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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早期的文学编辑思想
■李

贤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阿英的文
学之路始于以钱杏邨为名的《太阳月
刊》，之后不断变化笔名积极参与文
学创作与编辑，就现有的资料来看，
从 1928 年至 1949 年，他用过的笔名
有十多个，阿英是 1950 年之后固定
的署名。他在文学理论、文艺批评、
戏剧创作、
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
已为人们熟知，
实际上他在编辑整理
方面也有突出贡献，除了编辑《太阳
月刊》
《海风周报》
《文献》等，对现代
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图书资料的收
集整理工作是他文学活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阿英的意义不仅在于以大
量的创作参与了文学现场，
实现了文
学的社会价值，
还在于他为现代文学
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保留了大量史
料。后来的学术史和现代文学史的
研究发展也证明了他较高的编辑能
力和敏锐的学术预判力

“文史一体”
之下的编选
阿英文学活动的阶段性特征较
为明显，早期的文学观表现为对“文
学社会意义”的追求，对文学的认识
以及他的创作都体现了
“文史一体的
价值观”
，
即
“沿着文学与历史（政治）
一体化的方向建构和进行价值取向
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
它的核心是把
文学活动纳入到具体历史活动之中，
以文学对现实的实际效用来评估他
的价值”。他于 1928 年 5 月发表的
《批评的建设》是这一价值观的充分
体现，
为了实践
“批评的建设”
中提出
的理论主张，
他在阅读大量作品的过
程中，
发现并编选了一些充分反映时
代面貌和契合他文学观的代表性作

品。这一类型的编选受文学价值观
的直接影响，
关注文学如何表达宏大
的时代主题，
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实现
文学艺术的宣传教育作用。阿英在
1935 年以前按这一标准的比较多，
如
署名钱谦吾编的《新文艺描写辞典
（共三集）》
《怎样研究新兴文学》
《现
代文学读本》等。在以阮无名为笔名
主编的《现代名家随笔丛选》中说到：
“这部随笔编选的基准，是在强调在
富有社会性的、实用的文字上面”。
遵从的是
“以文学对现实的实际效用
来评估作品的价值”这一观念，把作
品自身的文学性、
艺术性和内涵的社
会作用相结合。从根本上来看，
阿英
的这一编选标准是对瞿秋白的
“普罗
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也是
作为职业的编辑在大众文化传播这
一活动中的价值体现，
“ 对他人的精
神文化成果进行组织、编选、加工整
理等创造性的优化处理，
使其缔构成
整体的、
有系统的出版物物化形态。
”
出版物的物化形态是编者编辑思想
的集中体现，
文学价值观则直接影响
着文学编辑在组织、
加工整理他人精
神文化成果时的方向，阿英“文史一
体的文学价值观”
为方向的编选把时
代的文学现场与历史经验以及两者
的互动过程较为完备地记录下来，
让
我们在当下阅读时能够发现文学作
品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同一个时
代。既呈现了新文学发展的时代性、
多样性，
又以感性的文本书写着历史
过程。

学术视角下的编选
阿英文学编辑视角的学术化与
他的史料意识有关，
史料意识是他文
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并贯串整个
学术生涯，这种史料意识在整理、编

阶段性的积累，史料意识是形成学
科系统性的一种方法，也是编辑、出
版者在编选出版时应该具备的工作
方法。

文化视角下的编选

阿
辑文学资料时表现的更为明显。如
果说“文史一体的价值观”导向下的
编选是他的个人偏爱，那么学术视
角下的编选体现了他学者的严谨、
客观。不虚美不隐恶，不仅能注意
到有影响的作家和主流作品，也能
不因个人偏好择取不同观点的作家
作品和文学现象，力求真实全面地
记录新文学发展面貌。在他为不同
作品所作的自序和后记中，读者可
以明确感受到他的史料意识。1928
年以“钱杏邨”为名发起并编定出版
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自序里，阿
英写了编写此书目的是“使读者认
识他们对于这时代的关系和影响；
献给作文学史的作家做一个参考，
引起读者的作家研究的兴味；帮助
读者去了解这时代的作家。”一方面
关注主流作品，一方面关注文学史
的完整性以及研究者的兴趣。他每
编著一本书都会有一个篇幅不限的
宏观概述，
《现代名剧精华》是他以
魏如晦为名编选的作品集，在题记
中写缘由是他作为学者的严谨：
“由
于作家自己的爱好，或思想转换的
关系，常常地有一些作品被作家自

