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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深而勇沉的革命文人 

— 读《夏衍传》所想到的1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刘小枫 

 

一 

 

1977年初秋，我从插队的深山回到城里，在重庆市立图书馆当小

职员 — 这年我第一次读到夏衍的书。那时我热心学写小说，到图书

馆任职后，得知这里有一位文艺界的大人物 — 陈荒煤先生，十分惊

喜。“文革”爆发前的 1964~1965 年之交，文化部高层受整肃，时任

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的陈荒煤被贬任重庆市副市长。没过多久，“文

革”来了，荒煤被揪回北京，经批斗后重新发落重庆市图书馆历史资

料部当资料员，属于受管控的“黑帮分子”。 

                                                              
1 陈坚、陈奇佳著：《夏衍传》，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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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的秋天比过去十年的秋天都凉爽，是真正的秋天。虽然荒煤

先生仍然是“黑帮分子”，社会上已经有一些热爱文艺的年轻人（大

多是年轻工人或无业青年）私下跟他学写电影剧本。我也想跟荒煤先

生学写电影剧本，但在同一个单位与“黑帮分子”接触仍然可能会惹

上政治麻烦。为了考验我的诚意，荒煤先生邀我工间休息时一起在馆

内唯一的一条大道上散步，这意味着让所有同事看见我与“黑帮分子”

在一起。我若无其事地与荒煤先生这样子公开散了几次步后，他才同

我谈学写电影剧本的事情 — 他要我读夏衍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

题》。2 

这本小册子很快就读完，我明白了一个迄今受益不浅的道理：电

影艺术是叙事性文学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讲好故事以及会讲故事仍

然是电影艺术的基础，不能写出好的故事，就不可能有好的电影作品。

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首先应该是叙事能手，这意味着编剧比导演更重要。

毕竟，执导更多是一种技艺能力，借用亚里士多德在《诗术》中的说

法，电影本身属于诗艺的媒介，真正的诗术在于会编故事。据说，如

今一些名导常常苦于找不到好本子，可是他们为何不自己编写故事

呢？当然，电影叙事比小说叙事更难，因为，与戏剧家一样，电影编

剧必须在大约两个小时左右内把一个故事讲完。后来我学习亚里士多

德的《诗术》才知道，夏衍讲的其实是亚里士多德讲过的道理：由于

没有时空限制，荷马叙事诗（有如小说）的叙事要容易得多，有时空

限制的肃剧更考验叙事功夫。这样想来也就不难理解，直到如今，我

们仍然没有见到几个以编剧名家的文人。荒煤先生给我讲过一段夏衍

改编剧本的往事：小说《红岩》出版后，引起文艺界轰动，于是要拍

电影，但小说作者自己改编出来的本子没法用，找了一位编剧家改出

                                                              
2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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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本子也不可用，夏衍干脆亲自抄笔，仅一个星期就改出剧本，大

家看了都说好。夏衍是 20世纪中国首屈一指的电影文学家 — 不仅是

写剧本的能手，也是把小说叙事改编成电影来表演的能手，他改编的

鲁迅小说《祝福》和茅盾小说《林家铺子》已经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

经典之作。 

夏衍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还说，用电影讲故事应该顾

及到中国普通民众看电影的感觉方式，不能过分玩蒙太奇“跳来跳去”。

当时我很难接受这个观点，觉得“闪回”“切入”之类看起来才过瘾。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夏衍的说法有深刻的道理：讲故事的首要目的是

教育，而从事教育的人心里应该想着中国的国情。改革开放以后，我

们开始追慕现代派文学和先锋派电影，以为那是新鲜玩意儿 — 夏衍

却说，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见识过这些新派技艺：什么淡化故事、

淡化情节、淡化人物……夏衍对于文学的理解不仅很质朴，而且很古

典 — 他说，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拍电影干什么呢？ 

我读《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时，夏衍还是“黑帮分子”，荒

煤推荐我读他的书，等于“黑帮分子”推荐一个年轻人读“黑帮分子”

的书。《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虽然是夏衍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讲课

