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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解读

眼前的革命与远方的“沦亡”
———１９２０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叶赛宁之死

　 　 　 吴丹鸿

摘　 要:　 １９２５ 年底的叶赛宁自杀事件在中国经历了从“个人化”到“阶级化”的阐释

过程ꎮ 这一事件的能量在 １９２７ 年上海、广州与武汉的清党政变相继爆发之际ꎬ得到了

鲁迅、蒋光慈和冯雪峰等人不同角度的释放ꎮ 鲁迅对“叶赛宁之死”的思索与他“广州

时期”见证过的“恐怖”与大时代中的“沦亡”紧密相关ꎻ蒋光慈在叶赛宁身上找到了自

己从革命前线后撤之际对“乡情”的精神需要ꎬ并对他的自杀作出了哀歌般的描述ꎻ冯

雪峰在 １９２９ 年对“叶赛宁自杀事件”不同角度的翻译ꎬ体现了他对革命青年普遍的政

治苦闷有着从“宽大”到“清算”的态度调整ꎮ 对“叶赛宁之死”的解释方式的变化ꎬ既

反映出了大革命后的“阶级批判”话语的生成过程ꎻ也折射出中国革命文学家在面对革

命的风暴时ꎬ共通的“苦闷”下对待“痛苦”不同的态度ꎮ
关键词:　 鲁迅ꎻ蒋光慈ꎻ冯雪峰ꎻ叶赛宁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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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莽原»这个讣告的消息应当是来自日本的报道ꎮ 讣告中所用的叶赛宁的画像与升曙梦的«新俄文学的曙光期»
中叶赛宁的画像是同一幅ꎬ并且一样有“同情农民”的描述ꎮ 鲁迅在«‹十二个›后记»中也指出:“卷头的勃洛克的画像ꎬ
也不凡ꎬ但是从«新俄罗斯文学的曙光期»转载的ꎬ不知道是谁作ꎮ”藏原惟人于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写的文章«诗人叶赛宁的死»
中ꎬ对于叶赛宁的死因也依然是“原因未明”ꎬ可见讣告中的“原因未明”并非由于消息的滞后ꎮ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ꎬ«莽原»发行了由周刊改为半月刊的第一期ꎬ依然是由鲁迅主编ꎮ 这一期«莽原»
上公布了国内最早关于叶赛宁的死讯:

苏俄新文坛著名的最同情于农民的青年诗人叶遂宁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列宁格勒

自杀 原因未明ꎮ

这应当视为鲁迅第一次郑重地“提起”叶赛宁的死ꎬ这一次他只是简略地给出“原因未明”①四个

８９



字ꎮ 到 １９２７ 年 １０ 月ꎬ鲁迅在«革命文学»中又一次提起了叶赛宁的死ꎬ这一次对于叶赛宁的“死因”有
了更为意味深长的解释:

但“革命人”就希有ꎮ 俄国十月革命时ꎬ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ꎮ 但事实的狂风ꎬ终于

转得他们手足无措ꎮ 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ꎬ还有小说家梭波里ꎬ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

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勇气ꎬ才可以做革命文学ꎮ①

在鲁迅的理解里ꎬ叶赛宁的死并没有减弱他的“革命性”ꎮ 与那些在“指挥刀”的掩护下安全地提倡

革命文学ꎬ以及只在“纸面上”喊打喊杀的人相比ꎬ一个能为革命文学的试验付出性命的人ꎬ显然更符合

鲁迅意义上的“革命人”ꎮ “革命人”或“革命文学家”之所以稀有ꎬ也因为他们很可能会“活不下去”ꎬ会
因为无法面对革命时代的大转变而死在时代齿轮的咬合之间ꎮ 因此ꎬ叶赛宁的“活不下去”ꎬ恰恰是革

命时代的征兆ꎬ是“可以由此得生ꎬ而也可以由此得死”②的“大时代”的征兆ꎮ
时隔将近两年ꎬ鲁迅再次提起叶赛宁的死ꎬ它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文坛消息ꎬ而是与身边革命青年的

死ꎬ革命形势的骤变ꎬ以及他自己在广州的钟楼上和白云楼上的思索紧密相关ꎮ
鲁迅广州时期的“沉默”在当时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ꎮ 广州的革命青年期待鲁迅可以针对广州

