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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何方先生与萧军同为延安整风亲历者，虽然并无交往，但颇有些共

同之处。比如二人都是知识分子，按辈份都是一二九一代，都是在那一时期投奔

延安。不同之处在于，萧军的“怪”。早到延安两年的何方先生是个“过来人”，萧军

却“没过来”，而且一辈子“没过来”。七十多年后，何方先生谈萧军，自有其独特视

角，不乏洞见。 

萧军的“没过来”，何方先生认为，是他的“顽强的个人主义”与共产党的集体主

义的冲突。“两者虽趋向相反，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实现短暂的合作，但时间一

长就必定发生摩擦以至对抗。” 

这一视角，若加引申，则可以折射出“五四新文化”与延安整风的关系。萧军

和王实味们这些“五四之子”通过一二九“新启蒙”和共产党走到一起。启蒙新启蒙，

民主新民主，路径悄然转换。陈伯达说这是“新瓶装旧酒”，若今天反观其事，会

觉得那更像是“旧瓶装新酒”。对当事人来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顽强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与五四新文化的另一维度——“个性解放”相关。政

教失序，释放出个人主义是应有之义。但此种个人主义，主要的不是胡适所称的

“健全之个人主义”，而是“个性的张扬”，与其说是“启蒙”，不如说是“狂飚”，与其说

是理性主义的“我思”，不如说是浪漫主义的“我要”。 

个性解放的另一面则是孤独无依。从“温饱的奴役”中出走的娜拉们面临的是



“冻馁的自由”。发育不全的社会容不下这么多知识青年。社会上到处都是这些没

有固定职业，脑子里装满了五四新知识的年轻人。面对个人前途，大众嗟伤，国

土沦丧的现状，对于这些反叛的青年，照耀中国的延安自然成为令人向往的圣地。

它不但提供了一条救国救民之路，也提供一条个人拯救之路——从衣食到思想。

正如何方先生谈到萧军：他没有其他出路。问题是，他们挣脱旧的枷锁难道只是

为了套上新的枷锁？这就是萧军王实味们的盲点，也是他们与毛的分歧。由此，

“短暂的合作”结束了。 

萧军与党的冲突固然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党

的最高领袖，恰恰是个最大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只不过这一面目掩藏在党、主

义、阶级、人民之后，他就是这一切的化身，乃至超乎这一切之上，集体主义，

党的组织纪律，以及自己说过的话，定下的规矩，都是约束别人的。在党内斗争

中，他只遵循丛林法则，残酷地翦除异己，甚至不把共产国际放在眼里，直到最

后跟“老大哥”翻脸。 

所以，一旦毛觉得萧的“个人英雄主义”妨碍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两个人的

交情就到头了，萧的日子随之也到头了。萧认为整风是为了改变党的压迫作风，

以使众多的“个性”得以发挥，显然是会错了意。毛的整风旨在用“党性”取消“个性”，

以使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得以实现，而萧还妄想“擒贼擒王”，通过改造毛来改造

党，改变整风的方向！  

从“个性解放”到“自我实现”，再到“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以一个人的个性

取消了所有的个性，个性的解放最终导致了个性的泯灭，一个轮回就算完成了。 

与这一过程密不可分的是另一个过程，就是知识分子的党被改造成农民的党。

把建立在某种理论之上的党变为反智和愚民的党。这一过程在文革中达到了极致。 



正如何方先生所引，变化是从“四一二”开始的。从那时开始，革命就从模仿

苏俄变成了模仿陈胜吴广，“山大王”逐渐取代了教授，重点从城市移到了农村，

马克思主义于是“中国化”。 

这时的中共就有了两种成分，领导层的知识分子和基层的农民。前者有共产

国际撑腰，还要把“二十八个半”们派回来“加强领导”，加上“一二九”以后涌入延安

的知识青年，一时间知识分子似乎又要成气候。 

然而，二战给了毛机会。苏德战争使共产国际无暇过问，国民党又被牵制于

抗日前线，毛没了掣肘之虑，便可放手权斗了。特别通过整风和抢救运动，无论

教条经验主观各“主义”，凡是知识习气，统在打倒之列。延安小山头天下归一，

政教合一，“山大王”终于修成了正果。 

 

  