稿，却以叙述方式谈电影文学，读起来非常亲切，比我读过的所有电

影理论书都要所获更多。 

我跟荒煤先生学习仅仅半年时间 — 1978年春节过后，荒煤先生

就被“解放”回北京了。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是完成了一篇习作请荒

煤先生指教。他看后毫不客气地说：写得干巴巴的，完全是概念化的

写作嘛，别搞文学啦，你没这天分，我看你试试搞理论也许还行……

我听从了荒煤的劝导。虽然后来我“搞理论”，荒煤推荐我看的《写

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真没白看 — 这本小册子让我体会到，探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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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也可以用叙述方式。迄今我仍然在想，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有太多的

大理论问题，难道不可以用叙事方式来探讨，难道不可以像编写剧本

那样来思考？ 

 

二 

 

如果要以讲个人故事的方式来了解和认识中国现代史的一个侧

面，夏衍的人生算得上难得的故事，并非爱好文学的青年才值得听这

个人的故事。把握一个人的生平与大历史的关系，需要知道他在什么

年龄遇到什么样的历史大事件。夏衍生于 1900 年，逝于 1995 年，如

果我们要把握历史事件与这个人的生平的年龄关系，可以无需换算。

比如，1927年，蒋介石突然袭击试图一举剪灭共产党，正是在这一年，

27 岁的夏衍加入正在被剪灭的共产党 — 如此勇敢基于他的个人信

念，也基于他的个人智慧。 

如果要把夏衍故事拍成电影，能在两小时内讲完吗？恐怕很

难……与所有中国革命的先辈们一样，夏衍的人生故事得分为上下集：

上集讲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下集讲新中国的建设初期。夏衍的自传

体回忆《懒寻旧梦录》已经为上集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只等有编剧功

夫的人编写剧本。当然，下集的故事对我们可能更有吸引力，遗憾的

是，夏衍自己对这段时期的经历没有完整的回忆。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夏衍的直接影响下长大的，因为我们从小看的

是夏衍主导的革命题材的电影 — 1954年年底，夏衍被任命为文化部

副部长，分管电影和外事。谁从小不喜欢看电影呢？从小看什么故事

对一个人的心灵的影响，谁都会有体会。如今的青少年们看的是什么

电影呢？据中国电影史家们说，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电影、50 年代



  5

中期至“文革”前的革命电影和 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电影是中国电影

发展史上的三个最重要的时期，夏衍与这三个时期都有直接关系。如

果称夏衍是中国电影的“教父”，恐怕不会有人会反对。 

虽然我是看夏衍主导的革命电影长大的，我熟知他的名字却是从

“四条汉子”（之一）这个“恶名”开始的。由于这个“恶名”来自

鲁迅的斥骂，我从小就鄙夷夏衍，直到荒煤先生推荐我看《写电影剧

本的几个问题》。不过，当我读夏衍的书的时候，“黑帮分子”这个

“帽子”在喜欢读书的年轻人心目中早已发生颠转：谁是“黑帮分子”，

谁就会在我们心目中获得崇敬。这种转变来自 1971年秋天的那个震惊

中外的坠机事件，尽管当时我刚上高中，听到这个事件时完全不能理

解，由于阅历太少，更谈不上思考这个事件的含义。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多少有些年纪的人都难免触发连想都不敢想的想法。 

无论如何，在当时，这一事件对每个成年中国人肯定都是巨大冲

击 — 这种“冲击”意味着什么呢？如今我们知道，事件主人公在遭

遇意外之前说的最后一句重要的话是：“我一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 说这种话的人怎么会“叛国”呢。一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在二次革

命取得胜利的时刻死于“背叛”，几乎让所有的中国人感到不可思

议……在《夏衍传》中我们读到，这个事件对时在狱中的“黑帮分子”

夏衍本人的冲击造成了内省式的反应：他感到“一团乱麻”……夏衍

从此开始“真正静下心来追寻”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所走过的足迹，

“反思自己所作所为的是非功过”。可是，夏衍在单身牢房中寻思了

足足两年多，既没“解开”也没“理顺”这团“乱麻”。 

这团“乱麻”应该属于中国现代思想史。不过，从政治思想史角

度来看，这一事件的真相早在当年就已经大白于天下：毛泽东的二次

革命的正当性遭遇无法回避的质疑。当然，在不同的人那里，这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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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会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毛泽东自己不会产生质疑吗？这次事件对