的缺点加以抨击ꎬ这些青年请求鲁迅发声的要求被他“轻轻地推却”了ꎮ 梁式和宋云彬都相继在«新时

代»上撰文表示对鲁迅沉默的失望ꎮ 鲁迅对于指责他“躲避”、“熟视无睹”的言论ꎬ不同于对待“正人君

子”、“现代派”等人的攻击采取蔑视与反讽的回答ꎮ 对于这种对他的“发声”的急切期待ꎬ他反而一再表

示“这热诚使我很感动”③ꎮ 他原本准备以«在钟楼上»为题写一篇对于广州种种现象的看法ꎬ然而在经

历了“四一五”事件之后ꎬ已经无法追溯那时的心情ꎬ只能引用拉狄克对于叶遂宁自杀的评论结束了这

一篇由于“目睹了反革命”而无法续写的文章ꎮ
他引用的拉狄克的话是:“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ꎬ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无论是这句话ꎬ

还是这句话所在的原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ꎬ都引起了鲁迅的深思ꎮ 鲁迅写道:

但拉狄克的话ꎬ是为了叶遂宁和梭波里的自杀而发的ꎮ 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

一种期刊上时ꎬ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ꎮ 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ꎬ
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ꎻ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ꎬ
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ꎮ 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ꎬ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ꎬ他们

有真实ꎮ 他们以自己的沉没ꎬ证明着革命的前行ꎮ 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ꎮ

叶赛宁等人的自杀ꎬ虽然证明了他们的脆弱ꎬ却也证明了他们真实地、深入地参与了革命ꎮ 他们的

幻想被碾压粉碎ꎬ恰恰也证明了革命的履带在前进ꎮ 鲁迅用以说明叶赛宁“到底并不是旁观者”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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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革命文学»ꎬ«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４８２－４８３ 页ꎮ
鲁迅:«‹尘影›题辞»(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ꎬ«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５１９ 页ꎮ
鲁迅:«在钟楼上———夜记之二»(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５２７ 页ꎮ 鲁迅在«答有恒先生»(１９２７ 年 ９ 月 ４ 日)中回答有恒先生对自己不发议论的疑惑ꎬ也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
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ꎬ这是我看得出来的ꎮ”



辑ꎬ也说明了自己不是旁观者ꎮ 因为他同样被革命的残酷“恐怖”①得说不出话ꎬ更在沉默中经受着之前

一系列观念的轰毁ꎬ这些状态都与躲在“象牙塔里”的“平安”完全相反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叶赛宁的沉没

与鲁迅的沉默ꎬ都正好说明了他们不是革命的旁观者ꎮ
鲁迅理解叶赛宁的自杀ꎬ正是承认了“幻想的革命”与“现实的革命”差距之巨大ꎮ 而看到了“差

距”ꎬ才是看到了“真实”ꎬ所以叶赛宁到底是“有真实”的ꎮ 鲁迅不仅也经受了这种“差距”带来刺痛ꎬ并
且一直陷在了“如何在这种差距”中说话的巨大的挣扎ꎮ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鲁迅抵达广州ꎬ２５ 日他在中山大学的学生会欢迎会上说:“到广州来不过一礼拜

我以为广东还是一个旧社会ꎬ跟其它的旧的社会ꎬ并没有两样ꎮ 新的气象ꎬ不大见得ꎮ”②他号召青

年应该“喊出来”ꎬ打破广州的沉寂ꎮ 这些话大大鼓舞了在座的革命青年ꎮ 毕磊在«欢迎了鲁迅以后»中
写道:“只要你喊ꎬ如果你有声音ꎬ喊得不好听ꎬ创作得幼稚ꎬ这决不是可羞的事情ꎮ”③然而包括毕磊在内

的三十多个中大青年均在 “四一五”事件中被捕ꎮ 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这里言论界之暗ꎬ实过

于北京”④ꎬ并在«答有恒先生»中沉痛地表达了自己的内疚之感ꎮ 他认为自己对青年的鼓励ꎬ无非“弄
敏了他的感觉”⑤ꎬ使得他们在受刑时的表情更为痛苦ꎬ让“讨赤军”“讨革军”们在观赏时更能得到“特
别的愉快”ꎮ 如果将鲁迅这种残酷的自省ꎬ阐释为后悔几个月前鼓动广州青年勇敢发声⑥ꎬ也许会过于

简化ꎮ 但确实是因为有了这层顾虑ꎬ鲁迅才陷入了暂时性的失语:“所以ꎬ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ꎮ”⑦

青年的血和死带给鲁迅的ꎬ不仅是“虽生之日ꎬ犹死之年”⑧的虚无感ꎬ更多还是一种幸存者与未亡

人的醒悟ꎮ 所谓“幸存”ꎬ既是指能在险恶的舆论环境和血腥的屠杀风暴中幸存ꎬ更是指能避免了叶赛

宁式的希望彻底轰毁的内心的幸存ꎮ 前一种幸存是经得起自我调侃的ꎮ 鲁迅回忆起在中山大学成日的

辩论与开会就自嘲道:“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ꎬ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ꎮ”⑨然而后一种内

