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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32年 一1935年的中国文坛，在文艺论争繁多的现象之外，各派还存在着良 

好 的互动、沟通和包容的一面。这其 中主要的推动力，是来 自左联 内部的调整 ：在一定 

程度上克服 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 ，以办刊的方式主动向左联 外部寻求最大的认 

同基础 ，与除民族主义文学以外的非左翼文学发生对话 ，这不仅加强 了南北作家之 间的 

理解和交流，也在客观上促发北方文坛的重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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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废都：报刊中的 1930年代初期北方文坛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 ·一二”政变，“国共合作”破裂。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文坛的中 

心也随之南移 。在鲁迅到上海之前 ，这座城市 已有大批文化名人 ，1927年 10月鲁 迅抵达上海 ，吸引更 

多的文学青年前来。1928—1929年间，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茅盾等人展开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此次论争使左翼文学思潮获得更广泛的关注 ，正如周扬所说 ：“这场论战 ，它 的好处就是决定搞无产 阶 

级文学；因为要搞无产阶级文学，就影响了很多青年参加革命。” 上海这座经济繁荣的南方城市，不仅 

吸引着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也吸引着愿为革命献身的青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文坛，其文学氛围也因 

此愈发活跃。 

相较之下，北方文坛更显落寞。1926年发生的“三 ·一八”惨案几乎开启了文人南下的潮流，鲁迅、 

胡适 、徐志摩 、林语堂等文化名人纷纷离京南下。6月 ，张作霖 、吴佩孚联合组建北京政府，政治的高压 

导致北京舆论空气之紧张，随后 匕新书局由北京南移上海，《京报》被封。1927年，《现代评论》迁往上 

海，《语丝》被封后在上海复刊。1927年前后终刊的北平刊物还有《沉钟》《甲寅》《猛进》《莽原》《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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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狂飙》《晨报副刊》等。据统计，1924年 l1月 一1930年 11月间，全国共创办 64份文学期刊，其 

中48份都在上海①，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一书中的“1915年 一1930年京沪期刊创刊示意图”，上 

海可谓后来居上，势不可挡。到 1928年 ，定期刊物数量甚至达到 60种之多。② 而北京几乎从 1923年 

起(也就是五四落潮以后)，文学期刊无论是质或量的产出均处于低迷状态。据胡道静在 30年代的统 

计 ，1933年上 海的杂志出版数量是 178种 ，占全 国主要地区总数 的 70％，而北平仅有 9种。③ 真正是 

“文化的天平已经彻底南倾 ，北京由万众瞩 目的中心瞬间被抛 向了政治文化的边缘 ，呈现出一片万物萧 

瑟的 ‘废都 ’景象”④。 

在此期间，北方比较有特色的刊物，当属 1930年创刊的《骆驼草》(仅 1930年一年，上海又有 25份 

文学期刊面世 )。该杂志如其刊名一样 ，为沉寂 的北方文坛带来一抹令人惊喜 的绿色 ，但 因种种原 因， 

《骆驼草》最后还是消失于文化沙漠之问，在创办当年即告停刊。这份聚集周作人、废名、冯至等名家， 

本意要“冲破沉闷的空气”、继承《语丝》传统的刊物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它由左翼青年学生创办的刊 

物，同样逃不过昙花一现之命运。当时的《出版消息》刊有一文：“偶然有一种比较前进的刊物如金丁等 

所编的《尖锐》在市场出现时，即昙花一见而归消灭，能够支持到三期以上而不被禁止者实不多见，结果 

是主持人物被捕或者流亡N~'I-部去。”⑤这就足以说明左翼刊物的出版风险和困境 。 

翻看 当时的报 刊，对北平文坛的萧寂感到不满 的文章 ，俯拾 皆是： 

故都确 实是老 了。到处布满了尘埃 ，真是看不到新气象。死寂，沉闷充溢在这座古城。文坛上 

偶 尔的也能看到些零星的小-T1物 ，然而不是空虚 ，就是 太口号标语化。这古老的北平似乎是再也挣 

扎不起 来似的。⑥ 

许 多作 家离开，留在此地的多半保持着静默的态度 ⋯⋯北平文 艺的 园地 已荒芜到不能再荒芜 

的地步；沉寂得使我们怀疑它 已不存在。⑦ 

尤其在北平，满天飞着沙尘，真难看到天日，想找到使人满意的文艺刊物，更是难事。⑧ 

古老的北平，随着国都的南迁，一切的一切都显示着萧条，不景气；简直将要 由古老走向死寂 

了!在文坛上 ，也是这样。⑨ 

北平文坛之不景气，实令人 气煞闷煞 !⋯⋯在北平的所谓“文坛”，没有一种定期的刊物 ，没有 
一 种 纯 文艺 的副 刊 ，搜 尽 古城 ，你也 绝 不会 找 出一 点文 艺 的活跃 。 

