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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早晨’’ 
— —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再解读 

卢燕娟 

摘 要： 《上海的早晨》与其他左翼文学相比，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共和国早晨”形象。 

这个“早晨”包含着更复杂的历史记忆、时间经验，也创造了更有包容力的未来想象。 

这个独特的“早晨”形象是对 20世 纪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意义的独特理解，也是 

对其问题与困境的独特呈现。此前的文学史对小说从这一 问题视野的关注并不充分， 

因此本文从这一视野出发 ，对小说进行重新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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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早晨》作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重 

要收获 ，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创造了独特 的“早晨 ” 

形象。一方面，小说内在于左翼文学共享的历史 

时间视野 中，以新 中国成立为标志性分野 ，将现代 

中国历史 表述为黑 暗的夜晚与光 明的早晨 的对 

照，体现出左翼文艺为现代中国革命建构历史合 

法性 、为社会主义建设确认现实正 当性 的整体诉 

求；但另一方面，小说区别于大量左翼文学将黑暗 

与光明进行截然区分的概念化处理，作家作为统 

战干部 ，他在工作 实践中的问题意识与饱满的生 

活经验忠实地进入小说 ，使得小说所创造 的 “早 

晨”形象，不是概念中光明新世界弥赛亚式的降 

临 ，而是一个在现实历史 进程 中逐渐到来 的“早 

晨”。这个“早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弥足珍 

贵 ，它再现了光明逐渐到来 、黑暗逐渐退散的动态 

历史过程，记载了从暗夜中乍见光明的人们最初 

的不适与艰难 ，在留下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中复杂 

甚至艰难的经验和记忆的 同时 ，更试 图打开更广 

泛 、更 有 包 容力 的未来 想 象。这个 独 特 的“早 

晨”，其意义不仅指向当代文学，同时也指向对现 

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和反思，内在 

于现代 中国所创造的独特经验和所面临的独特困 

境中。 

遗憾 的是 ，在文革前的文学视野 中，小说的这 

种独特性往往淹没在“两条路线斗争”或“典型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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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物塑造”①的普泛讨论 中。文革期 间对小说 

的批判 ，反而极为吊诡地揭示出小说的独特性 ，如 

工人阶级代表显得比较落后、资本家居然也有 

“早晨”②等，只是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中，这一 

独特性 背后 的复杂 性被 简单地 放置 于 “反 动毒 

草”的判决 中，没有 深人讨论 的可 能性。到了新 

时期，小说与其他同时期的小说一样，政治上获得 

平反之后 ，很快在 80年代整体性 的知识转型 中， 

被接踵而至的新文学匆匆抛在身后、束之高阁。 

近年来 ，伴随着对 20世纪 中国道路 、中国革命与 

社会主义经验的重新发现 和讨论 ，小说也 和其他 

左翼小说一样 ，获得 了重新讨论的空间。当下 ，在 

对《上海的早晨》的重新解读中，比较集中且有深 

度的成果，是对包括更早的《子夜》等左翼都市小 

说中上海空间形象的再阐释，以及揭示出小说保 

留了大量充满物质色彩的 日常生活经验 ，由此进 

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继续革命 ，抵制物欲”与 

现代性 本身所 内蕴 的物质 性、消 费性矛盾 的探 

讨⑧。但是 ，小说关于“早晨 ”这一经典左翼 文学 

时间形象上的独特性，以及这一独特性背后现代 

中国革命内部的经验与困境，仍然没有得到充分 

的关注。 

因此 ，本文以这一独特的“早晨”形象为切入 

点，重新解读《上海的早晨》，并由此进入到对 20 

世纪现代中国历史的再思考中。 

一

、 光明与黑暗交织搏斗的动态历史再现 

现代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一条前 

进的现代时间轴线上，将中国历史理解为一个完 

整的 、有明确方 向的发展过程 。中国共产党 的革 

命纲领把这一过程具体表述为：以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为开端 ，经历 旧民主主义革命 向新 民主主 