话说萧军在延安    何方  
 
萧军的《延安日记  1940-1945》不久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就引起

了一些老熟人对当年延安生活的怀念，也希望了解萧军那时的情况，因而提出要

我写篇介绍萧军在延安的文章，也算一种怀旧。结合翻阅他的《延安日记》，就

使我在一位很要好的朋友的推动下，贸然答应了写一点我所了解的萧军在延安的

点滴情况，不确之处定然难免。这就只能求诸熟悉情况的朋友给予指正，也希望

得到萧军的家人和后代的谅解并纠错。 

我答应谈萧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很同情他后半生长达 30 余年的

悲惨遭遇。萧军可说一生都自命英雄，但是提起英雄暮年，总不免令人唏嘘。所

以我就决定抛出这块砖，讲点在中国极左时代第一个被扔进万丈深渊的文化人的

一段历史。不过那时在延安，他还算得上半个红人。 

我翻阅了这部长达 1458页分为上下两卷的《延安日记》，但没有细读，更谈

不上研究。不过初步印象还是认为，这部书基本上是延安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又极富个人特色，因此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对于了解抗战中的延安和当时延安文

艺界的情况，更是如此。说基本上，只是指萧军不是党员，也没当过干部，有些

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的活动又多半限于文艺界圈子，生活在延安的时间也不算

长，他的思想修养与性格作风又与众不同， 观察和处理问题往往容易出现偏颇

和带有个人情绪。 

我是比萧军早两年到延安，又都是在日本投降后离开，差不多同时到达东北

的。我于 1938年秋逃脱国民党的囚禁跑到延安，直至 1945年秋才离开，在延安

整整呆了七年，对延安的社会生活和一般情况还是有些了解。萧军 1938年 3月

路过延安，未多停留。1940 年 6 月第二次来延安才是常驻，一住五年多，直到

1945年 11月离开延安去东北。 

提起萧军在延安，可能有说不完的故事，但我却知之甚少。我同萧军并不相

识，也从无来往，对他的情况自然很难了解，特别是两人不在一个单位，又不属

一个系统。他属中央文委，我却一直留在军委系统。他那时已是知名作家，我却

只是一个小知青。但萧军的名气大，所以总有些道听途说传播。我所知道的一星

半点，多来源于此。 

萧军在延安是尽人皆知的怪人，当时即被称为“延安四大怪”之一（另三人

是王实味、塞克和冼星海）。对于他的怪，当时就听到过不少传闻，讲他颇有江

湖气，还学过拳术，喜欢和人干仗，以至提出决斗；说他常在绑腿里别着一把匕

首，有时和人吵起架来，就会猛地抽出匕首插到桌子上，等等。 

萧军在抗日战争前就已以成名作《八月的乡村》享誉文坛，和他当时的伴侣

萧红的《生死场》一同叫响 ，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并为之分别写《序》。在流

亡上海期间，先生还对他们的生活等方面多有照顾。他们也都自认为是鲁迅的学

生，对老师执礼甚恭。先生逝世后的万人葬仪，就是由萧军担任总指挥的。不料

相处六年后，他们夫妻竟然分手，萧军去了延安，加入到革命队伍。萧红却无这

样的经历，而是很快又同端木蕻良结婚，活动在国统区，直至 31 岁英年早逝。

萧军虽然始终未参加共产党，但他还是以党的朋友的身份自称，并以此身份磕磕

碰碰地在党领导的队伍里度过了一生。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对于准备长期抗战的延安军民

确实有点出乎意料，因而立即引起轰动和狂欢。人们以各种方式庆祝胜利， 常

见的形式就是放篝火（即萧军《延安日记》中惊闻胜利诗所写“痴立山头看火烧”）



和敲洗脸盆。人心随之浮动，纷纷要求尽快离开延安上“前线”（指原来的敌占

区，特别是东北和华北），不少机关和几乎所有干部学校都已停止工作学习，多

半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家都摩拳擦掌，待命出发，分头处理个人的衣物、书籍之

类，一是拿到市场上去卖，换几个钱用作即将出发的路费（我处理的全部家当只

换到五块大洋），二是大部扔掉，只挑出一些必需品准备行军路上用。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喜讯传来，对一个长期背乡离井在关内流浪的萧军来说，

自然会感到更加高兴，因为现在真可以实现多年梦想和歌唱的“打回老家去”了。

但是他早已“成家”，有了妻子儿女的拖累，不像我们这些光棍青年，可以做到

“说走就走”。因此我竟比他早走两个多月，在日本宣告投降后不到二十天，就

已告别延安，整队向东北进发了。 

…… 

大约是几个月后的 1946年初，我就从哈尔滨的报纸上看到萧军“衣锦还乡”