在一切都暗 自向下消沉 了的北平 ，除 了一两种报 纸上的副刊之外 ，几乎没有 一种定期刊物 了。 

追怀往 日的繁荣 ，真是如同隔了一个世纪 @ 

死寂与沉闷的空气 占据 了这座 古老的城 市⋯⋯故都文艺界的“销落淹沉”不仅是我 个人 的观 

察，几乎近来这里的朋友没有一位不是这样异口同声地感叹着说：“民国十五六年的黄金时代是不 

会再来的了!”⑩ 

归结导致北方文坛沉寂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首先 ，北方 的出版业不及上海发达 ，书商与文人还 

① 此数据由唐沅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第 2卷、第 3卷统计得出。唐沅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 

刊 目录汇编》(共 7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② 刘增人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 4页。 

③ 转引自陈江、李治家：《三十年代的“杂志年”》，《编辑之友》，1991年第 3期 ，第 77页。 

⑧ 刘增人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 138页。 

⑤ 欧阳成：《介绍(文学杂志)》，《出版消息》，1933年第 12期，第 6页。 

⑥ 萧湘：《读者通讯》，《文艺月报》，1933年一卷二号。 

⑦ 苏欣 ：《笔讯 ·北平》，《文学》，1934年三卷一号。 

⑧ 编者：《编后》，《文艺月报》，1933年一卷一号。 

⑨ 欧伦：《读者通讯》，《文艺月报》，1933年一卷二号。 

⑩ 罗曼：《北平文坛之不景气》，《新垒》，1934年一卷十号。 

⑩ 烽柱：《我所见一九三。年之几种刊物》，《文艺月刊》，1930年一卷四号。 

⑩ 萧然：《北平文艺界不景气的原因》，《平明杂志》，1933年二卷十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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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成像上海那样成熟 的合作方式 ，书店或出版社更是缺少印行文学丛书或文学杂志的雄心，比如北新 

书局迁往上海之后，身居北京的周作人，出版其 1930年代创作的文集，多选择北新书局等设在上海的出 

版社 。其次 ，北方文坛的作家大量南迁 ，留守北平 的文人主要注意力多集 中在政治方面 ，当时 比较有名 

的刊物如《独立评论》《再生》《鞭策》等几乎不刊登文艺作品。加之原本多产的作家因受到政局不稳的 

影响无法安心创作，又因为文学刊物的寥落，就算有作品他们也苦于无处刊登。于是，留居北平的文人 

有的高升 ，摇身一变为官僚 ，参与政事 ；有的退隐 ，安于教职 ，沉默不作一言 ，北方文坛 的萧寂大体由此 

而来。 

萧乾一直被认 为是“京派”作家，然而在他的记忆 中，开始动笔写作倒不是 因为受到在北平学院派 

文人群体的影响，他的文学生命 的开始 ，几乎是与北方文坛的告别消沉、走向繁荣同步的。他说 ：“30年 

代初期，北方知识界(尤其文艺青年)曾十分苦闷过。那时，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到了冀东，而掌权者仍 