义革命 、进而向社会主义革命 、直至共产主义革命 

的发展。④ 

呼应着这样的历史概念 ，左翼文艺普遍 以中 

国共产党政权 (包括 40年代 的陕甘宁边区政权 ， 

也包括 1949年以后的全国政权)的建立作为分界 

线 ，建构了现代历 史黑暗的夜 晚与光 明的白天 瞬 

间交替、鲜明对照 的历史时间隐喻。例如 ，茅盾描 

写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运的小说，就以《子夜》 

命名 ，象征着小说所呈现的历史时间是被否定 的、 

黑暗的，这一历史 时间中的一切人都看不到光 明： 

封建地主固然被历史抛在身后，民族资产阶级也 

外强 中干 ，一番挣扎之后还是归于失败 ，预示着光 

明可能性的无产 阶级 ，在小说 中也面 目模糊。延 

安时期的民族歌剧《白毛女》，开创了“旧社会把 

人逼成鬼 ，新社会 把鬼变成人 ”的时代 主题。歌 

剧开始于穷人卖儿鬻女 、无力躲债的风雪年夜 ，终 

结于喜儿解放、群众合唱《太阳出来了》的光明早 

晨 ，以八路军的到来为时间分界线 ，创造 出黑夜与 

光明鲜明对 照的艺术效果 。后来 的左翼 文艺，基 

本延续这一经典模式 ，建构了旧社会 即黑夜 ，新 中 

国即天亮的经典历史 时间隐喻 。新 中国成立后 ， 

大量的诗歌、小说、散文，都在歌颂早晨、太阳、光 

明这些意象，胡风的长诗直接以《时间开始了》为 

题 ，代表了左翼文艺的这一主流历史时间叙事。 

从题 目就能看出，《上海的早晨》首先内在于 

左翼文艺从黑夜到早晨 的主流时间叙事 中，作者 

同样要通 过小说讲述一 个光 明的共和 国早晨故 

事。但是 ，小说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 ，历史在作者 

的时间视野中，不是一个转瞬完成 的凝 固时刻 ，而 

是一个延续的、发展的动态过程。因此 ，小说中的 

“早晨 ”，不是一个黑暗 瞬间消散 、光明立刻胜利 

的时点 ，而是光 明与黑 暗交织、搏 斗 的动态历史 

过程 。 

这一时间视野首先决定了小说没有像此前的 

① 相关文章如徐文斗《<上海的早晨 >中的几个资本家形象》、王西彦《读 <上海的早晨 >》、阎纲《一场未熄灭的 

阶级斗争——读 <上海的早晨 >(第二部)》等同时期评论文章，参见赵文敏：《周而复研究文集》，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 

社 ，2002年版 。 

② 方泽生等《<上海的早晨 >鼓吹什么早晨》(1968年 8月 21日《解放 日报》)，是文革期间较早 、较有影响的批判 

《上海的早晨》的评论文章。文章判定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然而，抛开文章罗织罪名、上纲 

上线的初衷，这篇文章也是较早注意到《上海的早晨》所塑造的“早晨”有别于同一时期对新中国颂歌中的“早晨”形象的 

文章。只不过在这样的文章中，这种应当珍视的独特性成了小说罹难的原罪。 

③ 参见王亚平、徐刚：《分裂的叙事—— <上海的早晨 >之“叙事裂隙”，》《求索》，2014年第5期；另外张伟涛的硕 

士论文《革命语境中的“上海叙事”—— <子夜 >与 <上海的早晨 >比较研究》集中讨论了这一视野下的问题。 

④ 参见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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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女》或同时代的《红旗谱》那样，通过反动阶 

级被消灭 (其代表人物在 肉体上被审判甚至被 处 

决)来宣布黑暗时代彻底终结 。在《上海的早晨》 

中，新 中国的成立意 味着汤阿英这些劳动者的解 

放，但不意味着对立势力的同时消亡。以徐义德 

为核心，小说中出现了大量 的“新 中国资本家”形 

象。这些在意识形态 上对立于 “社会主义 ”的资 

本家中，虽然有特别罪大恶极的如朱延年，最终也 

被镇压 ，但更多人则 在新社会 中继续存 在——这 

种存在不仅仅是作为个体免于被清除的命运，而 

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其生活方 

式 、政治力量、经济基 础、意识形态等全方面得 以 

保留 ，同时还获得了很大的生活和社会活动空间。 

从生活上说，他们继续保有比较优越的物质生活， 

住洋房、开汽车、办舞会、吃西餐等充满“旧时代” 

色彩的活动仍然是他们进入新中国的主要生活内 

容。从政治上说，他们并没有被新时代排斥在外， 

而是活跃在政协 、民盟、民建等重要权力空间中。 

从经济上说，他们依旧保有 自己的工厂，虽然政府 

对剥削程度进行了一定限制，但他们仍然可以继 

续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和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利。 