的消息。因为他已是名人，所以重要行踪多有报道。还记得他回哈后的 1946 年

秋发表在报纸上的一首诗：“金风急敌垒，游子赋还乡。景物依稀在，亲朋半死

亡。白云红叶暮，秋水远山巷。十二年如昨，杯酒热中肠。”当时的萧军，到处

作报告，到处受欢迎，可谓红极一时，还在哈尔滨创办了一份报纸。但好景不长。

由于他在自任主编的《文化报》上公开揭发批判苏联政府及其军队在驱逐日寇后

对东北的政策和行为，批评中共对苏联的态度和在东北的地方政策，从而引起和

中共所办《生活报》的激烈论战，被中共东北局定性为 “反苏、反共、反人民”，

发动了全面的批判，成为 早遭到整肃的文化界人士，随之忍受 30 余年的冤屈

生活。直到 1979年得到中共正式书面平反，才重返文学界、公开参加社会活动。

随后在全国各地讲学参观，还访问了美国、新加坡等国。1988 年因病在北京逝

世，享年 81岁。 

下面就结合当时和后来的了解，谈谈萧军在延安整风之前和之后的不同处境。  

它表明，萧军是位顽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而共产党则一贯倡导和坚持履行集体

主义，两者趋向相反，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实现短暂的合作，但时间一长就必

定发生摩擦以至对抗。因为萧军的个人追求和共产党的一套完全相悖。 

我一直说，延安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被整风抢救运动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

段。从 1938 年到整风之前，这里自由平等，生动活泼；之后，万马齐喑。连毛

泽东也在 1941 年讲过，我们党有两个生动活泼时期，第一个是从“五四”到大



革命，第二个是遵义会议后和抗战头几年。这正是陈独秀创建党和担任总书记，

张闻天当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那两个时期。 

整风之前，人们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报纸上可以发表针锋相对的争论。例

如对当时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京戏《坐楼杀惜》，《解放日报》就有针锋相对的两种

意见。有人说宋江杀得不对，因为这是对妇女和底层人物的歧视；有人说宋江是

革命的、阎婆惜是反动的，所以杀得对。整风开始后就受到批判的《野百合花》

和《三八节有感》，也都是在报上发表后才被发现的，可见没有经过事先审查。 

萧军的思想和性格决定了他无法适应共产党的一套。到延安才几个月，他就

看不惯延安的各种现象，不愿与 “党人”为伍，提出要离开，后来又几次想走。

但在整风前，萧军尽管自由散漫，已是“怪人”，却能得到容忍，在中央领导层

中还相当吃得开，彼此能平等交往。特别是毛泽东同他多次长谈，给他以殊荣。

有些文化人自己有意见，也鼓动由他出面找毛泽东谈。除了毛泽东，张闻天和他

交往同样很多。朱德、陈云等其他领导人对他也都很客气。 

出于党的政策和对文化人的尊重，萧军要走，时任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

作的张闻天总是挽留他，向他做工作，满足他提出的种种要求。有一次，萧军要

约阻拦他见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一名警卫人员打架，张闻天申斥了警卫员，对他表

示了歉意。张闻天自称是文化人，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总想把文化人团结

得好一些。他起草过决议，主张对文化人的要求应该宽一些。萧军对文委不大满

意，想替文委提出几条纲领性意见，这些意见能得到张闻天的尊重。萧军对张闻

天似乎没有太大意见，对张的印象还不错，连对刘英都有一半句褒词。两人的关

系看来挺好。萧军在日记里提到一个细节，说张闻天有一次在路上同萧军谈话时，

把手搭到了他的肩膀上。我跟张闻天工作十多年，从未见到张闻天对人有过这样

的动作。 

从 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张闻天是名副其实的总书

记，之后一直到 1941年整风开始后初期，仍继续主管中央的事务。1937年底在

共产国际明确提出应以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后，张闻天立即提出自己不再当总书记，

