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2020 年第 2 期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总第 253 期)
再解读

关于唐克新的小说《沙桂英》
———兼论“社会主义新人”“中间人物”的写作及其限度

　 　 　 谢保杰

摘　 要:　 在十七年时期的上海工人创作中,唐克新的小说《沙桂英》是一篇影响很大

的作品。 这不仅因为这篇小说代表着唐克新在创作上“新的探索与突破”,还因为小说

发表以后,作品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形象在当时都引起了争论。 论文在还原《沙桂英》的

写作、发表以及争论的基础上,着重解读沙桂英、邵顺宝两个人物形象,并对十七年时期

“社会主义新人”“中间人物”的写作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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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克新:《答青年作者问》,《萌芽》1964 年第 9 期。

一、《沙桂英》的写作与发表

在十七年时期上海的工人写作中,唐克新是与胡万春、费礼文齐名的工人作家,他们一起被称为上

海工人写作的“三驾马车”。 作为一个工人出身的作家,唐克新从 1953 年发表成名作《车间里的春天》
开始,在整个十七年时期,他发表了 40 多篇小说,其中收编成小说集出版的就有《车间里的春天》 《种

子》《我的师傅》《铁链也缚不住的人》等。 他早期的作品倾向于用朴素的笔触描写新生活、新事物,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其创作手法有所转变,开始专注于写人物,创造鲜明的艺术形象。 在上海工人写作

中,胡万春曾经是钢铁厂的工人,他的作品擅长描写钢铁工人;费礼文是机器厂工人,他的创作钟情于描

写机器厂工人;而唐克新则擅长塑造纺织女工形象,这与他解放后在纺织厂工作,经常接触纺织女工有

很大关系。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唐克新写了一系列纺织女工,如黄宝妹(《黄宝妹》1958
年)、王小妹(《种子》1960 年)、史大妈(《主人》1960 年)、俞爱珍(《旗手》1961 年)、沙桂英(《沙桂英》
1962 年)等。 这些不同年龄、性格各异的纺织女工,她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所表现出的不平凡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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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是唐克新写作的关注点。 唐克新曾说:“对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我会予以特别的注意,而且对他们

的一举一动特别敏感,特别容易吸收。 在生活中我会一次又一次地遇到他,……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

会有意无意地去美化他,把现实生活中获得的同他的思想品格相一致的最美好的东西灌注到他的血液

里。” ①唐克新善于从生活出发,用清新淡远的笔调探索这些平凡而又普通人物的心灵世界,在十七年时

期的工人写作中呈现出独特的风格。
《沙桂英》最初发表于 1962 年 2 月号的《上海文学》,是唐克新的代表作,代表着唐克新在创作上

“新的探索与突破”。 在小说中,沙桂英是一个略带稚气的姑娘,她已经连续十个月不出次布,不久就要

当选为全市劳动模范,可是她居然心甘情愿地和出次布最多的新嫂子换车,将自己的好车换成老爷车。
对于沙桂英来说,她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不出次布,搞好生产。 她的这种让人看来有点“傻”的行为,
引起了工区副工长邵顺宝的反对。 经过了一番行动的示范和思想的较量,沙桂英终于说服了邵顺宝,制
服了老爷车,减少了次布。 小说还有一个主题就是邵顺宝在与沙桂英的接触中,对这个带有“傻劲”的

姑娘萌生了爱情。 小说最后,沙桂英没有评上劳模,但是她的大幅照片依然和几个劳模并列在一起,并
且登上了本市的报纸。

这篇小说在发表之前,原稿就在评论家之间传阅过,唐克新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根据评论家的建议与

意见进行过一些修改与调整。 据当时《上海文学》编辑左泥回忆:“《沙桂英》在发表以前即有争论。 稿

子在编辑部外面曾有不少人看过,多数同志认为沙桂英作为一个劳动模范,思想行动如无源之水,本身

不完美;而作为她的对立面的车间主任邵顺宝,他是党员,不应该写‘低’,这有损党的形象,因此都主张

修改。”①

这样一个有“缺陷”的小说,后来又为什么能发表呢? 负责编辑部工作的《上海文学》副主编魏金

枝②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显示了他的“不适时宜”。 在《上海文学》编辑部讨论这部稿子时,“几乎没有人

说不需要修改即可发表”,编辑左泥也认为邵顺宝这个人物写得太“低”了。 可是魏金枝“还是力排众

议,把稿子在当期的刊物上作为带头篇发表了,并且还写了《为〈沙桂英〉辩护》的文章”③。
小说发表以后,所引发的争论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沙桂英人物形象的塑造,二是邵顺宝人

