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化
传
承
与
创
新

诗人瞿秋白

侯 涤

在中共早期革命家中，瞿秋白是最具文人情结和诗

人气质的共产党人。他端庄儒雅、一介书生的清秀，他滔

滔不绝、引经据典的讲课，他学贯中西、多才多艺的学

养，以及他所留下的 500多万字的文学艺术、政治理论

著作和译著，注定他是一个书生政治家、文人革命家，也

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浪漫的诗人领袖。

我们称瞿秋白是诗人，不仅在于他一生创作、翻译

了 80多首诗词、歌谣，更在于他有着诗化的心灵、诗人的

气质———真诚、美好、敏感、激昂。瞿秋白短暂人生的一大

半都在投身革命运动，大量的精力都是为革命的实践活

动撰写政论文，他的诗歌创作相对于一生从事诗歌创作

的诗人来说，数量上是不多的，但他的诗传递了他生命历

程的人生体验，也给我们提供了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革

命别样的视角，更为后人留下一片丰富的鉴赏探索天地。

一、诗意江南走出的诗人秋白

瞿秋白 1899年 1月 29日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士大

夫家庭，瞿氏家族是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官僚家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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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四书五经、经史子集，拥有才艺、会琴棋书画是这个家

族的学风。瞿秋白叔祖父瞿庚甫、伯父瞿世璜、父亲瞿世

玮都擅长书画，在《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和《现代画家传

略》中都载有：瞿世玮，山水画家，瞿世璜，篆刻家。

瞿世玮虔诚的道家思想对秋白一生有较大影响，也

融入了瞿秋白以后的文化思想中，这些在瞿秋白以后的

诗作中有很大的反映。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很多来自思维

和思想，母亲对儿子的影响更多地是一种感性的认知过

程。瞿秋白的母亲金璇，出身于江阴名门，熟读诗书，对

诗文有相当高的鉴赏能力，能填词作诗，写信作文，落笔

成章。小时候，母亲金璇常常会教孩子们识字，让孩子们

吟诵短诗，讲《聊斋》，说《三国》。瞿秋白幼时对文学的钟

爱，更多地来源于母亲的启蒙。秋白在庄氏塾馆读书时，

老师教的《千字文》《百家姓》等，他都能熟读、背诵。所

以，瞿秋白对古体诗词的撰写是与父母的教育和家庭的

阅读氛围分不开的。

瞿秋白 5岁在庄氏私塾接受了中式传统的教育模

式和教学内容，6岁转入冠英小学堂就读，以后又跳级

就读常州府中学堂，这两所学校在当时均为带有西式教

育理念的学堂。从小学到中学，瞿秋白与同时代的学子

一样，所受的教育带有新旧两种色彩，既有很深的国学

基础，又汲取了西方自然科学的新知识，虽然瞿秋白不

满意中学时代欧化式的“死的科学教育”，但是常州中学

许多科目和注重开拓智力的课外活动，以及参加过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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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校长的反抗封建专制、要求民主共和的思想意

识，都对他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常州府中学堂，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常州高

级中学，第一任校长屠元博的革命进步思想和第二任校

长童伯章的西式素质教育理念，对瞿秋白的思想发展和

学识素养起了首要的作用。他对旧制度的痛恶，对新思

想的追求；对文艺的喜好，对文史的偏爱，都来自这两所

学校的教导。瞿秋白曾经对同学羊牧之说：“我们要做一

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

学、哲学。要知道孔子的五经，汉代的辞赋，建安、太康、

南北朝文学，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

学如先秦诸子学、汉代经学、南北朝佛学，宋明理学等，

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么能算一个中国人

呢？”从这里，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瞿秋白受中国传统文

化和文学的熏陶很深、很浓；他对国学的看重，对史学的

热爱；对知识的需求，对学识的严谨。在他以后的散文、

诗歌中我们会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学养之深。

瞿秋白诞生时，头顶生有两个漩涡，俗称“双顶”。因

此父母为他取名阿双，学名瞿双。秋白少年时代，家里庭

院的台阶旁载有菊花，“一角花篱，几盆菊花”，“菊花的

清香映着满地琐琐碎碎的影子。”他很喜欢这些菊花，把

自己的名字“双”改为“霜”。后来又改为秋白。正像李清

照的清照二字有出典之处一样（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

石上流），秋白二字似也有出处，分别可从李白的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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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

