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有病,人知否?

野百合花  事件从解放区到国统区

孔刘辉

! ! 内容提要 ! 在延安的 ∀整风运动#中,王实味首当其冲,因 野百合花 等文而遭到大批判,被强扣上

∀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等弥天罪名,而其人其文在国统区一时广为传播则是国民党相关新闻机构和媒

体借此来 ∀宣传#延安边区的∀黑暗#,以达其政治目的。王实味的冤狱和被处死的可悲结局,中共相关

机构及其领导人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国民党的大肆宣扬客观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 ! 王实味 ! 野百合花 ! 国统区 ! 利用

1942年 3月 13日,王实味在延安的 解放日报  文艺 副刊发表杂文 野百合花 ∃ ; 6月 20日

解放日报 第二版刊出 延安文艺界座谈会通过关于托派王实味事件的决议  消息, 短短 3个月,

王实味由延安中央研究院 ∀特别研究员#成为人人唾弃的 ∀托派 #罪人, 旋又被罗织 ∀反革命集团首

领 #等几项罪名, 成为 ∀整风运动 #中被批判、整肃的对象。此即 ∀王实味事件 #或 ∀ 野百合花  事
件 #。同时, 这一事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也引起了相关媒体和舆论的关注,本文关注的是王实味及

野百合花 在国统区的传播以及被国民党 ∀利用#的问题。

一

首先提到被 ∀利用 #的是当时批判文章: ∀ 野百合花 已被反共分子利用,广为宣传, 当作反共

工具。#%有研究者依据所看到的档案材料, 认为 ∀恰恰是范文澜那篇批判文章及周文的批判文章才

引起国民党有关部门对王实味的注意,而其时已是在大规模地批判斗争王实味结束之后的事了,谈

不上&立刻 ∋ ,至于范文中所说王实味的文章被敌人利用不知所据为何 #。( 该研究者还写有 )野

百合花 ∗如何被国民党利用  ,仍就此而论, 其立意在于披露 ∀那些亲自操刀上阵的作家们,是如何

地颠倒黑白、翻云覆雨了#,表达 ∀对王实味无限上纲、严加挞伐#+的义愤。随即有人对在王实味

大批判中 ∀预支证据#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也许是过于敏感了, 其实, ∀利用 #问题在批判王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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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花  分两次刊载于 1942年 3月 13日、23日的 解放日报  (延安 ) 文艺  副刊; 政治家− 艺术家  (皆署名实味 )刊于

1942年 4月出版的第 1卷第 4期文协延安分会 ( ∀文抗 # )机关刊物 谷雨  上。

范文澜: 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  , 解放日报  1942年 6月 9日。

黄昌勇: )野百合花∗的前前后后  , 新文学史料  2000年,第 3期。

黄昌勇: )野百合花∗如何被国民党利用  , 南方周末  2000年 5月 19日。

张业松: 关于王实味的被利用和被批判  ,该文首先发表 2008年 8月 18日网络版 世纪中国  (香港 ) ,后收入作者文集中,本

文参见张业松: 手迹与心迹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7 25页。



中,其利用价值及影响微乎其微,大批判和定 ∀罪#所依恃的无非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 #的欲加之

罪,而随着 野百合花  在国统区的传播日广,最终对王实味的悲剧结局却有重要影响。

抗战时期,国、共双方是因共御外侮的民族大义而再次走到一起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

当局承认了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但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双方本来就脆弱而微妙的关

系变得紧张起来,军事摩擦与舆论宣传的交锋伴随相生。实际上, 国民党当局从来没有松懈过对延

安的关注与 ∀宣传 #,各种反共小册子时有发行, 笔者所见即有 速写陕北九十九  、陕北剪影  、
陕北轮廓画  、陕北鸟瞰 、中共内幕 等数十种。而伴随 ∀关注#的是对延安相关动态及时收集

和评判。1942年 2月 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标志 ∀整风运动 #开始的 整顿党风文

风学风  的演说, 不到一个月国民党新闻机构即有报道: ∀最近毛泽东在一个学校开学典礼席上发

表了他的&三风 ∋主义,即&反对主观主义, 整顿学风;反对宗法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八股主义,整顿