毛泽东本人的冲击之巨大，是明摆着的 — 全国人民都看到，他在一

夜之间衰老。即便凭政治常识的感觉，毛泽东也会意识到自己遭遇的

是前所未有的失败。无论他发动这场革命时的立意有多高，宪法规定

的接班人“叛逃”难道还不足以表明这场革命的失败，还不足以让人

们明白这场革命的真相？也许迄今我们中的有些人真的还不明白，但

毛泽东自己恐怕不会不明白，否则，他不会在 1972年开始一系列举措 

— 那个时候，即便像我这样的高中生也能够感觉到学校的课程变得有

些正规了。 

我们在《夏衍传》中没有能够看到夏衍当时具体想了些什么，实

在是一大遗憾 — 夏衍是非常有智慧而且勇敢的文人，也许他自己后

来记下了当时所想的事情，但不愿意示人，仅供自己思考。《夏衍传》

追求真实地记录夏衍的人生，不能凭空虚构，不能写成文学作品。但

如果要编写“夏衍传”的故事片或电视连续剧，夏衍当时想了些什么，

就是难得的“戏眼”之一，值得虚构，因为，按苏格拉底的说法，文

学性虚构既是一种思考方式，也是一种教育方式。毕竟，毛泽东的二

次革命与夏衍个人有更为直接的关系。因为，所谓“文化大革命”至

少从字面上讲与文化相关，或者说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毛泽东

对他的第一次革命的战友们发起革命时，主要凭靠的是几个文化人，

作为第一次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革命文化人，夏衍在第二次革命中成了

敌人 — 在夏衍想来，这团“乱麻”当然既没法“解开”也没法“理

顺”。如今人们会说，这是两种文化人的冲突。令人费解的是：这两

种文化人不都属于同一个革命阵营吗？可以想见，对于夏衍来说，这

团“乱麻”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毛泽东发起的第二次革命，这场革

命与夏衍曾经参与的第一次革命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夏衍早年翻译的



  7

高尔基的名作《母亲》中有这样一句话：“一个党人的我，除出党的

处分之外，不承认任何的裁判……”— 这话曾经支撑过无数共产党人

的意志。“文革”对夏衍来说当然是“党的处分”，可是，这“处分”

针对的究竟是什么错误，让夏衍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说第一次革命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第二次革命又具有什么性

质呢？无论具有什么样的性质，第二次革命的性质都严重伤害了第一

次革命的性质。有的史学家把“文化大革命”的源头追溯到 20 世纪

40年代的“延安整风”，有的则追溯到电影《武训传》批判 — 当时，

新中国成立才仅仅一年。如果让夏衍对此发表看法，他恐怕会认为，

前一种观点未必经得起推敲，后一种观点也许不无道理：毕竟，姚文

元在 1965年 11月 10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史称“文

革序幕”。电影《武训传》批判涉及到应该如何理解“新中国”的新，

姚文元的文章涉及的是同样的问题 — 毛泽东对文艺现象的关注，体

现的是他对自己打造的新中国新气象的关注。正是为了打造真正的“新

中国”，毛泽东才认为必须搞继续革命，以实现彻底的“新”— 用儒

家公羊派的说法，这叫“当新王”。令人困惑的是，求中国之“新”

的二次革命伤到了中国的“体”，甚至孵生出一种厌弃中国的生存情

绪。我们知道，自 20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因为“文革”，

一些中国人（尤其文人）开始厌弃做中国人。 

直到去世，夏衍也没有谈他得知“九‧一三”事件后究竟想了些

什么 — 也许并非因为不愿意谈，而是因为有些根本性的困惑让他最

终没有解开“乱麻”。他在《懒寻旧梦录》中曾带自我反省地说：“我

一直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和作家都有

一种看不起民族传统的偏见……”— 这里所说的“五‧四”一代知识

分子和作家当然包括夏衍自己，他当年对电影《武训传》的看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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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证明。换言之，夏衍也许意识到，“文革”的求“新”意志兴许