心的幸存ꎬ是在一个“由此可以得生ꎬ由此也可以得死”的大时代里ꎬ辨认自己生命的火是否还未冻灭ꎬ
答案是肯定的:“然而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沈默的都市中ꎬ还有我的生命存在ꎬ纵已节节败退ꎬ我实未尝

沦亡ꎮ”

鲁迅之后在«文艺与革命» (１９２８)、«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１９２９)、«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１９３０)、«文艺与政治的歧途»(１９３２)中也提到了叶赛宁的自杀ꎬ但都是十分简略地提及他的死因是因

为对革命的失望ꎬ这些提及也只是作为给革命青年敲警钟的例证ꎮ 唯有在 １９２７ 年底回忆广州钟楼上的

生活时ꎬ对叶赛宁之死的思索ꎬ深入触及了他自身的困境———如何面对幻想与希望的轰毁ꎬ如何在“虽
生犹死”的虚无状态中确认自己存在ꎮ 他与这些黑暗缠斗了大半年ꎬ渐渐有了这样的野草式的生命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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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答有恒先生»(１９２７ 年 ９ 月 ４ 日)一文中ꎬ鲁迅解释自己近来的“沉默”是因为“我恐怖了ꎮ 而且这种恐怖ꎬ我
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ꎮ

清水:«我怀念到鲁迅先生»ꎬ«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 ４ 辑ꎬ第 ２７５ 页ꎮ
毕磊:«欢迎了鲁迅以后»ꎬ«做什么?»第一期ꎬ１９２７ 年 ２ 月 ７ 日ꎮ
鲁迅:«致章廷谦»(１９２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２４６ 页ꎮ
鲁迅:«答有恒先生»(１９２７ 年 ９ 月 ４ 日)ꎬ«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４１８ 页ꎮ
鲁迅在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翻译鹤见佑辅«书斋生活与其危险»的附记中ꎬ再次反省了自己当初反对青年们躲进书斋ꎬ

他没想到“对于社会实生活略有言动的青年ꎬ则竟至多遭意外的灾祸”ꎬ可见“清党”事件给鲁迅造成的刺激很大地集中
于青年(包括他自己)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问题ꎮ

鲁迅:«答有恒先生»(１９２７ 年 ９ 月 ４ 日)ꎬ«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４１８ 页ꎮ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１９２７ 年 ５ 月 １ 日)ꎬ«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１０２

页ꎮ
鲁迅:«在钟楼上———夜记之二»(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

版ꎬ第 ５２９ 页ꎮ
鲁迅:«‹小约翰›引言»(１９２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ꎬ«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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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正是经历了观念的轰毁ꎬ才证明了自己终究不是革命的旁观者ꎻ正是年轻生命的“沦亡”ꎬ鲁迅才能

“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①ꎬ也才得以知道自己“未尝沦亡”ꎮ

二

叶赛宁的名字虽然在胡愈之发表于 １９２２ 年的文章«俄国新文学的一斑»中就出现过ꎬ但他的诗作

译介却是在 １９２６ 年他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才陆续刊登ꎮ 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ꎬ蒋光慈在«创造月刊»上连载的

«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②中撰写了关于叶赛宁的专论ꎬ这篇文章不仅节选翻译了叶赛宁不少的诗段ꎬ
也对叶赛宁自杀的悲剧性意义进行了不同于鲁迅的阐释ꎮ

在对叶赛宁的专论中ꎬ蒋光慈一开头就罗列了当时对叶赛宁自杀的三种常见的猜测ꎬ包括叶赛宁与

邓肯的恋爱悲剧、叶赛宁受尽肺病折磨ꎬ以及叶赛宁在与革命短暂同路之后又无法迈过与无产阶级革命

的深层冲突ꎮ 第三种解释长时间以来被用于解释革命青年的自杀现象ꎬ蒋光慈对 １９２１ 年开枪自杀的俄

国诗人勃洛克也是采用了第三种解释:

在心灵上ꎬ理想上ꎬ布洛克完全与革命是一致的ꎬ但是他没有明白ꎬ并且不会估量革命后所谓从

小事做起的价值ꎮ 革命后一些建设的琐事ꎬ我们的罗曼蒂克没有习惯来注意它们ꎬ而自己还是继续

地梦想着美妙的革命的心灵ꎬ还是继续地听那已隐藏下去的音乐ꎬ还是继续地要看那最高涨的浪潮

但是为着要建设文化达到目的起见ꎬ革命不能与布洛克再走一条路了ꎮ③

将诗人的自杀理解为一种无法忍受革命低潮的左倾激进主义ꎬ也被用于解释 １９２９ 年底马雅可夫斯

基的自杀:

