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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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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凌叔华在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以及京派的文学互动中。逐步确立了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思

想，并用创作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想。这使她成为“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和京派的代表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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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和开辟

“自己的园地”的主张，胡适倡导表现个性的文学．

为整个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根

基。“五四”运动落潮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

潮逐步发展，它坚守着文学的独立品格．烘托着左

翼文学的时代话语，参与撰写了整部中国现代文学

史。“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和京派作为自由主义文

学思潮的代表社团，它们从一个地域、一个角度共

同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由主义文学逐步深

化的过程。

陈学勇先生指出：“凌叔华堪称‘现代评论派’、

‘新月派’、‘京派’的重要作家。贯穿先后接连出现

的这三个文学流派，成为它的代表作家，只有凌叔

华一人。”呻。这句话不仅肯定了凌叔华与自由主义

文学流派的关联，而且揭示了凌叔华在这三个流派

中的独特地位。

凌叔华出身于古老北京官宦之家．是燕京大学

外文系的高材生，与胡适、周作人、陈西滢、徐志摩、

沈从文等人交往甚密，独特的文化际遇赋予了她独

特的艺术气质，为她成为一名追求艺术个性、坚守

文学独立的自由主义作家奠定了基础。

凌叔华从童年时代起就承受了不同自然环境

的陶冶，从北京到广州，从东京到天津，凌叔华的性

灵得以舒展。又因为凌叔华自幼表现出了出色的绘

画天赋．父亲在她7岁时便延请缪素筠、王竹林、齐

白石和陈师曾、辜鸿铭等人教她学习文入画和古典

诗词．使她受到传统文学艺术的熏染。早期的游历

和家庭教育不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文化

精神，充实着凌叔华内在的气质修养，再加上她本

人娴静温婉的性格以及在传统士大夫文化的浸染

下对主体精神价值的追求．共同形成了她传统知识

女性的温婉细致、从容蕴藉的文化心理。凌叔华在

绘画的过程中体味到了保持自己独立精神世界的

可贵。“决不可画不想画的东西，画什么都要出乎真

心．可不要以画取悦任何人。”田研并通过文人画的

创作来达到主体精神的自由与愉悦。然而凌叔华作

为父亲的第四位夫人所生的四个女儿中的三女儿

和大家庭众姐妹中的“十姑娘”，从母亲的眼泪中领

略了女人难言的辛酸，封建大家庭重男轻女的思想

使她忍受着作为女儿的自卑与孤独，她开始本能地

关注女人的命运和不公正待遇，质疑男性的中心地

位．“我看不见得男孩子长大了就都能给家里露脸，

当官的，当贼的，都是男人”，舯并且立志要为女性
赢得话语权。

1919年，凌叔华进入天津北洋直隶第一女子9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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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读书。1921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外文系，更全

