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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二劄 

 
 

 
舊作兩篇﹐分別涉及中國農村之歷史方面和當代方面。現撿出再

思﹐請多識者指教。 
 

 
2005 年 6 月 28 日﹐到鄭州。 
剛住下﹐當地的同志就來問我們想去哪裡走走﹐我便說﹕要說最

想去看的﹐那其實也就是南街村了。 
東道主一時躊躇﹐沉吟了一下﹐婉言道﹕要說別人也就罷了﹐你

們既然是搞研究的﹐若要真想瞭解南街﹐一兩天的時間﹐走馬觀花怕

是不夠的。最好的辦法﹐我看是能找下個親戚住在村裡。— 要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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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這地方﹐無論你多有學問﹐起碼也得用個把星期﹐那或許才能摸出

點門路來。 
之所以想去南街村看看﹐並不是為了獵奇。這次到延安學習﹐某

日夜間﹐陳錫文同志來講課﹐他的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未來中國

若出事﹐最有可能出在農村”。陳錫文還說﹕“如果聽任投機資本炒

賣﹑剝奪農地﹐18 億畝耕地紅線必然就守不住﹐而這個世界上沒有

人能夠幫助中國解決 13 億人的吃飯問題﹐何況﹐我們若將農村的老

弱病殘棄之不顧﹐那還要馬克思主義幹什麼﹖還要中國革命幹什麼﹖

還要中國共產黨幹什麼﹖” 
此言既出﹐舉座無語﹐幾百人的會議室﹐頓時靜得宛如空穴。 
會後議論﹐有人說起中原的南街小村﹐且與朱皇帝那討飯的故鄉

作對比觀﹐言其諸種不妥當者﹐自然是有﹐但說它好的倒是也不少。

的確﹐在農村基層組織大規模解體的條件下﹐南街的免費教育﹑合作

醫療﹑同工同酬﹑五保制度﹐“外方內圓闖市場”﹐組織起來共同致

富﹐聽起來似乎便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了﹔至於其歌聲嘹亮﹑

五講四美﹑農民夜校﹐且幾十年埋頭堅持走自己“農村城市化”的道

路﹐這小小南街村實在算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也真真是一個不折不扣

的“土圍子”了。 
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南街於我似乎

永遠是個謎 — 大概還是當地的同志說得對﹐老百姓的智慧﹐並非

是我們這些號稱知識分子的傢伙一朝一夕所能參透的。不跟農民一起

攪它三年馬勺﹐恐怕去了也是瞎耽誤功夫﹐去了也是白去。 
何況這次我們調研的時間不長﹐調研內容基本上也都屬“規定動

作”﹐因此所謂“插空走走”也只能退而求其次。結果是客隨主便﹐

最後選定了登封﹑洛陽走一遭﹐南街的事情﹐看來只好留待將來了。 
南街沒去成﹐而在去洛陽的一路上﹐想起的故事﹐就是歷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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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塢”和現實中的“土圍子”之間的關係。其中涉及的一件舊事佳

話﹐那就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 
史上對陶淵明的評價﹐似乎以陸九淵說得最好﹐象山說淵明﹕不

肯作“小人”﹐更不肯作“大人”（先生）﹔因為陶的理想是作“常

人”﹑是守“平常心”。“既非以此要官職﹐只是利國利民處隨力行

之﹐不敢必朝廷之從與事功之成 — 此真長者之本心也”。1 
要做事而不要做官﹐要“利民”而不求事功政績﹐其中關鍵要害

就在於“不跟風”（不敢必朝廷之從）﹐這也就是淵明的“無為”處﹐

即他的無為﹐是“不敢必朝廷之從與事功之成”﹐而並不是在家裡閑

著打便宜拳﹑喝菊花茶養心。“我心即是民心﹐養我心即是養我民”﹐

“只是利國利民處隨力行之”﹐這方才是淵明在《五柳先生傳》中推

崇的“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實際上﹐這也就是所謂“不

惟書﹐不惟上﹐只惟實”﹐而“惟實”﹐也就是與天下百姓“同心”﹐

而這也就是陸象山所謂的“平常心”。 
至於“塢”﹐則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它起源於所謂的

“五胡亂華”時代﹐作為中原百姓組織起來﹑自我保護的方式﹐更有

著約 1500 餘年的光榮傳統﹐而其寓言化的體現﹐正是膾炙人口的《桃

花源記》。 
這個話頭﹐牽扯中國農村制度變遷之本末﹐所以值得仔細道來。 
東漢末年﹐貴族與豪族的大莊園連陌四起﹐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

便不得不歸附於大莊園而成為農奴﹐這便是所謂“部曲”。“部曲”

與秦漢時代的“家奴”— 即一般意義上的奴隸不同﹐家奴服務於主

人的家政﹐而部曲的工作則是專門種地﹐且兼替主人服役 — 而服

役﹐主要也就是打仗﹐故“部曲”的意思也就是部隊﹐不過是貴族豪

族的私人部隊﹐是私兵而已。因此﹐中國歷史上的農奴制﹐是與私兵

                                     
1《陸九淵集》﹐中華書局 1980 年﹐第 1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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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相聯繫的。 
貴族和豪族既有了莊園和武裝﹐也就有了彼此殺伐的資本﹐這便

是東漢和魏晉天下大亂的根源。而為了在貴族與豪族彼此爭奪的夾縫

裡鞏固政權﹐西晉的皇帝便“病急亂投醫”﹐不得不將原被曹操安置

在并州（今山西太原附近）的匈奴後裔劉淵及其部落﹐召喚南下﹐充

任對抗貴族和豪族勢力的工具﹐但匈奴後裔接到勤王命令後﹐卻自行

建立了前漢政權﹐隨即便攻破西晉首都洛陽﹐西晉滅亡。此後﹐趙﹑

燕﹑秦﹑代先後興起於山西﹑河北與關中﹐洛陽幾番城破﹐中原人口

大量被徙往代北﹐而所徙者﹐其實也就是部曲﹐這自然是因為部曲既

能開荒種地﹐又能打仗。 
所以﹐從制度論的視野看去﹐“五胡亂華”作為制度變革的意義﹐

其結果首先便是將中原的部曲 — 農奴制（即《商君書‧農戰》篇

的主體）﹐平行移植到了“四夷”﹑播散到了四方﹐而“五胡”們籍

此完成的﹐便是其自身由“部落制度”向農奴制度的轉化。 
另一方面﹐在此一大動蕩中﹐中原的貴族與豪族﹐又不得不攜帶

著大量的部曲﹐且戰且走﹐去遠方尋找新的落腳點﹐兩晉南北朝凡

368 年之大變動﹐故可以說是由人口的大流動﹑大遷徙所引起﹐所標

誌。從全國範圍內看﹐北方人民流徙的方向有三﹕東北﹑西北和南方﹔

流向東北的一支﹐匯合於鮮卑慕容氏政權下﹐此後誕生於東北地區的

漢化政權﹕遼﹑金﹑元﹑清﹐追根溯源﹐就肇始於此﹔流向西北的一

支﹐則歸依於涼州張軌的領域﹐隋唐兩大帝國﹐均以此為根據地崛起。

流向南方的一支﹐起初僑寓於孫吳故壤﹐“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

常百姓家”﹐江南的開拓﹐便由此奠基。所謂“天下中國”的形成﹐

其實是以大規模的農奴∼部曲制度的普及到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為標

誌﹐而它就肇始於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大規模人口流動。 
一千多年前的中原人民﹐或者被遷徙﹐或者逃難而去﹐而還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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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不能遠離本土遷至他鄉的﹐則自相糾合﹐屯聚堡塢﹐據險自

守﹐以避戎狄寇盜之難。”— 所謂“塢”的制度文化﹐從而產生﹔

而一場根本性的社會制度大革命﹐也因此而醞釀。 
說起“屯聚堡塢”的“塢”﹐其主要特點有三﹕一是百姓“自相

糾合”﹐憑險而守﹐二是推舉精明能幹﹑有公心之塢主（堡壘戶主）﹐

建立集體組織﹔三是於內部實行同工同酬﹑互助合作的分配方式﹐此

所謂“峻險厄﹑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尺丈﹑均勞役﹑

同有無”。上述這三條﹐都標誌著中國歷史上根本性的制度變革﹑制

度革命﹕其一﹐所謂“自相糾合”﹐即不是賣身投靠作農奴﹐它說明

“塢”是百姓的自組織﹐標誌著農民的自組織﹑集體組織第一次出

現﹔其二﹐所謂“塢主”﹐更不是貴族﹑豪族﹐而是被眾人推舉出來

的群眾領袖﹑帶頭人﹐他之所以被推舉﹐就是因為有“公心”﹐即能

給眾人辦事﹐“大公無私”﹐特別是關鍵時刻能拿出自己的財物周濟

眾人﹔其三﹐所謂“均勞役﹐同有無”﹐便是說開荒種田﹐積累公共

財產﹐並在共同體中公平分配勞動成果。 
一言以蔽之﹐所謂“塢”﹐乃是自由農民之集體組織的起源﹐當

這種組織形式誕生之時﹐農奴∼部曲制度就開始動搖﹐並逐步走向瓦

解了﹔我個人的看法是﹕魏晉南北朝後期﹐塢的產生﹐乃是中國社會

由農奴∼部曲制度（役戶制度）﹐向佃戶﹑農戶制度轉化的橋樑﹐若

以理想言之﹐塢的制度﹐標誌著中國農民第一次自主地組織起來﹐並

嘗試著自下而上地變革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塢的形成﹐標誌著中國

農民第一次成為中國社會變革和社會革命的主體。 
“塢”字的原義﹐《後漢書‧馬援傳》說是“小障也”﹐也就是

小型的堤壩﹐也有解釋為“小城”的﹐而《馬援傳》所記﹐乃是隴西

太守馬援為了防止羌族的侵犯而設置的“塢候”﹐也就是軍事防禦堡

壘﹐永嘉之變發生後﹐人民為了避亂﹐利用天然要害之地形成供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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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壁壘﹐《水經註》中說﹐百姓在洛水河畔構築的一合塢﹐高二