先后表示可以让王明、毛泽东当。但是毛泽东感到，要把同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

王明等莫斯科派从权力中心排除出去，时机还不成熟。因此，他要从来不争权的

张闻天不要让位，继续当“不是总书记的总书记”。党的日常事务本来也需要有

专人负责打理，毛泽东并不愿让自己陷在这类事务里。所以张闻天继续在中央负



责，文教、宣教方面更是他的一个重点。从萧军日记里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在这

方面，张闻天管得很多也很具体。 

刘英同我谈到过张闻天当时的地位，她说：“闻天过去是在毛主席、周总理

他们上面的……在闻天当总书记的时候，是毛主席来找闻天商量问题的时候多。

那时毛主席对闻天也很尊重，称他为“明君”（开明君主）。说他办事公道民主，

开会做总结时也把他毛主席的意见总结进去了……刘少奇在陕北时期是向闻天

请示问题的。那时他对闻天毕恭毕敬，一回到延安就到闻天这里来汇报工作。是

闻天找刘少奇谈话，分派他到华北局工作的。研究和组织白区工作，要派刘少奇

去，就是闻天的决定，并和少奇谈的。关于 61人出狱的问题，是刘少奇请示他，

他和毛主席商量后，由他批准的。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刘少奇也不可能自己做

主，是一定要向闻天请示的。刘少奇的好多事情都是在我们住的窑洞里，在闻天

这里谈的……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周恩来和闻天的关系都是很好的。闻天当总

书记时，周恩来很尊重他，每次外出回来总要来我们这里。整风后才不大来了。”   

是让萧军离开还是留下，和毛泽东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这类事情他不管。 

毛泽东和张闻天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同，是“山大王”和“文化人”

之间的区别。毛泽东自称是从绿林大学出来的，是“山大王”。把共产党领袖比

喻为“山大王”，出自湖南领导人郭亮。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杀人，郭亮就提出，

我们要分头去当“山大王”。瞿秋白就分配了十几个人去分头干。好多人失败，

毛泽东成功了。毛泽东不懂文化工作该怎么搞，对待文化人就和对待一般战士一

个 样：吹哨，集合，训话。战争年代，在基层当头的都是老红军。他们水平低，

训来训去都是老一套，一讲话还老长。大家烦透了，说：“天不怕，地不怕，就

怕指导员来训话。”毛泽东只看重老红军，宗派性特别严重。1956年开“八大”，

他就是不让共产党内有文化的“三八式”干部当中央委员，理由是“三八式”人

太多，摆不平。毛泽东能 够发动“大跃进”并在全国造成饿死三四千万人的大

破坏，就是因为他本人和他任用的谭震林、王鹤寿、柯庆施等这些人缺乏经济工

作知识，有些事情他们甚至连常识都不具备，而这些老红军又只知一味投毛泽东

之所好。 

整风改变了萧军的地位和处境。因为替王实味打抱不平，萧军从党的朋友一

下子变成了党的反对者，他从此不再是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座上客，靠边站了。只



是考虑到他的影响，对他仍然相当照顾。而萧军对于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变化，感觉却相当迟钝。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利用二战期间共产国际无暇也无力过多过问中共事务的