文风。∋毛泽东自己就是一个&八股主义者 ∋ , 他平日惯好玩弄名词, 制造口号。即如此次所发表的

&三风主义 ∋ ,根本也就是八股主义。#∃从引文中可知撰文者对演讲内容是了解的,而毛的演讲 4月

27日才公开发表于 解放日报  ,重庆的 群众 转载是在一个多月之后% , 至于作者从何渠道获悉

不得而知,但至少说明,国民党的情报部门和宣传机构对延安的动态是密切关注并有所反应的。中

共党报 解放日报  于 1941年 5月 16日在延安创刊,创刊号的醒目位置的 本报发行科启事  说:

∀创刊伊始, 筹备仓促,对发行事宜, 尚未齐备,暂委托新华书店办理, 若蒙批售,来信请书 &延安新

华书店转解放日报发行科 ∋字样,以免与该店业务混淆, 订阅者可迳向该店直接办理手续。#这说明
在延安以外可邮购到 解放日报  ,时虽国民党对正面宣传延安的相关报刊杂志的发行渠道有所干

预,一般人难以看到, 而其宣传、情报等部门要看到该报,并不困难。在 1942年 3月 5日的 中央周

刊  (一篇短论中, 就引用了 解放日报  1941年 12月 22日, 1942年 1月 20日的社论。+ 该刊对延

安的整风运动还陆续有相关的报道和评价。, 此外, 国民党获取延安最新动态的另一渠道是在重

庆发行、大量转载过 解放日报  相关内容的 新华日报 和 群众 杂志。

再回到 野百合花  问题。应当说该文并没有立即引起国民党重视,也就是说国民党宣传部门

并没有立刻看到其在 ∀宣传 #边区方面的利用价值。笔者同意正是由于批判文章才引起了国民党
当局有关部门重视的观点,但原因又不仅是范文澜和周文的被转载文章,而是 解放日报  等大量

批判王实味的文章。首先, 群众 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一共有 6篇: 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  、

从鲁迅的杂文到王实味  、延安中央研究院座谈会反对王实味的斗争日记  (即 斗争日记  )、

从人性说到党性 评王实味的人性论 、王实味的托派面目被揭穿后  、关于人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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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 毛泽东的 ∀三风主义 # , 中央周刊  (重庆 )第 4卷第 29期, 1942年 2月 26日。

群众  (重庆 )第 7卷第 10期转载, 1941年 5月 31日。

该刊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刊物,其时由陶百川主编,后陶辞职由张文伯主编。

共产党的怪论  , 中央周刊  第 4卷第 30期, 1942年 3月 5日。

相关的报道和论文有: 中共批评本身错误  , 中央周刊  第 4卷第 33期, 1942年 3月 26日; ∀反自由主义月 # , 中央周刊  

第 4卷第 36期, 1942年 4月 16日; 中共不易改造  , 中央周刊  第 4卷第 37期, 1942年 4月 23日;金子文: 共产党的三风

问题  , 中央周刊 第 4卷第 45期, 1942年 6月 18日;朱敎春: 共产党与三风运动 , 中央周刊  第 4卷第 46期, 1942年 6月

25日;叶青: 毛泽东底三风运动  , 中央周刊  第 5卷第 11、12合期, 1942年 10月 29日。

范文澜: 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  , 群众  第 7卷第 15期, 1942年 8月 15日;周文: 从鲁迅的杂文到王实味  , 群众  第 7

卷第 16期, 1942年 8月 31日;温济泽: 延安中央研究院座谈会反对王实味的斗争日记  , 群众  第 7卷第 17期, 1942年 9月

15日;陈坤元: 从人性说到党性 评王实味的人性论  , 群众  第 7卷第 20期, 1942年 10月 30日;国林: 王实味的托派

面目被揭穿后  , 群众  第 7卷第 21期, 1942年 11月 15日;戈矛: 关于人性问题  , 群众  第 7卷第 24期, 1942年 12月 30

日。其中除 王实味的托派面目被揭穿后  ,其他皆为转载,而除了 关于人性问题  系转载 新华日报  外,其它皆转载自 解

放日报  。



从日期上说,被经常提及的 关于 ∀野百合花 #及其他 延安新文字狱真象  ∃一书确实在范、周

两文转载于 群众  之后。但由 ∀邹正之编 #的 野百合花  却标明: ∀民国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出版,

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一日再版。#从出版日期以及序言 介绍 )野百合花 ∗ 的编者落款 ∀卅一、七、

十 #%可以推断该编者 (或相关组织 )应该在 群众  转载文章之前即已注意到 野百合花  及相关批

判情况。其次,对延安动态极为关注的 中央周刊  , 同样对 ∀ 野百合花 事件 #也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 7月下旬 (也在 群众 转载之前 ) ,才注意到: ∀最近延安方面有一共产党员叫王实味者不知共

