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

关于田汉（1898 —1968）的左转，茅盾在田汉

逝世 11 周年的追悼会上这样表述：“193O 年， 田汉

同志在党的影响下， 在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推动下

写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 清算了自己身上小

资产阶级的浪漫、感伤倾向， 公开表示向无产阶级

转向。”［2］茅盾只提到“党的影响”和“戏剧运动

的推动”等外因，并未揭示田汉左转的思想动因。

鲁迅甚至指出田汉“一开始就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主

义”［3］。董健如是归纳促成田汉转向的三个因素：

“一是当时的革命潮流；二是南国社内部的危机；

三是与安娥之恋。这三者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均

依田汉本身思想的内因才发生作用。”［4］但其思想

内因，即何种思想和主义引导田汉左转，何种逻辑

说服田汉走向社会主义，尚不明晰。遗憾的是，洋

洋数万言的宣言《我们的自己批判》并未过多触及

田汉的思想内核。相反，田汉开篇这样写道：“‘必

要’是产生一切新事物的母。”［5］由此定下了“非

如此不可”的基调，这与其早年虽朦胧却闪烁着思

想自觉的论文大相径庭。在自我批判中，田汉言辞

激切，缺乏冷静的理论审视。阳翰笙认为《我们的

自己批判》“不能等同于奉行什么‘主义’”［6］。陈

白尘也认为，我们不能将此文视为田汉的“完全的

真实的科学分析”［7］。那么，是否有文献能更真实

地反映田汉左转前的“思想和主义”以及内在逻辑

呢？笔者认为，田汉宣布左转前一年出版的《穆理

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揭示了他政治转向前的某种

心路历程。其间原由，须从他早年发表的《诗人与

劳动问题》谈起。

一� 社会主义：解决劳动问题的
� � 一种方法

1920 年，田汉在《少年中国》第八、九两期

上发表了《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文章总长逾

六万字，分为五个部分。田汉以劳动问题为经，以

文学思潮的变迁与劳动的关系为纬，洋洋洒洒，论

及古今中外数十种与劳动问题相关的社会思潮和文

学作品。田汉本意是讨论诗学问题，却透露出朦

胧的社会主义倾向。董健这样评价《诗人与劳动问

题》：“这说明田汉当时确实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

至少在理性上是染上了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的。这

应该说是田汉一生中第一次向左转。”［8］

在《 诗 人 与 劳 动 问 题 》 的 开 篇， 田 汉 追 溯

了“劳动（labor）”一词在中外各国的词源，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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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关于田汉的左转，学界普遍聚焦于《我们的自己批判》，对 1929 年出

版的《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鲜有关注。笔者认为，田汉译述的《穆理斯之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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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Morris，1834 —1896）的艺术社会主义思想。莫里斯倡导“劳动快乐化”，基

本解决了困扰田汉多年的劳动内在动力问题。通过深入剖析莫里斯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原

因和必然性，田汉重申了“人格就是诗”——真的诗人视劳动为艺术，因而就是真的社

会主义者，从而实现自我转向逻辑上的圆满。田汉的自传小说《上海》前三章与后四章

发表时间间隔约一年半，而《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恰成书于此时。田汉对莫里斯

的深入研究，似造成了小说前后主题和叙事方式上的断裂，其中生动地再现了田汉思想

转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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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劳动是一种‘为在外目的的苦痛的行为’（A 

