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2卷第4期

2010年8月

黄山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V01．12．NO．4

Aug．2010

现代徽州文学的珍贵史料
——读《英子文友书简·英子作品选》

黄立华
(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英子文友书简·英子作品选》收录了上世纪30、40年代巴金等文学家给英子(王任之)的百多封

信件和英子本人的部分作品。信件内容涉及文学、人生以及关于时局和鲁迅等的看法，也表达了文学家们对

徽州的向往及对徽州历史文献的重视。英子的作品也是迄今见到上世纪30、40年代徼州作家参与左翼文学

活动为数不多的创作．这些都是徽州现代文学研究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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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坦、王行编就的《英子文友书简·英子作品

选》①虽然2005年就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但英

子作为上世纪30、40年代与现代文学诸多大家交

往很深的文学青年。其文学活动、文学思想以及与

他相关的当时徽州的文学历史状况，还尚未引起太

多的关注。人们对于英子，知道的更多的可能还是

他的本名一王任之。以及后来成就他一生主要成
就的中医。作为我国当代著名中医临床家、新安医

学优秀传人、安徽现代中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王

任之先生的医学成就。自有医学领域的人士给予评

论．这里所感兴趣的是，他其实还是一位很早就参

加左翼文艺活动．以“英子”笔名发表许多作品，并

与巴金、卞之琳、臧克家、肖军、王莹等有过交往的

文学家。

王任之是徽州歙县入，1916年出生于中医世

家。15岁时。父亲去世。第二年即赴上海跟随伯父学

医，此前曾与青年同道组织文艺社，办《呐喊周刊>。

抵沪后，边学医，边以英子的笔名给文学刊物投稿，

从而接触了当时文艺界诸多有影响的作家。35年，

王任之回到歙县，行医之余，仍旧从事文学创作，并

且为当地报纸写稿和组稿。与当地文艺青年颇多接

近。40年，因加入中共。根据组织的指示．为避免暴

露身份．才停止了文学活动。

《英子文友书简》共收入英子当时12位文友给

英子的书信145封．他们分别是巴金、卞之琳、方

敬、黄宾虹、黄源、斩以、赖少其、丽尼、王淑明、王

莹、肖军、臧克家。书信内容除日常个人事物之外，

值得注意的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文学和创作的意见

既然是和作家及编辑家们的通信。当然少不了

谈论文学。其中有的人也对英子的创作提出了意

见。这些意见也成为英子文学创作最初得到的批

评。如卞之琳第2封信对英子散文<老画师>的肯

定。第3封信却对他“感情浮于外的伤感”颇有微

辞。同样，方敬、王淑明也在信中认为英子的《西航

草>，用词精当，感情细腻，对水乡的景色表现得很

生动。黄宾虹则对文艺上“时习轻薄”，感到忧虑，这

自然也是对英子的忠告。通信最多的王莹。对文学

创作及英子创作的意见也最为直率。在第6封信

中，她写道“作品是可以代表作者的人格的，我真厌

那些故意的卖弄小技巧的没有真感情只凭借一点

小聪明专写什么恋爱之类的小说的所谓现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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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第11封信中，她希望英子不要停止写作。写

作时态度应该严谨和忠实。在第22封信中，她也肯

定了英子《西航草》的细腻。臧克家则在信中，觉得

英子文字技巧颇好。但太轻灵。日后应当从实际生

活中多提炼，以避免空虚，从该书《英子作品选》的

作品来看，臧克家的意见是中肯的。

二、关于人生的看法和感慨

文学与人生关系密切．因此这自然是文学家最

经常谈论的话题。靳以在第14封信中，谈到王莹的

时时落泪，感慨道“现在的时候，该打掉牙齿和血

吞，忍了一切的痛苦来和这个世界搏战。”丽尼在第

10封信中也说道“生活是一条污浊的鞭，它抽打着

我们，然而，在我们，生机应当不能是完完全全绝望

的。”而肖军针对英子的情绪，希望他不要让孤独的

感情发达起来，他送给英子两句鞭挞自己的话“悲

哀变成铁的愤恨，泪珠变成黑的血浆”，他表示自己

“我爱斗争，只有在斗争里活着才有春天。人一离开

斗争，那便离开了生活的雨水”。在第3封信中，他

又说：人生的总目的，就是追求人类的真幸福，减少

苦痛，有阻害这样做的东西，我们就消灭它。从各个

角落里来下手，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时时准备，时时

工作，没有等待，没有后退，愉快的尽着这责任。”这

确实体现了肖军一贯的战士作风。而臧克家在给英

子的第一封信里．也告诉了他一句话：“我是受着最

大的磨难而不甘屈服的一个人。”王莹在第32封信

中写道：“我对于那些封建的旧而腐败的大家族的

种种黑幕更感到痛恶和反感，觉着这些伪饰的道德

卑鄙的言行．是足以杀害一些向上的中国青年的精

神和意志的。”这些作家的人生感悟和见解，都是对

着当时20岁左右的英子说的．而且又正是在那样

一个动荡的年代，应当说，对英子后来思想的发展

和形成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上世纪30年代正是抗

日战争即将爆发和全面展开的时候，这当然也会成

为作家们关注的问题。靳以在第22封信中写道：

“这次的战争将决定我们的国运，上海方面已经一

个月了。日本人好像并没有得着什么大好处。我相

信只要我们抵抗下去，他们也受不了的。”王莹更是

希望英子“利用在歙县特殊的得到民众亲切与信念

的关系．每秒钟不要忘记对我们亲爱同胞们宣传日

寇对我们国家的种种残暴情形。在必要时可以联合

几个同志组织一般民众起来，日寇来了可以助正规

军成一大力量。”