得秋霜）和杜甫的五律《月下忆舍弟》（戍鼓断人行，边秋

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中得来。

瞿秋白 13岁时所作《白菊花》：“今岁花开盛，宜载

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

这首律诗，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水墨国画，一盆独立

寒秋的傲菊状态，让我们感受到这位少年的才气和心

志。首句，一个“盛”字，渲染了菊花怒放的状态，紧接着，

只有白玉盆才配高洁的菊花，显现作者孤傲的心气。后

两句“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一直以来，人们给了两

种解释，一是秋色太淡，花瓣上还没有能找到霜花凝露

的痕迹；二是由于深秋未到，菊花还没经历风霜，仍在绽

放着美丽的姿态。但笔者认为，写此诗时瞿秋白已经是

经历了由富家少爷落魄成寄居祠堂，靠典当、借贷来度

日的穷孩子，此刻的心情绝不会仅仅停留在只为赏花而

作诗的悠然状态，他所要表达的和所要寄情的是在家庭

落寞、生计维艰的情况下，那种不甘入俗流而甘受清冷

的风骨，他要向菊花那样，耐寒、高贵。在诗中，他很自然

地嵌入自己的名字“秋白、霜”，来寄托此刻的心志。

1916年，秋白 16 岁时，这个士大夫家族中的一支

完全破败，41岁的母亲不堪贫穷与债务相迫服毒自尽。

几个月后的清明，秋白留下了一首《哭母诗》：“亲到贫时

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

子身。”亲情在贫困中消失，布衣蓝衫添新泪，饥寒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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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清冷的灵堂为挚爱的母亲守灵。诗歌用了写实的手

法，描述了家道中落，人情淡薄的封建旧家族亲友势利。

至情至感，悲情伤痛，催人泪下。

1932年 12月，瞿秋白在上海将自己于 1917年在北

京俄文专修馆就读时写的一首诗书赠给鲁迅先生：“雪

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苦酒长安市，犹折

梅花伴醉眠。”

作者又一次以北国冬雪的严寒凄冷烘托自己心情

的惘然和凄苦。家境的破落，母亲的离世，家人的星散，

自己辍学谋生，“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我心灵里虽然

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瞿秋白曾这样记录:“从

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

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隔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

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刺激。”

“江南旧梦”，少年时代家乡的美景，当年“豆棚瓜架

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耳

鬓厮磨浓浓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环

溪的清流禾稼”，“红梅翠竹，天宁古刹”，都已是烟云，心

灵充满着迷乱、颓唐和无所归依之感。

我只能在这寒夜里，沽酒折梅，在酒和梅的陪伴中，

酣睡，派遣愁情。

整个诗作，瞿秋白表现了在“五四”前夕，中国知识

青年的茫然和痛苦，对旧制度、旧世界的痛恨，在昏暗迷

茫中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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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瞿秋白在上海认识鲁迅，两人一见如故，

瞿秋白将自己这首诗送给鲁迅，并在后面写上跋语：“此

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

年时代，殆所谓‘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录呈鲁迅先

生。魏凝”。鲁迅先生，是瞿秋白生命中最值得信赖和引

为知音的挚友，鲁迅、瞿秋白家世状况差不多，都为破落

贵族子弟，把自己的心事、心境完全地告知鲁迅，不仅仅

是瞿秋白找到了一个倾诉的对象，更是瞿秋白找到一个

能彼此慰藉、彼此滋养、彼此成就的人。所以，瞿秋白急

于想坦诚地把自己介绍给鲁迅先生，用这首诗送鲁迅就

是最好的自我介绍。日后，鲁迅对秋白人品的钦佩和对

秋白文章的赞赏，溢于言表。

瞿秋白曾仿鲁迅的笔调撰写杂文，鲁迅看过后，用

“鲁迅”笔名发表，这就是瞿秋白写的杂文《王道诗话》。

在当时的文化界，能够让鲁迅赞道的，唯有瞿秋白。鲁迅

说：“中国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人。”他特

别推崇秋白的俄文翻译，称：“著者和译者，并世无两。”