党利害,真的批评起延安的一般情形来,他写的 野百合花 一文,暴露了好些弱点。于是共党干部

恼羞成怒,斥王实味是 &小资产阶级意识, 风头主义,思想意识已与反共顽固份子胶漆同化,一样顽

固,一样黑暗。在思想上, 他确是我们的敌人 ∋ 。#(在这篇不长的评论中, 同时征引了王实味的 野

百合花  ,以及注明的出自 解放日报  ( 6月 9日 )的批判文章 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  、继

)读 野百合花 有感∗之后 以及 ∀艺术家#的)野百合花∗ 。+

到此时, 中央周刊 开始就 野百合花  和王实味做文章, 连续对此事作了相关报道。 野百合

花案详情 一文系转载 ∀盟利通讯社 #报道 (这说明在华的外国记者和媒体亦注意到了此事 ) , ∀延

安的文艺界并为了 野百合花 问题, 开了三天座谈会。据座谈会主席丁玲报告: &这会是对王实味

思想作清算,同时对自己作严格的反省。做为将来到实际生活中和大众团结在一起的准备。∋延安

各报及文艺界,对 野百合花 的批判挞伐,方兴未艾,但是看不见王实味的名字来解说他著书的动

机,并且听说他好久不到他服务的机关工作了 #。, 该报道大致反映了实际情况,只是显然对延安

方面批判王实味的力度和实际影响估计不足。实际上,仅王所在单位中央研究院从 5月 27日到 6

月 11日即召开十多次座谈会。丁玲在 6月 11日的总结会发过言,而其中 6月 8日的座谈会有 ∀来

自 70个单位 #的 ∀一千多个旁听者#,甚至会址也由室内移到操场, 这其中王实味本人只出席了 6

月 4日上午的座谈会.,确痛遭 ∀挞伐#并无反驳或解释的机会。稍后 中央周刊  又抛出了由三个

部分组成的 ∀本刊特辑 #: 延安野百合花事件面面观  编者按、野百合花  全文以及范文澜的

在野百合花问题上证明王实味同志是我们的思想敌人  (即 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  第四

节 )。按语全文如下:

轰动延安的野百合花事件, 本刊曾略有报导。兹有友人转赠 野百合花  全文共五节, 同

时在最新一期 群众 上看到范文澜先生 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  一文,因得窥野百合花事

件之全豹。为使读者亦能共赏此项传颂一时之文件,用特转载其全文。 野百合花 作者王实

味先生原为延安 &中央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 著述甚富,文名甚噪, 该文曾载延安 解放日报  ,

因此而引起之纷扰,迄今尚未平息, 共党已判定王为 &托派 ∋而加以惩诫。范先生据闻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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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由 ∀统一出版社 #编印、出版于 1942年 9月,为 ∀统一丛书 #之一种,分 4节共 30页,书中征引了萧军、丁玲、王实味的杂文

及何其芳的诗歌,但重在论,意在说明延安压抑的氛围和文人的 ∀苦闷 #,论及 ∀新型文字狱 #与整风运动相关情况。令人称奇

的是,书中称 ∀中共内部斗争自张国焘被肃清后, 主要斗争派别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干部派与以陈绍禹为首的留俄派的斗

争//为了打击留俄派,毛派提倡 &马列主义中国化 ∋ ,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 #。相当程度上真实反映了

中共内部的人事关系。参见 关于 ∀野百合花 #及其他 延安新文字狱真象  ,统一出版社 1942年版,第 25页。

参见邹正之编,王实味著 野百合花  , 1942年 6月初版, 8月再版,未标出版地与机构,由 ∀序 #和 野百合花  一文两部分组成。

∀野百合花 # , 中央周刊  第 4卷第 51期, 1942年 7月 30日。

参见范文澜: 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  :伯钊: 继)读 野百合花  有感∗之后  ;陈道: )艺术家∗的)野百合花 ∗ , 解放日

报  1942年 6月 9日。

野百合花案详情  , 中央周刊  第 5卷第 2期, 1942年 8月 20日。

参见温济泽: 斗争日记 中央研究院的座谈日记  ;丁玲: 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 六月十一日在中央研究

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 解放日报  1942年 6月 28、29日; 6月 16日。