十丈﹐南﹑北﹑東三面有天然絕壁﹐只將西面以人力堵住﹐此真所謂

“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

動”。那時的北方﹐儘管到處都出現了塢﹐但尤以河南為多。《水經

註‧洛水篇》就記載﹕“洛水所經﹐堡塢林立”﹔而究其原因﹐主要

是因為河南嵩洛一帶﹐多有既險阻又可以耕種﹐且有泉水灌溉之地﹐

正是自給自足﹐可以長久支持的理想地方。 
中國的制度﹐起源於血緣氏族制（王國維所謂《殷周制度論》即

是言此）﹐繼之以中央集權的官僚制（所謂“百代都行秦法政”是也）﹐

而“自相糾合”﹑“推舉塢主”﹑“考功庸﹑計尺丈﹑均勞役﹑同有

無”的農民集體自組織形式﹐則肇始於五胡亂華時代的“塢壘制

度”﹐作為一種新制度的萌芽﹐後世所謂“農戶”者﹐其實就起源於

“塢壘戶”﹐因為此前只有“役戶”﹐即承擔徭役的農奴﹐並沒有“農

戶”這樣的說法﹔而“農戶”是對中古以來作為農奴和部曲的“役

戶”的革命﹐塢壘組織﹐作為自下而上的自由民的自組織集體﹐乃是

對血緣共同體和國家官僚制度的雙重超越﹔從此後﹐中國自下而上的

農民革命﹐就不再是烏合之眾的“痞子運動”﹑不是立足於血緣關係

的封建割據﹐也不是沒有身份的奴隸起義﹐而是有了自己的領導力量﹑

組織形式﹑有明確的社會改造理想和目標﹐是具有獨立身份的農民團

結起來﹑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力量﹐所不懈從事的改造中國社會

的進步運動。 
也正是敏感到塢壘制度意義重大﹐陳寅恪先生才在《桃花源記旁

證》2 這篇名文中﹐通過綿密的考證斷定﹕《桃花源記》雖為寓意之

文﹐卻是西晉末年以來塢壘生活的真實寫照。他考證說﹕東晉末年﹐

隨從宋武帝劉裕遠征長安的戴延之﹐遵照劉裕的指示實地踏勘洛水上

                                     
2 原文載《清華學報》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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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因為無法到達水源而中途折返﹐其時他踏勘了百谷塢﹑檀山塢等﹐

並且經過“桃源塢”這個地方﹐戴氏撰寫的踏勘記名為《西征記》﹐

陶淵明正是取材於此而創作了著名的《桃花源記》﹔這也就是說﹕

“桃源”本來實有其地﹐而非陶淵明的幻想﹐桃花源居民先世所避之

“秦”﹐乃是掃平了北方﹐繼而發動淝水戰爭的氐族苻堅之“前秦”﹐

而不是指秦始皇的秦。而真實的桃花源﹐應在中原文明發達之北方的

弘農（靈寶）或上洛（洛陽）一線﹐而不可能在南方的武陵。 
“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

道寄奴曾住。”“寄奴”是宋武帝劉裕的小名﹐劉寄奴手下的戴延之﹐

乃是第一個“遭遇”了中國農民的集體組織 — 桃花源﹐然而卻又

迷途折返的人。陳寅恪寫《桃花源記旁證》時的感慨﹐未必比當年的

辛棄疾要小﹐陳氏此論﹐更是歷史研究中一個非常的洞見﹐它揭示了

中原文明何以能夠在戰亂中得以保護與延續﹐以及此變亂所導致制度

創新之奧秘﹐儘管陳氏畢生﹐卻未必瞭解那一頭扎進了“桃花源”﹐

從此便不再回顧折返的毛潤之的所思所想﹐他也不會贊同毛所謂組織

起來的農民集體﹐“什麼人間奇蹟都能創造”的論斷﹐如今想來﹐中

國歷史上﹐遭遇“桃花源”而又迷途折返者﹐又何止戴延之一人﹖ 
我讀《桃花源記》﹐總是要陷入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過去叫士

大夫）如何與農民相結合這個話題而不能自已。在我看來﹐第一個對

農民的自組織集體頂禮膜拜﹐大加讚美者就是陶淵明﹐而不是後世的

丁玲﹑柳青﹑趙樹理﹐陶淵明大概是第一個希望一頭扎進農民堆裡﹐

從此再不願“出山”的中國士大夫﹐從此後﹐陸象山﹑王陽明﹑顧炎

武﹐乃至清季世的曾﹑胡﹑左﹑李﹐都將作“塢主”（即鄉里共同體

領袖）﹐當作一時之理想﹐大而言之﹐“上山下鄉”還是“下山進城”﹐

從此便成為一千多年來中國讀書人的艱難選擇﹐只有知識分子深入農

民之中﹐才能改造中國﹐而洞悉此道的集大成者﹐自然就是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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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來﹐朝廷治理士大夫的辦法就是讓他們當官﹐對士大夫而

言這也就叫做“出山”﹐朝廷的辦法自然是利誘﹐說是利誘﹐辦法其

實簡單﹐說白了﹐就類似於今天的“考級”﹐也就是朝廷制定一套考

試標準來選拔士大夫﹐這個標準便是所謂“文法”﹐從此後﹐士大夫

所學者便是“文法”﹐而非聖賢之道﹐王安石所謂“文法害聖賢之

道”﹐後世光緒帝所謂“中國之弱﹐在於積習太深﹐文法太密﹐庸俗

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說的都是這個意思。 
“出山”便是士大夫脫離農民群眾的開始﹐而朱熹﹑陸九淵們想

出的反抗科舉與文法的辦法﹐便是“上山”﹐這也就是在山上開書院

講學﹐以與朝廷之“文法取士”的考級招安相對抗。“士大夫上山下

鄉”的靈感﹐源遠流長﹐其源頭也便是來自農民的塢壘和塢壁的傳統﹐

因為宋代的書院也叫原塢。 

原塢﹑書院﹐作為士大夫的自組織﹐其實是從農民那裡學來的。 
 

逎

3 
 

這裡說到的﹐就是知識的共同體與農民共同體之間的關係﹐是書

院與塢壘之間的關係。 
實際上﹐自魏晉以來﹐農民的自組織推舉出來的塢主中﹐不少便

是讀書人和士大夫﹐從東晉的庾袞﹐直到被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

中大肆謳歌的明代書生李岩﹐他們都是這樣的讀書人塢主﹐他們的行

為﹐可以說是以開倉賑濟﹑平民教育為職責﹐以“替天行道”為目的﹐

                                     
3《陸九淵集》﹐中華書局 1980 年﹐第 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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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們就是知識分子與農民群眾相結合的模範﹐是

“上山下鄉”的楷模。 
由於有了讀書人的加入﹐塢的功能便不僅僅是生產和軍事自守﹐

因為民眾教育成為塢的一個重要功能﹑基本特點﹐它尤其表現在﹕塢

的治理理想﹐不是刑名和利誘﹐而是思想教育﹐它主張待共同體的成

員如“學生”﹑如“子弟”﹐而不是如“百姓”﹐大而言之﹐它昭示

著中國兩條政治路線的分野﹐一條“官僚”對“百姓”﹐一條“鄉

里”對“子弟”﹑“老師”對“學生”﹐而只有後一條線﹐即只有以

百姓為“父老”﹐方才能夠帶出了“子弟兵”﹐只有“老師”對“學

生”﹐才能培養真君子。而這種治理依靠的﹐自然是文化和信仰﹐它

所針對的是共同體成員的“心”﹐而不是“身”﹐所以﹐它主張用做

學問的方式搞治理﹐主張讀書與治理不可分為兩事﹐這便是“一邊打

仗﹑一邊生產﹐一邊讀書”﹐這便是“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

學別樣”﹐這便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賢只一個功夫﹐知

行不可分作二事”。極而言之﹐它強調政治工作的辦法與搞學問無異﹐

根本上均在於“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因此提倡用開會和思想

教育的方式解決群眾問題﹐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造成“必也使

其無訟乎”這樣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若說遠點 — 這也就是“三代之治”的理想。 