可见瞿秋白的人格魅力和才学之高。鲁迅还将清人何瓦

琴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写

成条幅赠与秋白，更表明了两人友谊的挚诚。

鲁迅比瞿秋白长 18岁，但他们的友谊为后人仰慕，

堪称为“文坛双璧”。1933 年，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

集》，并撰写《序言》。瞿秋白是中共党内第一个全面、公

正、科学地评价鲁迅及其杂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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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豪情激发秋白的诗情

瞿秋白的诗，从 13岁的学子试笔到 36岁的狱中绝

笔。期间，无论是旧体诗、新诗，还是歌谣，抑或翻译作

品，处处都留下他的生命印记，呈现其内心生活的变迁，

其中部分诗充满着对人生的体验、生命的感悟。

1921-1923年，是瞿秋白诗歌创作的第二阶段，也

是“五四”以后瞿秋白新体诗创作的高峰，一共 11首诗

作，主要反映了青年瞿秋白对人生的探索。这也是瞿秋

白在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世界观转换、改造、形

成的过程。比如《远》《来去无牵挂》等，都是反映瞿秋白

在空泛的旧民主主义和博爱的世界观的矛盾中探索的

过程。到了苏俄以后，瞿秋白呈现的是，对俄国文化的极

大兴趣和热衷，这些诗作记录了瞿秋白与前苏联文学

家、艺术家们的交往，呈现了瞿秋白旅俄期间的感悟。作

品有《秋意》《皓月》《俄雪》《海》等。

1921年，瞿秋白作为旅俄特派记者来到莫斯科，俄

罗斯文化艺术深深地吸引了这位东方学子，他参观了莫

斯科的美术馆、博物馆和名人故居，瞿秋白置身在“名画

如山积，山水林树”的艺术殿堂，瞿秋白没有想到，这里

陈列着俄国著名美术大师的作品，这些珍贵的艺术精

品，在连年动荡的苏俄，竟然丝毫未损。他说：“置身其

中，几疑世外，并火革命之中，还闪着这一颗俄罗斯文化

的明星。”同样，瞿秋白把自己当做一个文化使者来往于

俄国文化人之间，他拜访诗人、作家、艺术家，与著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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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马雅可夫斯基交流，接受马雅可夫斯基送的诗集

《人》。

苏菲亚·托尔斯泰女士，是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

泰的孙女。瞿秋白到莫斯科不久，经人介绍与她相识。苏

菲亚盛情邀请瞿秋白去莫斯科的托尔斯泰故居陈列馆参

观，并到苏菲亚家中做客，苏菲亚的母亲很热情地接待了

瞿秋白一行，并赠送书籍给瞿秋白。交流中，苏菲亚的母

亲还告诉瞿秋白，在俄国，各种社会的公共设施虽然不

是共产主义的，只要不带有政治上的危害作用，比如托尔

斯泰陈列馆，都不受苏俄政府任何妨碍，有事还能获得资

助。这也证明了苏俄政府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很好。

为答谢苏菲亚的友好接待，瞿秋白为她写了一首五

言旧诗《皓月———题画赠苏菲亚·托尔斯泰》：“皓月落沧

海，碎影摇万里。生理亦如斯，浩波欲无际。”

这首诗，表达了瞿秋白对托尔斯泰本人及其思想、

创作的缅怀、景仰和赞美。瞿秋白借皓月沧海、碎影闪烁

的自然美，传达他对托翁心灵的碰撞、思想情感的贯通

以及希望托翁与自然同存、永生的美好愿望。

再看作于 1922年 3月的新体诗《海》：“人生涵大梦，瀛

海衍寰区，夜来，声汹涌，高潮拍岸狂驱。／天声遐迩，敦诫吾

人，沙岸里，魔舟复生。狂澜四海，突将生意，入汪汪墨浪无

垠。／天际明星燃，隐隐窥深里；浮浪四围高，沉拍见无底。”