正是“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延续。鲁迅在“文革”中成了第二革命

导师，绝非偶然。既然夏衍是鲁迅斥骂过的从小汽车上“跳下来的四

条汉子”之一，他遭遇二次革命的牢狱之灾不是“党的处分”又是什

么呢？难能可贵的是：过去干地下工作时，机敏过人的夏衍没坐过一

天牢，在“文革”中他坐了八年半的牢，肩上锁骨被打断，右腿被踢

断……要换了别人，早就变成了痛恨中国文明的文人学士，夏衍却没

有。在《夏衍传》中我们看到：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夏衍公开批评

因“文革”而出现的种种全盘否定中国文明的观点，以至于被视为“保

守主义”分子 — 这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敢。 

 

三 

 

夏衍虽然是 20世纪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文人，但他首先是职业革

命家，一个共产党人。无论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还是思想史，如

何理解“共产党文人”都是一个相当引人入胜的理论问题：革命者的

德性与文人德性交织在一起会产生出怎样的德性呢？毕竟，毛泽东的

诗和文举世公认堪称一流，他对中国古代文史之熟稔，郭沫若也让三

分……周恩来对西洋现代文艺以及中国新文艺的喜爱，则是众所周知

的事情。在《夏衍传》中，我读到一个令我吃惊的细节：抗战时期，

周恩来日理政务和军机忙得不行，竟然也会注意到张爱玲这样的新派

小资作家，甚至读过她的小说。上海解放前夕，夏衍即将出任上海军

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还交代他设法让张爱玲留在大陆。

老一辈革命家各有自己的文艺爱好，比如，在新中国建设时期，周恩

来时常关心演员、导演，还亲自出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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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毛泽东则对李希凡、姚文元一类学士文人的文章非常敏锐……

在《夏衍传》中就可以看到，虽然都是革命家，对电影《武训传》的

态度就截然不同。 

虽然共产党靠动员农民获得了政权，的确不能把中国革命简单地

称为“工农革命”。毕竟，共产党人不仅在农村和工厂发动革命，也

在文艺界发动革命，更不用说以文艺方式动员工农参与革命。发起“左

翼作家联盟”是中共中央的决策，由直属中宣部的文化委员会主任潘

汉年负责，而文学青年潘汉年后来甚至成了中共特科机关功勋显赫的

名将。 

说起“革命文学”，如今的年轻人恐怕大多没有什么兴趣。其实，

“革命文学”并非社会主义革命者的发明，早在 17世纪的自由主义革

命时期就有“革命文学”— 弥尔顿就是代表之一，他不仅写了大量革

命文章和小册子，还写长诗《失乐园》引诱人搞革命，《复乐园》则

引诱人在革命遭遇挫败后拒绝放弃革命。事实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文学运动不仅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在世界文学史上

也应有一席之地。 

夏衍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特殊的共产党人 — 他属于周恩来

直接领导的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成员。在争夺城市领域的斗争中，共

产党人善于调派有专长的年轻人进入某个“领域”去发展革命势力。

从《夏衍传》中可以看到，周恩来读过夏衍的一些翻译作品后，便指

示潘汉年进一步了解这位年轻党员的情况 — 周恩来作为中共领导人

对时文的阅历之广，不能不令人佩服。当时的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康生

是夏衍的直接领导人，他对潘汉年说，“这样的文艺人才放在闸北区

搞工运，跑跑纱厂，是可惜。”周恩来调夏衍参与筹建左联后不久，

夏衍也成了中共特科成员。从此夏衍有了两个身份：公开的作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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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 

