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WENHUA WEEKLY

2018/3/14
星期三
责任编辑：吴莹 校对：费治中

13

众缘成就的短篇小说《伤痕》
□ 卢新华

去年初秋，酷热依旧，中央电视台《见
证》栏目摄制组来到上海，邀我配合拍摄一
档叫做“见证伤痕文学”的电视节目。
29年过去了， 许多往事恍如隔世，“若
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以至于有时竟疑
心起《伤痕》这样一篇如今静静地躺在文
学史上，大概除了中文系的学生已很少有
人问津的短篇小说，当年是否真的出自我
的手笔。也忍不住问：确曾有过“我”吗？这
样想，更感到《伤痕》能够问世，端赖于当
年的众缘相助。 于是，“因缘”两个字一时
竟如秋夜满把清光，訇然泻满心头，久久
徘徊不去。 也就进一步想：历史，其实真是
说不清道不明的。 君不见发生在我们身边
的哪怕再小不过的一件事，动辄也会牵扯
到成千上万的“因缘”？ 有感于此，遂决定
从尘封的记忆中搜索出几件与 《伤痕》问
世有着比较特别关联的因缘道来，以感谢
和纪念那些曾为催生《伤痕》作出过特别
贡献的师长和朋友，同时也给有兴趣的读
者或研究者提供一点很可能是属于“野
史”的资料吧。

《伤痕》发表的
“临门一脚”
有不同版本的传说

卢新华

众人面对着墙报稿《伤痕》伤心流泪
《伤痕》最初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上海
《文汇报》
“笔会”版，责任编辑或者说主要负
责与我联络的编辑， 是当时的文艺部部委钟
锡知先生。但在我的心中，《伤痕》最初问世的
园地其实应该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
“文学评论专业”班的墙报，时间是1978年4月
上旬，地点是四号宿舍楼底层拐角处，主编则
是同班同学倪镳。 那时，我们刚刚进校，因为
是十年“文革”后第一批通过考试入学，兼以
名校，白底红字的校徽佩在胸前，人人都意气
风发，恨不能“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于是，就
有人提议成立各种各样的文学兴趣小组，例
如小说组、诗歌组、散文组、文学评论组等，并
很快得到热烈的响应。
我本分在诗歌组， 但接触鲁迅等20世纪
30年代作家以及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
家的作品多了，忽然觉得比较起诗歌而言，小
说的容量和影响更大， 于是就动心起念“跳
槽”到小说组。 其时，班委会已然决定要出第
一期墙报，并要求每人准备一份墙报稿。我后

来当然是因为受了鲁迅先生《祝福》一文的影
响而写《伤痕》的，尤其许寿裳先生评《祝福》
人世间的惨事不
的一段话当时更令我激赏：“
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 ”
然而，细细想来，最初的写作动机应该还有为
“应差”的因素。 《伤痕》是在泪水中完
出墙报
成的，因为深恶痛绝当时文章的假、大、空，写
作过程中， 我曾努力要求自己直接师承30年
代作家们真实朴质的文风， 只写在我看来是
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思想、真实的感情。
写完后，自我感觉很好，但请个别老师和
少数几个同学看过后，他们却不以为然，并向
我提出了一大堆让我深感困惑的理论质疑。
我于是由十分的自信转而十分的灰心， 终于
将手稿锁进抽屉。 偏偏这个时候，沉着、稳重
且总是面带笑容的小说组组长 （兼班级墙报
主编）倪镳同学推开寝室的门探进头来，见我
刚刚爬上靠窗的上铺，背倚墙壁，腿上垫一枕
头，意欲开始“床头写作”，于是扬扬手，“嗨，
过两天要出墙报了， 你小说写好没有？ 得交

了。 ”我一时无语，连将《伤痕》捧出去交差的
信心也丧失了，只能支吾道：“唔，知道了。”倪
镳走后，我翻身下铺，坐到桌前，打算重写一
篇。然而，只起了个头，就是写不下去，心里一
松劲，还是将原本锁进抽屉的《伤痕》翻出来，
用五百字一张的方格稿纸仔细誊好， 然后忐
忑不安地交了出去。
然而，命运就这样改变了。等我第二天早
上醒来，好像是周末，忽然听到寝室门外一片
嘈杂的人声，打开门走出去，但见门外的走廊
上围满了人， 正争相阅读着新出的墙报头条
位置的一篇文章。大多是女生，不少人还在流
泪。我忙探过头去，终于认出那稿纸上我的笔
迹……自此以后，直到《伤痕》正式发表，这墙
报前，便一直攒动着翘首阅读的人头：先是中
文系的学生，继而扩展到新闻系、外文系以至
全校。 而众人面对着一篇墙报稿伤心流泪的
场景，也成了复旦校园的一大奇观。难怪后来
有人夸张地说：当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
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