这首诗写于作者在莫斯科高山疗养院住院期间。诗

分三节，明写大海，暗喻人生，以大海的容含、声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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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人生的奇幻、生机和追求。“人生涵大梦”，这个“大

梦”内涵十分丰富，既表明人生奇奇幻幻，朦朦胧胧，奥妙

无穷，又说明人生变化多端，艰险壮烈，富有理想。“瀛海”

的充盈、浩瀚、声浪汹涌，高潮狂驱，似乎在告诫世人，大

海的狂澜能席卷、孕育一切生机，离开了汪汪墨浪，魔障

之舟便会在沙岸复生。天上的明星想窥视大海的深浅和

奥秘，但是浪涛起落如山如谷，是无法看见底的啊。诗人

静卧病榻，细思社会变化，感悟人生万象，所要抒发的正

是蕴积在内心深处的对自然与人生思考所欲宣泄的情

思和哲理。

1923年底至 1934 年间是瞿秋白诗歌创作进入激

昂、豪迈、真情勃发的时代，这个阶段，瞿秋白不仅获得

真挚的情爱，而且在我党的革命历程中，瞿秋白正在发

挥着很大的作用，他开始进入中共高层，成为中央局成

员，作为共产国际看好的人才，来往于上海、广州，传递

共产国际的指令，商讨国共合作。

1923年在南京参加共青团二大的时候，瞿秋白认

识了两个爱好文学的女青年———丁玲与王剑虹。在频繁

交往的过程中，王剑虹恋上了儒雅、端庄、都市绅士形象

的瞿秋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他，回自新气俄乡，本有

的潇洒更增新的气质，渊博的才华载回异邦艺术之仓。他的

学识、气度、形象，谁不钦羡敬重，但只能偷偷在心底收藏！”

正是因为这首诗，使瞿秋白和王剑虹之间的暗恋变

成了热恋。他们的爱情至情至性，真切感人，堪成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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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当时我们党的中央所在地是上海，瞿秋白

作为我党早期的革命家，经常来往于上海、广州，这是第

一次国共商谈合作事项期间。无暇与妻子朝朝暮暮的瞿

秋白只能用书信来表达自己的牵挂和爱情。12月，瞿秋

白在广州给上海的未婚妻王剑虹写了一封信，在信里，瞿

秋白用布纹纸写了一首情诗———《七绝·赠王剑虹》：“万

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

春色上云梢。”

这首用旧体诗写成的情诗，虽然只是随意的寄情抒

怀，并不是用来发表所作，但其内含却完全是一个无产

阶级革命家才有的情怀的自然流露，洋溢着对大好革命

形势即将到来的欣喜和置身其间的自豪。它不是一般的

爱情诗，而是一首抒情述志诗，象征着青春、热烈、理想

和奋斗，是瞿秋白追求光明、许身革命的心声和誓言。

诗的前面两句是写景，借景抒情。花草、树木都迎着

料峭的春寒绽放新绿，南归的燕子也正在忙碌着衔泥筑

窝了，暗喻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正在兴起，国共合作的大

革命正在酝酿。国民革命的春天就要到来。后面把自己

比作江南春燕，为自己的新生活，美好的、幸福的爱情，

也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要鹏飞上云霄。

从这首诗里，我们感受到青年瞿秋白对爱情生活的美

好追求，也感受到青年革命家此刻高昂、豪迈的革命激情。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瞿秋白不仅创作了 10首旧

体诗，而且创作了《赤潮曲》《铁花》等 6首新体诗，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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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生创作中的全部 14首歌谣说唱，从这些诗作里，我