玛耶阔夫司基和这现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ꎬ在根本上已不互相投合ꎮ 因此ꎬ这是必然的ꎬ革命

在破坏的时期兴感起他的诗ꎬ而当这破坏的时期一过去ꎬ走上了建设的路的时期ꎬ他便感到幻灭的

苦痛ꎬ而他的诗也失去了生气ꎮ④

在文学立场上ꎬ叶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代表的未来派的“破坏美学”和“机械美学”相去甚远ꎬ他始

终畏惧“铁的生客”会毁坏永恒宁静的乡村文明ꎮ 但是他们的自杀却都被同样解释为革命同路人与革

命的分离ꎬ区别只在于“左右”偏离的方向不同ꎮ 然而蒋光慈对于“叶赛宁自杀”的三种猜测都不甚认

同ꎬ认为它们“不过是一般人普通的猜度”⑤ꎬ他没有将叶赛宁自杀简单解释为对革命新阶段的不适应ꎬ
而是将叶赛宁的命运与俄罗斯农民的命运同一起来:“叶贤林是一个农民的诗人ꎬ俄罗斯农民与革命的

关系ꎬ叶贤林可算是一个化身了ꎮ”⑥在蒋光慈的理解里ꎬ叶赛宁身上致命的矛盾不是“革命”不同阶段的

矛盾ꎬ而是革命时期“城市”与“乡村”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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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十月革命的指导人ꎬ是城市而不是乡村ꎬ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农民ꎮ 十月革命前进的方向ꎬ
是顺着城市的指导而行的ꎬ城市的文化将破坏一切旧的俄罗斯ꎬ将改变贫困的ꎬ局促的ꎬ惨淡的乡村

之面目他明白城市的魔力ꎬ而且对这魔力并不起反感的心理ꎬ不过因为他与旧的俄罗斯的土地

的关系ꎬ未免太深切了ꎬ因之他一步踏在新的俄罗斯的领土上ꎬ而一步又留在他所爱的旧的ꎬ过去的

俄罗斯怀里ꎮ①

蒋光慈认为叶赛宁身上特有农民的保守与暴动的两重性ꎬ这让他在理智上能接受十月革命后席卷

全国的城市文化ꎬ却不能在情感上接受乡村也被钢铁电气彻底改变ꎮ 这种解释ꎬ也十分符合那一时期认

为俄国的“都市诗人”超越“田园诗人”的文学进化论的叙述方式ꎮ② 但是蒋光慈也只是在理智上对叶

赛宁的自杀采用了这种说法ꎬ在情感上他对于叶赛宁的怀乡情结有着充分的体认ꎬ在审美上也更偏爱叶

赛宁“美丽的”“令人心醉”的抒情诗作ꎮ③ １９２８ 年蒋光慈翻译了叶赛宁的诗«新的露西»ꎬ这是叶赛宁的

创作在中国最早的正式翻译ꎬ也是蒋光慈翻译叶赛宁的唯一一首诗:

那一种狂风已经过了ꎬ我们保全的很少ꎮ
数一数旧日的交情ꎬ很多的友人没有了ꎮ
我重新回转我的荒芜的穷乡ꎬ
这穷乡我整整地有八年未归了ꎮ④

这首诗与蒋光慈另外几首思乡诗作一同收录在他的«乡情集»中ꎮ 不难理解为何这首«新的露西»
会给蒋光慈造成这么强烈的触动ꎮ １９２８ 年也是蒋光慈离开家乡前往上海参加革命的第 ８ 年ꎮ 上海的

“四一二”事件爆发后ꎬ他并未灰心ꎬ而是满怀希望地立即乘船前往武汉拟办«太阳»刊物ꎬ天真地以为

“汉江中的热浪还是再翻腾ꎬ我们的胜利终将不远”⑤ꎮ 没想到不到两个月ꎬ武汉政府也宣布分共ꎬ开始

实行大规模清党ꎬ蒋光慈对“大革命”的幻想才彻底破灭ꎮ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ꎬ他从武汉回到上海后ꎬ把那几个

月里遭受的精神冲击都浇注在长诗«哭诉»中ꎬ其中“往日的朋友有许多发财的发财ꎬ做官的做官 / 今日

的朋友也不少投降的投降ꎬ丢脸的丢脸”⑥ꎮ 这些感受ꎬ都与叶赛宁诗中所写的十分吻合ꎮ 他从河南老

家到上海参加革命ꎬ再从上海奔赴武汉捍卫革命ꎬ正如他所说的:“这其间我所领受的羞辱ꎬ苦痛ꎬ真是

不堪言ꎮ”⑦这时他只能向他想象中的“家乡”、记忆中的“母亲”寻求惶惶中的一点安慰ꎮ 一个离家 ８
年ꎬ年仅 ２８ 岁的青年ꎬ在目睹了“幻想中的革命”与“真实的革命”之间吃人的差距ꎬ在经历了叛变、逃
亡、流离失所之后ꎬ可能是在最脆弱的时候ꎬ在内心重新像个赤子一样思恋着家乡和家人ꎬ写下了«乡
情»«写给母亲»这样罕见的“反顾”的抒情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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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慈会将叶赛宁的自杀解读为他在情感上无法割舍乡村乌托邦ꎬ正是蒋光慈在自己的成长经历