不许谈抗战。一些后来当了汉奸的士大夫却在书斋里振笔大谈明清小品，提倡清静无为。1932年鲁迅 

先生到了北平 ，那就像窒息的暗室里射进一线曙光。1933年 ，从上海又来 了巴金和郑振铎两位 ，死气沉 

沉的北平文艺界顿时活跃起来。他们通过办刊物(《文学季刊》和《水星》)，同青年们广泛交起朋友。 

很幸运 ，我就是在那 时开始写作的。”显然 ，萧乾此处“大谈明清小品”的“士大夫”所指 的就是以周作人 

为中心的“言志派”文人 圈子 。只可惜在 “救亡图存 ”的浪潮 中，他们“提倡清静无为”的作 品是如此地 

不合时宜 ，很难获得追求革命与进步的文学青年之共鸣。萧乾在文字 中还提到促使北平文坛重新焕发 

生机最重要的两个事件：1932年鲁迅的北平之行，以及 1933年郑振铎、巴金等人主编《文学季刊》和《水 

星》。这段话透露的潜在内容基本否定了流行观点所 主张 的：是“京派”文人群体重启北方文坛 的繁荣 

这一说法 。从这个角度出发，或许可 以理解为 ：蔚为大观的“京派”文学研究 ，掩盖了北方左联为活跃北 

方文坛起到的积极作用。 

二、北方左联“左”的纠偏 ：鲁迅北平之行的意义 

1930年 9月 18日，北方左翼作家联盟于北平成立。上海左联是以鲁迅、茅盾等文坛前辈领衔，北 

方左联的盟员构成则 以爱好文艺 、要求革命 的青年学生为主。但是 ，受当时共产党“左”倾 冒险主义路 

线的影响 ，北方左联与上海左联一样 ，在开展文艺工作 时也犯过“左”倾的错误。在 1930年 11月 28日 

通过的《中共北方局关于左联和文化运动等问题给保属特委的指示》中，就特别提到：“特委要有计划的 

帮助各地建立宣传队鼓动工作 ，如组织经常的宣传 队(进行公开演讲 ，写标语等 )、读报班 (给不识字的 

人念报讲解)、游艺会(最好演新剧)、飞行集会等。”①鼓励盟员写标语、撒传单，走上街头参与革命运 

动——这些不符合革命实际的斗争行为，导致左联盟员的身份暴露甚至遭到捕杀，左翼力量损失惨重。 

据统计 ，到 1933年 10月 ，因为国民党当局对左派文艺的压迫 ，北平文总领导下的各社团成员只剩下不 

到 100人。② 

在文艺宣传方面，为压制全国范围内的左翼文化，1929年国民党中宣部制定《宣传品审查条例》； 

1930年 12月公布《国民党政府出版法》；1931年 l0月制定《出版法施行细则》，11月，公布《宣传品审查 

标准》。以上条例均严格禁止左翼报纸、杂志、书籍的出版和发行。③ 严酷的大环境之下，在文艺“沙漠 

化”的北方文坛办左翼刊物更是难上加难 。创办北平左翼刊物 的中坚力量主要是青年学生 ，他们 多数 

来 自当时的北平大学 、北平师范大学 、北平燕京大学 、北平辅仁大学 、北平法大平 民学校 、南开 中学等。 

这些左翼青年冒着生命危险、集结多方力量 ，好不容易印出杂志 ，却一出刊就面临被查封的命运 ，如《夜 

①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共北方局关于左联和文化运动等问题给保属特委的指示》，《北方左翼文化 

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 43页。 

②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 1卷)，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1年版，第224页。 

③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 1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 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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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鏖尔》《转变》等左翼刊物仅出一期即被迫停刊，北方左联的机关刊物《北平文化》只出版三期就宣 

告夭折。几乎没有一份左翼刊物能长期刊行 ，且多为内部传阅，无法公开出版。 

总之 ，对当时的北方左联来说 ，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文艺工作的开展 ，都异常艰难 。学界普遍认为 ， 

1933年 9月沈从文接编《大公报 ·文艺》之举 ，首先打破北方文坛萧寂 、冷落的文坛气息。其实 ，1933 

年两份左联刊物《文学杂志》和《文艺月报》①的创办，在北方文坛引起的强烈反响不容忽视。从创刊过 

程和编刊理念来看 ，这两份刊物反 映了北方左联对宗派 主义 、关 门主义的纠正。 日本学者近藤龙哉 主 

张：《文学杂志》体现北方左联纠正关门主义的实践，具体时间是从 1932年到 1933年开始。② 笔者赞同 

这一观点并受到启发 ，试在此基 础上作进一步讨论。1932年 到 1933年这个 时间点，正是上海左联 于 

《北斗》被禁之后，再度“出手不凡”创办《文学》，这个过程本身就体现上海左翼阵营对关门主义的调整 

与纠偏。上海左联与北方左联几乎同时以创刊的方式纠正“左 ”倾作风 ，这显然不是时 问上的巧合。 目 

下可见的资料都表明，北方左联的组织关系并不隶属于上海左联，那么北方左联是何时、经由何人、又是 

如何逐步修正“左”倾错误 的? 