们看到“五四”以后，一群年轻的革命家的蓬勃的朝气，

洋溢的才情，对新生活的热爱，在大革命中的激情。

如果说秋白常以新诗表达昂扬斗志的话，那么古体

诗词更表达了他身处那个复杂时代、复杂情势下迷惘、

颓唐、悲凉、沉痛、难以控诉一类的心境。但也并不都是

如此。他的《七绝·赠王剑虹》就极具自信的革命乐观主

义者的情怀，读来令人赞叹。

在这期间，瞿秋白还翻译了《国际歌》。《国际歌》是

法国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 1871年创作的无产阶级的

战歌，歌词中揭露了资本主义“毒蛇猛兽”吃尽了劳动人

民血肉的暴行；阐明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是劳动群

众“创造了人类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表达了公社

英雄们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要为真理而斗争”的

决心；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团结战斗，必然能使“鲜红的太

阳照遍全球”，“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伟大真

理。1888年 6月，法国工人作曲家比尔·狄盖特为这首

诗歌谱了曲。从此，《国际歌》就响彻全世界，激励着各国

无产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勇斗争。1902年，俄国人

科茨首次将它译成俄文。1923年，瞿秋白从苏俄回国

后，住在堂兄瞿纯白家里。纯白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瞿秋

白就利用纯白家中的风琴，边翻译边弹唱，最后将《国际

歌》译成中文，在瞿秋白翻译《国际歌》前，已经有三种译

词了，但都不能配着乐谱歌唱，瞿秋白弹着琴，对着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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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奏，合着乐谱，反复弹唱斟酌，终于译成比较满意的

唱词。其中“国际”一词，俄文有 6个音节，译成中文只有

两个音节，瞿秋白就使用音译“因特纳雄纳尔”，这样不

仅便于歌唱，而且让大家记住歌曲主题。

咱们现在传唱的《国际歌》是在瞿秋白翻译的基础

上又作了修订，成为现在更加典范化、朗朗上口的歌词，

所以，瞿秋白是第一个最全面翻译《国际歌》的人。

瞿秋白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的古体诗词创作总

体来说不是很多，风格上更多地也比较婉约。俗话说，文

如其人，瞿秋白气质更多能从他的新体诗歌中体现。

我们来看他作于 1929年 3月的新体诗《小小的蓓

蕾》：“小小的蓓蕾，含孕着几多生命，陈旧的死灰，几乎

不掩没光明。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经过风暴之后的再

生。谁道是无意中的赤化？却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女儿的钟爱和殷切期望之情。

女儿在他的眼中就像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孕育着无

限的生命力；旧社会旧势力的“死灰”，不能掩没走向光

明的新生事物；战场上烈士的鲜血浇灌的山花烂漫，经

过风雨磨难的女儿一定会获得新的生活；出身封建家庭

的小独伊变成革命的后代并不是“无意中的赤化”，而是

革命者爱的结晶。

1925年初，瞿秋白和杨之华（第二任妻子）几经周折，

从沈剑龙家把女儿独伊接出来后，曾对杨之华说：孩子将有

光明的前途，他会爱护她、教育她、培养她，使她成为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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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贡献的人。秋白的这首小诗，体现的正是这种真挚高尚的

情怀和关爱。

三、身陷囹圄的忧情诗人

瞿秋白的各类诗作一共 82首，这是我们至今收到的

最新数据。这 82首诗，其实就是瞿秋白一生的写照。我们从

诗词中更读到了他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与坚定。

瞿秋白在生命尽头的狱中题照中有这样的话：“如

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

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在几个月的牢狱生涯中

写下了近万字的《多余的话》，创作了三首旧体古诗，反

思自己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剖析自己的灵魂，倾吐

自己的心中郁结。忧心，真情，真实，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其中的《浣溪沙·感怀》（廿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

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

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和集唐人句《七绝·偶成》（夕阳明

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回首十年伶

俜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两首诗词，虽不见

壮烈激昂，但一样让人怀想起岳飞《满江红》《小重山》和

辛弃疾《贺新郎》《水龙吟》般怅然英雄路的感慨悲凉。

另一首《七绝·无题》：“斩断尘缘尽六根，自家且了

自家身。欲知治国平天下，原有英雄大圣人。”