己摒诸集外，但这些作品无论在历
史的意义上，抑艺术的观点上，却都
有保存着的必要，尤其是对于一些
有 历 史 癖 的 读 者 或 戏 剧 研 究 者 ”。
这个编写目的与其文学批评主张是
一致的，强调以时代为中心理解作
品、作家、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强
调文学参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
显而易见，他主张从文学外部环境
认识并引导文学创作，文学外部环
境是社会思潮的一部分，文学因反
映社会思潮而参与历史的发展，那
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部分就成为
了后人研究中的史料。在《中国新
文学大系》编撰之前，他就着手编了
新文学运动史料相关的文字，目的
是“编成一部文献的书，既可以免散
佚，便检阅，在文学运动方面，也是
很有意义的。”以“研究性的资料”作
为编选标准是他编辑思想的一个突
破，同时也体现了他敏锐的学术预
见性，他编定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十辑以“史料索引”的形式出版，
以简洁的语言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
料。学术视角的编选对学科发展意
义重大，学科发展的系统性离不开

《旅途随笔》的版本谱系
■王

宇

1933 年 5 月到 7 月间，巴金在朋
友的帮助下，从上海出发游历了福
建、
香港、
广东等地，
在这次南方之旅
中，巴金不仅收获了友谊，也加深了
他对社会的认识。在旅行之余，巴
金就沿途所见、所闻、所感陆续写成
了一系列散文，
并相继在《读书中学》
《大陆杂志》
《东方杂志》
《文学》
《生
活》
《申报》
《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
1934 年初，生活书店为了应对
国民党当局的书报检查制度（
《文学》
稿子要送审，
且要署编者名字），
决定
编选一套丛书，即“创作文库”，这使
得发表或未能发表在《文学》上的作
家作品得以结集问世。该丛书以
“选刊现代名家创作之专集，
选集，
包
括长短篇小说，剧本，诗歌，散文，批
评”
为宗旨。作为《文学》撰稿人的巴
金，
自然是该丛书的作者之一。
鉴于此，巴金把主要于 1933 年
南方之旅途中所写的散文以
“旅途随
笔”
为名纳入
“创作文库”
，
作为
“创作
文库”
之五于 1934 年 8 月由生活书店
出版，书前有作者写于 1933 年 12 月
的《序》。初版本原拟收录 28 篇，但
《捐税的故事》
《海珠桥》
《薛觉先》和
《鬼棚尾》四篇
“被国民党的图书杂志
审查老爷用朱笔勾去，
仅在目次中保
留了篇名”
，
故面世的只有 24 篇。丛
书主编傅东华为该书撰写了广告词，
内容如下：
作者历年来所作长短篇小说，
早
已脍炙人口。随笔集这还是第一部，
是在去年漫游南北的半年里写成
的。这是现实真实社会现象的写照，
这是一个敏感的心灵的反应的记录。
初版本问世后的市场反响不错，
按照巴金的说法，
“这样的小书居然在
一个月里面就销售了三千本，
这是连
我自己也料不到的事。
”
1934 年 10 月，
《旅途随笔》再版，
利用这次再版之机，
巴金把刚在《太白》第 1 卷第 1 期发表
的《一个车夫》增收入《旅途随笔》，
同
时也修改了几处印刷错误和一些不适
当的字，
并在书末增加了一篇《再版题
记》。此后，
《旅途随笔》又于 1935 年 8
月、
1937 年 5 月印行过三版、
四版。
由于“一则不愿意看书店多亏
本，
二则不愿意让删改的书多流传”
，
巴金于 1937 年从生活书店收回了《旅
途随笔》的版权，并在两年期满后将
之交付愿意出版此书的开明书店。

