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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王统照的书信往来
□许志杰

《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
1987年11月版)收录了陈独秀与王统
照一来一往两封信函。陈独秀致王统
照信以《陈独秀答王统照》标题刊
出，此信较短，在此先录为主：

“统照先生：
来书疾世愤俗，热忱可感。中

学校有如此青年，颇足动人中国未
必沦亡之感。惟国人中大多数人，
缺乏进步向上之心。此问题甚大，
似非报纸可医，且恐非教育可救
也。

此复 记者(一九一六，十二，
一)。”

此信落款署名“记者”，说明收
到这封信时陈独秀正在编辑影响
甚烈的《新青年》杂志。王统照在信
的开头称呼也是“记者足下”：

“记者足下：
校课余暇，获读贵志。说理新

颖，内容精美，洵为最有益青年之
读物。绎诵数过，不胜为我诸青年
喜慰也。

统照窃以为吾国衰弱不振之
原因，即国民好学性之颓丧，而尤
在青年好学性之颓丧。夫学犹殖
也，不殖则荒。矧文明日进，科学日
新，尤非努力猛进以求学不为功。
然负此努力猛进求学之责任者，诸
青年也。且为先知先觉而负启迪指
导一班国民使之努力猛进求学者，
亦非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之
青年。而完全任此仔肩者，固吾高
尚纯洁诸青年之责任也。然今之青
年，其下焉者，卑鄙苟且，可勿论
矣。而稍知自豪者，亦不过敦行谨
言，期于自守焉尔。已其上焉者，又
只知死守学校晦闷之课本，专攻一
二陈腐之科学。于所谓勇猛精进，
所谓活泼进取，所谓奋斗自勉，或
充尽我青年之责任于万一者。吾虽
交游寡而闻见室，盖亦鲜其人矣。
虽然常此不治，将成痼疾，而医之
之捷径，则报章杂志，固为最良之
针砭，而最利之利器也。虽然报章
备矣，杂志有矣，且完美优好而无
疵矣。而所谓今之青年者，乃多惜
雪茄醇醪之小费，车马声色之时
间，而不一购阅焉。不宁惟是,且即
有图书之阅览处，报章杂志之陈列
所，恐亦惟愿浏览一二野狐禅之笔
记，与夫妄诞不经之稗史。或则涉猎
数页猥鄙琐碎之杂著，以及文采风流
之小说。而于类于进德修业之危言正
论，与新颖精湛之科学的文字，乃绝
不一睹焉。嗟夫黄芦白苇，弥望皆是，
可胜慨哉。是言虽过于激，然亦确有
是等之青年，而非统照之讆言也。贵
志出版以来，宏旨精论，夙所钦佩。凡
我青年，宜手一编，以为读书之一助。
而稍求其所谓世界之新学问、新知识
者，且可得藉知先知先觉之责任于万
一也。然青年之不悦学也如是。苟不
有以振启之警醒之则如列珍馐，而未
口试，陈纨绮而未体服者，奚以异。然
统照不敏，窃愿贵志于报余附白，
多提倡青年读书之利益，及读书之
方法，或介绍东西名人读书之实验
与其规程，以期促进青年之好学

心，读书性，庶不无小补欤。上所陈
者，多属平淡无奇。而鄙见如此，吐
之斯快，却蒙斧正赐答，则无任幸
甚。

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王统
照。”

此信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
年》杂志第二卷第四号上，并附陈
独秀以记者名义写给王统照的信，
可见陈独秀对于王统照的致信是
非常重视的。

《新青年》杂志的前身是陈独秀
1915年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在
当时掀起了一场以民主、科学为纲
领与旗帜，向传统封建思想、文化、
道德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年后《青
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作者队伍
更加宽泛，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
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后因蔡元
培邀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
长，《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一起到
了北京。从时间上看，1916年《新青
年》依然在上海出版。

1913年，17岁的王统照到济南后
先在山左学堂读中学，第二年该学
堂并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翌年因
病回家休养，直到1916年秋天病愈回
济南，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这封
信，应是回济南不久。从王统照的信
中表露出一个20岁年轻学子对于当
时的一些不正之风十分愤慨，显露
出自己的一些苦闷与无奈。因而陈
独秀大为兴奋与感动，回信写下：