如近藤龙哉所言 ，1932年鲁迅的北平之行起到了关键作用。1932年 11月 ，鲁迅回北平探望生病的 

母亲，期间发表著名的“北平五讲”，并会见他在平的老朋友和部分左翼青年。据陆万美回忆，当时北方 

的左翼运动，党、团、群众团体 ，几乎毫无区别，一律发传单、写口号，参加飞行集会、游行示威，作为作家 

联盟 ，盟员反而不写文章——北平左联 与上 海左联犯过一样 的“左”倾 冒险主义错误。是鲁迅 首先提 

议 ：北平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压迫手段和程度均不及南方 ，应该好好组织力量在北方办个 长久 的刊物 ，并 

叮嘱他们要纠正关门主义，团结进步作家，和培养新生的作家。⑧ 

鲁迅离平之后，仍与北方左翼青年保持联系，最终促成《文学杂志》的创办。鲁迅在给王志之的信 

中多次谈到编刊旨要，不但他 自己写稿 ，为杂志拉来茅盾、艾芜、张天翼等上海左翼作家的稿件，还曾以 

周建人的名义，汇款资助《文学杂志》——这些在鲁迅的EI记和信件中均有记载，也有当事人王志之的 

回忆。王志之是与鲁迅交流最多 的北方左联成员 。1936年鲁迅逝世不久 ，王志之 以含沙为笔名写成 

《鲁迅印想记》一书 ，还原 了他与鲁迅的交流 ： 

我立刻在皮包里取出自己的一本戏剧集《革命的前夜》送了过去：最近，北平的 ×联在他们的 

刊物上 大骂我这本 东西，说是我在 同熊佛 西梅 兰芳他们争风 ，说是他们 已经在群众中失掉 了欺骗作 

用，我现在要企图来取而代之 ，骂我是什么什么新走狗。总之，简直把我 当了他们唯一的死对头 ；同 

时，又遭到 了当局的禁止⋯⋯”。周先生翻开那本书，笑起 来 了：“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不过 ，情 

形想得到是这样的，在上海也是一样。但 ，现在都有了改变，觉得动辄就显 出一副凶恶的面孔 ，那是 

没有好处的；有些人 ，虽是不免有些错误 ，只要有好的倾 向，我们就应该善意地批评 ，加强领导，最坏 

地是动辄就打击。”“他们没有想到批评的任务，也没有想到领导，”我不免生起气来了，“他们预先 

就定下 了一个固定的模型，作品放进去 ，完全合 ，就好 ，不合，就打击。他们的本意也不在批评 ，是在 

挑剔别人的缺点来显示 自己的前进 ，正确 !④ 

这段文字透露两条讯息：其时的北平左联，不仅受关门主义路线影响(如排斥熊佛西等作家)，在左 

联 内部还盛行宗派主义作风 ，王志之与某些左联成员文艺观念不合就能说明这一点。而“他们”批判王 

志之的戏剧集 ，王志之 的反批判也揭露 当时北平左联创作 ，模式化 、公式化之流行。鲁迅 的回答亦包含 

两点内容 ：在上海也是一样 ，但现在有了改变 ；对于好的倾 向，应 当善意引导 ，而不是动辄 打击。除了在 

① 文学杂志社编：《文学杂志》，1933年4月 15日创刊，共四期(3、4期合刊)，西北书局发行；文艺月报社编：《文艺 

月报》，1933年 6月 1日创刊，共三期(第 3期由陈北欧、金谷主编)，立达书局发行。 

② [日]近藤龙哉著 ，吉田薰译 ：《(文学杂志)、(文艺月报>与左联活动探赜一一 以北方左联克服“关门主义”的过 

程为中心》，《东岳论丛》，2011年第3期 ，第 12—13页。 

③ 陆万美 ：《忆鲁迅会见北平左联的同志》，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 3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第 576页。 

④ 含沙 ：《鲁迅印想记》，金汤书店，1936年版，第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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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的当面沟通，在致王志之的信件中，鲁迅也反复提到这一点： 