物形象的塑造。 在 1962 年相对宽松的语境下,争论尽管是在学理层面展开,但是由于这两个人物形象

的塑造涉及社会主义文艺相关的立场、原则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因此,《沙桂英》这篇小说所引起的争论

在当时是引入注目的。

二、沙桂英:“社会主义新人”的写作及其限度

《沙桂英》发表以后,评论界给出的最初感觉是“耳目一新”。 在当时的社会语境里,这一印象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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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左泥:《润物细无声———忆魏金枝先生》,《编辑之友》1985 年第 3 期。
魏金枝(1900—1972),浙江嵊县人,现代作家,编辑家。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艺月报》编委、《上海文学》副主

编、《收获》副主编。 作为文艺刊物的组织和领导者,为培养文学新人和上海工人作者队伍做出很大的贡献。 工人作者
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等人的创作都得到过他的辅导和帮助。 20 世纪 60 年代,在魏金枝的榜样示范下,上海作协曾举
办过“老作家带徒弟”的活动,帮助新人作者的成长。

左泥:《润物细无声———忆魏金枝先生》,《编辑之友》1985 年第 3 期。
主要的评论文章除了魏金枝的《为〈沙桂英〉辩护》(《文艺报》1962 年 7 月号)外,还有欧阳文彬的《跨上一个新

的阶梯———谈唐克新的短篇小说》(《文艺报》 1962 年 4 月号)、晓立(李子云)的《新的探索
 

新的突破———谈唐克新的
〈沙桂英〉》(《上海文学》1962 年第 4 期)、刘金的《议论〈沙桂英〉的一二问题》(《上海文学》1962 年第 7 期)、林志浩《拭
目看新人———“沙桂英的性格”辩》(《上海文学》1962 年第 7 期)、姚文元的《蕴藏着无穷潜力的人———谈唐克新小说中
的人物形象》(《上海文学》1962 年第 9 期)、沐阳(谢永旺)的《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起的……》 (《文艺报》 1962 年 9
月号)、黎之(李曙光)的《创造我们时代的英雄形象———评〈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到的……〉》 (《文艺报》 1962 年 12
月号)等。



来自于小说主人公沙桂英的人物形象。 有的评论家认为沙桂英给当时的文学画廊“增加了一个非常新

鲜的形象”①。 小说中,沙桂英是一个纱厂的青年女工,她来自于革命家庭,在新的社会环境里成长,没
有受到任何旧思想、旧习气的沾染。 她性格倔强、泼辣,却心地纯洁犹如一湖清水;出现在周围人面前

时,“她刚得使人害怕,却又柔得让人可爱”。 她在工作上敢于担当,积极上进。 为了集体的利益,她和

新嫂子调车,她和邵顺宝的庸俗思想进行斗争,她雷厉风行地修车,都表现了不同寻常的个性。 最后,她
通过自己的行动征服了所有的人。 这样一个有点不善言辞的姑娘,她身上散发出特有的魅力,就连和她

斗气的新嫂子也非常佩服她:“她觉得这小姑娘身上似乎有一股奇特的力量,她不但能驾驭那些机器,
而且也驾驭了那些人,她好像是《西游记》中的唐僧,会念紧箍咒似的。”

 

小说有两个主题,一个是生产的主题,一个是爱情的主题,沙桂英的形象就在这两个主题所设置的

矛盾中展开。 在生产上争取先进、争取当劳模,对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劳动者来说,是一种无上光荣

的行为,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不仅仅是工人小说,当时很多小说家都涉及这一主题。 但是,在小说

《沙桂英》中,沙桂英争取的却是“不当劳模”,这就有点让人惊奇了。 在小说中,推动情节发展的正是副

工长邵顺宝的“惊奇”。 邵顺宝知道沙桂英与新嫂子的调车行为会损害工区的荣誉和他作为副工长的

荣誉,为了说服沙桂英收回成命,邵顺宝与沙桂英进行了行动与思想上的较量,正是这种较量衬托出沙

桂英的思想高度。 小说指涉的是生产,但其意义远超出生产问题之外,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在较量。
沙桂英身上没有一点个人主义的影子,她“不当劳模”为的是集体的荣誉和利益,这和社会的主流价值

观是合拍的,本来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只有像邵顺宝那样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才会感到“惊