与精神需求上与叶赛宁形成的共鸣式理解ꎬ甚至在“自杀”这一动作上ꎬ蒋光慈也在诗中重复了一遍ꎮ①

他这一时期面对“真实革命”而产生的幻灭之感ꎬ引领着他转向久别的家乡亲人寻求慰藉ꎬ并慢慢修补

对外界产生的信任危机ꎮ 这与鲁迅在广州清党事件后ꎬ在白云楼上编校«朝花夕拾»细数他“思乡的蛊

惑”有着些许类似ꎮ “儿时的记忆”在风云骤变的险恶环境中显露出更为剔透的生命品质ꎮ 不一样的

是ꎬ鲁迅编校«朝花夕拾»是为了在不知道“怎么说”的困顿时期帮助自己“驱除炎热”②ꎮ 蒋光慈诗中的

“返乡”则是在上海、武汉相继使他失望之后ꎬ为自己想象出来的一片栖息地ꎮ 然而他在这片栖息地上

所要寻求的并不是荫凉ꎬ而是他原想在上海与武汉获得的革命的力量ꎬ于是在«写给母亲»的结尾ꎬ是更

加坚决地让“我的一颗心”接着“烧下去”ꎮ 如果说蒋光慈是在上海、武汉与家乡之间寻找更加“光明”
的去处ꎬ那么鲁迅在白云楼的窗前比对着窗外大都市中“青春生命的沦亡”③与内心的“未尝沦亡”ꎬ则
更像是布罗茨基所写的:“我坐在黑暗里ꎮ 难以分辨 /内心的黑暗ꎬ与外面的黑暗ꎬ哪个更深ꎮ”④

三

１９２９ 年ꎬ冯雪峰以“不文”为笔名在«语丝»(其时鲁迅已交由柔石主编)发表了三篇译文ꎮ⑤ 在这三

篇译文中ꎬ«苏联文坛近事:马克思派与非马克思派的文学论争»与«新兴艺术论的文献»都是在日文刊

物上的新近文章ꎬ只有茂森唯士的«叶赛宁倾向底清算:苏联文坛底一问题»是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发表的ꎬ距
离冯雪峰翻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１０ 个月ꎮ 为何冯雪峰不继续对当时日本左翼刊物上的文章进行实况

转播ꎬ而是挑选了一篇 １０ 个月以前的旧文发表? 冯雪峰这篇关于叶赛宁译文一直以来都没有受到关

注ꎬ受关注的是他在 １９２９ 年年初翻译的藏原惟人的«诗人叶赛宁之死»ꎮ 但如果将这两篇意向迥异的

文章放在一起看ꎬ就会让人不由得揣测:冯雪峰对于这一事件的翻译选择ꎬ究竟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他对

于“革命青年的痛苦”的态度的转变?
藏原惟人是叶赛宁的忠实读者ꎬ他曾在蒋光慈面前为他背诵了几段叶赛宁的诗ꎬ让蒋光慈“愧觉我

的爱好叶贤林的程度不及他远了”⑥ꎮ 藏原惟人在叶赛宁自杀半个月后(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１１ 日)就写了这

篇文章ꎬ冯雪峰在两年之后才注意到它并翻译出来ꎮ 这篇文章是中国读者读到的第二篇叶赛宁专论

(第一篇就是蒋光慈所写的)ꎬ确实如蒋光慈所说的ꎬ可以看出藏原惟人对叶赛宁的熟悉程度要比他深

入很多ꎮ 这篇文章对叶赛宁从 １９１５ 年到 １９２５ 年这 １０ 年中重要的创作和转变进行了简要而富有层次

的分析ꎮ 他并不将叶赛宁的自杀笼统地解释为十月革命结束后的幻灭感以及对建设时期的不适应ꎬ而
只是将这个解释作为叶赛宁 １９２１ 年出国旅行的阶段性原因ꎮ 真正给叶赛宁以致命冲击的ꎬ是他从国外

回到莫斯科后所看到的家乡农村的巨变———“妹子们都已经成为青年共产党员在活动着了ꎮ 而且从前

设祭着圣象的地方ꎬ现在是恭敬地揭着列宁的肖像”ꎬ“他是俄罗斯的田园诗人ꎮ 但要理解新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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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农村ꎬ他是做不到了”ꎮ①