三、对鲁迅的怀念和敬仰

鲁迅先生于1936年逝世，这使许多进步文艺

家们感到深深的悲痛。黄源、丽尼、王莹和肖军都在

给英子的信中表达了对鲁迅的怀念和敬仰。丽尼写

道：“鲁迅先生病故，无论有关无关的入，都为之痛

惜。先生在思想上，在文章上的功绩，固不可磨灭，

但是，在为人方面，尤其令人敬仰。”黄源在信中说：

“我们比较接近他一点的人，他给我们的影响太深

了，所以他虽死了一个半月，而且是我们亲手把他

葬了，但是我们始终觉得他活着。”而肖军的心情则

因鲁迅的去世长久都不能平静，他在信中也说：“自

从鲁迅先生死后。我总是不能安心工作下去——虽

然努力克服着——但这没有用。每一想到他。我的

心就酸。”这些非常真挚的感情和思想无疑对英子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本书《英子作品选》部分，收

有一篇英子的《生存在活人的记忆里》的怀念鲁迅

的文章，可以看出这一点。上述作家对鲁迅的怀念。

同时也是研究鲁迅和这些作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四、对徽州山水的向往

美丽的黄山出名很早．徽州的历史也在国人心

中素有名声。许多作家在通信中也表达了对黄山风

光和徽州山水的向往。方敬在信中说：“我曾在地图

上寻过你住的县邑，最近又在一册厚厚的书上看见

你}JBJL的景色了。那是好的，我很爱。”丽尼写道：

“很想能够到你们那里去住上一些时侯。黄山照片。

在摄影上真见过不少，虽然只是一鳞一爪，但是却

颇令人羡慕。”王莹也多次表示要到“风景颇佳”的

黄山游玩。

五、对徽州古代文献的重视

古代徽州，人文荟萃，自是重视历史文物的文

化人关心之所。早在上世纪30、40年代，黄宾虹就

对乡邦文物提出了及早收集保护的意见。他在信中

恳切言道：“乡邦文献著述恒多遗矢，方志所载限于

篇幅。专门学术中国之高深，渐为寰宇所重视，董而

理之，刻不容缓。”想想近年徽州历史及文物受到海

内外学界重视的情形，可见宾老当时的话是多么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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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远见。同样，艺术家赖少其也在信中希望英子“能

收集一些贵地的木刻，特别是十竹斋，这是中国的

珍品。现在不收集，将来就更困难了。”

另外，在通信中，还看到，英子在家乡时，与当

地报纸《徽州日报》之间的联系，并且为报纸向外地

作家约稿。可见其对当地整个文学活动的关注。

该书《英子作品选》部分共收英子作品9篇，其

中小说2篇，散文6篇，杂文1篇，有5篇曾在刊物

正式发表，4篇为手稿。发表的5篇中，有4篇散文，

分别为《老画师》、《西航草》、《荒院杂记》和《江边的

黄昏》，另1篇发表的是小说《刘关张的故事》。初步

看来，这些作品都写于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也就

是作者20岁出头的时候，这也是学习写作的阶段，

虽然表达比较细腻，语言也较清新，但总体上厚重

还有欠缺。杂文《生存在活人的记忆里》是怀念鲁迅

的，写于1940年，基本上体现了当时追求进步的左

翼文学青年对鲁迅的敬仰和推崇。与上面提到的丽

尼、肖军给英子信中对鲁迅的态度是一致的。

从上面说到的信件和英子的作品中，可以知道

在上世纪30、卸年代，有这么一个徽州的青年，虽

以学医、行医为业，但却同时酷爱着文学，与诸多的

文学大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已开始在外地

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这是研究现代徽州

的文学历史不应当忽略的。至于英子当时是如何形

成对文学的兴趣、他的周围还发生了哪些文学有关

的活动。则是下一步需要深入了解和研究的。

注释：

①王坦，王行：荚子文友书简·英子作品选嗍．合肥：安徽人民
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曲晓红

Precious Historical Data of Modern Huizh0U Literature

——After Reading The Letters from Ying T's Literary Friends．Works of Ying Zi

Huang Lihu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Hundreds of letters from some writers of 30s，40s in the last century such US Ba Jin and

SO on and paaial works of Ying Zi himself ale included in the book The Letters from Ying Zi's Literary

Friends．Works of Ying五．The letters inv&ve literature．1ife and views on Lu Xun and the current politi—

cal situation，etc．They reflect their longing for Huizhou and great attention to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Huizhou．Ying Zi's works are also among the few creations by Huizhou writers who joined the Left Wing

literature activity in the 30s，40s last century．These are precious historical data for modem Huizhou liter-

ary re$eal陀h．

Key words：Ying Zi's literary friends；leRers；works of Ying Zi；Modem Huizhou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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