&中央研究院 ∋院长,本刊所载一文,系取全文之第四节。两文原载共党机关报, 本刊不欲有所

评论,请读者自定其是非曲折可也。∃

王实味在 1937年赴延安之前,即创作、翻译不少文学作品, 1938年经院长张闻天亲自挑选调

至中央研究院任 ∀特别研究员#, ∀曾为党翻译过一二百万字的书 #% , 确实算得上 ∀著述颇丰 #, 说

∀文名甚噪#虽有点言过其实,但也大致说得通;所转载文章, 则未作任何篡改或歪曲,与原文一致,

而在 ∀编辑小言#栏中还写道: ∀友人以 野百合花 的原文相赠,我们看了很感兴趣,不敢自秘,俾本

刊读者得同赏妙文,所以把全文刊发出来, 中央周刊  转载共党机关报 (延安解放日报 )的文章尚

以此为第一次。#无需多言, 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此举无非是用子之矛,攻子之盾,以此来

贬损延安形象。种种迹象表明:温济泽的回忆 ∀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 从 )野百合花 ∗中看

到延安之黑暗 , 以此作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 #( , 应当即指此。首先,

∀特辑#也符合温济泽所言的 ∀专号#, 其用意也符合 ∀恶毒攻击 #。再者,延安方面也对 中央周刊 

的报道作出了回应,上文提到的 王实味的托派面目被揭穿后  一文即是专门针对 中央周刊  转载
∀盟利通讯社 #的 野百合花案详情 的反批评+, 这表明国民党刊物的宣传 ∀利用 #也引起了中共有

关方面的注意,而温济泽是有可能已读到 中央周刊  对王实味事件的报道,虽题目略有偏差,但基

本精神还是一致的。而 中央周刊 真正对事件发表意见的是稍后的 野百合花事件答客问 , , 该
文通过问答形式就王实味个人、野百合花  以及 ∀整风#背景作了相应的评论和猜度。该文目的同

样是在 ∀利用 #其 ∀攻击 #延安,并显然做过较充分的准备, 其观点也略有深度。比如说王实味 ∀是一

位 &文化人 ∋ ,从前在北平的时候, 常为 世界日报 副刊写小说, 笔名有时叫做 &实味 ∋ , 有时叫做
&橄榄 ∋ ,文名与沈从文、胡也频不相上下, 刘半农很称赞他,加入共产党的时间//总在 1926年左

右。曾为中国共产党翻译过一二百万字的书, 现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 #。. 此外,对王实

味的写作动机和个人性格的看法亦值得引述: ∀ 野百合花 的产生,是延安青年不满现实的共鸣,

王实味不过作了这种 &共鸣 ∋的纪录而已, 决无存心破坏中共的动机。第二、王实味是文人, 文人不

免有点儿书生习气,书生爱说老实话。他以为 &整顿三风 ∋的口号, 也许是真要自我批评一番,就大

胆写出 野百合花  ,希望引起党中人注意。后来的结果,当然不是王实味所能预料。同时, 他以鲁

迅自况,也是书生习气的充分表现//&寂寞 ∋的心,只好向它们的文艺大师 鲁迅,寻求一点安

慰。#0这些话似乎有点歪打正着的味道, 但却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实情,更令人惊讶的是,该文结尾

还分析事件背后的 ∀隐情#: ∀ 野百合花 事件不是偶然的, 简单的, 一定别有其政治背景。#至此,

中央周刊 关于 ∀ 野百合花  事件 #报道告一段落, 而该刊下一个与中共延安有直接关系的 ∀特
辑 #是一年后的 ∀第三国际 #解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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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野百合花事件面面观  (本刊特辑 ) , 中央周刊  第 5卷第 5期, 1942年 9月 10日。

范文澜: 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  , 解放日报  1942年 6月 9日。

温济泽: 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 , 炎黄春秋  1992年第 4期。

参见国林: 王实味的托派面目被揭穿后  , 群众  第 7卷第 21期, 1942年 11月 15日。

刘子健: 野百合花事件答客问 , 中央周刊  第 5卷第 9期, 1942年 10月 8日。

这一段介绍乍一看,言过其实,却也并非空穴来风。 1925年王实味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 1926年经陈清晨介绍加入共产党,