谈到《伤痕》，有一个人是不能不提及的，那
便是《文汇报》的原总编辑马达先生，没有他的
魄力、胆识和决心，《伤痕》这篇小说大概也就不
可能最终与那个时代的读者结下不解之缘。
可是，据马达先生回忆，小说发表前，他
曾将小说的大样送呈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
批示。他们是好友，
“
文革”中曾一起蹲过牛棚，
对时事有着许多相近和相同的看法。 他希望能
得到他的支持。 而很快，洪泽先生也就批示
“
同
意发表”了。所以，也可以这样说，洪泽先生的批
示，是促成了《伤痕》最终发表的
“
临门一脚”。
然而，有趣的是，有关这“临门一脚”，后
来又出现不同的版本。 事情还得从著名电影
表演艺术大师赵丹先生的公子赵进说起。 那
时，因为赵丹先生打算拍《伤痕》，我与他们一
家人很快也就相熟了。 有一天，赵进忽然有些
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你知道是谁决定发表
《伤痕》的吗？ ”我有些懵懂，他于是说：“我和
洪泽的女儿是同学， 有一天她亲口对我说，
‘
知道吗？《伤痕》是我发表的。’我问她怎么回
事，她说她有一天回家，她父亲坐在外面阳台
的藤椅上读报，见她回来，马上招呼她：‘快过
来，《文汇报》送来篇小说要我审阅，你帮我看
看，要是好的话，我就签发了。 ’她忙接过来，
一口气读完， 结果大哭， 就抱住她爸爸的脖
子，说，
‘
爸，发表，要发表！ 这样好的小说一定
要发表！ ’
‘
可这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哟，
你不怕老爸再受连累，再去坐牢？ ’她爸爸就
和她开玩笑。‘不怕，你不发表我就和你断绝
父女关系! ’她也撒起娇。‘那——
—我就签发
了？ ’她爸于是说。‘
签，快签，现在就签！ ’她
说， 并一把抓住她爸拿笔的手。 就这样，《伤
痕》很快见报了。 ”
这是一个后来又经作家薛海翔证实的故
事。 他亲口告诉我，他也认识洪泽女儿，洪泽
女儿也亲口讲给他听过同样的故事。 当然即
便没有他证实， 我也不怀疑， 像洪泽这样在
“文革”中受过许多迫害的老干部，读《伤痕》
一定感同身受，情感上也一定支持发表，只不
过女儿读后的强烈反应更进一步坚定了他的
决心罢了。 所以，马达先生送呈洪泽批示，洪
泽先生倾听女儿的意见， 其实都是在内心已
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性意见后， 为了觉得更踏
实些， 故向身边最亲近的人们寻求精神支持
的一种下意识的举动。

《文汇报》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发表《伤痕》
上海《文汇报》编辑钟锡知先生很快得到
这个信息，凭着他对新闻独有的敏感，马上托
人找我要去一份手稿。后来我知道，将这个信
息传递到《文汇报》的，是住在三楼的一位我
们中文系刚刚留校的女教师，名叫孙小琪。她
曾在安徽蒙城插过队， 钟锡知先生曾去当地
采访过她们知青小组， 并撰写了长篇通讯报
道， 此后便与知青中的许多人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 她先是将小说的情况说与她的一位女
友俞自由听了（其人当时在安徽某县当县长，
和钟锡知先生关系特别熟稔），因之迅即反馈
给了钟先生。 这样，《伤痕》 这只纸叠的小船
儿，经由她和她的女友的热心助推，蓦地驶入
深广莫测的历史大海洋中。
然而， 它那时的命运其实还是很不确定
的。要去我手稿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报社从
没有给过我任何的允诺。 我只是后来才从钟
锡知先生那儿知道，他们当时打出了小样，在
上海文艺界反复、广泛地征求意见，此后又遵
总编辑马达之命， 借开会之机去北京征求意
见。火车的软卧包厢里，上海文联主席钟望阳

先生和他同行，再番谈到《伤痕》，钟望阳先生
说：“如果你们《文汇报》不方便发表，就给我
们用在复刊后的《上海文学》第一期吧。”可惜
当时作为一个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我， 是无从
知道这些后来才
“
解密”的内部消息的。
有感于《伤痕》手稿自从进了《文汇报》便
“泥牛入海无消息”， 我的一些要好的同学就
建议我向《人民文学》投稿，还帮我整理了一
份介绍《伤痕》在复旦校园引起轰动的信函，
并一一认真地署了名。依稀记得的有李辉、颜
海平、李谌、周章明以及同寝室的唐代凌、吴
秀坤等。遗憾的是一个多月后收到的却是《人
民文学》一纸铅印的退稿信。然而此时，《文汇
报》方面也终于有消息了。是7月底或者8月初
的一天吧，忽然有人带信要我去《文汇报》一
趟。
那时，《文汇报》 的社址还在外滩的圆明
园路，楼高七层，贴瓷砖，铺地板，感觉很高也
很气派。 我是在六楼文艺部的一间面南的办
公室里第一次见到钟锡知先生的。他人不高，
有些瘦， 但很白很精干， 稀疏的头发傲然后

扬，两眼明亮而有神。他告诉我：“
你的小说可
能要用，有些修改意见要和你谈谈。 ”依稀记
得，意见大约有十六条。重点的是小说第一句
“除夕的夜里，车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
之嫌；故后来改成“
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
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 同时加一句：
“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至于车上
“
一
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 一路上极兴奋地侃
侃而谈”，则由编辑执笔修改成“极兴奋地谈
着工作和学习， 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
势”；一直给王晓华以爱护和关心的“大伯大
娘”，因为缺乏阶级属性，也被要求修改成
“贫
下中农”；而小说结尾，据说感觉太压抑，需要
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于是，我不得不
让我笔下的主人公最后“朝着灯火通明的南
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现在看来， 这些修改意见尽管折射出那
个时代人们思维的某种局限， 却也真实地反
映出《文汇报》同仁在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来
发表《伤痕》时，所表现出的一种极其细致和
负责的精神。

发表于《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

电影《伤痕》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