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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钟肇政于5月16
日去世，享年96岁，他最流行
的文学作品是《鲁冰花》。

《鲁冰花》是很多80后“看
过也哭过”的电影，影片结束
时，天才小画家古阿明墓前燃
烧的那张获奖证书痛灼着观
众的心，当罗大佑用嘶哑的嗓
音喊出“夜夜想起妈妈的话”
时，观者早已泪湿衣襟。在电
影人杨立国、吴念真的影视化
改编下，原本干净、犀利又伤
感的现实题材文学作品，又被
赋予了特有的细腻和清新。

《鲁冰花》于1989年上映后，成
为影响一代人的经典记忆，它
的片尾曲《鲁冰花》登上央视
春晚舞台后，更是传唱至今。

《鲁冰花》是钟肇政1960
年发表的个人首部长篇小说。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台湾
社会开始转型，现代主义文学
创作在陈映真、刘国松等人的
引领下呈现新活力；1963年琼
瑶写出处女作《窗外》，通俗文
学开始风靡；钟肇政等作家则
把锐利的笔锋对准了社会真
相面进行书写，在《鲁冰花》
中，一个有着绘画天赋的乡村
儿童的夭折，被放在了社会大
背景中进行书写。鲁冰花在台
湾方言中是路边花的谐音，古
阿明和姐姐古茶妹两个孩子，
在小小年龄就遭遇复杂的社
会人情。因为贫穷，小小的肩
膀担起了茶园里繁重的劳作，
而因为大人社会的利欲熏心，
古阿明的绘画天赋不被认可
甚至被大力压制。

在外来的美术代课老师
郭云天的赏识与帮助下，古阿
明拥有了三十六色彩笔，度过
了快乐而又短暂的画画时光，
天才少年用纯粹的童真画出
了他眼中的美。然而面对有权
有势的县议员、校长以及老师
们共同的打压，郭云天小心翼
翼地给古阿明争取各种展示
他天赋的机会。最终因不适应
学校环境，郭云天苍白无力地

离开乡村，而陷入疾病的古阿
明和他的天赋、梦想一起夭
折。苍翠青山依旧很美，但童
真破碎。

小说中，钟肇政把强大的
贫富差距、学校教育的功利
化、校园当权者的堕落等社会
问题揉进了古阿明短暂的生
命中，编织成一曲童年挽歌。
所以，当郭云天再一次归来看
古阿明，见到的却是他的墓碑
时，深深地冲击着故事中孩子
们的心灵，县议员的女儿被光
明唤醒，古茶妹也得到成长，
观众陷入沉思。正如小说中所
写：“光明：这儿并不缺少；但
唯其有光明，相对地也就免不
了有黑暗。光明与黑暗，原是
永远同在的啊。”

这个深刻又动人的故事
在发表30年后被搬上银幕，成
为与《妈妈再爱我一次》一样

“好哭”的电影，但它反映的社

会问题不仅在当时非常直接、
勇敢，放在今天来看依然会令
人扼腕。

《鲁冰花》是钟肇政的第
一部长篇，作品出版时他的写
作已到了第十个年头。钟肇政
1925年出生于中国台湾桃园，
七岁起“即被迫学习日语，到
了进中学时，校内日常所用语
言已全部是日语，迨至中学时
代，读写不用说，连思考也全
是日文”。因父亲工作和全家
的迁居，他年少时求学经历异
常曲折。1945年日本投降之
后，钟肇政如饥似渴地学习中
文，从《千字文》、韩愈散文开
始训练自己进入汉语思维与
写作。钟肇政1949年进入台湾
大学中文系读书，但因听力障
碍无法适应大学而辍学，回龙
潭乡下担任小学教师。妻子务
农，钟肇政利用寒暑假开始练
习写作。1951年发表处女作