冯雪峰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９ 日第一次夜访鲁迅ꎬ带了他“正在翻译的普列哈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

活»的日本藏原惟人的译本去”②ꎬ可见藏原惟人的文章也是他那段时间集中的阅读对象ꎮ 所以他在

１９２９ 年年初翻译藏原惟人的这篇旧文«诗人叶赛宁的死»ꎬ很可能是他那一段时间对藏原惟人的阅读兴

趣的辐射ꎻ另外ꎬ藏原惟人对叶赛宁痛苦的诗艺的欣赏ꎬ在当时也没有超出冯雪峰对革命文艺的包容范

围ꎬ他在«革命与智识阶级»(１９２８ 年 ９ 月)中对于智识阶级“内心苦痛”仍然坚持要以“极大的宽大态度

对之”:

他们多是极真实的ꎬ敏感的人ꎬ批评的功夫多于主张的ꎬ所以在这时候ꎬ他们常是消极的ꎬ充满

颓废气氛的ꎮ 但革命是不会受其障害的ꎬ革命与其无益地击死他们ꎬ实不如让他们尽量在艺术上表

现他们内心生活的冲突的苦痛ꎬ在历史上留一种过渡时的两种思想交接的艺术痕迹ꎮ③

在这篇文章中ꎬ冯雪峰仍乐观地认为智识青年消极颓废的情绪不会对革命造成妨碍ꎮ 然而他在几

个月后翻译的茂森唯士«叶赛宁倾向底清算»ꎬ恰恰是由于担心青年的颓废情绪会妨碍革命ꎬ于是大大

收窄原来“极大的宽大”的态度ꎬ不再花笔墨分析叶赛宁的经历和诗作ꎬ而是对叶赛宁本人作出了直接

的评价:

但他是ꎬ像他底行动所实证着似地ꎬ虽那般地置身于所赋予的环境之中ꎬ而终于不能脱出旧时

代底观念形态ꎬ悄悄从苏维埃底伟大的建设中逃脱了身ꎬ以年青的身子自杀死了的一个人ꎮ 是败

亡者ꎮ④

至此ꎬ叶赛宁为何自杀的原因以及不再引起论者的猜想ꎬ而是以他自杀的结局给了他一个“败亡

者”的定论ꎬ从而说明这样的“败亡者”是不应当被效仿的ꎮ 在俄国ꎬ由“叶赛宁热”发展到“叶赛宁倾

向”、“叶赛宁型”的“颓废风气”和“自杀现象”ꎬ已经覆盖了叶赛宁死因而成为新的焦点ꎮ 其实早在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份的«东方杂志»上ꎬ就已经有人关注到这一问题:“自从农民诗家爱森新(叶赛宁ꎬ笔者注)
自杀以来ꎬ青年共产党员自杀的一天多似一天ꎮ”⑤一直密集关注俄国文坛动态并及时翻译日本报导的

冯雪峰当然也会留意到这一现象ꎬ但这仍不足以说明冯雪峰为何要在 １９２９ 年翻译“清算叶赛宁倾向”
的旧文ꎮ 他的关注点不会是俄国社会一两年前的新闻热点ꎬ而是在这面俄国的镜子中所照见的中国

现实ꎮ
值得留意的是ꎬ就在 １９２９ 年初ꎬ年仅 ２６ 岁的太阳社成员顾仲起⑥跳入黄浦江自杀身亡ꎮ 最早作出

反应的是蒋光慈在 １ 月 ２０ 日的«海风周报»上发表了一则«鸟笼室漫话»ꎮ 在文中ꎬ蒋光慈认为顾仲起

的自杀是无路可走的结果:“既不能反抗黑暗的势力ꎬ又不能投降于敌人的营垒ꎬ那么除了自杀ꎬ还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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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鲁迅回忆录»ꎬ«冯雪峰全集第五卷»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版ꎬ第 １９１ 页ꎮ
画室(冯雪峰):«革命与智识阶级»ꎬ«无轨列车»ꎬ第 ２ 期ꎬ１９２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ꎮ
茂森唯士著ꎬ冯雪峰译:«叶赛宁倾向底清算:苏联文坛底一问题»ꎬ«语丝»ꎬ第 ５ 卷第 ２３ 期ꎬ１９２９ 年 ８ 月ꎮ
遂初:«俄国人目中的青年自杀问题»ꎬ«东方杂志»ꎬ第 ２４ 卷第 １４ 期ꎬ１９２７ 年 ７ 月ꎮ
顾仲起(１９０３－１９２９)ꎬ江苏如皋人ꎬ十七岁时所写的新诗受到茅盾的赏识ꎬ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ꎮ １９２５