而与沈从文、胡也频等齐名之说也事出有因,并在 现代评论  和 新月  等杂志上发表过不少作品。 1930年上海中华书局由

徐志摩主编过一套 ∀新文艺丛书 #,在前 8种即包括王实味的小说 休息  和译作 珊拿的邪教徒  以及沈从文的 旅店及其

他  、胡也频的 一幕悲剧的写实  、徐志摩的 轮盘  、梁实秋的 结婚集  (翻译 )等,参见王实味: 休息  ,上海中华书局 1930

年版书末广告。

由这段话可知,该作者还读过 政治家− 艺术家  , ∀寂寞 #、∀鲁迅 #等系出自该文,而在 ∀利用 #中, 野百合花  被认为是延安的

真实写照,而 政治家− 艺术家 的针对性比较具有普泛性,在 ∀宣传 #中则很少提及。

参见 中央周刊  第 5卷第 51、52合期, 1943年 8月 12日。



二

实际上,在重庆 中央周刊  刊出 野百合花 以及 关于 ∀野百合花#及其他 延安新文字狱

真相 印行之前, 另一国统区已经刊出了全文。这家刊物叫 民族文化  , 发行地在广东曲江,系由

国民党党部广东省文化运动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月刊, 野百合花 以 ∀延安文献#为标识刊于该刊的

第 2卷第 7期, 全文照录, 署王实味名。在刊物的 ∀读者 −作者−编者#栏有简短介绍: ∀末了的两

篇,除了一篇续稿,便是一篇杂文,这即是延安文献的 野百合花  。延安的作品原是难得在本刊上

见到的。只因为这是在延安里发出的正义呼声, 我们该使他得到更大的同情。所以也转载过

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附加说明。总的说来,这两家刊物对事件的关注说明了国民党当局有

关机构对延安动态的密切关注,其转载文章、发表评论别有深意, 即把 野百合花  当作 ∀镜子 #, 照

出了 ∀延安的阴气森森,没有自由,更没有 &爱和热 ∋ #,青年们在 ∀ &丑恶 ∋ &黑暗 ∋的气氛之下,充满

着失望而且 &陷于疯狂 ∋了 #, ∀领导者,在那里尽情 &享受 ∋ #且 ∀十分专制, 也十分讳疾忌医#的 ∀自

欺欺人 #。还推断 ∀中共内部,必然发生过裂痕甚至相当严重的斗争 #。% 这当然可以说是 ∀恶毒攻

击 #,但其内容大体上还是客观的,并没有肆意的添油加醋。这从 群众  的那篇反批评文章 王实

味的托派面目被揭穿后 中可以看出,该文针对的仅仅是 中央周刊  转载 ∀盟利通讯社 #的消息,而

对已经刊出其他相关报道却不置一词,只在王实味及其作品上来做 ∀批判#文章, 这固然有不愿惹

恼 中央周刊  这样由蒋介石亲自过问的党刊, 而遵循 ∀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的考虑,同时,恐

怕也是那些报道评论大体上符合实际,无从反驳。

离延安不远的西安 (国统区通往延安的最重要通道 )也对此事作出了反应。首先是 1942年 11

月 18、19日西安的 青年日报 上连载了 野百合花  , 继之有发表在 文化导报  上的评论文章 我

读完了 )野百合花 ∗ 。作者在读过 ∀两遍# 野百合花  后写道: ∀在我心头引起了清晰的回忆,在这

回忆里更包含着无限的痛楚与无限的同情, 更生出无限的忿恨 #, ∀眼前就立刻浮现出几副残忍与

痛苦的画面。有许多青年,坦白纯洁, 热情好奇, 受了欺骗与愚弄#, 这 ∀是落在中华民族的青年儿

女们头上的一幕万分残酷的悲剧 #。并认为延安的青年 ∀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不是麻木不仁便是疯

狂 #。最后作者也敏感地觉察到: ∀从这篇短文里,可以知道中共的内部,已是存在着程度颇深的动

荡与不安。这种动荡与不安的爆发, 野百合花  事件只是一点星星之火而已//无怪毛泽东要锐

意整顿三风。#(该文纯粹是就文而论, 没有提到任何批判王实味的相关情况, 而其读的也是转载的

文章, 可能系因作者当时正在 ∀劳动营 #里接受 ∀感化#,是不大可能读到接触到延安报刊的。文章

中有夸张造作、刻意为文的成见,但大体还是直觉的观感。尽管如此, 但换个角度看,这种 ∀宣传 #

在客观上就更加坐实了王实味的 ∀罪行#, 只是不知道延安方面是否看到此文, 而就当此文发表的

时候, 作者并不知王实味此时已经被开除党籍,头上已经扣上了 ∀托派分子#、∀反党集团首领 #等数

顶帽子,其本人已经处于被隔离状态了。次年 4月,王在所谓 ∀抢救运动 #中被逮捕, 关押于枣园后

沟的中社部看守所,一关就是 4年。+

在民族危亡、大敌当前之际,国民党把枪口对准新四军,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受到了舆

−71−

天有病,人知否?