《婚后》之后，他正式开启了长
达一个甲子的写作、翻译生
涯。

钟肇政一生笔耕不辍，留
下逾2000万字作品，作为中国
台湾史诗巨著创作的开创者，
他的24部长篇小说中最具文
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是三组
大河小说，即“浊流三部曲”
(《浊流》《江山万里》《流云》)、
“台湾人三部曲”(《沉沦》《沧
溟行》《插天山之歌》)和“高山
组曲”(《川中岛》《战火》)。因
为作家本身就来自于最底层，
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对形色各
异、不同身份的底层人进行了
描绘，比如长工、茶农、卖艺女
人、底层警察和教师等，更有
大部分作品刻画了抵抗日本
统治等悲壮史诗性故事，抒发
民族气节。这些作品让钟肇政
成为中国台湾乡土文学的不
可或缺的中坚作家。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
国台湾慢慢开放的社会环境
下，钟肇政也深受世界经典作
家的影响，他大量地阅读卢
梭、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
妥耶夫斯基、海明威、马尔克
斯等人的作品；他痴迷歌德，
不仅翻译了《歌德自传》，还以
歌德的视角写出《歌德激情
书》，用文学之笔编织了歌

德一生回肠荡气的风流
韵事，详细探究了歌德
在多段不伦恋、忘年
恋等感情中的状态。
钟肇政还读了大量
的日本文学作品，且
翻译了三岛由纪夫、
安部公房等作家的
不少作品。

除了作家与译者
的身份外，伴随钟肇政

写作身份的另一个身份
是编辑。1965年，他开始杂志

和图书的编辑、策划工作，策划
了《本省籍作家作品选》《台湾
省青年文学丛书》等，在当时异
常活跃的文学创作氛围中，为
不同流派的作家、作品呐喊。钟
肇政也像朱西甯、陈映真一代
作家一样拥有提携新人的习
惯和传统，经常让年轻的作家
住到自己家中，进行创作上的
交流指引。钟铁民、苏进强、吴
锦发等人就是在他的帮助和
鼓励下走上作家之路的，而他
的文学作品也对年轻一代写
作者产生影响。

文学的成就、翻译的建树
以及在文坛的影响力，让钟肇
政继“台湾文学之父”赖和之
后，被冠以了“台湾文学之母”
的名号。钟肇政文学中的客家
写作、殖民写作、伤痕书写保
留了民族、家族的历史记忆，
成为无法抹杀的中国台湾本
土作家。有学者曾写文章称，
在文学史上，钟肇政的地位稳
如磐石。

□九雨农

1920年10月12日，英国人罗素踏上了中
国的土地。

对于罗素，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并不陌生。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罗素因为他在数理逻
辑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他在和平主义
运动等方面的惊世骇俗之举，在西方世界早
就名声大震。

此次他前往中国，是应梁启超的邀请前
往北京大学担任讲师，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
次来到中国。

罗素的到来，让中国知识界欢欣鼓舞。彼
时的中国，刚刚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社
会各阶层都在寻找能救国救民的良方，罗素
的思想特别符合当时进步人士的口味。著名
哲学家张崧年曾说“罗素是极能洞烛社会的
根本、现代的病原的，所以他主张改造要从根
本下手，绝不枝枝节节而为之”。这种“激进”
的思想，让很多“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
都视罗素为“今日我国所亟亟需要者”。

正因为如此，国人给了罗素最高的礼
遇。虽然罗素刚到中国时，因双方没有做好
沟通，这位哲学家在码头吃了“闭门羹”。但
很快，中国人便以自己的热情驱散了罗素的
不满。在上海，罗素被安排到了当地一所著
名的旅馆。当天晚上，就有很多人前来拜访，
并称他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哲学家”，如
此称呼自然让罗素欣喜不已。让他没想到的
是，这仅仅是个开始，在第二天举行的欢迎
晚宴上，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各位“大佬”，如
蒋百里、孙伏园、瞿世英等均到场为罗素接
风，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更是主动请缨，担
任罗素的翻译。

如此安排，让罗素感到受宠若惊。在宴会
上，罗素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后来，演讲
的内容被翻译后刊登到《申报》上，编辑为其
取的副标题为《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
粹》，这篇稿子可谓捅了“大娄子”，引发了舆
论的大讨论。