我希望在平的刊物应以在平的作者为骨干，这才能够发展而且有特色，门类不完全一点倒不 

要 紧。① 

文章若大半须待此地，恐为难，因个人皆有琐事，不能各处执笔也。但北平现人心一时恐亦未 

必静 ，则待 书店热心时再 出，似亦无妨。② 

第一期诚然有些“太板”，但加入 的人们一 多，就会活泼的。⋯⋯我 以为我们的态度还是缓和 

些的好。其实有一些人，即使并无大帮助，却并不怀着恶意，目前决不是敌人，倘若疾声厉色，拒人 

于千里之外，倒是我们的损失，也姑且不要太求全，因为求全责备，则有些人便远避了，坏一点的就 

来迎合，作违心之论，这样，就不但会有好文章，而且也是假朋友了。⑧ 

从这些书信可以看 出，鲁迅对于北平左联如何吸收左翼 力量 、壮大左翼文学 ，可谓费心劳力。在 当 

时，也就是 1932年，有巨大影响力的杂志：上海的《文学》和《现代》还没有面世，北方文坛的定期刊物又 

少得可怜，所以，“《文学杂志》出刊后的影响是大的，到处都来函贿或写信给以赞扬鼓励”④。它的出现 

“象沙漠上的绿洲 ，震撼 了当时沉寂 的北方文坛 ”⑤。这份刊物署名王志之 、潘训编辑 ，发表过鲁迅 、茅 

盾、朱自清、郑振铎、丁玲、张天翼、艾芜、曹葆华、宋之的等人的作品，集合了南北两地作家。甚至可以把 

北平的《文学杂志》与上海的《北斗》，看作是遥相呼应的杂志——两者都是当地首次打破南北文坛藩篱 

的左联刊物。《北斗》与北平文坛的联系，是丁玲通过沈从文实现的，而《文学杂志》获得上海左翼作家 

的稿件 ，是王志之通过鲁迅和茅盾协调的 ，在鲁迅 日记 中也有相关记载 ：“第二期既非我写些东西不可 ， 

日内当寄上一点 。雁君见面时当一问。”⑥雁君即指茅盾。 

从《文学杂志》发表的作品来看，无论是文学体裁还是题材，都呈现出丰富和多样的面貌。诗歌如 

哨夫《柏油路》、雪野《纪念丁玲》、木农《父与子》；小说如丁玲《无题》、澎岛《火灾》、艾芜《在茅草地》、 

陆绿曦《战士行》、宋之的《动荡中的北平》；散文随笔如鲁迅《听说梦》、茅盾《杂志办人》、张天翼《我的 

幼年生活》；戏剧如柳淘《校规》、左明和陈凝秋的《日出》、建地《命令 ：退却!第二道防线!》；文学理论 

研究如郑振铎《明代的“时曲”》、张松甫《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贺凯《汉赋的新解》；作家作品研究如 

朱 自清《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陈均《喋血的诗人陈家梦》；还有韩君创作的歌曲《农夫叹五声》 

等，其选登的作品并不像典型的左联刊物那样强调斗争色彩，体现编者“用文学来鼓舞民族的精神!”⑦ 

的办刊宗 旨。 

第一期《文学杂志》在《编后》对所刊作品的简要分析中，也清楚地说明其办刊旨要。比如，在评价 

致干的《没落贵族的诗人李长吉》一文说，“李长吉有一两篇‘悯人’的诗，便说他是什么什么诗人，这种 

错误，在一些恶魔们懂得用‘左’的方法来欺骗人的目前，更可看明白了。”这段话就是反驳过去某些左 

翼批评家，以是否具备革命性来衡量作品价值，以“左”倾的宗派主义对不革命的作家大加贬斥的风气。 

还有对《命令：退却!第二道防线!》和《动荡中的北平》两部作品的评价：“从前，在只写工农才是革命的 

极左的倾向下，如后者这种作品是被抹杀的。现在大家都知道，革命是没有这般窄，而文学家也正须知 

道小资产阶级清算了作家才能前进。”这些字句表明北方左联纠正过去将文学“工具化”的作法，开始重 

视文学创作的审美艺术功能，真正做到“只要不站在大众底正反面的，只要是诚恳的写作，我们便都尽 

① 

② 

③ 

④ 

608页。 

⑤ 

575页。 

鲁迅：((330109致王志之》，《鲁迅全集》第 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359页。 

鲁迅：((330202致王志之》，《鲁迅全集》第 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365页。 