机会发动的。那时国民党主要是忙着抗战，日本人也主要在抗日主战场同国民党

作战，除了有时派飞机轰炸，不怎么惹延安。因此毛泽东可以在延安集中精力搞

整风。 

整风分为上层和普遍两层，以上层为主。当时人们已有马恩列斯毛的说法，

人们再狂妄自大也只能说“老子天下第六”。上层整风，就是毛泽东要把自己树

立成党内唯一的一贯正确的领袖。毛泽东拉上刘少奇，两面开弓，通过整风给以

王明、洛甫、博古为代表的莫斯科派贴上教条主义标签；给以周恩来、彭德怀为

代表的实力派人物、被他视为异己的势力贴上经验主义标签，把两派全都压了下

去。莫斯科派更被永远排除出了中央领导核心。1943 年 3 月中央书记处改组，

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书记处，在刘少奇提议下，毛泽东拥有 后决定

权，从此他才成为垄断党内一切权力的 高领袖。 

对萧军来说，上层整风意味着原来尽量团结他的张闻天已失去发言权。他们

两人之后也不再有什么交往。此后萧军的处境就只能取决于毛泽东的好恶了。 

至于普遍整风，毛泽东的意图主要是整从白区来的大小文化人，目的是把他

们改造成共产党的驯服工具。整顿主观主义等学风、举行延安文艺座谈会，都是

为了这个目的。萧军一开始很支持整风，也对召开文艺座谈会出过力，因为他早

就认为共产党的毛病不少，对文艺问题更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以为整风可以使共

产党按他的主张改“好”，作家的地位可以得到提高。 

张闻天与普遍整风没有什么关系。他不会相信王实味是敌人。对于把那么多

知识分子打成特务，张闻天曾同康生直接争论，又通过任弼时提出意见。过去王

实味长时间在张闻天领导下搞翻译，两人相处得不错。王实味译得既多又快，张

闻天给他发的稿酬也高。 

延安的大小知识分子原来都同情和支持王实味。我们在俄文学校，上午开会

赞扬《野百合花》，认为文章说得对，因为延安的情况正像里面说的那样；在领

导的干预下，下午就奉命批判和检讨。大家思想转不过来也得硬转。当时全延安

都得跟着毛泽东走 。 



普遍整风开始后不久，就按毛泽东的意见对王实味展开了揭发批判，整风随

之进入抢救阶段。在延安，从批王实味转入抢救（也就是肃反），就和后来在全

国从批胡风转入肃反一样。延安有三万人，脱产者一万五，被打成特务的一万以

上，全边区约两万。毛泽东公开讲特务有两万，说：“加上各根据地就是十万特

务大军。” 王实味是一大冤案。毛泽东后来也批评说不应枪毙王。但王实味直到

1990年代才完全得到平反。 

对延安的政治生活和对萧军来说，王实味事件都是分水岭：延安的气氛从此

分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段，萧军则因这一事件从受欢迎受尊重到陷于孤立。 

萧军不是党员，不属于整风对象，可以相对逍遥。在抢救运动中，上级也要

求他写自传（其实是交代问题，他没写）和为一些被抢救者写材料，但他只愿当

个旁观者。整风转为抢救，和他原来的期望背道而驰，他实际上成了整风的反对

者。他对运动本身和被抢救者的表现都感到反感 ：“抢救削尽作为人的尊严，党

员尊严，逼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可耻的卑劣的事。党跨进新的‘危机’……一些

人显出一种卑微、自惭的样像。” 