从意识形态上说 ，他们通过或官方或 自发的组织 ， 

“和无产阶级政权进行合法斗争”，而且在逐利本 

质的驱使下，在新社会继续投机倒把、偷税漏税， 

用尽手段压榨工人 ，甚至贿赂干部 。小说客观地 

呈现了在“三反五反”中，即使对新政权持积极拥 

护态度的“进步资本家”如马慕韩、宋其文都存在 

着程度不同的“五毒行为”。更重要 的，马慕韩在 

各种改造运动中都走在前面，成为颇有影响的人 

物 ，平时在家还积极研究 马克 思理论和毛泽东著 

作。但配合政府也好 ，提升理论也罢 ，都不是为了 

真的认同社会 主义 ，而是为 了在新社会 中继续保 

持 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 

相较于其他小说对“新中国”一片光明形象 

的展示 ，小说 中的“早晨 ”由此获得了更复杂 的特 

征。这些来 自旧社会 的阴影 ，并没有随着 新中国 

的到来自动消失。它们不但与光明一起进入新社 

会 ，而且积极主动地在新社会与光明搏斗，其 中有 

一 部分竟然还是被 允许的 “合法斗争”。在很 多 

时刻，它们甚至能污染、毒害新社会。朱延年称自 

己的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改造”本来是中 

国革命一个重要的创造：不是在肉体上消灭阶级 

敌人，而是通过将他们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尤其新中国成立后 ，这个词用于对资本主义、农业 

等非社会主义因素进行 社会 主义改造 ，在时 间方 

向上清晰地指向进步的社会主义未来 。而在小说 

中，朱延年却在充满反讽的意义上使用“改造”这 

个词语 ，而且通过布鞋换皮鞋、逛舞场 、请客送美 

女这样一些充满着旧时代阴影的腐朽行为，朱延 

年确实成功“改造”了大量 的干部。在这里，朱延 

年显然逆转 了时问的方向，不是朝 向未来 ，而是朝 

向陈腐、堕落的旧时代，不是黑夜结束光明到来， 

而是黑夜的阴影顽强地徘徊在光明前面。倘若进 
一 步对照新时代对民族资产 阶级的“改造”，朱延 

年 的“改造 ”可谓更是入 骨人 心、直 接腐蚀 灵魂 

的。民族资产阶级们在新的时代往往能够接受新 

的生产关系、政治身份的“改造 ”，但在 内心深处 ， 

却是难以触及的。无论是潘家父子还是徐义德， 

人虽然留在了解放后的新 中国，却仍在香港甚至 

国外经营着 自己的退路。抗美援朝的时候，他们 
一 方面迫于政治压力 ，也 出于对强大祖 国的真心 

渴望，捐款捐物支援国家，但又在私密场合谈论甚 

至盼望着蒋介石政权能够借机反攻大陆。这些难 

以改造的意识横亘在小说 的叙事 中，呈现 出作家 

对历史时间复杂性的深刻理解：历史的方向并不 

是一往无前的直线 ，总是在黑 暗与光 明的交织 与 

搏斗中艰难前行，黑暗在很多具体的时空中，甚至 

会比光明更强大有力。 

应该说 ，在 同一时期的文艺作品中，小说并不 

是唯一涉及新社会与旧时代阴影的作品。话剧 

《霓虹灯下的哨兵》、《祝你健康》等，都呈现了在 

新社会 中同样存在着 旧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 的 

阴影。但是，两部话剧都展开了新生活与旧意识 

的尖锐斗争 ，并都 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胜 

利告终。而《上海的早晨》却始终没有设置这样 

的胜利。虽然小说 中，朱延年最后被镇压 ，但是 ， 

这些阴影并没有因此退出 “上海 的早晨”。在小 

说的同一历史时间中，似乎始终并存着两个时空 ： 
一

个是工厂工人劳动、生活、参与社会主义改造的 

新时空；另一个，则是资本家们竭力保存和扩张 自 

己社会与私人生活空间的星期二 聚餐会、花园洋 

房、咖啡馆、舞厅这样一些充满了消费色彩甚至藏 

污纳垢 的旧时空。两个 时空始终并置 ，前者虽然 

在公众视野中成为新社会 的主体 ，但是后者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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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小说 的最后都没有退出历史舞 台。直至小说终 