面地接触到西方近现代文化．因为对文学的浓厚兴

趣，她凭借外文的便利，与西方文学直接对话，切身

感受到其人本思想的巨大魅力，特别是英美文学中

的自由主义更强化了她对童年大家族不幸生活经

验的认识。生活经验作为一种感性认识深埋于人们

的记忆当中。只有当人植入强烈的主观价值判断，

对其进行理性反思和人生价值的评判时，它才会变

得有意义。联系大家族女性的悲惨命运，以西方人

本思想为参照，反观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义，凌叔

华深刻地认识到古往今来的女性悲剧皆源于宗法

制文化以及植根于其中的国民劣根性。凌叔华正是

在中西文化的整合中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文学观，她

执着于描写女性和儿童，以期针砭时弊、健全人性；

主张文艺的宽容、自由与个性，追求质朴简洁的艺

术风格。这正是凌叔华成为“现代评论”派、新月派

和京派三个文学流派重要作家的精神根源之所在。

凌叔华的大家闺秀气质使她对绅士文入感到

天然的亲近，她自然地选择了周作入、胡适、陈西

滢、徐志摩等绅士文人作为自己的师友，她能够成

为三派的重要作家与她的生活和交际圈有很大关

系。1923年，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凌叔华选听

了周作入“新文学”课程，并且致信周作人，请他指

导写作。读完凌叔华的信。周作人感到她是一个相

当有才气的女子，便向《晨报副刊》推荐了她的小说

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周作入作为凌叔华步入

文坛的首荐之人，功不可没。

1924年5月，泰戈尔访华在凌叔华生平中的意

义非同寻常，她因为一次接待泰戈尔的茶会结识了

陈西滢、徐志摩、胡适，从此与这批名流发生密切交

往。陈西滢创办的《现代评论》为凌叔华初期的小说

提供了重要园地，正如鲁迅所言：“《现代评论》比起

日报的昌忏U来，比较着重于文艺——凌叔华的小说。

却发祥予这一种期刊。”[31250在文学上凌叔华虚心接

受陈西滢的意见，她将《女儿身世太凄凉》、《资本家

之圣诞》弃于《花之寺》这本小说集之外，正是因为陈

西滢批评它们“文字技术还没有怎样精炼”。[41嵫出于

志同道合。凌叔华与陈西滢由相知到相爱，并最终结

为夫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坛伉

俪。

“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灵魂人物徐志摩则

是凌家常客，对凌叔华的写作相当关心，经常予以

意见和鼓励。凌叔华称“志摩同我的感情，真是如同

手足之亲，而我对文艺的心得，大半都是由他的培

植”，m1‘‘与志摩永久是文学上的朋友”。【卿徐志摩
则视凌叔华为“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

融化的朋友”，【·】．不仅如此，徐志摩还是凌叔华难得

的文学知音，他说“《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

说，不是虚伪情感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

它有权利要求我们悉心的体会。⋯⋯作者是有幽默

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

种素兰在黄昏入静时微透的清芬。”tTI

胡适作为“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精神领袖，

则是被凌叔华尊为师长，无论是处世之道，还是文

学创作中的难题，她都喜欢向他请教。就师法契诃

夫的问题，凌叔华也不止一次向胡适请教：“原来我

很想装契诃夫的俏，但是没装上一分，你与契老相

好．一定知道他怎样打扮才显得这样的俊俏。你肯

告诉我吗?”剐类似此种通信。从1924年底至
1943年，达25封。毗外，她与丁西林、杨振声、沈从
文、萧乾等人也通过“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和京派

的各式沙龙聚会。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并达成文学共

识。与这些绅士文入的密切交往，再加之频繁供稿，

凌叔华很自然地被归入这个绅士文化团体。

“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以及后来影响颇大的京

派，不仅成员之间有交叉性，其主导精神更有共通

性。而凌叔华又是唯一一位涉及这三个流派的代表

作家。通过她与三个流派文学活动的互动，勾勒出

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想正式确立的轮廓。

1．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

1925年12月。《现代评论》周刊创刊于北京，这

成为凌叔华当时发表创作的主要园地。《现代评论>

尤其强调理性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文

艺美里涵有理智的光芒”。唧蜘与《现代评论》的文学

主张相适应．凌叔华的文风发生了根本转变。

1923年，凌叔华读到萧度的《纯阳性的讨论>，

愤愤不平地澄清男作家对女学者的误解，提醒他们

“请你们千万不要把女子看作‘无心前进的，可以作

诗就算好的。或与文无缘’的一路人”。【1‘籼随后，凌

叔华在给周作入的信中表达了最初的创作思想和

志向，“立定主意做一个将来的女作家”，原因是“中

国女作家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没有

叫世界知道的”。【ll】128她早期的两篇小说《女儿身世

太凄凉》和《资本家之圣诞》，直露地为女性呐喊，呈

现出激进女作家的风貌。前一篇将“叫男人当作玩

物看待几千年”的女性屈辱史浓缩成封建家庭中的

三位女子悲惨的身世经历．并发出了“女子不是入

吗?”的强烈控诉。后一篇，作者的笔锋直指罪恶的

资本主义社会，嘲讽资本家的虚伪嘴脸和奢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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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强烈的愤慨溢于言表。