鲁迅：((330510致王志之》，《鲁迅全集》第 1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396页。 

陆万美 ：《迎着敌人的刺刀尖，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左联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陈沂 ：《1931—1932年的北方左翼文化运动》，《左联 回忆 录》(下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 

⑥ 鲁迅 ：((330510致王志之》，《鲁迅全集》(第 12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396页。 

⑦ 编者：《编后》，《文学杂志》，1933年一卷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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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登载 。”①以当时的北方文坛来说 ，确实还没有哪份杂志拥有这样的气魄。 

《文学杂志》的成功创办，倾注了鲁迅的关注和支持，随后出现的《文艺月报》也采取和《文学杂志》 
一 样的编刊策略。由张盘石、陈北欧主编的《文艺月报》登载过鲁迅、茅盾、吴组缃、穆木天、金丁、陈北 

欧、张我军等人的作品。这份刊物在装帧、封面的设计和体例的编排上，很显然是模仿上海被查禁的左 

联刊物《文学月报》，且有意透露其左倾立场。《文艺月报》是北方左联纠正关门主义的产物，它比左翼 

色彩浓厚的上海《文学月报》更具开放性。在北平这样的文化沙漠之地，《文艺月报》的出现很容易吸引 

读者的注意。据称：“《文艺月报》在出版的当天就卖了一百多份，这在当时北平的出版界简直是破天荒 

的事。”②第一期《文艺月报》的《编后》有这么一段自我检讨：“创作方面却不大使我们满意，内在的贫乏 

是生活不充实的表现。⋯⋯不但我们要严酷的批判 自己，我们更极虚心的接受所有指摘 。这样 ，继续努 

力 ，我们向前进展。”④编者在这里表达了办刊物 的决心 ：要纠正过去内容贫乏 的标语 口号化 的文学 、重 

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 

总之，“《文学杂志》出了三期，《文艺月报》出了两期。这在当时的北平——北方文坛引起了很大的 

反响，鲁迅、茅盾都有文章寄来，一时轰动了北方文坛”④。尽管《文学杂志》和《文艺月报》不是长期刊 

物，但它们却是北平左联纠正“左”倾错误最初的文艺实践 ，也是左联 为活跃北方文坛率先推出的杂志 ， 

其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 

三 、南北左翼的联合 ：以办刊的方式重振北方文坛 

自《文学杂志》《文艺月报》起，“‘北平左联’通过刊物的筹备，就开始纠正过去关门主义的孤立倾 

向”⑤。有左翼背景的、更具包容性的文学刊物在北方文坛陆续出现。《文史》杂志于 1934年4月出版， 

编者是中国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承仕，撰稿人有鲁迅、周作人、吴文祺、赵景深、俞平伯、黎锦明、蹇先艾、臧 

克家等。杂志就如其名称那样，分为史学和文学两大板块。《文史》“史学”部分之 目的在于“把握着正 

确的史学观，调整可靠的史实，发现它各阶段的下层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并与世界史作比较研究而 

求其通性”⑥。史学方面的约稿，均由主编吴承仕负责，也正因此《文史》出现了大量在平大学教师的文 

章，既使杂志整体的学术水准得到提升，也使其逐渐成为左联团结北平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载体，这也是 

该刊最难得之处。《文史》“文学”部分亦不刻意突出其左翼色彩，立志在“不逆流⋯‘不反动”和“不为某 

方面之代言人”“不为某 阶级之说教者”的条件之下发展文艺。⑦ 文学方 面由王志之负责组稿 ，除采用 

北平左联青年作家的稿件外，王志之还向鲁迅索来稿件《儒术》，并通过鲁迅向上海的左翼作家如茅盾 

等人约稿。《文史》的进步倾向引起上海左联刊物《文学》的注意，曾评价《文史》的创刊号：“很有几篇 

值得我们一谈的作品。”⑧ 

此外，左翼作家王余杞编辑的《当代文学》于1934年7月 1日在天津创刊。这份杂志也延续了相近 

的办刊方式：虽为北方左翼刊物，但也发表大量上海作家作品。《当代文学》在第一卷卷末的《编后》中 

说 明：“本刊既不属于任何党或者派 ，也并没有 门户之见 。”分析该刊作家群 的组成 ，如聂绀弩 、宋之 的、 

① 编者：《编后》，《文学杂志》，1933年一卷一号。 

② 陈北鸥：《回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的艰苦斗争》，《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313页 。 