身兼文人和革命情报人员的先例同样可以追溯到英国革命时代 

— 有英语小说和报告文学鼻祖美名的笛福也是个报人，一生涉足过

26种报刊杂志，写的政论册子据说多达 250种。这位著名的自由主义

者就曾利用报人身份替托利党充当秘密情报员，到各地搜集舆情。“情

报”的英文是 Intelligence，而非 Information，这很有意思 — 德语叫

Nachrichten，就没什么意思了。做情报工作，首要的能力是隐藏自己 —

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工作，除了需要勇气、坚强、果断、沉着等素质，

尤其需要隐藏的智性，这是一种近乎诗艺的智性。在荷马笔下我们看

到，奥德修斯很善于隐藏自己，这甚至成了他的一种德性，以至于在

后来的西方文史上，隐藏自己也成了文学主题。美国的国防情报学院

有研读修昔底德、色诺芬、西塞罗、李维和普鲁塔克等古典文学大师

的规定课程，更不用说马基雅维里 — 据说，通过阅读这些文学大师

的作品，有助于培养情报人员的隐藏能力。 

夏衍的《懒寻旧梦录》是一本非常好看而且非常值得一看的书，

可惜的是，在这本自传体回忆中，夏衍对自己作为秘密情报人员的经

历记叙不多，尽管我们从“怪西人”事件的记叙中已经可以感觉到夏

衍与中共“特科”有特殊关系。夏衍与潘汉年的关系，应该是夏衍故

事中最引人兴味的部分。《懒寻旧梦录》中有涉及潘汉年的事迹，但

从未提到隐秘战线方面的事情。在眼下这部《夏衍传》中，作者试图

探寻夏衍作为秘密情报人员的故事，由于材料限制，无功而返。夏衍

在“文革”时期被囚禁时，专案组逼着他写自己的经历，这是夏衍后

来写《懒寻旧梦录》的起因。不过，即便在逼着写自己的经历的时候，

夏衍也未必会主动交代自己在隐秘战线方面的事情。这并非不合规矩，

反倒是守纪律的表现。纪律严明是共产党胜于国民党的一大政治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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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战线向来是单线联系原则，即便是党内的同志，也未必清楚夏衍

的秘密身份。夏衍的幸运在于，他的秘密工作还不是打入敌伪取得情

报。在为潘汉年案平反时廖承志曾说，“如果打入敌伪取得情报的方

针是最高决策者批准的，执行者就不能说有问题。”尽管如此，秘密

战线上的功勋英雄潘汉年仍然没有逃过偶然性支配的命运。 

就关注“共产党文人”这个思想史题目来说，最让人感兴趣的是

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党人”会有怎样的文学或艺术感觉，这既涉及

对人世的理解，也涉及对政治德性的理解。夏衍在政治问题上感觉极

为敏锐，在 20世纪 80年代，已经 80多岁的夏衍还有极好的政治感觉 

— 他预感到，作为大国的中国和作为强国的日本同处东亚一隅，不可

能不碰撞；如果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冲突更不可避免。另一方面，

夏衍在文学和艺术上的感觉也极好，而且不会因政治感觉而影响到艺

术感觉。在 20年代末的“普罗文学论战”中，夏衍的“普罗”朋友要

他出面写文章攻击茅盾，夏衍读过茅盾的小说后感到自己不能下笔，

因为他对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有相同的看法。换言之，虽然是职

业革命家，夏衍对文学和艺术的喜爱绝非不纯粹。由此来看，建国后

的所谓“文艺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仍然延续的是当年“普罗文

学论战”的问题。 

左翼文人阵营是中共秘密战线的主阵地之一，好些著名青年作家

和文人是“地工”。从《夏衍传》记叙的冯雪峰被定为“极右分子”

一案来看，建国后的一些著名文艺事件其实与 30年代中共在文艺界的

秘密活动有关。中共隐秘战线的事迹成为文学故事，都会成为吸引人

的题材 — 20世纪 60年代马识途的《清江壮歌》，更不用说著名的《红

岩》，以及晚近的电视剧《暗算》《潜伏》《悬崖》，都是这方面的

感人佳作。遗憾的是，迄今我们还很少看到描写文人身份的隐秘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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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 关露的故事本身就非常感人，拍成电影却并不成功，还不如

文献片感人。如果有谁把《夏衍传》拍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一定很

有看头。毕竟，反映“共产党文人”的文艺作品实在太少。何况，夏

衍作为情报人员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小说的好素材。通过小说或电影

的方式来探究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至少会很好看。当

然，这需要编故事的诗艺技巧，如夏衍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

中所说，蒙太奇是一种“引导或者诱导”的艺术 — 电影家应该“用

最生动的形象和言语，把观众带进戏去，他要对观众采取严肃负责的

态度，该看的一定要指给观众看，观众不容易了解的一定要负责讲清

楚……”探究思想史问题不同样应该如此吗？教育我们的年轻人不同

样应该如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