加盟“现代评论”派，帮助凌叔华找到了符合其

闺秀身份的叙事基调，并逐渐整理个人思想进而初

步形成了自由主义文学观。同时．凌叔华的创作映

射出《现代评论》的办刊思想：尊重作家个人的价

值，倡导一种泛化意义上的人类之爱。以冷静的态

度去关照人生。凌叔华以自己的小说创作为《现代

评论》构筑更加多彩的文艺天地，突出了《现代评

论》的文艺性特征。凌叔华这一时期创作力勃发，从

1925年到1928年．共发表小说16篇、剧作1篇、散

文1篇和译作2篇，代表作有《绣枕》、《中秋晚》、

《酒后》和《花之寺》等。这一时期，凌叔华的女性意

识由对外的索取和认同转向对内的反思和审视。这

种内省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对女性深层意识的剥

露和批判，一是对妇女解放、个性解放的实质的探

询和反思。在深受传统熏染的旧式女性和受过“五

四”洗礼的新式女性身上．凌叔华冷静地揭示出她

们的隐形人格——强烈的传统意识。在艺术上，凌
叔华不再是浓墨重彩、情绪张扬式的激情喷吐，而

是以女性温婉轻柔的笔触．用娴淡秀逸的叙述、淡

雅清丽的景物描写和敏锐细腻的心理刻画。营造出

一种淡泊幽远的意境，于平淡中见韵味，显示了哀

而不伤、乐而不淫、怨而不怒的含蓄中和之美。

2．与新月派的关系

相近的性情特征、艺术旨趣和成员的相互交

叉，使得“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不论是外在风貌还

是内在气韵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因此，它们是两

个相对独立但又未被截然区分的社团。泰戈尔访华

后，凌叔华就经常参加新月社的文学沙龙，她的第

一本小说集1928年1月由新月书店出版，而《新

月》自1928年3月创刊起就是凌叔华小说发表的

主要阵地，因此，她被归人新月派也是必然。

新月派是一个极度崇尚性灵的文人群体，也就

决定了他们是一个以诗文见长的文学流派。朱寿桐

先生曾这样总结过：“小说。特别是在新月派正统观

念理解下的小说．需要通过人物塑造和情节构织对

更普遍的社会生活有所反映，这殊非新月派绅士文

人之所长。”【-躺新月派文人崇尚自由、不羁的性情
特征，在创作中表现为“直着写，没有曲折，也少有

变化”岬的写作风格．甚至有时是“跑野马”式的创

作，这显然与小说的写作要求不符，因此，他们大都

不擅长小说之道，可以说凌叔华即使不是新月派唯

一的小说家，至少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她用

小说创作丰富了新月派的文学面貌。

自由和理性是新月派同人基本上都认可的两

个文化命题。所谓自由。是指不仅要实现人的身体

解放，更要保持人的精神自由，“就是打破了头，也

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14l皓而理性作为一种文学

精神，首次被新月人正式提出，它是“有纪律的，有

标准的，有节制的”，【-刖a即对所表现对象施以情感

的驾驭和想象的节制。凌叔华在《新月》上共发表了

8篇小说，似乎是受到新月派诗性的熏染，凌叔华这

一时期的小说也写得格外灵动。《疯了的诗人》就是

一篇诗化小说．凌叔华以描绘水墨山水画的眼光观

照自然景色。呈现在面前的是色彩变幻的景象和古

典诗词的意境。这是一首呼唤人性自由的歌谣，小

说叙述的是原本高贵冷傲的双成在与自然的亲近

中焕发了青春朝气的故事。这无疑暗合了新月派追

求“灵魂的自由”的人本主义观念。要言之，凌叔华

以小说的形式书写着新月派的文学理想，完善了新

月派在文学各领域的均衡发展。小说作为绅士性情

的另一载体。在新月派文学中取得了独树一帜的地

位，这离不开凌叔华的创作。被称为“新月派作家中

的小说圣手”【1聊的她。在与新月派同人互动交流的
过程中，逐步完善自身对女性人格的深层思索，同

时又以表现对人的关怀和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文

学创作强化了新月派绅士文化的表达。

3．与京派的关系

1929年至1934年，凌叔华在北京古物陈列所

任专门委员。这一时期她的创作数量锐减。【1日1花

1933年6月，《新月》终刊，同年，杨振声、沈从文、萧

乾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这俨然是京派作家自

己的园地．凌叔华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发表于此。

1935年，凌叔华开始主编《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

刊，“此刊是当时华中文学重镇，也可谓北方‘京派’

的一个分支，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曾互称‘联

号’，稿件上互相支持。”[／61氆在这里，他们坚守着自

己那些或许有点不合时宜而总显出几分寂寞的文

学理想。凌叔华之所以会与京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其核心还在于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对于京派