借此机会，
巴金对《旅途随笔》又做了
途随笔》收入《巴金文集》第 10 卷，
于
一些修改。在篇目上补上了初版时
1961 年 10 月出版。文集本《旅途随
被当局删掉的《海珠桥》
《薛觉先》和
笔》以新文艺本为主要参考版本，收
《鬼棚尾》三篇，
同时删掉了初版时的
录 24 篇，
内附作者照片和手稿照片，
《亚丽安娜渥柏尔格》，
共 27 篇。1939
巴金对收入的每篇作品又进行了一
年 4 月，
开明书店推出了新版《旅途随
次修改。
笔》，即为开明修订本。开明本书前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巴金的创
除了初版时的《序》外，
还增加了一篇
作热情再度燃起。1982 年 4 月，
由巴
《重排题记》，
书的封面上下方增加了
金参与编选工作，四川人民出版社
黑白色的波浪纹装饰，封底有开明
推出了 10 卷本《巴金选集》，选录作
书店的图标。开明本《旅途随笔》印
品都是巴金认为能够反映他的思想
行 情 况 也 不 错 ，从 1939 年 4 月 到
艺术特色的作品，
《旅途随笔》共选录
1951 年 7 月，
一共发行了 10 个版次。
12 篇编入第 8 卷，分别是《香港的夜》
1949 年 12 月，巴金的胞弟李采 《省港小火轮》
《鸟的天堂》
《机器的
臣邀约他在上海的几个老同学李德
诗》
《谈心会》
《朋友》
《一千三百元》
洪、陆清源等集资兴办了一家以专 《海珠桥》
《鬼棚尾》
《一个女佣》
《扶梯
门从事于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介绍
边的喜剧》
《平津道上》。编选过程中
的平明出版社。为了支持胞弟的事
巴金仅对一些字词做了少许改动。
业，巴金不但兼任平明出版社的总
80 年代初，尽管已有了《巴金文
编辑，而且把自己原在开明书店出
集》和《巴金选集》，但读者和研究者
版的《灭亡》
《新生》
《海的梦》
《旅途随
仍需要更完备的巴金作品集。1983
笔》等移至平明重印。由于时代、政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计划编印《巴
治语境的变化，借此重印之机，巴金
金全集》，
并委托该社编辑、
巴金的老
对原先的著作又进行了一些修订。 朋友王仰晨（字树基）与巴金联系。
建国后第一版《旅途随笔》于 1953 年
但巴金当时正集中精力于《随想录》
6 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发行。篇目
的写作上，
把编选任务全权委托给了
上共收录了 25 篇，
较开明本少了《西
对方。王树基认认真真地做起了《巴
班牙的梦》和《薛觉先》2 篇，删掉了
金全集》的相关工作，
1985 年 1 月 14
《重排题记》，
增加了《前记》。
日，巴金在致树基的信中说：
“《巴金
1955 年 11 月，
平明出版社在公私
全集》的事我看只有你一人关心，你
合营的大潮中合并于新文艺出版社，
其
在抓，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吧，这究竟
出版社所出的图书自然也收归新文艺
是我的事。那么明年我也来搞搞，
不
出版社出版。
《旅途随笔》又获得了重版
管大小，
总得出点力。
”
在巴金的参与
的机会，
借此机会，
巴金再次做了一些
下，
1987 年—1994 年间，人民文学出
修改。新文艺本《旅途随笔》于 1956 年
版社出版了《巴金全集》
（26 卷），
收录
4 月问世，
正文前有《前记》和《序》，
正文
巴金六十余年除译文作品以外的所
共收录了 24 篇，
相比较平明本，
删掉了
有作品。
《旅途随笔》收入第 12 卷，
共
《南国的梦》。按新文艺社出版物的惯
选录了 29 篇，
相比文集本多了《南国
例，
扉页的背面的版权页上部增加了一
的梦》
《西班牙的梦》
《捐税的故事》
《薛
个内容提要，
内容如下：
觉先》和《亚丽安娜·渥柏尔格》5 篇。
至此，
《旅途随笔》终成全本。据《巴
这是一本游记，也是一本描写
金全集》前的声明可知，原则上根据
一九三三年中国社会情况的散文
选集本排印，选集未收录的参照最
集。作者用流畅的文笔，奔放的热
后一次印刷的版本（即文集本），
因此
情，写出了他在中国南方和北方的
全集本《旅途随笔》是综合了文集本
见闻，
也写出他的爱与憎。
和选集本的一个版本。
新 世 纪 以 来 ，巴 金 的《旅 途 随
50 年代中期开始，
人民文学出版
笔》单行本及收录《旅途随笔》中部分
社陆续编选了瞿秋白、
郭沫若、
茅盾、 篇目的散文随笔集不断出版。
巴金、
叶圣陶等人的文集。1957 年，
在《旅途随笔》的版本变迁中，
初
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巴金文集》 刊本到生活书店本（包括再版本），
生
（共 14卷），
这是第一套系统地展现巴
活书店本到开明本修订本，
开明本修
金“三十年文学工作的一点成绩”的
订本到平明本，
平明本到新文艺本，
新
文集，
是巴金对自己创作生涯的一个
文艺本到文集本，
文集本到选集本，
文
阶段性的总结。巴金于 1957 年到
集本（包括选集本）到全集本均有文本
1961 对选入文集的作品做了最为集
内容的修改以及篇目增删。巴金对
中和最大规模的一次作品修改。
《旅 《旅途随笔》的修改达 8 次之多。