之所以如此，与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
有关。如今，我们常常用西方的“文艺复兴”或
者“启蒙运动”比拟新文化运动。不过问题的
复杂性就在于，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现代文
化”，并不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创造出来的文
化，而是充满“理性”的“西方文化”，换句话来
说，就是让中国摒弃传统“全盘西化”。在这个
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罗素的观点当时为
何让人觉得“惊世骇俗”。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是鲁迅先生的亲弟
弟周作人。他在1920年10月17日的《晨报》上
刊发了《罗素与国粹》一文，劈头就说：“罗素
来华了，他第一场演说，是劝中国人要保护国
粹，这必然很为中国的人上自遗老下至学生
所欢迎的……但我却不能赞成”，并直言罗素

“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
周作人的文章在喊出了激进知识分子心

声的同时，也让罗素陷入了尴尬之中。随着时
间的推移，人们对罗素的争议越来越大，这给
罗素的社会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有
鉴于此，罗素的一些好友准备“反击”。张崧年
指出，《申报》所刊登的消息，是一篇失实报
道，认为《申报》断章取义，报道的内容与罗素
原意相去甚远——— 罗素的意思是要国人有创
造的精神，应警惕西方近代资本主义造成的
不良后果，像中国传统艺术一类的好东西应
当保留，而以“保存国粹”归纳罗素的演讲，极
容易误导大众。张氏兄弟的辩解，暂时平息了

关于罗素的争论。但是对于激进派的知识分
子来说，罗素再也不是那位“今日我国所亟亟
需要者”了。

虽然处在舆论议论的焦点，但是罗素本
人并没有为争论而分心。在上海做完“热情洋
溢”的演讲后，他又前往了杭州、南京、长沙等
地。在长沙，他连续作了四次“布尔什维克与
世界政治”的演讲。

在史学界，一般把罗素的这四次演讲，视
作“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开端。
所谓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改
良主义，它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手段只能是

“过度”，而不是“革命”，因此并不主张用暴力
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罗素的四次演讲，就
阐释了这些思想。他认为中国的首要任务，是
进行政治改革，通过发展实业、兴办教育等措
施，让老百姓富起来，尽早实现自立，唯有如
此，才能抵御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

一石激起千层浪。罗素的观点再次引发
了争议，支持者如梁启超、张东荪等，认为罗
素为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不过，也有人对
此持反对意见，代表人物为陈独秀、李大钊
等，他们洞察到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本质，
并对其进行了深刻批判。

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吹捧“基尔
特社会主义”的人将希望寄托于政治改良，其
实质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运动并无区
别。正如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所指
出的，罗素的主张“事实上做不到”，历史已多
次证明，试图以改良的办法来拯救中国是行
不通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以革命的
手段推翻军阀以及帝国主义的统治势力，才
能拯救中国。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马克思主
义者的正确性。

这场“社会主义的论战”，使两种截然不
同的社会主义，一真一伪、泾渭分明地展示在
人们的眼前。受论战的影响，许多人开始了解
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
罗素这次演讲，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

再说回罗素。来华还不到两个月，便引发
了如此大的争议，罗素心中着实不快。但让他
更郁闷的事情还在后面，1920年10月底，罗素
来到北京大学，讲学社给他的待遇，虽然比原
先约定的要优厚，学校也成立了“罗素学说研
究会”对其表示推崇，但是他始终找不到快乐
的感觉。原因便在于，他很难找到知音，在北
京大学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胡适，对他非常抵
触，而另外两位北京大学教师——— 陈独秀、李
大钊，与他的观点不一样，而这三人在学生中
具有很强的号召力，连带着学生对其也“不感
冒”。

到了1921年7月，罗素终于等来了回国的
日子。他迫不及待地买上回英国的船票，希望
早日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作为送给中国的礼
物，他在欢送会上，作了《中国走向自由之路》
的演讲。这次，他再无保留，一口气为中国提
出了十几条建议。说完之后，一代大师罗素飘
然而去。

回顾这十个月的经历，很难说罗素在中
国过得愉快，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中国的感情。
回国之后，他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书中的
观点当时看很“匪夷所思”——— 在中国最孱弱
的时候，罗素就预言中国必将崛起，并且能一
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他期待梁启
超笔下的“少年中国”，在把强敌扫地出门时，
也能留住中华民族特有的“温文尔雅，恭敬有
礼之风，率真平和之气”。

百年后回看“罗素访华”：

本想“开药方”，无奈身陷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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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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