从批判王实味的方式到给王戴上托派和国民党反革命的帽子，萧军都旗帜鲜

明地反对。萧军直接批评积极分子们在批判大会上不讲道理。他去见毛泽东直陈

己见。他替王实味向毛泽东转信。他坚决回击中央研究院给他的 108人签名“抗

议信”，针锋相对地写出一份“备忘录”加以反击，并把“备忘录”交给毛泽东

和中央。其结果是，从 1942年 6月初直到 1945年 11月萧军离开延安前夕，萧

军和毛泽东再没有谈过话，尽管在这期间萧军除了继续给毛送材料，还一再写信

给毛，表示想同他见面谈谈。他几次猜想毛该见他了，但几次都是希望落空。 

萧军同王实味性格不合，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替他说话，只不过出于萧军

对人对事一向好打抱不平的性格。他列举自己来延安想做的事就包括“替延安的

一些委屈文人伸冤”。墙倒众人推，他不参与。此即萧军之为萧军：侠义肝胆，

同情弱者。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萧军对王实味的态度基本上正确。 

在毛泽东长时间不理会的情况下，萧军提出率领妻儿到农村自食其力。组织

部立即同意，但王鹤寿连张介绍信都不给他开。他相当狼狈，在乡下只呆了四个

月，又要求回到延安。回来前后，他甚至改变自己决不入党也反对妻子王德芬入

党的态度，表示自己也考虑申请入党。实际上这时萧军和共产党的距离更远了，

甚至自称在感情上已同党决裂。 



萧军 后还是留在延安，没有一走了之，是因为他也没有其他出路。他对国

民党更不适应，和共产党还保持着一些共识，特别是对毛泽东仍然是崇拜的。结

果，他同共产党共处了一辈子。这是出于历史条件，与他个人对一些“党人”的

好恶无关。 

萧军是个人英雄主义者，想改造延安，只能处处碰壁。 

萧军带着很大的抱负来到延安。自承 “喜欢实际权柄”，“寄托于文学，就

要从文学里表现我的雄心和抱负”。他“要做世界上 伟大的作家”，“当文化上

的统率者，和一切恶劣的文化战斗”，寄望于通过文学改造人们的人格和灵魂。 

延安作家主要分两大摊。一摊是以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开始时这一派主要是

些教员，作家不多。人数虽少，他们却处于中国文艺的正统和领导地位，亦即坚

决捍卫和推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定方向的地位。他们先是在根据地，

解放后则在全中国代表主流，一直到现在。另一摊是以丁玲、萧军为代表的杂牌

军，以“文抗”（即文协）为根据地，聚集了除鲁艺外的延安所有作家。作家间

思想作风不一致，连各派内部也是四分五裂，只是在组织管理上把他们放在一起，

同灶吃饭等等。文化人在一起本来就容易发生争论。这个看不起那个，那个看不

起这个，还互相到上面告状。例如同属党员作家的丁玲和周扬，一辈子都势不两

立。萧军和丁玲相互间也有矛盾，但是他们在周扬面前却保持统一战线。  

刘英和我谈到过一些延安文艺界的情况。她说：“那时候要搞文艺学校，学

生来了学什么，人们都到我们这里来，找闻天问。 后要搞鲁艺，院长谁来当？

那时康生已经到枣园了，他要闻天当。闻天说：不行，我兼职太多，不合适，你

来当。在鲁艺问大家的意见，大家还是赞成闻天当。他的威信不一样啊！当然应

该是他当啊！后来叫周扬来当院长。周扬是文化人，在白区‘左’了，和冯雪峰

弄不到一起，调进来了。回来后也是‘左’的。在延安时，周扬的处境很难，他

和闻天谈得来。闻天反对‘左’，是支持冯雪峰的。冯雪峰非常崇拜鲁迅。闻天

也很尊重鲁迅，说鲁迅是对的。冯雪峰和闻天很好。是闻天派冯雪峰去上海的。

冯雪峰每次回来闻天都同他谈话，一谈就谈老半天，谈鲁迅。但是冯雪峰既看不

惯周扬，又不赞成统一战线，说打了半天，还搞统一战线？他就跑了，不干了。

但不干了也没做坏事情，就是消极了。这个人很极端，也容易动感情。……在陕

北，文化人喜欢闹意见，互相斗得不得了。这个人来告状，讲那个人；那个人又

来告状，讲这个人。丁玲，还有别人，都跑到闻天这里来，很复杂的。 “ 



萧军来到延安后，对共产党和“党人”感到失望，说他们“染上了统治阶级

习气，官家的流氓习气”。他看不惯延安的等级制、特权、“有权者自肥”、“谄上”

等现象。萧军写到的这些现象多有所本，基本上属实，有的观察还属于见微知著。

只是有些地方，他在度上把握得不够准。譬如官僚主义和腐败确实存在，但是他

对实际情况了解得还不多不深。在有些方面，他有片面和夸张之处。比如他讨厌

“谄上”，但不宜把这一点和人皆有之的向上之心混为一谈。有人在工作不称心

或未受提拔时会“谄上”，这不是延安创造的，在延安也尚未形成传统和普遍化，

用“新兴官僚主义”名之就不准确。“新兴官僚主义”有，但不限于“谄上”，甚

至不以“谄上”为主要内容。他对外国专家的举止看不惯，也有点狭隘。 

延安的缺点不少。确实存在不平等，等级制，特权制，保密制，以及派性和

山头这些现象。这些既是旧社会遗产，也因共产党内有自己的毛病。但是应该说，

那时的特权还很有限，只表现在津贴和饭食有些差别，穿衣分四兜两兜，中央领

导抽纸烟大家抽树叶之类。萧军连这点特权都感到不满，这同王实味和我们大部

分知青的认识一样。后来批评这类意见属于绝对平均主义，有一定的道理。萧军

认为党说的许多话是空的，还只对人不对己。我也同意萧军这一感受。 

萧军想从文学入手，来改造延安的人，甚至改变毛泽东。他说：“作为作家，

培养灵魂，使他伟大、崇高、纯洁。”“我对中国共产党起了改造火种的作用。” “对

人不独使他知道，而且要使他改变。” 在延安，他 佩服的是毛泽东。但他认为

毛也有不足之处，说他“不是哲人、学者，是农民性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

者，单纯的政治家”，“缺乏深沉的思维力和预见的眼光，没建立起自己对一切事

物的思想体系”，因此需要提高，他自己理应提供帮助。他甚至把重点放在改变

毛泽东上，说：”射人射马，擒贼擒王，必须先改变了他，才能改变了所有党员

们的卑俗倾向。” 