三代尤遠﹐魏晉也不近﹐而我們所知道的﹐是毛澤東書裡寫到的

那些鮮活的主張﹑那些古老而年青的語句﹐以及共產黨當年在陝甘寧﹑

太行山的實踐。它表明﹕三代之制沒有那麼遙遠﹐也沒有那麼玄乎﹐

古人﹑古制並非一種敘事﹐所謂的“現代”﹑“後現代”﹐所謂的“西

方正典”﹐才是今人手造的莫名其妙的“大敘事”。 
宮崎市定的名言是﹕以為毛澤東憑一個人的天才就改變了中國﹐

這是因為人們不瞭解毛澤東是站在了中國多少聖賢的肩膀上。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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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偉大﹐不過是他使得中國道路得以延續﹐並發揚光大。 
 

 
 

 
 

其實﹐近代湖南﹐倒是出了兩個潤之（芝）﹐一個自然是毛潤之﹐

另一個乃是曾﹑胡﹑左﹑李的中堅 — 胡潤芝（林翼）。且有“澤東”﹐

亦有“澤南”。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先生《近百年湖南學風》講湘軍

及其創始人羅澤南﹐他以為湖南學風之要害﹐全在“以思想建軍”﹐

“以學問治世”﹐而其關鍵﹐一言以蔽之﹐就在於知識分子﹑讀書人

與工農兵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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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錢基博先生很以莊存與﹑劉逢祿這樣的同鄉自豪﹐因為無錫乃是

經世致用的“今文經學”的故鄉﹐按照他的思路﹐近代中國經世學統

開於江蘇﹐而成於湖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實便是以朱子語錄

治軍的典範。這話聽起來荒唐﹐但深思之﹐卻絕非沒有道理。尤其是

他指出﹐宋儒的缺點﹐便是將學問與讀書考試相結合﹐從而墮入“小

廉曲謹﹐以持當躬”﹐而惟有將學問與保家衛國相結合﹐只有知識和

知識分子與人民相結合﹐方才可以上馬殺敵﹐下馬讀書﹐朝出鏖兵﹐

暮歸講道﹐方才足以“任大事”﹑成大事。 
在我們這個世界上﹐中國人口最多﹐最多的人口就在農村﹐這原

是最簡單的事實﹔只有把農村搞好了﹐中國才能好﹐只有農村出人才﹐

中國才能出人才﹐只有農村強大起來﹐中國才能強大﹐這本是最明白

淺顯的道理﹐而處心積慮地要使農村弱下去﹑垮下去﹐以便靠壓迫﹑

掠奪農村﹑靠欺騙大多數人而謀一小部分人的“發展”﹐損不足以奉

有餘﹐這有違天道自然﹐朱子當年說宋代的發展道路違反“天理”﹐

這並不是沒有根由的。 
唐中期﹐楊炎行“兩稅法”﹐役法從此正式瓦解﹐役戶從此正式

成為以稅代役的“農戶”﹐而歷史關鍵更在於﹐基層里保制度亦從此

變質。 
唐宋之間﹐中國基層十戶為保﹐十保為里﹐里保長本是鄉里公推﹑

輪流擔任的“民眾召集人”﹐但自“兩稅法”行﹐里保長均由富戶﹑

大戶擔任﹐這自然是為了稅收的保證與方便﹐但是﹐如此以來﹐里保

長便由公推或輪流擔任的基層民眾召集人﹐變成包攬國家稅收的胥

吏﹐宋﹑明﹑清之制﹐官不久任﹐官其實不管基層的事﹐基層的事權﹐

                                     
4 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第 2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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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操縱在胥吏手中﹐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皆實指也”。胥

吏成為魚肉鄉里的黑社會勢力（土豪劣紳﹑贏利型經紀）﹐中國基層

從此陷入群龍無首﹑一盤散沙的狀態﹐基層組織﹑農村集體﹐至此全

面瓦解。宋﹑明﹑清之弊﹐首在於基層無組織﹐國家能力無法深入基

層﹐中國近代之落伍之根底﹐也實在於此。 
而且﹐即使沒有朝廷政策的強制﹐隨著運河沿線城市的興盛和大

商人集團的崛起﹐塢壘這種農民的“小城”﹐必然也要伴隨著農村整

體一起衰落。組織的瓦解﹑貨幣的短缺﹑與外部市場的隔絕﹐都足以

置鄉里集體於死地。 
現代以來﹐中國學術界為了模仿﹑追隨西洋道路﹐鑽牛角尖般地

在中國歷史中尋找“資本主義萌芽”﹐而結論﹐其實原本早就擺在那

裡﹕宋﹑明﹑清的制度設計本身﹐便是以弱化﹑分化農村為指歸﹐在

這樣的制度框架下﹐從中國基層農村﹐就絕不能自動長出西洋那種

“資本主義”和“市民社會”。這裡的原因是﹕無論江南和沿運地區

發展出多麼龐大的﹑以紡織業為核心的農村家庭手工業﹐但是﹐由於

“市場”和“投資”都在外部﹐尤其是自明隆慶以來﹐大規模地進口

白銀並依賴海外市場﹐在由大商人和地方胥吏所壟斷的層層“轉包”

的產業鏈條中﹐基層手工業者﹑分散的“農戶”﹑“織戶”處於產業

鏈條的最末端﹐處於被剝削壓榨的最底層﹐他們在“資金”與“市

場”這兩方面都徹底喪失了自主性﹐從而不得不依賴於外部的城市﹑

大商人 — 隨後就是買辦商人和承包商。 
一缺乏資金﹑二缺乏內部市場﹐三沒有農民自己的組織﹔既然不

能組織起來﹐也便沒有公共積累﹐這是中國基層手工業不能向產業化﹑

工業化和城市化進步根源﹐五百年來﹐中國基層農村在資金﹑市場﹑

組織方面﹐均是被制度性打壓﹑分化﹑瓦解的對象﹐是被掠奪的對象﹐

這便是中國基層共同體瓦解的根源﹐這便是中國近代衰落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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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讀罷頭飛雪”。讀中國史﹐最大的感慨就是農村基層組織

的自我修復能力之強﹐是脫胎於塢壘傳統的中國的基層共同體﹐如何

在艱難困苦中依舊成為支撐中國改革與革命的根本力量這個動人的

事實。 
清兵入關﹐所遭遇的最根本抵抗不是明軍和李自成﹐而是塢壘為

代表的基層民眾﹕“時開封﹑汝寧間列寨數百。劉洪起長之﹔南陽列

寨數十﹐蕭應訓長之﹔洛陽列寨亦數十﹐李際遇長之。各擁兵四五萬﹐

而洪起最勇……惟劉洪起力戰汝寧間﹐及七月﹐始為內大臣和洛輝所

破斬。”5 同光之間﹐內憂外患﹐在日益臨近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

局”中﹐曾﹑胡﹑左﹑李率領湖南子弟兵起於鄉里﹐成為“中興”的

基石。直至盧溝橋角聲連天﹐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東南沿海

城市一朝盡失﹐惟有中國共產黨人振奮於陝北﹐興起於太行﹐所以能

夠再造中國者﹐就在中國共產黨人實現了中國優秀知識分子與最基層

農民群眾的緊密結合﹐就在於中國共產黨人在山窮水盡之際﹐能夠義

無反顧的“上山下鄉”﹐如此﹐方從中國最基層將民眾組織起來﹐從

中國最基層加強了中國的國家能力﹐中國革命勝利的道理﹐無非是倒

轉了宋﹑明﹑清持續四百餘年來﹐弱化基層﹑分化基層﹑剝奪農村的

發展道路﹐它更證明了一個樸素的真理﹕農村強則國強﹐基層固則國

興。 
“要把農村建設好﹐建設得和城市一樣好”﹐“中國有 11 億人

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億人富裕﹐相應地有九億人擺脫不了

貧困﹐就不能不革命啊﹗”斯聖人言也﹐斯天理也。天理俱在﹐何不

存天理﹐滅人慾﹖所謂“存天理者”﹐便是建立農村基層金融服務體

系﹐使投資向農村傾斜﹐就是建立植根於農村的內需市場﹐就是建立

和壯大農村基層組織。與民同心﹐斯為大同﹐知識分子與農民相結合﹐

                                     
5 魏源﹕《聖武記》﹐岳麓書社 2011 年﹐第 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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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基層去﹐到人民中去﹐拜人民群眾為師﹐作他們的知心人﹐乃至學