篇，被社会主义接纳了的徐义德，除了家里仍保留 

了三位太太之外 ，还 与已经成为新政权干部 的江 

菊霞建立不正 当关系 ，并且乘人之危诱奸 了朱延 

年的遗孀，而后者也凭借这一关系在公私合营的 

新工厂中谋得职业 ，他 的所有这些行为并未受 到 

任何阻碍。而小说中的“新中国资本家”们，在公 

开场合欢呼新时代，可是内心仍然各有打算：马慕 

韩掂量着 自己新的权力空间，潘信诚父子审度着 

自己的财富地位 ，而徐义德带领两位夫人兴高采 

烈地参加完庆祝后 ，回到家却满怀伤感地摆出 自 

己早年收藏的名贵手表，黯然神伤。在这一幕场 

景中 ，这些无法在公共场合 出现 、被偷偷珍藏的手 

表，构成了时间的讽喻：在新社会，它们虽然仍在 

忠实地记录着一分一秒的“新时间”，但却失去了 

自己适合的空间，只能和它们所象征的权力 、财富 

一 起 ，成为一种被私人偷偷珍藏、暗暗感怀的“阴 

暗的旧时间”。然而，这种 阴暗的旧时间 ，却在新 

社会的各个角落中按 照 自己的节奏 ，与新社会 的 

时问一起向前流淌。 

如果说 ，罪大恶极的资本家朱延年、有血债的 

地主朱慕堂 、特务 陶阿毛等作为 “敌人”，他们 的 

阴影随着镇压 、逮捕 已经消散 ，然而，马慕韩们对 

新社会权力空间的争夺，徐义德们腐朽、阴暗的生 

活，仍然顽固地存在于新的历史时空中，与新政权 

努力建构 的用劳动创造未来 的光 明新 世界相并 

置 、相角力 ，由此保留 了独特 的“共 和国早晨 ”的 

另一种记忆。 

二 、人在晨光 中的艰难成长 

用艺术塑造“新人 ”，是左翼文艺 的一个重要 

任务。延安秧歌剧大量讲述二流子改造为劳动英 

雄 的故事 ，这些在新社会 中荡涤污点 、获得新生的 

劳动者是最早的“新人”形象，保留着劳动者在历 

史时间中艰难成长的记忆。对如何创造“新人 ”、 

创造什么样的“新人”问题，一开始存在着不同的 

方 向。有强调创造高大进步 的先进人物 ，以教育 

人 民的主张，也有更强调表现背着历史包袱 的人 

物如何成长的主张。后者在理论上 比较著名的有 

胡风提 出“主观战斗精神”说 ，强调要表现人 民从 

旧时代进入新社会 、内部 自我更新与成长 的艰苦 ； 

1 04 

在创作实践上 ，有诸如赵树理、丁玲等作家做 出的 

探索。赵树理后来在更激进 的文学氛围中受到批 

评 ，被指责塑造 的先进人物不够先进、具有农民局 

限性 ，而事实上这些 “不够先进 ”的人物身上 ，恰 

恰保留了鲜活的生活经验 ，留下 了人物成长的空 

间；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塑造了二流子出 

身、成长为革命者的张裕民，讲述了他不仅与阶级 

敌人作斗争 ，也与 自己身上 的恶习、陈旧意识形态 

作斗争的艰苦 过程。但从整体上来说 ，这一脉络 

因为不符合主流标准，作家在一次次外部批判和 

自我规训中不断调整 自己的创作方 向。 

《上海的早晨》置身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 

时空 中。当时，呼应着对新 中国光 明早晨形象 的 

主流叙事，文艺作品大量塑造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的“社会主义新人”。然而 ，这部以“早晨 ”命 名的 

小说 ，却从对“早晨 ”的复杂理解 出发 ，塑造 了女 

工汤阿英、郭彩娣、管秀芬们的群像。这些“上海 

新工人”，在某种程度 上绕过 了与她们 处于 同时 

代的、更有代表性的新人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 

形象 ，接续了从二流子到张裕 民的故事 ，成为一个 

个沾染着旧社会污点、背负着旧时代包袱，在新社 

会中艰难成长的另类“新人”。 

汤阿英是小说着力塑造的工人代表。她的人 

生经历可以看做《白毛女》主题的延伸：和喜儿一 

样，因为在旧社会 ，父亲欠了无力偿还的高利贷， 

她被压榨、被凌辱。喜儿逃入深山，她则逃到城市 

工厂。在属于黑 暗的历史时间 中，空 间的转换不 

可能改变她们 的命运，虽然没有在深 山“变成 

鬼”，汤阿英在工厂中仍然要忍受非人的剥削和 

压榨。正如八路军 的到来成为喜儿解放 的时点 ， 

新 中国的成立 同样也 给汤 阿英 带来 了光 明 的早 

晨 。当《白毛女》终结于喜儿和乡亲们合唱《太 阳 

出来了》的光 明结局 时 ，《上海 的早晨》却进一 步 

打开了汤阿英进入“早晨”后的真切体验 。 

正如小说呈现的早晨不是光 明与黑暗的瞬间 

交替 ，小说中的人物也不是随着光明的到来 就 自 

动获得新 生。旧社会 在她们 身上不仅 留下 了创 

伤 ，也留下了阴影。她们进入新社会 的过程 ，既是 
一 个从外部结构 中掌握权力、获得解放的过程 ，同 

时也是一个与自己身上的阴影搏斗，在艰难的 自 

我克服中建构主体性，获得新生与成长的过程。 

汤阿英在解放前被朱慕堂凌辱 ，并 因此 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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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孩子。这段经历既是她的创伤 ，也是她的包 