painful action for an ulterior object）。”［9］在此田汉从

词源上论证了劳动之苦痛是劳动的根本特性，而报

酬必以苦痛为代价。在第二部分，田汉由“诗歌

（poetry）”的拉丁词源追溯艺术的起源，并提出：

“艺术的冲动中，有一种为经济学上所谓在内目的

interior object 的，便是‘游戏冲动’。”［10］在田汉

看来，艺术如游戏，发乎本能。在经济学上，劳动

的苦痛与艺术的冲动、劳动的外目的性与艺术的内

目的性截然对立。于是，如何使苦痛的劳动产生内

目的的愉悦，是田汉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除却劳

动本身的苦痛，田汉进一步分析劳动的第二重苦：

劳动者今日的产业组织，“执行的性质极

多，指导的要素绝少”。劳动者终日勤动于他

人的规矩绳墨之中，不能自己实现其自己的创

意。创意权全为企业者所夺，彼劳动者于劳动

的痛苦外，别受一种苦痛。有人说这是发生劳

动问题最大的原因。而后来能解决劳动问题的

最要点，便在使创意立案，计划指导等使人生

异常活力的动源，能分与一班劳动家！！［11］

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使劳动异化，劳动者职能

日益固化，毫无自由。这是劳动的第二重苦。此

时，田汉认为解决劳动问题的关键在于使劳动者能

分享劳动的创意权，使创造性成为劳动的动源，激

发劳动的内目的性。

田汉试图在驳杂的思潮中寻求解决劳动问题的

方案。他首先罗列了社会政策的保守主义、社会政

策的复古主义、个人主义、温情主义、社会主义、

社会政策的自由主义［12］等社会方案的得失。紧随

其后，田汉大篇幅拼贴了他阅读社会主义相关书籍

的笔记，生吞活剥地评述了“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修正派社会主义”（Revisionism）、“三缔

咖唎慈门”（Syndicalism）、“吉尔德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劳动组合主义”（Trade Unionism）、“波尔

舍维克”（Bolshevism）和“无治主义”（Anarchism）［13］

等七种社会主义思潮。此处错误显而易见，田汉不

仅将“无治主义”列入社会主义范畴，而且将社会

主义与个人主义等并置。可见当时田汉概念混乱，

认识粗浅。田汉此时认为，“主义”仅是解决劳动问

题之“器”，尚未触及信仰问题。他坦言：“我们从

社会主义的效用讲，他（引者按：社会主义）总算

是解决劳动问题的一种方法。”［14］田汉对以上方案

均不以为然，认为上述“主义”对劳动问题的解决

无非是“多加钱少做工”［15］，劳动运动不过是“躲

懒运动”［16］。显然，田汉此时并未得到满意的答案。

田汉的探索在当时并不孤立。一战期间，中国

15 万劳工在欧洲战场服役，使中国跻身战胜国之

列。1918 年，为纪念一战获胜，蔡元培提出“劳

工神圣”［17］，引发了中国知识界对劳动问题的深

度探讨。在概念层面，知识界普遍认识到劳动平

等、劳动神圣。但现实中，劳动者身心苦不堪言。

此时，田汉疾呼：“……千言万语什么‘劳工神圣’

哪 ! ……那班做牛做马的真劳动者还是做他的牛，

做他的马……咳！这是中国的劳动问题！”［18］（省

略号为笔者所加）田汉以诗人之眼、赤子之心，将

劳动者还原为活生生的个体，关注劳动者的内在动

机和切身福利。

在讨论“浪漫主义与民主主义”时，田汉将莫

里斯置于“嘉莱尔 Carlyle、纳斯钦 Ruskin、穆理

斯 marris、师永彭 Swinburne”［19］的浪漫主义脉络

中，认为他们“直向社会民主主义”［20］，成为社

会革命的“人道主义者（humanist）”［21］。此处田

汉不仅将莫里斯（Morris）英文首字母小写，而且

出现拼写错误，足见当时田汉对莫里斯并无深入

研究，有盲目定性之嫌。汤普森（E.P.Thompson，

1924–1973）认为：“莫里斯是英国最早最有创见

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也是积极构建共产主义社会

图景的先驱。”［22］其代表作《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0），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将马克

思主义理论中抽象的“共产主义社会”［23］描绘得

熠熠生辉，激励无数志士为此奋斗终生。

《诗人与劳动问题》将马克思主义与左拿主义

（Zolaism，左拉主义）［24］等量齐观，虽暴露出田

汉思想幼稚的一面，却极其可贵。文中称赞马克思

为“社会主义的大成者”［25］，并探讨“劳动阶级

（proletariat）”［26］的界定及阶级划分理论。最难能

可贵的是，田汉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其舅父易

梅园的《国本》进行双向阐释［27］，对马克思主义

原理有了一定认识，这为其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信仰马克思主义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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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劳动快乐化：从所有欲到创造欲