奇”与不理解。
另一方面,小说还触及当时比较稀缺的爱情领域,这在恋爱、婚姻与家庭的功能越来越弱化的十七

年小说创作中难能可贵。 邵顺宝在与沙桂英的工作接触与思想较量中,逐渐地爱上了这个一身“傻劲”
的姑娘。 邵顺宝对沙桂英的爱一方面源于被沙桂英高尚的气质所吸引,另一方面也因为沙桂英是“劳

模”这样一个非常功利主义的择偶观。 但是沙桂英后来拒绝了邵顺宝的爱情。 小说隐含着那个时代的

爱情观,就是共同的生活理想与道德标准是爱情的基础。 这一爱情观在胡万春的工人小说《青春》中也

有类似的表现。 技术科绘图员小朱正在和工人干部、先进工作者李小刚谈恋爱。 小朱人长得漂亮,专爱

打扮,“走起路来总是轻飘飘的”。 她和李小刚接近,有自己的“美妙想法”,她想嫁一个劳动模范,这样

跟他在一起,自己也体面起来。 但是李小刚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时间陪小朱,小朱觉得不可思议,认为

李小刚不会生活。 新来的材料员阿英出现了,她虽然对业务还不熟悉,但是追求上进,“有着饱满的工

作热情”。 在一次抢修水泵的工作中,阿英与李小刚互相萌生了爱意。 很显然,在小说中,小朱和李小

刚在生活理想和幸福观上有很大的差距,这是他们分手的原因。 在《沙桂英》中,沙桂英最后拒绝了邵

顺宝的爱情,沙桂英拒绝的不仅仅是邵顺宝这个人,还意味着她拒绝了与那个时代、与那个时代理想、与
革命格格不入的一种庸俗的人生观。

在唐克新的写作中,沙桂英的人物形象不是孤立的,而是延续了他一贯关注纺织女工的写作偏爱。
与以前小说中的人物王小妹(《种子》)、俞桂珍(《旗手》)不同的是,沙桂英的视野、境界要开阔得多,她
所经历的矛盾与斗争也比王小妹、俞爱珍要尖锐和复杂。 小说把沙桂英放在邵顺宝、新嫂子等带有落后

思想意识的人中间去接受考验,从生产上、爱情的纠葛上让她的个性逐渐明晰起来。 与当时很多概念化

的人物形象相比,沙桂英这个人物形象给当时的读者与评论界留下的印象显然要亲切、“新鲜”得多。
就是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怦然心动。

在一个摒弃个人欲望和私心杂念的时代,沙桂英的形象让人“耳目一新”。 她身上流露出来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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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晓立:《新的探索
 

新的突破———谈唐克新的〈沙桂英〉》,《上海文学》1962 年第 4 期。



和清纯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气质。 这是一个在新的生活理想与道德标准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看
上去普普通通,但精神世界高尚;虽然在政治上还不成熟,但对社会主义集体事业无限热爱,敢于同违反

社会主义利益的个人主义思想做坚决的斗争。 同柳青在《创业史》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梁生宝一样,沙桂

英也同属于“社会主义新人”行列,只是她出现在工业题材领域。 在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中,他们都是

社会主义文学的理想人物,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和道德的内容,虽然沙桂英与梁生宝相比,在人物形象的

塑造上还略显单薄。 小说的最后,沙桂英为了帮助邵顺宝成长,送给他两本书: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另一本是《不死的王孝和》。 沙桂英坚信:“书是能够帮助人看清自己的。”这两本书正是社会主

义时代“新人”的成长寓言。 在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中,无论是农村题材还是工业题材,几乎所有的“社

会主义新人”,都或多或少具有一种保尔·柯察金式共产主义“圣徒”的气质。 为了实现一个集体性的

目标,不断克服个人性的欲望,从而达到一种完美的近似宗教性的人生境界。 沙桂英身上没有个人主义

的影子,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集体的荣誉和理想,而邵顺宝身上更多的是个人的一己私利。 时代标举

沙桂英而摒弃邵顺宝,是因为沙桂英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正是力图依靠这样“圣徒”式

的“新人”以最终完成一个集体性的目标。 在写作《沙桂英》之前,唐克新曾以散文特写的形式写作了

《黄宝妹》,再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纺织工业著名劳动模范黄宝妹①的形象。 沙桂英的形象让我们

很自然地想起黄宝妹。 和沙桂英一样,黄宝妹同样是纺织女工,同样是劳动模范,同样为着集体的目标

而从不计较个人的私利。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新人”与想象中“社会主义新人”交相辉映,共同书写了那