英

赫尔博斯说“时间是最根本之
谜”，文学的谜面和谜底都在历史文
化中，文学现象有时是历史现象，有
时是文化现象。走进那些已成历史
的文学作品离不开文化的观察，
而文
化是一个多层面、丰富的综合体，一
个时代的文化影响一个时代的创作
和学术研究方向。文学流派的出现
和文学作品的编选既是文化影响下
的主观选择，也是对文化的感性呈
现。文化视角下的文学编选能给读
者提供一个解开时间之谜的方向，
能
够更好的实现文学的社会价值。阿
英的文化视角一方面受到
“文史一体
价值观”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赵家璧
的影响，
良友编辑赵家璧与阿英是好
朋友并知道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
爱，以及收藏的书很丰富，在新文学
大系未出版前，
阿英就已致力于史料
的整理出版，署名张若英的《中国新
文学运动史资料》序记中说“要想在
新近出版的文学史籍里，
较活泼充实
的看到一些当时的运动史实，
和文献
的片段，同样的是难而又难”。这里
已不仅仅是文学价值观的层面，
也是
要求文学史表现所处时代的文化，
文
学作品应该真实的反映并参与时代
发展。基于这样的观点，
他编写文学
史时尽可能
“对每一事件，
每一文献，
都加上详细的说明，
文学运动史事片
段的叙述，
一样的收进去。…这使读
者可以看待他们的生活，
以及何以要
如此生活”
。阿英以这样的方式记录
文学、文化互动中具现的历史经验，