袱。在全厂诉苦动员中，要不要把这段经历讲出 

来 ，成为汤阿英一个痛苦 的选择。“诉苦”对大部 

分受压迫的人来说，是控诉加诸 自身的罪恶，自己 

则是道德上清 白、处境上受 到同情的正面角 色。 

但是对汤阿英来说，留在她身体与灵魂上的苦难， 

还包含着不洁 、耻辱的内容 。从逻辑上说 ，这种把 

女性受到侮辱归咎于女性的思想 ，是陈 旧的封建 

意识。但小说深刻呈现了在现实中，这一陈旧意 

识并未随着旧时代的终结而终结，仍然顽固而广 

泛地驻扎在人心深处。这不仅体现在汤阿英诉苦 

后，观念落后的巧珠奶奶由此认定汤阿英是一个 

“坏女人”，引发了极大的家庭矛盾。同时也体现 

在汤阿英同厂的女工 中，这些在时代话语 中被称 

为汤阿英的“阶级姐妹”们，当昕到别人在经济上 

遭受剥削、在尊严上受到侮辱时，她们很容易联系 

自己的经历 ，产生真诚 的理解、同情 ，但是面对汤 

阿英这样的经历，她们却难以从“阶级立场”出发 

加以理解同情，而是不 自觉地回到陈旧的封建意 

识 中，对她议 论纷纷 、另眼相看 ，甚 至觉得她 “不 

要脸”。更深刻的是，这种指责不仅仅是别人强 

加给汤阿英的，她自己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痛苦， 

也同样包含着基于陈旧观念而觉得 自己不洁 的自 

我否定。所 以直到最后虽然鼓起勇气 ，在全厂工 

人面前讲出这段往事，但这并不是出于对 自己作 

为无辜受害者的确认，而是认为 自己作为一个党 

员 ，不能向党有所隐瞒。汤阿英也许并没有清晰 

地意识到 ，这个看上去非常有 “党员 自觉性”的想 

法所包含的价值判断依据，并不来 自她所追求 的 

革命意识形态，而恰恰来 自革命所要否定的那个 

侮辱了她、伤害了她的旧时代。 

与之可以并置讨论的是《白毛女》在建国后 

的修改。在故事原型中，白毛仙姑在被地主凌辱 

之后生下了一个孩子，在村干部救出白毛仙姑的 

同时 ，“小 白毛”也一并获得解放。最早的歌剧版 

本忠实保留了“小 白毛”的形象 ，只不过让他在 出 

生之后很快死亡。小白毛的死亡一方面强化了黄 

世仁的罪恶，深化了喜儿的冤仇，但在另一个隐秘 

的层面，也割断 了喜儿和黄世仁之间危险而 隐秘 

的联系，使得最终走到太阳下的喜儿，不再背负着 

一 个跟黄世仁有着血脉亲缘的包袱。到了建国以 

后，小白毛的形象进一步淡化，直至最终消失在舞 

台上。小白毛既是喜儿苦难的体现，但同时也提 

示着这一苦难 包含着不 洁和羞 耻——这种 不 洁 

感，既体现出即使在左翼文学内部，陈旧的封建意 

识形态仍然隐秘而顽固地存在着，同时也尖锐地 

指向内在于现代 中国革命 的一个深层 困境 ：革命 

要创造一个光 明的新世界 ，但 这个新世界只能建 

立在旧社会的废墟之上。那些从废墟 中爬 出来 的 

人们 ，他们身上难免沾染 旧社会的黑暗、背负着 旧 

社会的包袱甚至债务。新世界应该怎样 向他们打 

开?在这一问题视野中，会发现，到了《白毛女》 

修改、遮蔽小白毛的时代，《上海的早晨》却从小 

说中的汤阿英、小说外的作者，都还敢于讲出有过 

那样一个屈辱的孩子 。而且 ，在 汤阿英 自己和周 

围人们都觉得这是汤阿英的污点之时，通过代表 

党组织的余静，宣布这是地主朱慕堂的罪恶，应该 

随着朱慕堂被镇压而被清算 、被终结 ；绝不是汤阿 

英的污点，不应成为汤阿英前进路上的障碍。在 

此问题视野下 ，这里为汤阿英打开 的空间可谓弥 

足珍贵。 

汤阿英之外，小说中的女工们也往往具 有或 

多或少的错误观念或行为 。郭彩娣在旧时代的遭 

遇中养成了心直口快、敢说敢做的反抗性格，但也 

由于经历坎坷、没有接受更多教育的机会 ，缺乏思 

考问题的能力，且偏执狭隘。在资本家和特务的 

挑拨下，一度引发工人 内部不团结的困局 。管秀 

芬年轻好强，要求进步，但虚荣刻薄，一度被特务 

陶阿毛欺骗利用，不仅与他谈恋爱，还在不知不觉 

中向陶阿毛泄露消息。因此，文革时期，《上海的 

早晨》受到严厉批判，其 中一个原因，就是“丑化 

工人阶级”①。的确，且不说文革时期《艳阳天》中 

的萧长春、《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即使是同样 

创作于 十七 年 、在 文 革 中也 受 到批 评 的 《创业 

史》，其主人公梁生宝及其周围的进步农民，也比 

《上海的早晨》中的工人阶级群像光辉得多。 

