
促使人們思考：為何理想給人們許諾的自由
人聯合體，在現實中卻成為人與人的互相傷
害。我想，這樣的思考，有助於照亮我們前
行的進路，或許，這也是錢理群研究的旨趣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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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痛苦時代的精神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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