∃

%

(

+

参见 民族文化  (曲江 )第 2卷第 7期, 1942年 8月 20日。

刘子健: 野百合花事件答客问 , 中央周刊  第 5卷第 9期, 1942年 10月 8日。

白言: 我读完了)野百合花∗ , 文化导报  (月刊,西安 )第 2卷第 4、5合期, 1942年 11月 30日。

相关情况可参照凌云的 王实味的最后十五个月  ,载温济泽等著: 王实味冤案及平反纪实  ,群众出版社 1993年版。



论的普遍谴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由延安流传出来 野百合花  批判也就成了他们胡乱抓住的拯

救舆论导向的稻草。那两本根本没有标明出版地的宣传册子, 显然出自国民党专门的 ∀宣传机
构 #,他们也就此做足了成色,声称 ∀ 野百合花  ,是写着一位中共党员 当然就是王实味先生自

己 为了追求光明而踏进延安,在那里所听到的,看到的, 身受到的, 却意想不到的苦难与挫折。

残酷的现实粉碎了理想中天堂的幻想,感到了寂寞凄凉,压不住心头沸腾热血, 用了委婉曲折的笔

调,苦心写了这四篇 野百合花 的杂文来//编者起初以为王实味先生大胆底暴露延安的黑暗

面,觉出了一般青年内心的苦闷,要求大家自我批评//应该是一个大大的功臣,可是//正相反,

王实味先生却获得了 &托派 ∋的天大的罪名 #, ∀在这件事上, 使我深深感到,今日之延安, 是否只允

许奴性人物的存在,是否定了人性人物底生存权利? 我希望全国的青年们, 不仅是爱好文艺的青年

们,大家都注意这件事的发展, 因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的问题,在延安还在展开着, 并未告一段落;

并且大家却应该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研究,因为这并不是王实味个人的问题啊! #∃并冠之以 ∀新型
文字狱 #事件。% 很显然,国民党当局众多机构, 对王实味事件倾注如此心力, 虽然大多都表示如有

的评论所说是出于为王实味 ∀报不平的冲动#, 为其不平遭遇而呼吁 ( ,但本质上无疑都是为有利于

自身的舆论在造势。

但 ∀ 野百合花 事件#的余波仍未平息。一是 1944年 3月的西安传出纪念王实味等 ∀活人追
悼会#的闹剧。二是 1944年 6月 9日,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 21人经由南泥湾到达延安, 在

延安及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 43天 (其中在延安 34天 )的参观访问, 期间曾有记者见到王实味。+

被当作公正宣传延安状况的是 新民报 记者赵超构的 延安一月 ,该著记录王实味一节,研究者

已作全文引录,此不重复。, 让笔者感兴趣的是同到延安采访的张文伯的文章,盖因张在对延安报

道中曾几次提到王实味及 野百合花  。首先是 1944年 8月 5日张文伯在国民党当局的中央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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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正之编,王实味著 野百合花 , 1942年 6月初版, 8月再版。

参见 关于 ∀野百合花 #及其他 延安新文字狱真象  ,前引书,第 25页。

参见周可琛: 闲话)野百合花∗案  , 新认识  (重庆 ) ,第 6卷第 2期, 1942年 10月 15日。

∀追悼活死人 #闹剧发生在 1944年 3月, ∀追悼 #的人有吴伯萧、王实味等 26人。参见吴伯萧: 斥无耻的 ∀追悼 # , 解放日

报  1944年 7月 3日。魏景蒙在回忆录 忆延安之旅  说 ∀ 1943年夏末 #随 ∀记者团 #到延安, 向王震提出会见王实味的要求,

∀几周后 #,在 ∀记者会 #上见到了王实味,并记述了王的反映及谈话。有研究者据此判断, 1943年及 1944年各有一次 ∀中外记

者团 #到延安,王实味 ∀有过不止一次的 &外事活动 ∋ #。 (参见戴晴: 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第

98 99页 )。其他研究者亦称之。实际上,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到延安参观访问, 是抗日战争后期新闻界的大事件,时间