“来书疾时愤俗，热忱可感。”
当时的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不

仅教育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而且
学生思想活跃，具有浓烈的反帝反
封建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至少这
里的学生是可以在济南买到《新青
年》杂志的。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
王统照痛斥科学之陈腐，进取心之
疲软，缺少勇猛精进、活泼进取、奋
斗自勉之责任者。因此王统照建议
陈独秀与《新青年》杂志：“然统照
不敏，窃愿贵志于报余附白，多提
倡青年读书之利益，及读书之方

法，或介绍东西名人读书之实验与
其规程，以期促进青年之好学心，
读书性，庶不无小补欤。”王统照可
能遇到了读书之困，因而求书于陈
独秀，一解心头之惑。陈独秀在百
忙之中给一位青年学生回信予以
鼓励，信虽寥寥数语，称“中学校有
如此青年，颇足动人中国未必沦亡
之感”，期许甚高。此时的王统照在
文学创作上开始展露才华，先后用
白话文创作小说《纪念》，以及文言
小说《车中人语》《除夜》等。

此时陈独秀已赴京出任北大
文科学长，王统照到北京后积极参
加学生活动，筹办学报，加入文艺
创作组织。在中国大学毕业后王
统照留校教书，一直到1931年辞
职回乡照顾病重的母亲。在京十
多年，王统照先后拜访鲁迅多次，
与周作人交往颇深，与郑振铎等
人酝酿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被
列入12位发起人之一。他与徐志
摩一起陪同德国著名生机主义哲
学家杜里舒博士夫妇登顶泰山，
写下《泰山下宾馆中之一夜》《日
观峰上的夕照》等著名诗作。但
是，唯独不见王统照与陈独秀在
北京见面的记录，王统照错过了
拜见当年指点迷津的陈独秀先
生。或许他们相见了但未记录，也
可能有关记录藏在文献中，等待着
有一日示于后人。

1957年11月29日，王统照在济南
病逝，公葬于济南金牛山公墓。数年
前，我曾以王统照老友陈毅诗句《剑
三今何在？》为题，叙述自己寻找王
统照之墓的经过，呼吁将其墓移到
济南英雄山革命公墓，或安置于他
曾经执教的山东大学校园，供人瞻
仰。毕竟昔日的金牛山已经扩建为
济南动物园，不适宜作为名人公墓
继续存在下去。如今济南旧貌换新
颜，理应让诸位先贤感知后人对他
们的崇敬之心和故土巨变。

以此文致敬先贤并纪念王统
照先生逝世65周年。

臧克家与文学引路人王统照的师生情
□赵瑞峰

臧克家、王统照两位先生，是
在现代文学史上各占有一定地位的
作家、诗人，他们是同乡，都是山东诸
城人。王统照和臧克家有师生之谊，
臧克家把王统照看作其文学引路
人、提携者，一生都感念不已。

臧克家和王统照的交往要追
溯到上世纪20年代。臧克家之前虽
已知王统照文名，但有机会见到其
人，则是在1924年。当年，印度诗人
泰戈尔过济南时讲演，王统照担任
翻译。那时王统照少年英俊、风度
翩翩，让臧克家不胜钦佩和羡慕。

臧克家和王统照交往始于
1929年。当时王统照已到青岛市立
中学教书，后来又在国立山东大学
兼课。臧克家在山东大学读书期
间，已是王统照寓所的熟客。臧克
家曾著文回忆当年在王统照家做
客的情形：“大铁门西向，院子很
小，一进大门，右手一座小平房，两
个通间，这就是会客室。室内陈设
简单，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
一匣‘全唐诗’。我一到，老工友上
楼通报一声，一会儿看到主人扶着
陡直的栏杆，滑梯似的飞跃而下。
楼很小，又高高踞上，真可称为危
楼了。剑三瘦削，体弱，很健谈，兴
致来时，拘谨不见了，高谈阔论，又
说又笑，诗人情态，芒角毕露。有时
谈得近乎进餐的时分了，便留我吃
家乡风味的便饭：煎饼、小豆腐，极
简单，但极可口。”

王统照看重友谊，真诚待人，
给人以温暖，对待后进鼓励、扶掖，
不遗余力。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