著作他們的組織者和共同富裕的帶頭人﹐這便是與民同心﹐斯為大道﹐

是人間正道。 
當世知識賢達﹑社會精英﹐每以“士”自詡﹐實則往往為功利﹑

私慾鬼迷心竅﹐大人先生其志﹐功利小人其心﹑其實﹐獨獨喪失了常

識感﹑平常心。若非鬼迷心竅﹐喪失常心﹐何以捨本逐末﹐捨大道而

就歧路﹖何以棄常理而就邪說﹖“三代”遠矣﹐“塢壘”遠矣﹐“人

民公社”遠矣﹐“共同富裕”亦遠乎﹖捨本逐末﹐捨道逐術﹐雖聖人

再世﹐吾知此道不能復起也。 
此非勢也﹐非命也﹐是不知大勢﹐是不知天命也。 
 

 
1951 年 5 月﹐《中國青年報》創辦者之一﹐編委﹑副刊主編劉蘊

華（柳青）毅然離開了首都北京﹐自己帶著簡單的行李﹐踏著最後一

場瀟瀟春雨中的泥濘路﹐來到陝西省長安縣的皇甫鄉安家落戶﹐直到

1967 年被強行“趕走”﹐這位曾經的“團中央高級幹部”在鎬河畔

神禾原上的古廟裡﹐像一個農民一樣住了 14 年。 
“腳上穿著爛皮鞋﹐褲腿上滿是泥點子﹐手裡拿著哮喘噴霧器﹐

沒日沒夜在村裡和田裡轉”﹐柳青給皇甫鄉人留下的印象﹐使人想起

他同時代的另一個傳奇人物﹕1950 年代﹐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捨

棄了在古巴青年團和中央銀行的領導職位﹐悄然離開哈瓦那﹐奔向艱

苦的叢林游擊戰﹐在一個也許並不適合他肉體生存的地方﹐去身體力

行地打擊世界上最野蠻的獨裁者。— 而巧合的是﹐柳青與格瓦拉患

有同樣的疾病﹕嚴重的哮喘﹐他們甚至都要依靠哮喘噴霧器才能維持

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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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梁生寶買稻種”的故事其實就來自柳青本人。1956 年﹐

柳青用自己的稿費和積蓄換來了日本良種稻 — 矮桿粳稻﹐在小範

圍種植試驗成功之後﹐第二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寶的原型）勝利合

作社的一千多畝水稻獲得了平均畝產 710 斤的大豐收﹐創造了陝西地

區歷史上最高的糧食生產紀錄。1960 年﹐長篇小說《創業史》第一

部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前的一個月﹐柳青就將全數的稿費 16065
元﹐捐給勝利人民公社﹐作為公社的工業基建費用﹐公社用這筆“鉅

款”修了一座農業機械廠﹐後來又建了王曲衛生院。為給村裡拉電線﹐

柳青更預支了小說第二部的部分稿費（《創業史》原計劃寫四部）﹐於

是柳青的後半生幾乎就是在債務中渡過的﹐像一切苦行者一樣﹐這個

當代中國“發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時很可能一貧如洗﹐他盛年

而逝﹐並不長壽（終年 62 歲）。 
“往事並不如煙”。“梁生寶買稻種”的故事自然也不絕如縷。

1990 年代末﹐為了支持中國包產到戶的典型安徽鳳陽小崗村﹐日本

駐上海總領事代表日方向小崗村投資一千萬日元﹐用於引進優質稻

種﹐以改變小崗村農戶自 1980 年代後期以來糧食產量長期徘徊不前

的局面（據陳窗﹑曾德方《小崗農民訪談錄》披露﹕2002 年小崗遇

到旱災﹐許多家庭承包田的畝產降到 200 斤）﹐與柳青的故事相似 — 
稻種還是日本稻種﹐但是﹐此時的小崗村卻遇到了當年《創業史》開

頭所描寫的“蛤蟆灘式困境”﹕由於村裡早已沒有集體農田﹐更沒有

一個王家斌式的村幹部願意將自家的田用來試驗新稻種﹐沒有一個

“梁生寶”自願吃虧充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結果優質稻種因為無地

試驗而無法推廣﹐一千萬日元投資自然打了水漂。1990 年代末﹐一

千萬日元不過 65 萬人民幣﹐而在 1960 年代初﹐一﹑二兩部《創業史》

的稿費卻遠不止今天的三百萬人民幣﹐在當時的農村﹐幾乎就可以開

銀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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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孟加拉國銀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因為長期從事反貧

困事業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其獲獎理由不過是﹕他長期向窮人提供

小額貸款（每筆 20 美元）﹐只是不要抵押而已（實際上﹐窮人除了自

己身上的一張皮之外﹐實無長物可以抵押）﹐而至於“利息”﹐慈善

家們似乎總還是要收的﹐與尤努斯博士這種“慈善家”不同﹐柳青的

事業更真實地屬於千千萬萬人﹐可以毫無疑問地說﹐他所作所為比尤

努斯要徹底得多。 
 

 
正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能從當下 — 而應該從 1949 年

算起一樣﹐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歷史﹐也不能從 1980 年代﹑

更不能從“當下”算起。例如﹐1964 年新日本出版社就翻譯出版了

《創業史》上下兩部﹐這也是迄今為止最完整的《創業史》版本（因

為中國國內只出版了《創業史》的第一部）。日本著名學者岡田英樹

在《野草》雜誌評論說﹕“《創業史》確實把中國長篇小說的已有水

平引向一個新階段”﹐日本讀者“為其直視現實的敏銳目光而驚訝﹐

為其生動的人物形象而興奮﹐被作者對未來充滿堅定信念的描寫而征

服。” 
1978 年﹐《創業史》英文本出版﹐柳青臨終前在病床上翻看的書﹐

就包括這本英文《創業史》。諷刺性的是﹕儘管 1980 年代開始了中國

文學“走向世界”的時代﹐而“當下”的中國作家能夠閱讀﹑翻譯和

運用外文寫作者﹐卻始終寥寥無幾（張承志可以用日文寫作﹐也許是

唯一的例外）﹐當下的中國作家其實是靠穆旦等翻譯家的語言來完成

他們對於西方文學大師的崇拜的﹐而可以肯定的是﹐迄今為止﹐當代

中國小說家可以熟讀英文原著的﹐其實是三個最土的“農村題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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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柳青﹑趙樹理和韓少功。 
或許﹐當下的人們也已經忘記﹐所謂“中國人放歌維也納金色大

廳”的歷史﹐並非從宋祖英等“走向世界的藝術家”開始。因為早在

1951 年﹐中國歌劇《白毛女》就轟動了維也納（並不是靠使館送票﹐

動員﹑組織當地華僑來捧場）﹐而在柏林和德累斯頓﹐當年喜兒的扮

演者王昆﹐幾乎被歌劇之鄉歐洲觀眾熱情的鮮花所掩埋﹐謝幕的時候

根本無法下臺。今天熱衷於引進“西洋大歌劇工程”的人們也許不想

知道﹐芭蕾舞劇《白毛女》至今依舊是世界上頂尖芭蕾舞團的保留節

目（例如著名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團）﹐至今在世界各地（除中國大陸

外）巡演﹐長演不衰。 
被“當下”遺忘的當代中國作家丁玲﹑柳青﹑趙樹理﹐他們的世

界影響首先是因為其對現代性的深刻理解﹐對現代小說藝術的創新。

普林斯頓大學的嚴海蓉和康乃爾大學的顏海平教授曾分別指出﹕《創

業史》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突出成就在於“心理描寫”﹐它使

得中國農民從此成為有了豐富內心活動﹑內心矛盾和靈魂鬥爭的“現

代人”﹐中國農民的階級主體性﹐就是在這種精神的自我矛盾中建立

起來的。正是這種心理描寫﹐揭示了在中國革命中﹐農民的“內在主

體性”逐步確立的過程﹐它揭示了農民在現代革命條件下靈魂的“自

我分裂”﹐同時更揭示了﹕正是在克服這種分裂的過程中﹐中國農民

方才逐步形成了集體意識﹑國家意識和新文化信仰。比起獲得土地和

物質上的“翻身”﹐這種主體意識確立的歷史﹐則是漫長的中國革命

的另一個重要遺產。 
實際上﹐《創業史》有兩條線﹕一條是具體的“創業”歷程﹐一

條是農民的“階級主體性”形成的歷程﹐這兩條線互相促進﹑互相轉

化﹐方才構成了柳青《創業史》的敘事風格。 
小說主人公梁生寶﹐從個人意識走向集體意識﹐其階級主體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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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動力﹐始終是“創業”﹑“置業”的現實物質追求﹐而並不是抽

象的精神活動。正是在“置業”這個物質目標的驅動下﹐在“創業”

這種物質生產活動中﹐在創業﹑置業的挫折中﹐主人公由“個人創業

發家”的失敗﹐逐步走向“集體創業發家”的覺醒。 
通過這樣彼此交織的兩條線﹐作家要揭示的是“以物質生產活動

為基礎和動力的農民精神蛻變”﹐而這就是作家的“辯證唯物主義”

視野﹕一方面﹐離開了現實中的創業歷程﹐梁生寶與“蛤蟆灘”農民

精神和思想的變化就沒有了依據﹐他們也就成為了“高大全”﹐他們

的故事﹐也便成為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謂 — 
戴著階級標籤的“假面舞會”﹐而其實質終歸還是“一堆馬鈴薯一般

的小農”﹐一旦曲終人散﹐卸下階級標籤﹑面具﹐他們依然還是一盤

散沙的舊式小農﹔而反過來說﹐離開了在創業道路上精神的蛻變和昇

華﹐離開了階級意識的產生﹐《創業史》也就成了傳統中國的田園詩﹐

在那裡則沒有具有內在深度的人﹑沒有具有主體性﹑主動性的人﹐而

只有“自然人”。 
《創業史》的主要成就﹐當然還是在後一條線﹐即寫中國農民“現

代主體意識”﹑階級意識確立的歷史﹐這使得《創業史》不是後來諸

如《月亮灣的笑聲》﹑《李順大造屋》那種沒有精神深度的農民“發家

史”。在後者中﹐農民被當作純粹的物質﹐1980 年代以來的中國農

村題材小說﹐均把農民當成了“物質的奴隸”— 黑格爾說﹕奴隸不

是人﹐因為奴隸的工作是勞動﹐奴隸的宿命就是改造物質世界﹔奴隸

根本上屬於物質的世界﹐而非精神的世界。主人則是通過支配人﹑支

配和管理“精神的世界”而間接地支配物。而《創業史》所要寫的“農

民的歷史”﹐乃是作為“現代人”的中國農民的主體性形成和發展的

歷史﹐通俗地說﹐就是“新人”﹑“新農民”成長和發展的歷史﹐《創

業史》的創新﹐就是寫農民的“心靈史”﹑寫農民內在主體性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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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這種創新﹐首先就是不把農民寫成高大全﹐恰恰相反﹐作者一