在“新人 ”普遍向着更成熟 、更完美迈进 的时 

① 1968年9月 10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以整版篇幅发表上海国棉二十一厂“批《早晨》战斗组”及革命 

工人的大批判文章，其中如《谁污蔑工人阶级就打倒谁》(《解放日报》)、《不许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文汇报》)都 

批判小说没有塑造高大正确的工人阶级，而是塑造了觉悟不高、满身缺点的工人阶级 ，认为这是对工人阶级形象的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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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小说正是通过塑造这些 “落后 ”工人形象 ，留 

下 了“共和 国早晨 ”独特 的经验与记忆 ：灿烂 的晨 

光中，不仅有来 自对立阶级的黑暗力量 ，在新时代 

获得解放的劳动者内心深处 ，同样保 留着黑夜 留 

下的污垢、包袱。甚至，相较于资本家的投机倒 

把 、偷税漏税 ，这些驻扎在人心深处的污垢是 旧时 

代对劳动者更 深刻 的伤 害和禁锢。荡 涤这些 污 

垢 、解除这些包袱的过程 ，是劳动者和 自己内心激 

烈搏斗 、在新时代 中努力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甚 

至 比发动三反五反 限制资本家的破坏、公私合营 

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艰难 、更痛苦 。 

三 、“谁的早晨”问题 ：朝向更有 

包容力的未来 

在左翼文艺习惯的叙事结构 中，农 民与地主 ， 

工人与资本家 ，往往构成你死我活的矛盾冲突，并 

且总是以反动阶级退出历史舞台来确认历史前进 

的方向，而《上海的早晨》却打破了这种模式。小 

说不仅客观呈现了资产阶级能够在新 中国获得较 

大的政治 、经济 、文化 和社会权 力空问 的历史事 

实 ，更重要的是 ，他们在小说中并不仅仅作为如本 

文第一部分所述的“早晨 中的暗影 ”来展现 ，而是 

获得了这样 的可能性 ：他们虽然不主动、不情愿 ， 

虽然与新时代存在冲突甚至斗争，但最终仍能与 

新时代一起前进。文革时期，《上海的早晨》遭到 

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如上一部 

分所述，批评其塑造的工人阶级形象落后；其二， 

就是批评小说 中的资本家没有被赋予必然灭亡 的 

命运 ，建构了资产阶级同样可 以“有早晨”的历史 

叙事。抛开政治立场的分歧，方泽生等人提出的 

“《上海的早晨》鼓吹什么早晨”的问题④，实质上 

指出了小说与其他左翼文艺相 比的这一独特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上海 的早晨”确实不仅是劳动 

者迎接光明、艰难成长的“早晨”，同时也是资产 

阶级在新社会 中获得未来可能性 的“早晨 ”。这 
一 叙事表面上看 ，似乎诚如文革 时期的批判而言， 

模糊了现代中国革命 的性质 ，甚至在一定层面上 

消解其正当性 。但是如果 回到对 20世纪 中国历 

史和革命 的深刻理解 中，就会发现 ，正是这样一个 

“早晨 ”的存在 ，才解释了现代 中国革命 实践 的创 

造力和有效性所在 ，也才 赋予 中国革命更有包容 

力的未来 。 

革命进程中，通过土地革命解决农村问题 ，革 

命和生产关系变更 的同步性很强 ，也有 大量优 秀 

的作品表现这一进程 。但解决城市问题——本质 

上是处理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 的关 系，回答 中国 

的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处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问 

题——却是更复杂也更 困难 的理论和现实 问题 。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 ，无产 阶级之于资产阶 