《烙印》，王统照既是鉴定者、资助
者，也是出版人。臧克家曾深情说
道：“没有剑三就不大可能有这本小
书问世。”

1936年，王统照在上海主编当
时有很大影响的《文学》月刊。之
前，王统照便推荐臧克家向该刊投
稿，臧克家比较重要的诗作《罪恶
的黑手》就发表在《文学》月刊上。
王统照爱才，但不徇情，臧克家有
的诗，他“认为不宜发表，就来信说
明不发表的理由，使你不但不感到
失望，反而觉得从中得到教益，衷
心感谢”。

1934年，王统照因长篇小说《山
雨》反映了时势的动乱，遭到国民党
查禁，并将他列入黑名单。王统照被
迫离国自费到欧州游历、学习。臧克
家到码头为之送行。王统照归国后
把他从国外带回的美术作品选刊在
他主编的《文学》月刊上。

自抗战爆发至1949年，有整整
12年时间两人不能相见。但臧克家
对王统照的怀念之情无时或已。直
到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开
幕，臧克家和王统照这对忧患中分
手的师生，方得在北京重逢。臧克
家回忆这次重逢称“那种兴奋、欢
快之情，实在无法形容”。

1950年，臧克家到济南参加会
议，与王统照相会于泉城。故人相
会，臧克家感情激动，难以言传。在
会议余暇，他们便“一道吃故乡风
味的著名小馆；一同游览金线泉，
参 观 李 清 照 故 居 ，想 见 其 为
人……”

臧克家和王统照虽一个在北京
一个在济南，见面很少，但通信颇
勤，王统照几乎“每周必书，书必厚，
大事小节，均形之于字句，字体极
小，无论用钢笔还是毛笔，都写得工
整娟秀，读了让人心快眼明”。臧克
家记得王统照曾把过去蛰居上海、
埋头易名时写下的旧体诗抄给他。
他还记得其中一二残句，如“城居与
野处，同此忧患俱”“六淫郁久病，一
杯难忘年”。

因早年王统照所患气管炎一直
无法根治，加之他勤于公事，且用功
于写作，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身体瘦
弱甚至走路都要人扶。臧克家和朋
友们每劝其保重身体，他虽然答应
着要到这里那里休养，却不肯放下
工作。

1957年王统照抱病赴京参加
会议，还执意到宾馆来看臧克家。

看到王统照的双臂像枯柴，咳嗽一
刻也不停的情形，臧克家心里难受
至极。臧克家明白王统照这是借机
来看看老朋友，也是和朋友们永
诀。王统照还专门买了很漂亮的纪
念册，请茅盾、叶圣陶、郑振铎和臧
克家题句留念。会议没有开完，王
统照便晕倒在会场，进了北京医
院。就是躺在病床上，他心里还计
划整理过去的诗，编一本书，还想
写一部反映“五四”前后各个时期
情况的长篇小说。

王统照从北京回到济南后，臧
克家几乎天天写信给他，他回信也
快。但到1957年11月间，虽复信也
快，但笔迹不对了。后来才知这时
候，王统照正躺在济南第二人民医
院的病床上，情况极其严重，他已
无力执笔回信，信是请青年服务员
代写的。

1957年11月30日，臧克家在文联
大礼堂开会，有人告诉他王统照已于
前一日凌晨五时在济南病逝。臧克家
虽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这一刻真的
来临时，对他还是沉重一击，遂半道
出会场，跑回家里，号啕大哭。

王统照逝世后，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山雨》，又
出版了他的《诗选》，臧克家写了长
篇序言。臧克家在为《王统照先生怀
思录》一书所作序言末尾说道：“王
统照先生是我的乡亲，是我文学创
作的领路人、提携者。每每回想起种
种往事，心里便十分激动，哀思难
禁。”诚哉斯言！

今年是现代著名作家、诗人王统照逝世65周年。
王统照(1897年2月—1957年11月)，字剑三，山东诸城人，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及教授中国文学史，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

奠基者之一，一生著作甚多。历任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山东省文化局局长。
王统照与许多文化名人交往颇深，以下两篇文章分别记述了王统照与陈独秀、臧克家的往来。

王统照在济南读书时的照片。

1935年，臧克家和王统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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