開始就揚棄了那種抽象的“公”﹐而是從農民的自私﹑動搖﹑自我矛

盾﹑自我懷疑出發﹐一言以蔽之﹐柳青最高明的地方﹐是把農民的“不

堅定性”— 即農民的自我矛盾﹑自我懷疑﹐既看作農民的弱點﹐同

時﹐更看作農民覺悟的動力。 
關於自我懷疑和自我反思乃是農民精神主體性形成的動力﹐這方

面認識最深刻的是被稱為“農民的王”的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

會主義高潮》中﹐毛澤東曾經如此感慨地寫到﹕“社會主義是這樣一

個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經過同舊事物的嚴重鬥爭才能實現的。社

會上的一部分人﹐在一個時期內﹐是那樣頑固地要走他們的老路。在

另一個時期內﹐這些同樣的人又可以改變態度表示贊成新事物”— 
《創業史》扉頁上鄭重地引用了這段話﹐這引用並不是為了圖解﹑跟

隨政治形勢﹐因為恰是這段話﹐表達了對於“精神的歷史”（精神現

象學）的最為透闢﹑根本的理解。黑格爾說過﹕自我懷疑和自我反思﹐

既不能說是一種弱點﹐也不能說是一種長處﹐因為它就是人類精神活

動的基本方式。 
《創業史》是一部中國農民的“精神現象學”（當然是文學化

的）。它的主人公梁生寶﹐並非生來就是大公無私的高大全﹐從小說

一開始﹐梁生寶追求的便不是純粹的精神和道德﹐與千百萬中國農民

一樣﹐他追求的是物質﹑是發家致富﹑是置業創業﹐即他的出發點同

樣是“私”﹐而不是抽象的“公”﹐當然﹐梁生寶最終還是達到了

“公”﹐只不過﹐梁生寶的“公”是以“私”為起點和動力的“公”﹐

是包納了“私”的“公”﹐這樣的“公”乃是千百萬組織起來的小農

的“大私”的表述﹐正是在包納千百萬“小私”﹐而同時又揚棄抽象

的“公”的過程中（這在梁生寶與“抽象的公”的代表者 — 郭振

山的矛盾衝突中﹐有著突出的刻畫）﹐梁生寶方才成為新的“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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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方才得到了廣大農民﹐特別是他的養父“梁三老漢”的支持﹑

理解和認同。 
與“文革”時代的作品如《金光大道》和《豔陽天》相比﹐《創

業史》的重點不是寫階級鬥爭﹐而是寫農民的“創業”（這是它在“文

革”中被批判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我看來﹐柳青卻是在更深入的

意義上﹐去理解階級和階級鬥爭的。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一方面﹐離開了物質生產活動﹐“階級”

就不過是一個空洞的身份標籤﹐而另一方面﹐或者更為重要的方面則

是﹕階級鬥爭並不等於簡單的“戰爭”﹐它並不是從肉體上消滅對手

的那種粗暴的活動。在馬克思的意義上﹐階級鬥爭是“揚棄”﹐它的

核心過程是“包納”﹐即不是簡單的消滅對方﹐而是在將對方包納進

自身的同時﹐揚棄過去的“自我”﹐從而形成的新的主體。 
《創業史》便是這個意義上的階級鬥爭史﹐而這樣的階級鬥爭史﹐

同時便是階級主體包含式（即包納他者）的成長過程﹐所謂包納他者﹐

也就是“在舊的事物中包含著新事物的萌芽”﹐同樣的﹐在新事物中

又始終蘊含著舊事物“復辟的可能性”。即這種“包納式的揚棄”﹐

並不會以一方完全克服﹑消滅﹑取代另一方而結束和告終﹐所謂“一

個階級勝利了”﹐乃是指它將自己的對立面包容在自己的內部﹐“一

個階級失敗了”﹐則是指它依然以新的形式繼續存在和寄生在新生的

肌體中﹔當然﹐這並非是由於“階級鬥爭”進行的“不徹底”﹐而是

說“揚棄”乃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方式。 
只有從這樣的視野﹐才能理解所謂“階級陣線﹐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都存在著階級﹑階級鬥爭﹐都

存在著資產階級復辟的可能性”— 才能理解這種革命和階級鬥爭

的辯證法。 
如果喪失了自己的對立面﹐就不會有主體的運動﹐也就不會有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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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毛澤東說﹕“一切事物中都包含著它的對立面”﹐“到了共產主

義﹐還是會有矛盾”。 
 在這個意義上﹐《創業史》﹐其實是一部比《金光大道》更深刻﹑

更徹底的中國農村階級鬥爭史。 
 

 
《創業史》的主人公叫梁生寶﹐小名“寶娃”。而漢語中的所謂

“寶”有兩個意思﹕一個寶貝﹐另一個則是“活寶”（即類似於“傻

瓜”）。 
梁生寶其實正是這樣一個雙面體﹕他是新農村千百萬中國新農

民的代言人﹐同時﹐他性格中也有“傻瓜”或者“活寶”的一面。對

於已經不熟悉 1950 年代中國歷史的當下年青讀者來說﹐《創業史》的

故事﹐其實最類似於廣有影響的美國電影《阿甘正傳》（Forrest 
Gump）﹐“寶娃”與“阿甘”的故事﹐其實屬於同一類型的現代小

說敘事（“小上帝”或“小天使”敘事）﹐這都是“雞毛可以上天”﹑

弱者和小人物辦大事的故事﹐這兩部作品也都是通過一個小人物﹐來

寫了一個時代﹐而這個時代就是所謂“現代”。 
如果用最簡單地詞來解釋什麼是“現代性”﹐那麼我們可以說﹐

所謂現代性也就是“可能性”（possibility）。它意味著不斷的自我創

新﹑自我生產和再生產﹔通過自我創新﹐“我”才有可能成為一個不

同的人﹐世界才有可能成為不同的世界﹐而“另外一種選擇﹐另外一

種道路﹐一個新的世界﹐便永遠是可能的”。 
而在 1500 年以降的歐洲﹐現代性這種“自我創新”的理念﹐是

伴隨著迷漫全社會的精神和信仰危機﹑伴隨著宗教改革運動而確立

的。加爾文（John Calvin）的著名論斷是﹕人的命運處於“雙重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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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predestination）中﹕即“個人的選擇”和“上帝的選擇”。

人可以選擇﹐他可以選擇得救或者沉淪﹐但是人卻不能理解﹑代替上

帝的選擇﹐因為上帝神秘的力量是人所不能達到的。上帝可以選擇善﹐

也可以選擇惡﹐只不過那屬於神的意志。正是這一著名的“加爾文論

斷”將人類的命運和“前定”相對化了﹐而這就意味著現代性的降臨

伴隨的是“上帝（決定論）之死”﹐而人的自我創造成為可能﹕“從

來就沒有救世主”﹐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歷史便不會終結。 
從宗教改革運動中汲取了靈感的達爾文的“進化論”﹐把上帝和

命運的青睞加之於“強者”﹐這裡的強者自然是新興的資產者﹐將達

爾文的叢林法則移植到社會﹐資產者就成為了人類中“有天賦的強

者”﹐這樣一來﹐上帝“看不見的手”也就只為強者（有權力和財富

者）擲骰子﹐這意味著在“生存競爭”中強者一定會勝出﹐強者甚至

就是上帝的化身。 
但是﹐馬克思指出﹐如果說資產階級確乎有什麼特殊的“天賦”﹐

這種天賦其實不過就是“創新”而已。馬克思說﹐資本家不是舊貴族

舊地主﹐也不是商人和高利貸者﹐資本家是一種特殊的企業家和實業

家﹐資本家是“生產者”﹐作為“生產者”﹐它除了對生產力和生產

關係進行不懈的創新之外﹐沒有任何超出商人和高利貸者﹑超出歷史

上的舊貴族和舊地主的“天賦”和“實力”﹐除了把生產和再生產當

作價值之外﹐現代社會沒有任何其他的終極價值。而如果將無產階級

的革命導師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產階級那段無與倫比的滔滔讚頌﹐

歸結為一句簡明的話﹐那其實便是對於“創新”的讚美。 
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終還是把“創新”這頂最偉大的“現代

天賦”桂冠加在了無產階級的頭上﹐恩格斯甚至認為﹕與資本家階級

相比﹐無產階級作為生產者﹐乃是最徹底的企業家﹐因為無產階級連

生產資料都沒有﹐所以﹐不斷創新和變革生產力﹐便是無產階級存在



 23

的唯一理由﹑唯一目的。 
實際上﹐馬基亞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早於馬克思提出了