级 ，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事实上，都还不足以构成 

颠覆和替代，因此新中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的 

是吸收和内化。尽管这个过程 中也有“三反五 

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客观来 

讲不像处理农村问题那样“暴风骤雨”、“山乡巨 

变”。新 中国事实 上对资产 阶级独 创 了一种 “改 

造重于消灭”的方式，这是 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宝 

贵经验和遗产。很长时间以来 ，无论是从文学、还 

是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 ，我们对这个特点都没有 

进行足够 的厘清 。从这个视 野来看 ，《上海 的早 

晨》打开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劳动者共处于“早晨” 

的时空可能，正是对这个特点的典型呈现。 

小说首先赋予了民族资产阶级可以与新中国 

一 起共处于“早晨”的内部合法性。在小说中，资 

本家对社会主义态度复杂，而且多半抵触 。但是 

他们毕竟没有跟 随南京政府外迁或移民海外 ，而 

是选择留在大陆。这种选择虽然充满 了犹豫 、动 

摇 ，例如很多人还在海外或香港给 自己经营退路 、 

随时准备外逃 ，更甚者 ，在抗美援朝的开始阶段 ， 

他们还在私下传播谣言，期盼蒋介石政府能借机 

反攻大陆夺 回政权 。但无论如何 ，他们最终仍然 

选择留在社会主义新 中国 ，其原因 ，就是社会主义 

新中国在现代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国家的真正 

独立 ，并正在迅速地强大起来 。这样的新 中国终 

结了他们在旧社会颠沛流离、还常常受到外国人 

歧视欺凌的噩梦，不仅给了他们安定的生活，更给 

了他们作为一个 中国人 的基本尊严 。因此 ，无论 

是进步一点的宋其文，还是始终没有从内心认同 

① 方泽生等：《(上海的早晨)鼓吹什么早晨》，《解放 日报》，1968年 8月21日。当时持这个观点的批判文章，还有 

暑名上海国棉二十一厂“批《早晨》战斗组”的《工人阶级绝不允许资产阶级有“早晨”》，《文汇报》，1968年9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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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徐义德 ，都发 自内心地希望民族独立 、 

国家强大。也正是基于这一认同 ，在抗美援朝中， 

这 些 资 本家 们 绝 大部 分 积极 出钱 出力 捐 助 国 

家——尽管这其中也包含着外来的压力 ，但他们 

发 自内心的认 同还是这些行为的直接动力。这种 

认 同不仅成为他们能够在新 中国获得较大空间的 

客观原 因，也成为小说 中他们能够跟 随新 中国一 

起前进、不是走向末路、而是共处于朝向未来的早 

晨 的内部原因。 

其次 ，小说 以充满希望、朝 向未来 的笔调 ，没 

有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重要历史事件讲述为 

民族资产阶级被战胜、被取消的覆亡史，而是讲述 

为民族资产阶级不断提高认识、努力跟上社会主 

义步伐的前进史。“三反 五反 ”打击 民族资产阶 

级不法 行为，公私合 营改造资本 主义 生产关 

系—— 当然对民族资产阶级不会是一个愉快的历 

史进程 。小说呈现了这些运动中资本家们备受煎 

熬的状态(比如徐义德临出门前做好被捕入狱的 

准备)，但最终得到处决的只有罪大恶极的朱延 

年。朱延年处决后，他的福佑药房因被逼债而倒 

闭，这个细节展现了这场运动在国家意志主导下， 

具有相当强烈的阶级指向，这当然符合历史客观 。 

但更大的历史客观是 ，上海滩超过 90％的民族资 

产阶级“过关”了。所以作品一是没有选择“处决 

朱延年”作 为叙 事 中心 ，二是 把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中一切可能产生的不道德因素都集中在朱延年 