其实，萧军只看到和相信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并不了解毛。他不知道，共产

党说的和做的是两套，正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例如毛泽东整风时动员大家写反

省笔记，说自己也要写，结果大家都写了，没有写的只有他一个。又如他宣布“知

无不言，言者无罪”，实际上恰恰相反，他整的人多是以言获罪，包括胡风。 

萧军更不了解毛泽东以帝王自命的实质。他的一些开玩笑的话语和举止，也

能反映他内心。在毛泽东没有当上名正言顺的 高领袖时，他就把当选为总书记

的张闻天称为“皇帝”、把刘英称为“娘娘”，把他们的住处称为“皇宫”。他有



一次和丁玲开玩笑地草拟官员以至三宫六院的册封名单。从毛泽东的一生追求来

看，他继承的确实就是打江山坐江山这个中国皇权传统，他要搞的就是独裁专制。

萧军想通过改变毛泽东，把“党人”改造成能摒弃谋私利、丑恶、卑俗、行帮气

和官僚气等腐败现象，成为能代表正义感、公道、高尚、纯正、有教养等的新生

力量，无疑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萧军多次主动要求会见毛泽东，毛泽东一段时间也乐意同他畅谈，而且谈得

很随便。萧军可以闯到毛泽东的住处，或见面谈话或把信和材料留下。从 1941

年 7月直到 1942年春末夏初开始批判王实味这近一年里，毛泽东和萧军接触相

当频繁，还多次长谈，萧军常常为之感动，对毛泽东的评价远在对其他领导人之

上。他们谈话的题目相当广泛：鲁迅、延安的作家们、《红楼梦》等中国旧小说、

各自的为人之道，中共历史、政治、国内国际时事等等。萧军既谈自己对各种问

题的想法，也把自己所写的和他认为毛泽东应该读的书籍、杂志和文章拿给毛泽

东看，其中就包括《简爱》。听说毛泽东一生读过的外国文学著作一共只有两本，

一本是法捷耶夫的《毁灭》，另一本就是萧军借给他看的《简爱》。 

萧军以为，毛泽东发起整风，是他提的意见起了作用。他说：“和毛泽东谈

话，发动了他们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建立‘普遍检查制度’。”  

其实毛泽东的目的是要把所有延安人都改造成党的驯服工具。这和萧军反对

奴性、提倡独立精神、保持和珍视自己的人格等主张完全相反。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萧军也以为和他提出意见的关系很大。其实不然。起

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认为通过整风和文艺座谈把作家们的思想统一起来的时机

成熟了。他自己对此做了长期准备，花时间通读《鲁迅全集》，就是证明。准备

开会，毛泽东需要更集中地了解一下延安文艺界的情况。在这一方面，萧军的作

用和其他作家的作用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以萧军当时的非党员作家身份和在

延安文艺界的影响，他无疑成为毛泽东一度相当重视的听取意见对象。毛泽东曾

几次专门约萧军谈话，要他找材料，还要他推迟其他安排来参加座谈会。 

但这一切，同毛泽东愿不愿意采纳萧军的主张，完全是两码事，何况这时萧

军已在王实味问题上同党分道扬镳。 

同整风运动一样，文艺座谈会的结果和萧军的愿望南辕北辙。毛泽东通过座

谈会定下强调写工农兵的党性和阶级性、文艺作品主要应歌颂光明等文艺方针，

是给作家们的思想和行为加上紧箍咒。萧军不能唱反调，一再说毛泽东讲得好，



但他的不同意见是明摆着的。在日记里，他写下了他的真实想法：强调个性自由，

提倡“建立独立的文艺，重文艺才能”，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有骨气，应有品格，

自尊，勿甘心丧失自己人格与独立精神”。认为“延安妨害我精神上的自尊”，断

言：“有才能和骨气的作家，一定不属于国民党，共产党”。针对阶级性，他强调

“以天下人管天下事看一切”，提出文艺的立场是“为民族求得解放，为人类求

得解放”。针对主要写光明面，他提出“要保持自由攻击恶的自由”，“应写暴露

缺点的作品”。而且这些主张，他大都表而出之了。 

通过座谈会，在文艺界进一步树立了以周扬为首的鲁艺主流地位。无论哪一

派的作家，又都先后皈依了毛泽东的讲话思想。萧军没有入流，在中国文艺界的

地位从此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对党的文艺路线和文艺事业，哪里还能谈得上发

挥什么影响呢？ 

萧军的理念和性格，决定了他生前 后 30 年的悲惨遭遇。他始终坚持独立

思想。不能公开表达，仍在日记里淋漓尽致地流露无遗。对于了解当时的历史背

景和萧军的本人思想，他通过这部日记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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