另外一種假說﹐以與達爾文建立在動物世界之上的“強者神話”相對

立。他認為﹕如果我們回到宗教改革思想中所蘊涵的現代先聲﹐那麼

恰恰是“弱者”和“窮人”才代表了路德和加爾文的“新上帝”— 
這個“現代意義上的上帝”﹐不過是一個不斷創造“新我”﹑“新

人”和“新世界”的充滿“可能性”的主體﹐這個自我創造的主體﹐

與窮人和弱者的形象類似。他說﹐正因為貧窮和受苦﹐現實中的弱者

和窮人身上才充滿了自我更新和改變世界的不息的渴望和能量

（ability to renew being）﹐而相對來說﹐強者和富人則傾向於維護現

狀。而“窮則思變”﹐正因為窮人和弱者命定的熱衷於自我更新和改

變現狀﹐所以“弱者和窮人”比“強者和富人”就更容易傾向於創新

和試驗﹐弱者比強者在心理上更“開放”﹕因為在試驗和創新的競爭

中﹐弱者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喪失﹐他們失去的也許僅僅是鎖鏈而

已﹐但對於擁有既得利益的強者來說﹐事情則不然。強者已經擁有一

切﹐因此﹐他不需要﹑乃至反對“可能性”和不確定性。 
“窮人更需要一個新世界”﹐“窮人”更需要一個新的自我。這

也就是為什麼馬基亞維利會認為﹕在宗教改革之後的世界上﹐如同上

帝一樣真正具有“預言能力”的恰恰是窮人和弱者﹐這不但因為貧窮

是一種現狀﹐而且更因為貧窮意味著“改變現狀的可能性”。貧窮不

但是世界本身﹐而且貧窮也是“改造世界的可能性”（not only is the 
poor in the world﹐but the poor itself is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the 
world）。在這個意義上﹐路德和加爾文的上帝﹐其實就是一個窮人和

弱者的上帝﹐甚至可以說﹕窮人就是“上帝在人間”（The poor is god 
on earth）。 

也正是基於馬基亞維利對現代性的理解﹐現代小說中源遠流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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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或者“小上帝”敘事傳統得以形成﹕這意味著這樣一種

小說模式 — 上帝化妝來到“現代世界”﹐他扮演的其實是一個弱

者和小人物﹐他以魔法和神奇和向我們昭示的“神跡”﹐也就是“雞

毛上天”和小人物改天換地﹑作大事業的“可能性”。 
為人們所熟悉的電影《阿甘正傳》的開頭﹐其實正是這樣的隱喻﹕

一片雞毛飄然上天﹐飛到傻子阿甘手上。而主人公阿甘喃喃自語的開

場白是﹕“媽媽說過﹐生活就是一盒巧克力﹐在打開之前你永遠不知

道會遇上什麼。” 
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這個“雞毛上天”的意象更是別有深意﹕

1955 年 9~12 月﹐毛澤東親自編輯了長達 95 萬字的《中國農村的社

會主義高潮》資料集﹐並為每一篇資料加了按語。在一篇題為〈誰說

雞毛不能上天〉的文章前面﹐毛澤東這樣寫到﹕“富裕中農說﹕‘窮

光蛋想辦合作社哩﹐沒有見過雞毛能上天。’雞毛居然上天去了﹐窮

人要翻身了。舊制度要滅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雞毛不能上天’

這個古代的真理﹐在社會主義時代﹐它已經不是真理了。”而《創業

史》和梁生寶﹐就是產生在這個“雞毛可能上天”的時代。 
Antonio Negri 睿智地寫到﹕“現代性是在拉伯雷的笑聲中降

臨﹐帶著窮人飢餓的肚子至上的現實主義。”這句話意味著﹕現代世

界的“小上帝們”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翻身）的熱望﹐並非來自靈

魂深處神靈的感召﹐並非是要充當推動“絕對精神”前進的工具﹐而

完全是為他們咕咕叫的肚子所迫。人類因為匱乏不得不勞動﹐窮人因

為貧困不得不生產﹐這就是“人性”之被動性的根本﹐而“我們想吃

飯”和“雞毛要上天”這種鄙俗的要求﹐必然會伴隨著拉伯雷小說裡

大人先生們嘲弄的笑聲﹕正如《創業史》第一章的開頭﹐富裕中農郭

世富的新瓦房在人們羨慕的目光中平地而起﹐而梁生寶老弱病殘﹑飢

腸轆轆的八戶互助組﹐卻在一片嘲笑中登臺。接下來﹐寶娃這個“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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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式的人物”﹐也正是在一片笑聲中﹐如落湯雞一般從瀟瀟春雨中向

我們走來﹕頭上頂著塊麻袋片﹐身上扛著畝產 710 斤的新稻種。而在

小說結尾﹐當富裕中農郭世富老漢在糧食自由市場上數著賣高價換來

的幾十塊﹐以“龜兔賽跑”的預言嘲笑“寶娃這個寶貨”的時候﹐他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渾身都是麻袋片﹐如丐幫領袖的梁生寶﹐此時正

和老弱病殘鑽在終南山紮掃帚 — 而他從信用社裡領到的預付款就

是 750 塊 — 而且是“嶄新的人民票”﹗ 
烏龜竟然爬過了兔子﹐而雞毛也就是在這樣一片哄笑聲中﹐竟然

上天去了。 
一張白紙﹐沒有圖畫。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

畫。強者有強者的弱點﹐而弱也有弱的優勢。美國人阿甘是個弱者﹐

因為他弱智（IQ 只有 75）﹐中國農民寶娃更是個弱者﹐因為他貧窮。

兩部作品的開頭相似而又不同﹕童年的阿甘不敢下地﹐是因為他不會

走路﹐童年寶娃不敢下地﹐則是因為他沒有褲子穿。然而﹐也正是因

為弱智和貧窮﹐在有了自知之明的同時﹐他們也就沒有了﹑卸下了思

想負擔 — 這就是寶娃常掛在嘴上的﹕“自己有什麼﹖全下堡鄉誰

不知道咱乳名叫‘寶娃’﹐本來沒多大本領嘛﹗現在也並沒有丟人不

丟人的問題”（小說第 357 頁）。沒有了思想負擔﹐這就是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這其實也就是雞毛可以上天的第一步。 
既然“沒有丟人不丟人的問題”﹐也就具備了常人所沒有的自信

與從容﹐既然智商比別人短半截﹐因而笨鳥就必須先飛﹐“自助﹑互

助者上天助之”— 當阿甘為逃命被迫跌跌撞撞跑起來的時候﹐種地

搞不過富裕中農的寶娃﹐也被迫去搞新稻種﹑去紮笤帚搞副業（時至

今日﹐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寶娃也像富裕中農一樣迷信自家的二畝三

分地﹐他就將更深地被“捆縛在土地上”）。於是﹐在 20 世紀的 50
年代﹐太平洋兩岸的這兩個傻小子﹐被自身條件所逼迫﹐就這樣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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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從搖搖晃晃﹑步履蹣跚﹐到健步如飛﹐如風如電﹐在漫天風雨

中他們跌到爬起﹐終於給我們留下了奔跑不止﹑不懈自我創造的“現

代英雄”形象。 
我想﹐這也許就是《創業史》中的寶娃與那個既得利益者郭振山

的根本區別。既然寶娃本來就是大家嘲笑的對象﹐本來就是“喜劇人

物”﹐所以他就沒有什麼面子問題。而郭振山作為土改中的“轟炸

機”﹐卻從來就是威嚴和權力的象徵﹐結果﹐他害怕丟失的東西就太

多太多﹐罈罈罐罐﹐哪一件都捨不得丟手。郭振山的“在黨”﹐那是

因為黨是權力的象徵﹐郭振山羨慕富農﹐那是因為人家是財富的榜樣﹐

郭振山愛當官﹐是因為官才是威嚴和面子的集合。但是﹐寶娃跟共產

黨走﹐是因為共產黨憐貧惜孤﹐是因為共產黨“把屁股坐在了窮苦人

一邊”﹐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對寶娃來說不是空洞的信仰﹐而完全是

咕咕叫的肚子的選擇﹐— 說到底﹐除了共產黨外﹐誰還會要他們這

些老弱病殘孤呢﹖ 
現代性是對“新事物”的追求﹐現代性其實不過就是 “可能

性”﹐它宣告﹕從來就沒有救世主﹐而創造一個個不同的“寶娃”﹑

阿甘﹐創造一個不同的新世界﹐全靠我們自己。 
在人類認識的歷史上﹐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提出了這樣的觀點﹕

認識和掌握世界的基本方法﹐並不是真理和科學理論﹐而是以此為基

礎和起點的“實踐”。而實踐就是“在犯錯和糾錯中探索”的認識機

制。 
而毛澤東說﹕“一定會有兩種前途﹐兩種可能性。” 
這也就是說﹐在爭取勝利的可能性的同時﹐必須洞悉“失敗”同

樣也是一種可能性。這當然意味著﹐社會主義這個新事物道路艱難﹐

一定會遇到挫折﹐只有那些不怕挫折﹐不怕失敗﹐志向遠大者﹐才會

絕處逢生。社會主義是窮人的事業﹐是勇敢無畏的小人物的事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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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些人看來﹐它卻不過是傻子們關於“雞毛上天”的幻想。— 
而這就是小說所蘊含的最深刻的“現代意識”。 