身上，使他不仅成为极少数的“反动资产阶级”代 

表 ，并且也 因为他本人道德沦丧 、劣迹斑斑 ，连他 

同一阶级的资本家们也对他深恶痛绝。因此，最 

终对他的处决就在包括大部分资产阶级都认同的 

道德标准中获得了正当性，淡化了处决朱延年事 

件所内蕴的社会主义国家镇压反动资产阶级敌人 

的阶级视野。这一重心转移之后 ，绝大部分资本 

家脱身出来 ，不仅在小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获得 

政府“宽大”而过关，也在小说的叙事逻辑内，免 

于走向末路的命运。此前的煎熬惶恐，在这一脱 

身之后统统构成 自我净化 、自我成长的必须 ，他们 

的阶级本性得到了修正的可能性，可以与整个社 

会主义新中国一起 ，朝着社会 主义未来前进。 

最后 ，小说更建构了资本 家后代们充满希望 

的未来。青少年始终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高度象 

征意义的形象，他们总是昭示着自己所代表的民 

族或阶级 的未来 。这种象征 发展到后来 ，变成 了 

决定性的、甚至是血缘传承的。一个最极端的例 

子，是文革时期的小说《艳阳天》，地主马小辫的 

儿子 ，虽然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新 中国并且考 

上北京大学的青年，但作为地主阶级未来的象征， 

他身上只有对新社会的刻骨仇恨；而萧长春的儿 

子小石头 ，虽然只是一个不谙世事 的儿童 ，但作为 

无产阶级的后代，在阶级敌人面前却能表现出视 

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而在《上海的早晨》中，如果 

说徐义德 、潘信诚这些老一代资本家们的未来 ，还 

是犹豫的、彷徨的，他们的后人却已经能够获得更 

确定的光明未来。徐义德的儿子，在资产阶级家 

庭氛围中，成长为一个参加盗窃团伙的流氓。这 

样的人生轨迹显然是不可能通 向任何未来的。这 

里似乎也隐喻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可能产生一 

个光明未来 的判断。而在被抓进社会 主义监狱 、 

接受人民政府的教育和劳动改造之后，这个在资 

产阶级 内部 已经没有希望的青年 ，居然幡然悔悟 ， 

开始寻找作为一个新时代青年的方向和意义。小 

说的最后 ，他参加周末义务植树活动，那个穿着劳 

动装、满身泥巴的青年，连与他非常熟悉的人都没 

有认出他来。这个情节昭示着，他不仅通过劳动 

荡涤了自己过去 的污点 ，也隐匿了有原 罪的家庭 

出身，彻底融入“社会主义劳动青年”的整体形象 

中。而在小说中的其他资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 

徐义德大太太的侄女吴兰珍是积极追求进步、充 

满阳光的青年团员 ，马慕韩是努力学 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的进步 “小 开”，就 连徐义 德 的姨 太 

太 、被作为金丝鸟常年关在家里的林宛芝 ，也在接 

触新的时代、呼吸新的空气中一点点萌发出朦胧 

的尊严与自由意识。在其他左翼作品中，这些出 

身的年轻人，往往只能代表他们的阶级走向穷途 

末路。而在《上海的早晨》中，他们身上一方面会 

体现出来自没落阶级的阴影，但另一方面，他们仍 

然能获得在新社会中重新选择 自己人生道路、直 

至融人前进的新社会的希望和可能。 

小说为资产阶级、尤其是出身资产阶级的青 

年打开的光明未来，使得“共和国的早晨”呈现出 

了其他左翼作品难得一见的包容性。而这一看似 

革命立场不够坚定的“早晨”，却真正昭示着中国 

革命最有创造性、生命力的精神：革命不仅仅是武 

力夺取政权 ，也不仅仅意味着劳动者在经济上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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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更意味着建构一套极具感召力与影响力的文 

化认 同，这一文化认 同甚至能把人 民的敌人改造 

教育为人 民的内部成员。 

结语 

终结黑暗，创造一个光 明的新世界 ，这是 20 

世纪中国革命提 出的最具动员力 和感 召力 的理 

想。《上海的早晨》在这一理想叙事中，创造了一 

个独特的、弥足珍 贵的“共和 国早晨 ”。这个 “早 

晨”在汗牛充栋 的共 和国颂 歌中，真正深 刻地理 

解了现代中国革命最深刻的意义：革命不是纯净 

美好如天堂般的显灵 ，而是在旧世界 的废墟 中，面 

对黑暗、污垢、沉重的包袱与债务 的艰难搏斗；不 

仅仅是与敌人刺刀见红的血战 ，更是每一个想要 

创造和进入新世界 的人 自己克服 自己、自己与 自 

己内心的激烈战争。而最重要的是，这个“早晨” 

不仅仅属于作为革命主体的底层劳动者，也包含 

着一切追求民族独立 、国家强大 的中国人可 以共 

享的希望与未来。从这个视野来说，今天对20世 

纪中国革命的讨论，正如对这部小说的讨论一样， 

还远远不够。 

AnUnusual“M orning”：Reinterpreting the Shanghai’ Morning 

Abstract：Compared with other works of left—wing literature，the Shanghai’s Morning created an unusual 

“Republic morning”．This“morning’’includes more complex historical memory and richer experiences of the 

times，more inclusive of future imagination．The unusual“morning” epitomizes a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20th century China’S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
while also expressive of the dilemmas and problems from its 

own angle．Interpretation of this novel in the past neglec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dilemmas and problems，SO 

this essay represents a new interpretation in a different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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