将文学现象视为文化现象并力求客
观的考察。文化视角的编选有时效
性，非“现场”的人不能感受其微妙
处，从文学观到文化观，阿英参与了
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整个过程，
他的感
受和体验更为真实深刻。文学资料
的编选对文学史研究和文化的传播
都有重要作用，
阿英撰文从文学与文
化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新文学大
系》出版的价值：
“即使暂时不能产生
较优秀的新文学史，
资料索引一类书
籍的印行，在任何一方面，也都是有
着必要的，良友图书公司发行《中国
新文学大系》其意义，可说是超过翻
印一切的古籍，在中国文化史上，这
是一件大事，”从“中国文化史”的层
面评价文学史料的意义。
阿英文学编辑思想的三个方面
不是孤立的，
是渐进的联系与共融发
展，
学术和文化的视角贯串于他的整
个编辑生涯。他在对现代文学发生
发展的资料性文字整理中，能客观
地、
有意识的记录文学发展的整体状
况；在实际阅读体验中，从学科发展
的系统性再次强调编选资料的历史
意义，一方面坚持“文史一体的文学
价值观”，一方面关注文学发展的多
样性，为读者、研究者提供了开阔的
文学视野，
为编辑提供了工作方法参
照。史料的辑集体现了他的价值判
断与价值选择，
有助于研究者了解一
些文学现象之谜。这些曾经代表文
学发展方向的文字因为他的整理编
辑成了
“史”
的一部分，
与他同时代的
学者相比，
他作品的出版数量占有相
当大的优势，
加之他在资料整理中有
力求反映一个时代文学发展全貌的
史料意识，
这为后来学人提供了大量
可以借鉴的研究资料，
这也表明了编
辑思想在文学社会价值实现、
学术史
和学科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结缘闽教共圆梦
■周洪宇
在我的记忆里，
福建教育出版
社给我印象最早也最深的出版物，
应该是 20 年前出版的那本华东师
大瞿葆奎与郑金洲两位先生主编、
厚达 1039 页带有工具书性质的《教
育基本理论之研究》，该书至今都
被我列为博士生必读书目。后来
该社约请瞿、郑两位先生主编并陆
续推出的煌煌数十册《二十世纪中
国教育名著丛编》，其眼界、胸襟和
气魄更让我震撼并由衷钦佩，因为
我知道这项工程不仅需要精心策
划及雄厚的财力，更需要强大的专
家队伍，需要眼力、笔力、耐力和定
力，国内当时有好几个出版社都想
做但最终都功亏一篑。从闽教社
的出版物可以看出，社领导与编辑
团队是一群立足教育，服务社会，
开 智 启 蒙 ，惠 泽 生 命 的 教 育 出 版
人，而他们所结交的也多是以梦为
马、不忘初心、不负韶华、执着前行
的教育理想主义者。
由于大家都有同一个梦想。所
以，
当 2011年5月13日我在中山大
学
“教育与中国未来 30人论坛”
作完
“建立教育特区，
以区域突破带动教
改全局”
演讲，
茶歇期间，
成知辛先生
过来与我打招呼，
介绍自己是闽教社
教育理论室主任，
知道我专长陶行知
与教育史和教育政策研究，
热诚约请
我为出版社编撰一套20世纪著名教
育改革家陶行知论著丛书，
并告知我
他们以往是如何尊重作者权益，
处处
为作者和读者着想，精心设计与编
辑，
努力扩大图书发行渠道后，
我便
毫不犹豫答应了下来，并立即组织
队伍，
部署研究工作。
这之后的故事就很简单了，
与
闽教社正式合作以来的七年里，我
先后与华中团队成员为出版社组
织编撰了《陶行知文库（教师读本）
》
3 册、
《教育生活史研究丛书》9 册和
《新人文教育丛书》4 册。这其中，
有我的《陶行知生活教育导读》
《陶
行知教育名篇精选》
《陶行知教育
名论精要》，我与刘训华的《多样的
世界——教育生活史研究引论》、
张建东的《历史的镜像——宋代学
生日常生活史研究》、申国昌的《生
活的追忆——明清学校日常生活
史》、李艳莉的《崇高与平凡——近
代中国大学教师生活史研究》、刘
京京的《理想与未来——民国时期