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尽管沙桂英作为“社会主义新人”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价值理想,但是,就沙桂英这个人物形象的塑

造而言,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 当时的批评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沙桂英作为

一个劳动模范,“思想行动如无源之水”,作品没有写出她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根源,有简单化之嫌。 如晓

立(李子云)所说:“在几个关键的时机,作者没有发挥自己的向纵深挖掘的特长,深入下去,因而人物的

思想变化和成长历程不够分明,人物精神异彩也没有能够充分放射出来。”②刘金认为,小说里的沙桂英

挺身而出批评新嫂子,和新嫂子调车,乃至调车以后受到邵顺宝的劝说、批评,都被描写得无动于衷,
“什么也没有想”,这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 在沙桂英的性格塑造方面,刘金认为:“作者应该借

助于艺术形象或心理描写,把读者需要她说而她偏不肯说的思想脉络,向读者展示出来。”③同样,在沙

桂英之前,梁生宝的“新人”形象也遭遇到类似质疑。 梁生宝作为“社会主义新人”,是崭新的青年农民

英雄,是时代最先进的人物,他的出现被认为是《创业史》最大的成就。 然而,在一片赞扬声中,目光敏

锐的严家炎则认为:“梁生宝在作品中诚然思想上最先进。 但是,作品里的思想上最先进的人物,并不

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这是因

为“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 作品对土

改后农村阶级斗争和生活面貌揭示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个形象的完成”。④
 

就十七年

的小说创作来说,作为艺术形象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创作上的不成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作为一

个新的历史主体,“社会主义新人”是社会主义为实现集体目标的依赖对象,同时在他们身上,也负荷着

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苛刻的政治要求和道德内容。 就其写作而言,其实面临一种悖论,他们既要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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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宝妹,1931 年出生,13 岁进厂工作,上海国棉十七厂纺织工人,上海纺织系统人人尽知的技术革新能手。 曾
先后 7

 

次被评为上海市、纺织工业部和全国劳模;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1958 年,导演谢晋以真人真事为题材
创作电影《黄宝妹》,37 岁的黄宝妹在影片中饰演自己,使黄宝妹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劳动模范。

晓立:《新的探索
 

新的突破———谈唐克新的〈沙桂英〉》,《上海文学》1962 年第 4 期。
刘金:《议论〈沙桂英〉的一二问题》,《上海文学》1962 年第 7 期。
严家炎:《论〈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 年第 6 期。



一个个具体的面貌,又最终必须以集体的形态出现。 实际上,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这一目标而言,
1949 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写作并没有形成一种更成功的经验。 “因为在‘作为典型的个体’和‘阶级主

体’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悖论性的困境。 如若小说过分地将英雄人物表现为一个个体,就很难不把人

物从阶级群体和环境中特别地突出出来,而当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容易失落其‘阶级性’而陷入某种‘个

人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的嫌疑”①。 贺桂梅的分析展现了在社会主义写作中,“社会主义新人”塑造

的困境。 这一困境唐克新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在他的小说集《种子》后记中,他曾经说:“这十年来,我写

的不多,自己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却不算少。”②他为了克服困境所做的努力就是对自己的作品进

行“不同程度的修改、补充甚至改写”。 由于“主题与结构的约束”,他的“修改”与“改写”谈不上成功,
甚至他自己“也仍然感到有许多不满意之处”。 在十七年时期,唐克新在写作中所经历的困境很多作家

都遭遇过,他们为克服困境所作的种种努力我们今天依然能从作品中感觉到。 就“社会主义新人”的塑

造而言,十七年社会主义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

三、邵顺宝:“中间人物”及其相关争论

小说中另一个人物邵顺宝,是沙桂英所在车间的副工长,是沙桂英的领导,是党员。 作为沙桂英的

对立面,他的思想境界不高。 当时的评论界认为党的干部应该十全十美,不应该写“低”,都主张邵顺宝

这个人物形象应该写得高大、完美,具有充分的工人阶级意识。 针对这种声音,魏金枝认为:主张把邵顺

宝“抬高一点”的观点,不但否定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和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在写作上

也模糊了沙桂英与邵顺宝两人之间的“是非之分”和“真伪之分”。 魏金枝从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出发,
为邵顺宝辩护:“凡是赞成现实主义的作家和评论家,凡是承认矛盾永远存在的人,凡是知道正反面人

物都可以作为教材的人,照理都不应该再发生人物高不高的疑问。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有些同志,
总是从主观出发,希望在作品中不出现精神状态低下的人物,只希望出现英雄。 这种心意固然是好的,
但也确实违反了客观现实的规律。”③