 

 
打開 1960 年第一版《創業史》﹐映入眼簾的首先是三個字﹕“創

業難”— 柳青的感慨﹐當然也是屬於每個中國人的感慨。 
1982 年﹐柳青的三個子女來到皇甫村﹐睹物思情﹐他們這樣寫

到﹕ 
 

峁 —
14

— 淚

 

在柳青的骨灰面前撒下熱淚的﹐本應該是所有高尚的人﹐而不僅

僅是他的子女。然而﹐真實歷史和人事變遷﹐卻遠比房倒屋塌﹑物是

人非要來的更加殘酷﹐以至於作為後之來者的我們今天重讀《創業

史》﹐竟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正如今天重新面對柳青﹐我們一時竟不

知從何說起。遠隔滾滾紅塵﹐對於這部今天的年青人也許會感到非常

陌生的傑作﹐我們甚至不得不從一個看來最驚心動魄﹑最讓人揮之不

去的部分開始我們的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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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達 505 頁的《創業史》第一部的中間部分（257~258 頁）﹐

作者精心安排了一場歷史預言般的轉折式對話﹐見慣了世事變遷的梁

三老漢固執﹑突兀地追問生寶的“貼心人”盧明昌書記的一個問題﹕

如果進終南山砍竹子﹑搞副業出了事故﹐你們是否會追究梁生寶的責

任﹖如果互助組﹑合作社沒有辦成﹐或者辦起來之後最終還是頂不住

壓力﹐散掉了﹐那麼梁生寶作為領頭人﹐是不是要進班房（“承擔刑

事責任”）﹖當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受挫或者垮臺﹐梁生寶是否會成

為替罪的羔羊﹖ 
正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去看﹐半個多世紀前小說裡的這段“關於

梁生寶未來命運”的對話或者“打賭”﹐如同歌德筆下靡非斯特與浮

士德的打賭一樣﹐讀來竟是如此令人驚訝不已﹕ 
 

 

然而﹐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在梁三老漢農民式的“遠見”和盧書

記的“只管放心”的“包票”之間﹐似乎給出的是一個奇妙而近乎殘

酷的結論。而今天看來﹐《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之所以引起了更多

研究者的重視﹐還不完全是因為嚴家炎先生當年所說的﹕梁三老漢是

“更真實的農民形象”﹐而是由於他始終是小說所預示的“現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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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面”﹐他意味著另外一種“可能性”—“可能失敗”。 
實際上﹐也正如《創業史》第二部描寫的﹐正因為“雞毛”是在

中國這樣一個社會裡﹐而不是在“真空”中上天﹐寶娃“雞毛上天”

的創業故事﹐首先也就不可能不觸動郭振山這樣的既得利益者﹐在郭

世富們的眼睛裡﹐梁生寶固然代表了“雞毛上天”的空想﹐而在抽象

的“公”的代表郭振山那裡﹐梁生寶的實踐卻是“大私”。於是﹐

1964~1965 春節期間的“社教運動”中﹐梁生寶的原型王家斌﹐終於

被小說中“轟炸機”郭振山的原型們“架上了樓”（即批鬥）﹐理由

是搞社隊企業就是衝擊糧食生產﹐而王家斌“賬目不清”。是社隊企

業資金的捐獻者柳青緊急從北京的作協理事會上趕回來﹐才避免了

“梁生寶”進班房的命運﹐王家斌得以僥倖“下樓”。（潘維的研究

指出﹕1964 年底開始的農村“社教運動”是以保證糧食生產為目標

的“現實主義”政策﹐對於毛澤東的農村工業化與合作化“激進政

策”的反彈或反撥﹐皇甫鄉的情況某種程度上證實了潘的判斷。） 
然而﹐文革爆發後一年的 1967 年春﹐陝西文聯的“造反作家”

們將柳青揪到西安隔離批鬥﹐罪名就包括追查他“鉅額稿費”的去

向。柳青夫人馬葳（她身上有小說女主人公改霞的影子）經不住壓力

自殺身亡﹐— 小說中的小延安“楊副書記”自身難保（柳青自己曾

經掛職長安縣委副書記）﹐從此他就再也不能給“梁生寶”撐腰﹑打

包票了。 
往事的確並不如煙。今天想來﹐對於中國發展道路的探索和對中

國農民的深厚感情﹐是那樣深刻地牽動著新中國締造者們的良心。早

在 1950 年﹐來自太行山深處的一封信﹐即中共長治地委書記王謙關

於互助合作的來信﹐引發了毛澤東與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之間的辯論﹐

其根源恐怕就在於杜潤生後來所指出的﹕“劉少奇那時的設想是先

國家工業化﹐後農村集體化。”“而毛主席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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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個工廠手工業階段﹐即通過改變所有制﹐依靠分工﹑合作形成新

的生產力。難道我們就不能把農民組織到合作社﹐依靠分工協作﹑統

一經營﹐來提高生產力﹐動搖私有制﹖”6 歷史已經證明﹐少奇同志

當時的選擇﹐是比較符合彼時中國現實的迫切要求的﹔不過更為重要

的卻是﹐今天對於“城市發展起來﹐城市工業化完成之後﹐便會自動

反哺農村”這個命題打上一個大問號的﹐也最有可能者便是少奇同志

本人。而面對今天那樣一種剝奪農村謀發展乃是“普世價值”﹑“人

間正道”的言論拍案而起（乃至要重上井岡山）的﹐也絕不僅僅是毛

主席﹐少奇同志倘若在世﹐他同樣也會贊成這樣的觀點﹕問題的根源

絕不在基層﹑絕不在農村﹐而就在“上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少數當權

派和政策制訂者”﹐而要解決中國農村發展的問題﹐靠整農村基層幹

部﹐只能造成農村基層組織的瓦解﹐那才會造成不可收拾的階級鬥爭

擴大化。因為對於郭振山這樣的既得利益者而言﹐階級鬥爭就是“從

肉體上消滅自己的對立面”﹐革命就是為了奪權﹐說穿了也就是當

“紅色地主”﹐而地主們的邏輯是相同的﹐那就是保證既得利益的穩

定。郭振山這樣的“紅色地主”當然是既不會理解﹑更不會贊成什麼

“互助合作”是所謂“制度創新”的﹐當然是不會贊成“互助合

作”﹑“集體化”不是“大公無私”﹐而是“化私為公”的“揚棄式

發展”的。郭振山式革命﹐就是魯迅所謂“從革命到革革命”。如果

梁生寶的互助道路﹐乃是以包容互助﹑共同富裕﹐以協調農村尖銳矛

盾的新型組織方式﹐那麼郭振山道路則代表了這種新的政治方式的瓦

解﹐預示著中國農村以“階級鬥爭”的名義﹐重新走向弱肉強食﹑自

相殘殺。也許正如一位當代的研究者（武春生）一語中的指出的﹕如

果要反思歷史上的“動亂之源”﹐那麼最有代表性的並不是《芙蓉鎮》

裡的王秋赦﹐而是《創業史》中的“轟炸機”郭振山。 
                                     
6《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改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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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柳青去世四年後﹐與柳青同為“小延安”的《白毛女》

的作者賀敬之來到皇甫鄉為柳青掃墓﹐親耳聆聽了梁生寶的原型王家

斌談柳青和現實中艱難的“創業史”﹐感慨萬千之餘﹐詩人留下了這

樣的詩句﹕“床前墓前恍如夢﹐家斌淚眼指影蹤﹐父老心中根千尺﹐

春風到處說柳青”。— 農民不能寫文章﹐在關於柳青的回憶和評論

文字中﹐當然沒有一篇出自最有發言權的梁生寶的原型王家斌﹐而涉

及到王家斌的﹐也只有賀敬之這詩中形象的一句。 
1997 年﹐皇甫鄉農民集體創業的帶頭人﹑創造了陝西水稻產量

紀錄的勞動模範﹐當年的“梁生寶”—“皇甫鄉的傻瓜﹑好人”王

家斌在孤獨中去世﹐據說臨終前他還在忙著為村裡打井﹑力圖恢復當

年的集體企業 — 可惜“寶娃”的“二次創業”後繼無人﹐由於如

今的年青人都已經奔馳在出外打工的道路上﹐村裡剩下的是“389961
部隊”﹐據一篇感情真摯﹑題為〈尋找梁生寶〉的文章的描述 —“當

時天下著雨﹐村上沒有一個鄉親來送行﹐棺木是用拖拉機拉到墳地

的。蛤蟆灘仍活著的當年一批共同創業者如今只剩下高增福的原型

了。”王家斌的命運﹐讀來令人不勝唏噓。 
其實﹐早在 1983 年 5 月﹐柳青的一位故交﹐在一首懷念詩作中﹐

就發出了“尋找梁生寶”﹑“柳青魂兮歸來”的萬千感慨﹕“下堡凄

涼﹐生寶潦倒﹐長使故人心折。魂夢難與君會﹐想忙與村中父老﹑畫

長策。總算爭得了﹐莊上晚來春色﹗風暖稀釋秦嶺雲﹐魄歸應念鄜州

月﹔情無限﹐意難說﹗” 
此後凡 11 年風風雨雨﹐當“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再次成為全