③ 编者 ：《编后》，《文艺月报》，1933年一卷一号。 

④ 陈沂 ：《1931—1932年的北方左翼文化运动》，《左联 回忆 录》(下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 

577页 。 

⑤ 

页 。 

⑥ 

⑦ 

⑧ 

l20 

陆万美：《忆鲁迅会见北平左联的同志》，《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 3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579 

编者 ：《编辑後记》，《文史》，1934年一卷一号。 

编者 ：《编辑後记》，《文史》，1934年一卷一号。 

苏欣 ：《笔讯 ·北平》，《文学》，1934年三卷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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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紫 、艾芜、邱东平、芦焚 、李辉英、徐盈 、澎岛、白薇 、陈 白尘 、蒲风等基本都是立场左倾的作家。但综 观 

全部五期《当代文学》，其刊登的作品左翼色彩并不鲜明，且大都显示左翼文学创作的进步和成长。 

作为北方左联的主要负责人 ，陆万美曾于 1933年初赴上海与 中国左联交流北方左联 的工作情况 ， 

直到三月中才返回北平。他通过鲁迅 、聂耳 ，见到了阳翰笙和周扬 ；在艾芜和雷溅波的住处 ，见到了丁玲 

和沙汀。“这时，上海已在反左倾关门主义，他们都着重谈了这方面的情况，并对今后工作中加强联系 

说了一些意见”①。返回北平后，陆万美传达了上海左联反“左”倾的情况，左联常委还专门对此开会讨 

论，在那之后工作“酝酿着新的改变”，北方左联逐渐打开过去关闭的大门，无论是办刊还是开展工作的 

方式都有所调整。总之 ，北方文坛 由萧寂的景象到逐步的繁荣 ，既有北平学 院派文人的贡献 ，也有北方 

左联的功劳，不应当只由“京海”两派的论争中，沈从文 以底气十足的“京派”面 目亮相就作出简单判断： 

因为“京派”属于北方文坛 ，就认为北方 文坛只有京派。事实上 ，北方文坛繁荣 的面貌是北方左联 团结 

各派作家首先推动的 ，北方文坛的繁荣是多方面的。 

众所周知，上海是当时的文坛中心，文学氛围空前活跃，鲁迅作为左联“盟主”坐镇上海，上海左联 

的文学活动自然吸引众人瞩目，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化的压制虽从未停止，但上海的租界在保存左翼力 

量方面拥有着优势。而北方左联既要在萧寂的北方文坛，通过办刊活跃文学空气，又要躲避当局的搜查 

禁封，还要尽其所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艺工作者，这使北方左联开展文艺工作的难度，远超上海 

左联 。 

长期 以来 ，学界对北方左联 的研究 ，重其政治活动多过文学活动 ，北方左联的成员更多被认为是政 

治活动家而不是文学家，因此认为北方左联在发展北方文艺方面极少贡献。其实，1932年以后北方左 

联的文学活动，不再是“旗帜鲜明”地以斗争方式开展，那样的工作方式已被认为行不通。北方左联逐 

渐打开大门，到后来与非左翼作家联合 ，共同营造北方文坛的繁荣 ，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形式与 内容的 

转变，还表现在团结北方非左翼作家共同办刊，合力推动北方文坛的重振。 

《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等左翼刊物的创办，是北平左联纠正文艺路线“左”倾错误之初步实践。 

1934年 1月，郑振铎、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在北平面世，这份杂志看似“京派”刊物，实际上，在其创 

刊之初就通过郑振铎、靳以与上海左联刊物《文学》建立起互通有无的紧密联系，暗含着潜在的左翼立 

场。而《水星》作为《文学季刊》的副刊一开始就与《文学》《文学季刊》的作家群，保持着较好的文学互 

动 ，又因为它并不鲜 明的政治色彩 ，成功地 团结了北平 的学院派 。② 因此 ，结合南北两地左翼期刊的创 

办过程及编撰群体的文学行为来看 ，左翼文学对内的 自我调整 、对外的寻求 团结 ，为促发北方文坛的重 

振 、增进文坛各派的团结与理解、壮大左翼文学的力量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素微 ) 

① 陆万美 ：《迎着敌人的刺刀尖，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左联 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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