在 1944年 6 7月间。参观团由国民党中宣部谢葆樵、邓友德为正副领队,外国记者有斯坦因、爱泼斯坦 ( 时代杂志  等 )、福

尔曼 (合众社等 )、普金科 (塔斯社 )、武道 (路透社 )等 6人;中国记者有张文伯 ( 中央日报  )、孔昭恺 ( 大公报  )、周本渊

( 国民公报  )、赵超构 ( 新民报  )、金东平 ( 商务日报  )等 9人;中宣部陪同人员 4名:魏景蒙、杨西昆、张湖生、陶启湘,共

21人。国共双方对此次访问都十分谨慎,之前双方都有充分准备,在参观采访中,国民党官方记者在延安的 ∀越轨 #言论和举

动曾遭到王震等的干预。以 中央日报  记者身份同到延安的杨嘉勇甚至是中统 ( CC)专员。而魏景蒙的回忆录即指此次,

1943年系时间误记。 ∀参观团 #一行从西安出发, 6月 6日经金盆湾到达南泥湾,由王震迎接, 6月 9日将参观团护送至延安,

到延安后,接待工作由周恩来亲自过问,期间曾有外国记者单独采访过毛泽东、朱德等人。 ∀参观团 #与延安文艺界人士见面

是在 6月 24日上午,地点在边区银行大楼,参加的有丁玲、艾青、吴伯萧、成仿吾、李初梨、萧三、陈学昭、周扬、柯仲平、何其芳

等 50多人。经党中央安排,王实味也出席会见了记者,并有 ∀顾全大局 #的表现。但赵超构记录他与周本渊却是 ∀意外的会

见 #了王实味。但无论怎样,王实味在关押期间,延安以外的人见到他,仅此一次。相关情况可参见魏景蒙著、江惠美译: 忆

延安之旅  ,原载 中央月刊  (台北 ) 1977年 7月号, 传记文学  (台北 )选载,第 45卷第 4期, 1984年 10月号;张克明: 一九

四四年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  ,王抡楦: )中央日报∗记者访问延安的前前后后  , 金城: 记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  ,均载

重庆文史资料  (第 26辑 ) , 1986年 6月; 弁言  ,王仲明编: 陕北之行  , 重庆:独立出版社, 1944年 10月;赵超构著 延安

一月  ,重庆:南京新民报社, 1944年 11月,第 147页; 编者赘言  ,见齐文编选,鲁登− 爱泼斯坦等著 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

解放区  ,上海:历史资料供应社, 1946年 1月;凌云: 王实味的最后十五个月  ,载 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  ,第 78页。

黄昌勇著 王实味传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238页;黄昌勇编: 王实味与野百合花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年版,第

64 65页。两书中都引录了与王实味有关一段文字。



电台做了题为 延安观感 广播演讲, 其中说道: ∀ &延安缺乏社会生活 ∋ ,这句话是延安文化人萧军

在文化座谈会上讲的。 解放日报  副刊上, 却否认此点。里面说: &延安的社会生活顶多彩, 顶活

跃,集体生产和学习, 特别是色彩缤纷的各种各样的晚会, 都是大后方所没有所不能有的富有生气

的群众性社会生活 ∋。由此想起王实味的 野百合花  里, 也有 &歌啭玉堂春, 舞迴金莲步 ∋这一类语

句,但也因此而兴起了一场 &文字之狱 ∋ ,终于被戴上一顶 &托派 ∋的帽子。#进而指出延安生活以服
从为准则, ∀中共的指导原理, 是反人性论, 反自由主义论 #, 而文人 ∀正在 &改变 ∋中, 无 &用文 ∋之

地 #。∃ 张文伯还有 陕北纪行 、延安归来答客问 等书印行, 多次提到王实味。比如把其作为延

安 ∀反民主自由的例子 #: ∀自从王实味 野百合花 一案把王实味批判了清算了以后, 自由主义, 个

人主义,平等主义,一串的主义乃至于 &人性 ∋ , 在延安都成立禁物。文化人自心灵以致而面部的神

经都麻木了。一句话不对, 便会犯了禁条而受批判, 不至于自己把自己否定了不止。#接着又说
∀ 野百合花  里曾论及 &平均主义等级制度 ∋ #, 并几乎引述了该文第四节 ∀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全文,又评论说: ∀王实味果真被 &批判 ∋了,但他所批判的等级制度,却依然存在。因此一般 &非干