黨工作“重中之重”﹐《讀書》雜誌 2004 年第 6 期發表的武春生的文

章〈尋找梁生寶〉（文章的一個明顯不足之處﹐是將柳青夫人馬葳名

字誤作“馬原”）﹐又一石激起千層浪﹐起碼使“知識界”的人們﹐

重新想起了柳青和《創業史》﹐想起了王家斌和梁生寶。而對於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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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特別是文學界來說﹐一個更為切膚的問題或許應該是﹕我們究竟

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失去了柳青﹐我們又是在什麼意義上與梁生

寶擦肩而過的﹖正是這個問題決定了我們今天要到哪裡去“尋找梁

生寶”﹐— 而且﹐恐怕還不僅僅是“尋找梁生寶”﹐而是在當代中

國的社會條件下﹐為了探索科學發展之路﹐為了和諧社會的遠景﹐我

們甚至必須像當年的柳青那樣﹐在風暴來臨的時候挺身而出“保衛梁

生寶”。 
— 還是讓我們用另外一個“寶娃”的故事﹐來繼續對“失去

的”梁生寶的尋找吧﹗因為這是一個與柳青的《創業史》相同﹑但又

不同的故事。  
1929 年﹐另一個中國“寶娃”出生在江陰一個貧農家庭﹐他的

名字叫吳仁寶。14 歲時的一場大饑荒﹐寶娃的父母不得不把他的弟

弟賣了﹐為的是換了幾個活命錢。吳仁寶的故事與《創業史》題序中

的描寫完全相同﹐是 20 世紀前半葉中國農村數不清的悲慘故事中的

一個。而從此後﹐吳仁寶就鐵心跟共產黨走﹐成為當地土改的帶頭人。

1952 年﹐— 這也就是王家斌互助組成立的那一年﹐吳仁寶領著全村

最窮的 13 戶人家成立了當地第一個“互助合作組”。1953 年吳仁寶

入黨並當上了村長﹐自 1957 年華西村成立黨支部以來﹐他就一直擔

任黨支部書記。 
正像梁生寶一樣﹐1960 年代的吳仁寶帶領全村平整了土地﹐創

出畝產一千斤的全國紀錄。華西村也有自己的“徐改霞”和“素

芳”﹐華西女勞模的名字叫趙毛妹。1970 年代﹐華西村辦起了社隊

企業（比皇甫鄉還晚）﹐但是華西的社隊企業卻一直頂風冒雨堅持下

來﹐沒有垮掉。而到 1985 年﹐在全國農村收入開始下降的時刻﹐華

西村集體企業的產值首次達到一個億。1950 年的華西村﹐是當地最

窮的村子﹐而如今戶均收入 22 萬美元的華西村﹐卻是中國農村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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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奇蹟﹑一面不倒的紅旗﹐是“中國第一村”。 
像許許多多從中國泥土裡湧現出的梁生寶一樣﹐吳仁寶和華西村

的故事﹐給了柳青的《創業史》另外一種結尾的“可能性”﹐也給了

我們另外一種歷史的結論﹐這個結論也許就是吳仁寶這個樸實的農民

所說的﹕“集體經濟救華西﹐社會主義救中國”。 
“咱們的天﹐咱們的地﹐咱們的鋤頭咱們犁。窮幫窮種上咱們的

地﹐窮幫窮走咱們的社會主義。”探索一條團結互助的中國農村發展

道路﹐這是幾代中國人的堅定意志與不可動搖的信念。中國社會主義

新農村建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沒有糧食增產和豐收﹐連吃飯

都談不上﹐談何發展﹔而僅僅依靠種糧食﹐農民卻不可能增收致富﹐

甚至難以脫貧。對於那些主張將糧食生產交給市場﹑乃至“國外糧食

市場”的“郭世富的子孫們”來說﹐他們或許根本不懂得增產不增

收﹐穀賤傷農的道理﹐他們也可能完全不懂得單純地依靠變化莫測的

“國際市場”﹐會給農民帶來怎樣的滅頂之災﹐會給 13 億中國人的

生存帶來怎樣的滅頂之災。 
同樣的﹐對於中國來說﹐不搞現代化﹑不搞工業化﹑不搞市場經

濟﹐就不能發展﹐從根本上說也就沒有出路。但是﹐在現代化和市場

化的過程中﹐如果不保護弱勢群體﹐扶助老弱病殘孤﹐而是聽任他們

被毫無保障地被拋入工業化﹑市場化的波濤洶湧中﹐那麼工業化﹑市

場化就不可能搞成功﹐— 如果說工業化﹑市場化就必須以犧牲窮人﹑

犧牲農民﹑犧牲老弱病殘孤為代價﹐那麼﹐我們還要中國革命幹什麼﹖

還要馬克思主義幹什麼﹖還要共產黨人幹什麼呢﹖ 
“燕山高又高﹐清泉石上流。群雁高飛頭雁領﹐書記帶頭向前

走。”社會主義是這樣一個新事物﹐它是夾縫求生﹐逆風起飛。在中

國農村這樣人口很多﹑資源很少的環境中﹐之所以需要梁生寶這樣沒

有私心的“傻瓜”﹐需要許許多多的“寶娃”把窮哥們團結起來﹐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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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大家走互助合作道路﹐以揚棄式﹑包容式發展方式代替殘酷的鬥爭﹐

這甚至還不僅僅是為了中國農村的“發展”﹐而首先乃是為了維持中

國農民的生存。或者說﹐為了避免農民彼此間圍繞著有限的資源進行

的自相殘殺這種可見的結果。而這也就是毛主席 1959 年對吳旭君所

作的如此令人心傷﹑又如此使人奮起的自我剖白﹕“我沒有私心﹐我

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

靠群眾﹐我現在還活著呢﹐怎麼有人就這樣﹗—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

少人﹖有誰想認真過這個問題﹖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7 
組織起來﹐走集體創業﹑共同富裕的道路﹐團結起來﹐去爭取勝

利﹔以農業產業化和農村工業化的形式去應對城市工業化和市場化

的挑戰﹐這就是幾億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幾代中國革命者集體智

慧的結晶。“洞庭波湧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我欲因之夢寥廓﹐

芙蓉國裡盡朝輝。”我們今天難道不更需要這樣的想像力﹐難道不是

更需要為這樣的“可能性”而不懈奮鬥下去嗎﹖ 
是啊 — 無論多麼幼稚﹑無論多麼不成熟﹐無論世事多麼艱難﹑

道路多麼難以平衡和容易摔跤﹐我們的前人﹐不正是這樣步履蹣跚﹐

披荊斬棘﹐頂風冒雨﹐一步步地向我們走來的嗎﹖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我們的主人公梁生寶﹐

                                     
7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

第 13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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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樣肩扛稻種在瀟瀟春雨中向我們走來的。今天﹐我們是舉起雙

手歡呼他﹐還是搖唇鼓舌批判他呢﹖是為他的重生和復活搖旗吶喊﹐

還是為他的“死亡”感傷懷舊﹑乃至幸災樂禍呢﹖是站在他們頭上指

手畫腳﹐說什麼農民素質差﹐人口數量多﹐中國農村乃至中國“根本

無辦法”﹐還是匯入他們之中去﹐為爭取“雞毛上天”的可能性去盡

一把綿薄之力呢﹖ 
而這就是擺在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面前的課題﹐這也就是我們重讀

《創業史》的當下意義所在。 
 
 
 

 
毓海同志﹕ 

 
一直想給您去信﹐但不知道怎樣說起﹑如何說起。 
從報刊上讀到您寫的〈春風到處說柳青〉一文﹐我流了淚。感謝

您對家父﹑對《創業史》的理解﹐更感謝您對家父的感情﹐家父要是

還在世﹐能讀到您的這篇文章﹐他老人家該是多麼高興啊﹗ 
家父把一萬六千多塊的錢的稿費﹐全部捐給了王曲衛生院﹑捐給

了社裡搞工廠﹐我結婚的時候﹐家父也沒有給我一分錢﹐而是給我寫

了一幅字。正如您所說﹐《創業史》是中國農民的精神史﹐家父不在

了﹐歷史在繼續﹐不管怎麼樣﹐還是要有人為農民寫歷史的。 
我寫信是為了向您說明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關於家斌叔的喪

事。這些年來﹐出於各種目的（其中也有好意的）﹐都說家斌叔去世

的時候﹐沒有一個人來送葬﹐孤苦伶仃的。這是不對的。真實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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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家斌叔下葬的時候﹐有上千人自發來給他送行﹐其中﹐建國後長

安縣的 11 位中國共產黨的縣委書記全都來了。 
家斌叔是個農民﹐但是﹐他這樣一個農民﹐在人民群眾的心中是

很重﹑很重的。 
一個人只要是真心為人民服務的﹐是為人民作了點事的﹐他的死

便重於泰山。 
附上我發表在《西安晚報》上的文章﹐記述了當時葬禮的情況﹐

請你參考﹐並請您告訴大家﹐告訴後人﹐告訴北京大學的同學們。 
也算是請您為家父再作一件事吧。 
祝您工作順利﹗ 
 
 

劉可風  

2006 年 11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