年至广州黄埔军校学习ꎬ在讨伐陈炯明之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ꎮ 在北伐军中曾任排长、连长ꎬ后随军驻扎武汉ꎮ 后因武
汉革命阵营分裂ꎬ他悄悄离开了营队ꎬ从革命前线战斗退到革命文学宣传与创作ꎮ １９２８ 年在上海加入了“太阳社”ꎬ１９２９
年 １ 月跳江身亡ꎮ 主要作品有小说«生活的血迹»«残骸»«坟的自供状»等ꎬ诗集«红光»等ꎮ



么路可走呢?”①一个月后钱杏邨在«关于顾仲起先生»中写道:“他所以终于免不了走入自杀的一途ꎬ其
主要的动力就是不健全的小资产阶级固有的意识形态在作祟ꎮ”②蒋光慈和钱杏邨虽然都强调了顾仲起

自杀的必然性ꎬ但是蒋光慈将这种“必然”归咎于没有出路的黑暗生活ꎻ钱杏邨则是将责任划给顾仲起

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ꎬ并把顾仲起的政治苦闷延伸为一种“时代病”ꎬ认为它是“现代的一部分

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败以后共通的苦闷ꎬ和找不着出路而陷于消极或自杀的青年的心理状

态”③ꎮ 蒋光慈对顾仲起的同情是可以理解ꎬ毕竟我们在他的诗中也看到了ꎬ他在逃离武汉之后也有过

“自杀”的闪念ꎻ然而ꎬ钱杏邨虽然对顾仲起使用了阶级话语的批判④ꎬ但在承认顾仲起的苦闷是“革命失

败后的一种必然现象”的同时ꎬ他也承认了他们的政治苦闷是“共通”的ꎮ
大革命后革命青年的苦闷与自杀ꎬ以及针对“小资产阶级”的批评话语开始流行⑤ꎬ是冯雪峰翻译

«叶赛宁倾向底清算:苏联文坛底一问题»的一个重要背景ꎮ 他所要“清算”的是普遍的政治苦闷对革命

前途造成的副作用ꎮ 蒋光慈、钱杏邨和顾仲起等太阳社成员“大部分都是曾经在 １９２４ 年－１９２７ 年大革

命时期在各条战线上担任过各种不同的实际工作ꎬ而于 １９２７ 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从‘前线

撤退下来的’”⑥ꎮ 而冯雪峰的情况与他们恰恰相反ꎬ他是在 １９２７ 年目睹李大钊等革命者被杀ꎬ在白色

恐怖的刺激下才加入了共产党ꎮ 这两种青年代表了对“大革命失败”的不同反应:前者是遭受了背叛与

追杀之后的有所后撤的“苦闷”ꎮ 他们也因为一直身居革命队伍内部ꎬ所以对革命阵营中的阶级成分与

革命失败的关系有着更应激的反应ꎮ 冯雪峰是在大革命最低潮的时期才加入共产党ꎬ他的革命履历中

还没有出现过蒋光慈等人的起伏ꎬ对于他们的“普遍的苦闷”以及在这“苦闷”之后“攻击性的反弹”ꎬ都
保持了相当的距离ꎮ

在发生了多起革命青年自杀的事件后ꎬ冯雪峰终于意识到“叶赛宁型”的苦闷对革命并非没有妨

害ꎬ但他作出的反应也并非直接对“小资产阶级”进行批判ꎬ而是通过译文这样较为温和间接的方式进

行一种症候式的批评ꎮ 但是译文中茂森唯士断然指出“叶赛宁型的浸润”都是在“属于小资产智识阶级

或破落户的资产阶级之没落的阶层的青年之间”ꎬ还是最终表明了ꎬ叶赛宁的自杀、青年的颓废苦闷都

被大革命之后无产阶级的批判话语所吸纳ꎬ转变成对“小资产阶级”的情绪病和阶级局限的批判ꎮ

四

１９２５ 年底叶赛宁自杀的消息ꎬ到 １９２７ 年才真正受到个别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ꎬ并有效地转化为他

们的话语资源以表达大革命失败后对个人困境的思索ꎮ 鲁迅对“叶赛宁自杀”这一事例的征用ꎬ一直持

续到 １９３２ 年ꎬ但只有在 １９２７ 年白云楼上对这一事件的思索最具有与他自身境况的参照意义ꎮ 虽然“叶
赛宁之死”多次被他作为事例警告革命青年要面对革命残酷真实ꎬ但他从未顺从当时批评“小资产阶