中学师生日常生活史研究》、我的
领导和编辑们对作者的倾力支持
《平凡的伟大——教育家陶行知、 与隆情高谊。
杨东莼、牧口常三郎的生活史》、刘
2014 年 10 月下旬我应邀赴纽
训华的《奋斗的青春——大转局中
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参加中
的中国大学学生生活叙事）》、蓝日
国第一个在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模的《一位民族地区校长在学校文 （教育学）者郭秉文先生一百周年
化重塑中成长》和鲍成中的《适应
纪念国际研讨会并与教育部原副
与 超 越 —— 教 育 家 成 长 规 律 研
部长韦钰院士一起去联合国中文
究》，以及我与鲍成中的《第三次教
部介绍中国教育改革近况。会前
育革命论》、宋骏骥的《教育转型
两个月，我打电话给知辛，询问不
——走向创业型大学》、易凌云的
知出版社能否帮忙将拙著《多样的
《互联网与教育变革》、
徐莉的《中国
世界——教育生活史研究引论》赶
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研究》 印出来，以便带到会上送给与会学
等，已经出版的这些著作，都是我
者、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交流，我
们华中团队多年研究的课题成果， 原以为时间太紧，很难完成，谁知
大多是精心撰写、研究深入的博士
他二话不说，马上组织力量抓紧编
审付排，亲自协调各方，终于赶在
毕业论文。教育生活史的系列著
作，均为开辟新领域的首创之作。 我出国前三天寄到我手上，顺利开
第三次教育革命论、教育家成长规
展学术交流。
还有一年，大约是 2015 年吧，
律研究等，更是力求在理论上有所
突破、在实践上有所创新之作。还
我到福建公干。黄旭社长得知后，
嘱咐知辛务必邀请我到出版社实
有 一 批 已 经 列 入《新 人 文 教 育 丛
书》计划的专著正在撰写之中，预
地考察一番。我与黄社长神交已
计不久也将与读者见面。
久，早已久仰他的出版家大名，于
是公务之余，欣然前往。记得当日
从已经出版的这些图书发行
情况看，不少都受到了读者们的欢
下午黄旭、
知辛、
丁毅等人陪同我参
迎，
销售状况也还不错，
据反映，
《陶
观了黄社长小而雅致的办公室和社
行知教育名篇精选》
《陶行知教育
里在临街两层裙楼新开的大梦书
名论精要》
《陶行知生活教育导读》 屋。书屋两侧绿荫掩映，
环境清幽，
《平凡的伟大——教育家陶行知、 室内陈设高雅，
书丛错落有致，
刚上
杨东莼、牧口常三郎的生活史》
《适
架的新书书香沁脾，真是一方读书
应与超越--教育家成长规律研究》 购书好去处。众人一块品茶赏书，
《崇高与平凡——近代中国大学教
谈天说地。夜色临近，又陪我参观
师生活史研究》等书出版几年来均
福州夜景中的历史文化名街三坊七
已 重 印 多 次 ，有 的 印 数 已 达 数 万
巷，并与著名文学评论家南帆先生
册。说实话，
在如今市场导向严重、 一道在文儒坊设宴款待。在昔日的
消费主义盛行、快餐文化当道的年
状元牌匾下，南、黄等东道主，说古
头，严肃的学术著作可以发行到数
道今，侃侃而谈，美食与文化交织，
万册，确实不太容易。这也总算是
传统与现代共融。在品尝福建地方
多少发挥了学术成果的社会功能
名吃的同时，加深了我对福州历史
吧。我深知，
这里面，
出版社的精心
文化与名人的了解。回想起来，此
编辑与用心销售，同样功不可没。 情此景，
仿佛就在昨日。
由于这些原故，
几年来，
我们双方合
今日的中国已然进入了新时
作愉快，一有新选题，我常常最先
代，新时代面临新形势和新任务，
想到的就是闽教社等几个出版社。
也意味着教育人和出版人的新担
在与闽教社的交往中，
我能深
当与新作为。闽教社坐落于福州
深感受到出版社对作者的尊重、厚
美丽的梦山路，
“梦山”
“
，梦山”，教
待与支持。闽教社实行的兼顾作
育人和出版人的“有梦之山"抑或"
者与出版双方权益的稿费制度尤
圆梦之山"，
它或许寄寓着历史赋予
其是阶梯式版税制，当然是一个重
的更大责任与更多期待？作为多
要因素，但现在各家出版社都已注
年的朋友，我愿意与有着共同梦想
重这项工作，不是双方合作愉快的
的闽教社同仁，继续前行在教育理
最主要原因。我这里想说的是社
想的圆梦之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