部小厨房 ∋阶级, 其生活之痛苦与沉闷是不待言的。#在 ∀心头的苦闷 #一节再次说, ∀例如王实味的
野百合花 ,掀起一重文字之狱,其本人批判为 &托派 ∋ #,以此来说明延安的文化人和青年 ∀束缚

在小天地,没有自由#的苦闷。% 张文伯其时为 中央日报 主笔和 中央周刊  主编, 在国民党舆论

宣传方面影响不小,其 延安归来答客问 8个月内就再版两次。( ∀ 野百合花 事件#自然也就跟
着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这在延安方面看来,王实味无形中又罪加一等了,似乎也意味着他必将遭沉

埋的噩运。

在 1942年延安的 ∀文学之春 #中, 王实味只是搭上了末班顺风车, 正如论者所言, ∀王实味没有
赶上潮头,却意外地被颠上了浪峰#。与丁玲等人相比, 王实味也根本 ∀算不得主导潮流的人物 #+,

却因 野百合花 等深具批判性的杂文得咎冤狱,甚至于最终殒命, 这似乎印证了当时一位文学理

论家令人迷惑的谶语: ∀假如莫利哀复活#, ∀那么,剩给他的,就只有两条路:一是装糊涂,二是重新

死去#。, 似乎也不必惊异和费解主导潮流的丁玲等人在当时能涉险过关.,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

毛泽东决定拿王实味开刀, 挑选在当时社会知名度不甚高的他作斗争靶子, 而有意放过了

和王实味有相同思想的知名女作家丁玲, 是基于一种深谋远虑的考量: 若在延安打击 1936年

底就投奔陕北的 莎菲女士的日记 的作者丁玲,势必将在国统区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引

起极大震动;而清洗王实味,则犹如下一场 &毛毛雨 ∋ ,最多地皮湿一层,稍刻就会踪影全无, 不

致严重削弱国统区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对延安的向心力//毛泽东的策略果真获得了成

功:虽然国民党当局围绕王实味事件出版了小册子,王实味的命运也曾引起国统区一些文化人

的关注,但是王实味的名气毕竟不很大,而国统区的严重腐败使更多的人把国民党在王实味事

件上的反应视为是老生常谈的&反共八股 ∋而不予置理, 王实味终于被历史尘封了。0

而令人玩味的是,几十年过去了,王实味事件仍然没有彻底淡出人们的视野,如有亲历者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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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伯: 延安观感  ,载王仲明编: 延安之行  ,重庆独立出版社, 1944年版,第 45, 46, 48页。就张文伯 ∀职责 #而言,其报道

不可避免的带有倾向性。总体感觉而言,他甚至觉得延安的状况和前景并不看好,他总结 ∀此行感想 #是: ∀增强了我们的自信

心,增加了我们的责任。#

张文伯: 陕北归来答客问  ,重庆读者之友社, 1945年 5月,第 38页,第 86 88页。

1945年 8月再版, 1946年 1月三版。

黄昌勇: )野百合花∗的前前后后  , 新文学史料  2000年第 3期。

默涵 (林默涵 ) : 假如莫利哀活着  , 解放日报  , ∀文艺 #第 38期, 1941年 11月 14日。

丁玲当然没有最终过关,只不过推迟到了 1957年,而桀骜不驯的萧军几年后在东北的 ∀ 文化报  事件 #遭到批判和打压。

高华著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336 337页。



新近的书中说: ∀当时大家看了以后 (按:指 野百合花  ) ,从内容到形式 (文字技巧 ) ,都非常佩服,

对一些人发表的批评文章还颇不以为然//我们这些学员们,几乎众口一词的同意王实味的观

点。#对自上而下的批评 ∀大家一时转不过弯来 #,而 ∀那时的批判,有的是真的,也有的是假的,是为

了表示划清界限;还有半真半假的#。∃

如果同意王实味是 ∀受了五四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影响,满怀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理想, 转而接受

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 #%的话, 就只能感叹作

为追求理想和自由的知识分子的王实味在延安的整风运动和国民党的利用中均扮演了让后人哭笑

不得的悲剧角色。个性狷狂不羁的他偶然性、戏剧性地成了党团派系之间斗争的玩偶和牺牲品:一

方面是捕风捉影、深文周纳、冷酷无情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而另一方面的打抱不平、呼唤 ∀正义 #、
引以为同道,又何尝不是为己所用麻木不仁的妄称兄弟、缪托知己呢? 这似乎表明,历史的洪流注

定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

(作者孔刘辉,滁州学院中文系讲师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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