 

作为一个受过五四精神影响的老作家,魏金枝清醒的现实主义精

神,在当时着实难能可贵,也显得“不合时宜”。
如果说沙桂英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那么邵顺宝则是“中间人物”的典型。 他聪明、能干,有文

化,也想把工作做好。 但是他缺乏远大理想,安于现状,对自己所领导的工区的生产采取一种敷衍的态

度;对摆在眼前的矛盾,采取一种息事宁人、折中主义的立场。 从本质上看,邵顺宝不是坏人,心地也算

善良,也爱慕沙桂英这样高尚的人,只是在沙桂英的高大形象的映衬下,他内心的虚荣与自私自利才显

示出来。 在爱情方面,他非常实利主义的择偶观也是思想落后的一个方面。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唐克新

塑造邵顺宝这个人物形象是成功的,他性格的复杂性,他身上附着的矛盾比当时很多理想化的人物更能

帮助我们认识、思索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正是在邵顺宝这些“精神状态低下”的人身上,恰恰保留了

那个时代鲜活的生活经验,也留下了人物成长的空间。
《沙桂英》发表以后,邵顺宝这个人物形象引起更大的注目是因为它参与到“中间人物”的争论。 在

争论中,邵顺宝作为工业题材小说难得的“中间人物” 形象,与梁三老汉(《创业史》)、严志和(《红旗

谱》)、亭面糊(《山乡巨变》)、喜旺(《李双双小传》)、糊涂涂(《三里湾》)等一起被并列讨论。 写“中间

人物”的主要提倡者是当时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20 世纪 60 年代初,他在不同场合表达文学创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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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版,第 101 页。

唐克新:《种子》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317 页。
魏金枝:《为〈沙桂英〉辩护》,《文艺报》1962 年第 7 期。



写“中间人物”的主张。 1962 年 8 月,为了纠正农村题材创作上的浮夸思想和人物形象单一化的问题,
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 在这次会议的引言和总结性发言中,邵荃麟比

较集中地谈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

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 文艺的主要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最进步

最先进的人,用不着你教育。 写英雄是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 只写英雄模范,
不写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小说的现实主义就不够。”①在英雄人物、理想人物遍布文坛的背景下,邵荃

麟的文学主张显然是为当时逼仄的文学环境拓展开阔的写作空间,很多作家对这一主张持肯定

态度。
为了配合宣传大连会议精神,1962 年 9 月号《文艺报》发表了沐阳(谢永旺)的文艺随笔《从邵顺

宝、梁三老汉所想起的……》。 沐文首先认为邵顺宝这个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常见的,而在艺术创作中

却相当少见,他的出现在创作领域是“可贵的创造”。 其次,沐阳认为梁生宝、沙桂英作为艺术典型得到

了评论界热烈的讨论与“争辩”,而“艺术成就不亚于他们的梁三老汉和邵顺宝”则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 沐阳号召作家“像《创业史》、《沙桂英》那样,在创造新英雄人物的同时,把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处

于中间状态的多种多样的人物,真实的表现出来”。 《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起的……》一文中并没有

使用“中间人物”这个词,沐阳只是谨慎地使用了“中间状态”人物,同时又加上了一个描述性的定义:
“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这句话是当时《文艺报》值班的编辑部副主任黄秋耘加上

的②)。 由于这个定义在修辞上的形象性,后来被广泛使用。 沐阳的文章并没有提到大连会议以及邵荃

麟的讲话精神,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沐阳肯定了邵顺宝、梁三老汉这些人物形象的意义,并且非常谨

慎地倡导作家写“中间状态”人物,很明显是呼应邵荃麟的大连讲话精神。 由于当时大连会议讲话没有

公开发表,沐文发表以后影响很大自在情理之中。③

沐阳的文章发表后,形势发生变化,中宣部领导指示《文艺报》对沐文进行批驳。 1962 年 12 月号

《文艺报》发表黎之(李曙光)的文章《创造我们时代的英雄形象———评〈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到的

……〉》,黎文虽然不同意沐阳文章的观点,但是在论述上只是把“中间人物”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行商

榷,基本上是在学理的层面展开。 其后,“左”的思潮越来越严重,写“中间人物”被无限上纲上线,最后

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文学主张”“黑八论”之一,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批判。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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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 年第 8、9 期合刊。
黄秋耘:《中间人物事件始末》,《文史哲》198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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