作家而言。人性的观念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他们

认为只有人类共通的人性才是照亮文学世界的光

芒，人性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也是他们观照现

实世界的基本立场。凌叔华在《现代文艺》发刊词中

宣称：“文艺的任务在于表现那永久的普遍的人性，

时代潮流虽日异月不同。文艺的本质，却不能随之

变化．你能将这不变的人性充分表现出来，你的大

作自会博得不朽的声誉。”117】Bm可见，对人性美的体

现和追求是凌叔华与京派同人共同的创作旨归，文

学的目标就是建构优美自然的人生理想，达到人性

各方面的和谐发展。“距离说”则是京派作家调整文

艺与人生关系的准则，他们要求文学的独立自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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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文学与功利靠得太近。凌叔华主张：“文学应当

屏绝功利主义的臭味。～文艺也似其他学术一样，

有它绝对的，尊严的独立性，它不能做任何主义的

工具。”fI瑚
凌叔华不仅从理论上倡导，而且在创作上实践

着京派的文学理想。如果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原始

野蛮气息可以“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

焰”。【1聊那么凌叔华笔下的儿童稚嫩心境同样可以
唤醒被异化的人性，它丰富了京派人性的表现样

态。他们共同的出发点在于以道德启发国民性，强

化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度。正如严家炎先生所说：“用

童心写出一批温厚而富有暖意的作品，正是凌叔华

为京派作出的贡献。叩哪磁短篇小说集《小哥儿俩》描

写天真稚嫩的儿童心境。作者希望从儿童身上寻找

未被社会异化的人性，构建儿童式的理想人格，唤

醒人们对人性美好的共同追忆。对抗现实社会的污

浊和混乱。<古韵》用童心世界的美好来反衬出成年

世界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和伤害．以富人的为富

不仁来映照穷人的善良宽厚．表达了凌叔华对人性

的敏锐批判。这是凌叔华人性观的又一次深化。凌

叔华前期的创作通过表现女性生活和心理揭示女

性解放的种种弊端，达到针砭国民劣根性的作用；

后期通过儿童形象的塑造．她更鲜明地表现出对自

然和灵性的崇尚，这与京派笔下所倡导的原始文化

精神有着同构关系。凌叔华在与京派文人交流过程

中．彰显出的是一种成熟而完善的自由主义文学

观。

对入和自由的问题由自发的追寻到自觉的思

考，由最初的激情洋溢到后来的稳重理性，凌叔华

及其创作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深化的过程：从“现

代评论”派、新月派到京派。她逐步完善了以人为本

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凌叔华的作品执着地探寻人性

人情之美，坚守文学的独立精神，充分体现了自由

主义文学精神。这使她成为了“现代评论”派、新月

派和京派的代表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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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 Shuhua and the Literature Schools of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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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literary interaction between Ling Shuhua and Modem Review School，Xinyue

School and Jing School，Ling Shuhua gradually established her thought of people-oriented liberalism and

she has been fulfilling her literary dream through her literary creation。which made her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Modem Review School，Xinyue School and Jing Sch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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