级”的话语来对叶赛宁的自杀进行新的阐释ꎮ 这既说明了鲁迅在白云楼上对于叶赛宁与自身达成的某

种同一性认识———“都不是革命的旁观者”———自始至终没有动摇ꎻ也说明了鲁迅对于革命青年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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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克特(蒋光慈):«鸟笼室漫话»ꎬ«海风周报»ꎬ１９２９ 年第 ４ 期ꎮ
钱杏邨:«关于顾仲起先生»ꎬ«海风周报»ꎬ１９２９ 年第 １０ 期ꎮ
钱杏邨:«关于顾仲起先生»ꎬ«海风周报»ꎬ１９２９ 年第 １０ 期ꎮ
此处需要考虑到钱杏邨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顾仲起说钱杏邨的文学批评太过“培植与曲谅”ꎬ所以在评点顾仲

起时自然有意加重了批判的力道ꎮ
正如程凯所说:“虽然对智识阶级的阶级属性及其政治作用的批判从‘大革命前’就已经展开ꎬ但在革命的进行

中ꎬ文化领域尚处于无暇顾及的状态ꎻ而随着现实革命的挫败ꎬ文化领域成为斗争的新战场ꎮ 正是在此情况下ꎬ被归纳为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面临迫在眉睫的压力ꎮ”程凯:«革命的张力»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３１０ 页ꎮ

任钧:«关于太阳社»ꎬ«新文学史料»ꎬ１９７９ 年第 ２ 辑ꎬ１９２９ 年 ２ 月ꎮ



的理解ꎬ比冯雪峰一开始所表达的“宽大”要更真实ꎮ
蒋光慈对于叶赛宁的理解ꎬ不仅是一个异乡人对一个异乡人的理解ꎬ也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倾

慕ꎬ还可能是一个企图自杀者对一个已经自杀者的追念ꎮ 蒋光慈在叶赛宁的诗中找到了他当时最思念

的“乡情”ꎬ正是这种精神需要的高度契合ꎬ让蒋光慈对叶赛宁之死给出了最抒情也最贴己的解释———
叶赛宁的死是因为一只脚留在旧的农村的俄罗斯ꎮ 某种程度上讲ꎬ叶赛宁的“沦亡”对于“虽生犹死”的
白云楼上的鲁迅ꎬ对于从武汉逃回上海的渡船上的蒋光慈ꎬ也是他们自身所经历的一次象征性死亡ꎬ却
反而提供了全新的生存的勇气ꎮ

鲁迅和蒋光慈对于叶赛宁之死的个人化的理解ꎬ并没有成为解释革命青年自杀的标准答案ꎮ 冯雪

峰在 １９２９ 年间前后翻译的两篇关于“叶赛宁之死”的文章ꎬ多少显示了他对于“第二种人”①的态度的调

整ꎮ 在这两篇译文中ꎬ从藏原惟人的“悲叹”到茂森唯士的“清算”ꎬ清楚地显示出冯雪峰对于钱杏邨所

说的“革命青年普遍的苦闷”的态度有了不小的改变ꎮ 在钱杏邨对自杀青年顾仲起的解释里ꎬ正因为政

治苦闷的普遍ꎬ所以才可以理解ꎻ而冯雪峰恰恰因为这种“普遍”ꎬ才从“宽大”的态度调整为“清算”ꎮ
而对于“叶赛宁之死”的解释ꎬ也逐渐被普遍化ꎬ成为革命新时期左翼内部关于小资产阶级的批评话语

资源ꎮ “叶赛宁之死”的话题结束之时ꎬ已经不再具有“原因未明”的阐释空间ꎬ而是作为小资产阶级精

神颓废的典型ꎬ成为“败亡者”的象征ꎮ
１９２６ 年初到 １９２９ 年底ꎬ叶赛宁自杀的消息在中国“旅行”了四五年ꎬ最后还是落入阶级话语的旋涡

中ꎮ 但经过这一系列的“回放”ꎬ可以看到鲁迅、蒋光慈和冯雪峰都曾经根据自己当时的心境ꎬ释放出这

一事件特有的能量ꎬ最终帮助自己在革命的狂风中站住了脚ꎮ 他们对于“叶赛宁之死”不同的解释ꎬ既
在不同层次上补充了这一事件的意义象征ꎬ也让我们得以管窥革命文学家面对革命失败时不一样的痛

苦的表情ꎮ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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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雪峰在«革命与智识阶级»表明对“第二种人”要以“极大的宽大态度对之”ꎬ这第二种人是:“他承受革命ꎬ往
向革命ꎬ但他同时又反顾旧的ꎬ依恋旧的ꎻ而他又怀疑自己的反顾和依恋ꎬ也怀疑自己的承受与往向ꎬ结局他徘徊着ꎬ苦痛
着”ꎮ 冯雪峰:«冯雪峰全集第五卷»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版ꎬ第 １０ 页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