诗的前两句，是幽默的自嘲和自判：我把一切生的

欲望和“尘缘”统统斩断，我选择一个“死”字把自己的血

肉之身了结。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现在我已经完

108



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下我自己了。”而

这个“我自己”生与死的最后的了断，不是取决于国民

党，而是取决于秋白自己。但是，他在生死抉择中，断然

放弃了“生”而选择了“死”，就像当年第一次赴俄时坚定

不移地“自趋死地”“宁死也当一行”一样。从这个意义上

说，瞿秋白这两句诗所要表现的并非什么佛学思想或道

家学说，也并非消极，而不过是借佛道两家的字面表象，

表达更深沉的含义，是“自己且了自家身”，透露出自己

“另外有些意思的话”。

诗的后两句，是含蓄地讽刺王明之流，曲折地表达

了对中国革命现状和前途的慨叹、忧虑。当时瞿秋白虽

然已身陷囹圄，但他依然感到“心忧”，深感那些自诩为

“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新干部”“新的领导者”“接

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领导”“包打天下”（《多余的话》）是靠

不住的。实际上，秋白是用反语讥刺“治国平天下”的“英

雄大圣人”王明集团，表明了秋白对政治生涯、对共产主

义、对中国与世界难以忘怀的情感。

还有《卜算子·咏梅》：“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

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

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在中国传统的文人墨客眼中，梅凌霜傲雪，冰清玉

洁，因此，梅一直是文人笔下人格的象征和意趣的指向。

以梅入诗，寄情言志，是旧体诗创作的普遍现象。瞿秋白

早期诗作《雪意》里面，“犹折梅花伴醉眠”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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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首诗，瞿秋白是借用陆游的《咏梅》原韵，感怀

与陆游一样的孤寂，一片丹心无人理解。

诚如他在《多余的话》中写道：“十几年来，自己一直

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

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种描述不很符

合事实，但十几年来，瞿秋白确实在经受这心灵的煎熬。

他渴望从文却选择政治，选择了从政却又盼望着从文。

秋白就义前谈人生快乐之三境界：“人之公余稍憩，

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他写的《梦回》七绝：“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

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有生命中的放

下与夙怀未竟的放不下，依然对世间有着诸多美好的留

恋。狱中所作诗词，诗人似预见到了生命行将走到尽头，

显示出英雄末路的悲凉与无奈，但又分明体现出他视死

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这里，我觉得要感谢梁衡，他写的《觅渡，觅渡，渡

何处》以及《〈觅渡〉自注》为我们写出了一个真正的瞿秋

白：“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

人”，“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

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

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

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

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真心。秋白不朽。”

瞿秋白在生命的临近终结的最后时刻，在身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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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社会空间，一组诗和一本《多余的话》，道出了他在

怠倦疲惫中坚守的责任和担忧。他在“忠诚的痛苦”中发

出“寂寞此人间”的长叹。在生命的最后，从寂寞、煎熬中

摆脱出来，转而从容磊落地把生死置之度外，“身无主”了，

喜在“正我逍遥处”，他的心灵、思想可以放飞、自由了。

灿烂之花经历风雨之后，凋谢了，革命总有艰难困

苦的时候，但只要勇往直前，总有再盛开的时节，芬芳的

春天一定又会到来的。

瞿秋白是幸福的，幸福在于他身体失去了自由，心

灵却自由了；瞿秋白是勇敢的，勇敢在于他不能走上讲

坛，却给我们留下了他真实的心声。

瞿秋白似乎是天生的诗人。他的心是诗化的，他的

情感、他的一切精神创造活动、他的全部生涯，那么美

尚，那么绚烂夺目，那么高迈激荡、正气浩然、充满诗意。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曾引尼采之“一切文学余爱以

血书者”语。读秋白诗词，时有这种感叹。明快之笔调与沉

郁之笔调，往往后者之分量更大，悲慨之美，震憾力更强。

（本稿由常州市社科联推荐）

侯涤，常州市图书馆馆长、副研究员，江苏

省瞿秋白研究会副秘书长，撰写《江南一燕———

瞿秋白画传》，主编《瞿秋白研究》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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