《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与《诗人与劳动

问题》在思想上一脉相承。田汉的自传小说《上

海》对此有所指涉：“而克瀚（引者按：田汉）从

来对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或是说文学之社会性质

之研究甚为用心。他在东京读书的时代曾写过一

篇长论文，题为《文学者与社会运动》，虽说整理

得不甚妥善，而规模略具。”［28］笔者查阅了大量史

料，均未发现上述论文。笔者推断《文学者与社会

运动》很可能就是《诗人与劳动问题》。原因有三：

一、《诗人与劳动问题》本身解释了“诗人”如何

变成了“文学者”。文中这样写道：“小说也是‘诗

歌’，小说家也是‘诗人’……我在‘何谓诗歌与

诗人’那栏说的太草率，而且取了狭义的诗的解

释，到后来说自然主义便不能容受了……”［29］（省

略号为笔者所加）田汉尚未搁笔，已发现“诗人”

不足以涵盖其所指，而包括“小说家”在内的“文

学者”更为妥帖。那么“劳动问题”何以变成了

“社会运动”？田汉如此解释：“贵贱的问题是‘政

治问题’，贫富问题是‘社会问题’。”［30］小说将

此文改名，不仅是虚构文体的需要，同时可以窥见

田汉对概念认识的深化。二、就写作时间和规模而

言，《诗人与劳动问题》发表于 1920 年，田汉恰在

东京读书。此文超过六万字。纵观田汉一生，如此

规模的文论数量并不多。三、以《上海》本身人物

及刊物命名规则来说，作为自传小说，《上海》均

隐去真名实姓，但所指却一目了然。主人公邓克

瀚，字守常，取自田汉，字寿昌。田汉亡妻易漱

瑜为易淑玉，续弦黄大琳化名白小璐，调戏咖啡

馆女郎的余质夫以郁达夫为原型，《拿翁周报》明

显影射《醒狮周刊》（在民国称拿破仑为“拿翁”，

其“睡狮论”可谓妇孺皆知）。由此推断，《诗人与

劳动问题》化名为《文学者与社会运动》便不足

为奇了。《上海》后四章与《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

主义》几乎同时发表，《上海》中还提到克瀚“随

时继续这种（引者按：文学与社会关系）研究，

因之甚崇拜英诗人威廉·穆理斯（William Morris）

之为人”［31］。此处也暗示了《穆理斯之艺术的社

会主义》与《诗人与劳动问题》的精神联系。

田汉在《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第二章

《穆理斯之社会改造思想》中指出，莫里斯的社会

改造思想中首要的一点就是“劳动之快乐化”［32］。

在第三章《穆理斯的乌托邦》中，田汉通过译述莫

里斯的代表作《乌有乡消息》，从四个方面揭示出

“劳动快乐化”的内涵：

一，劳动如游戏，苦痛的劳动成了本能的游戏

冲动。伴随着劳动的苦痛在艺术的游戏冲动中消

融，劳动与艺术合体。

那些青年们一面和那些女人谈笑，一面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做事，就
4 4 4

像游戏一样
4 4 4 4 4

。不知不觉之间把工作

做完了。［33］许多年轻的女人完全像游戏一样
4 4 4 4 4

在愉快地割枯草
4 4 4 4 4 4 4

。［34］

二，乌有乡中再无金钱与劳动的联结。无需外

目的的激励，劳动成为生存本能。

迭克（引者按：乌有乡中的人物）说：

“古时候听说有把金钱做劳动的报酬底习惯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现在没有那种怪的习惯
4 4 4 4

了。我的工作就是在这
4 4 4 4 4 4

河里划船
4 4 4 4

，得了人家的酬谢
4 4 4 4 4

反是怪事
4 4

。”［35］

劳动的报酬
4 4 4 4 4

，就是我们的生活自身
4 4 4 4 4 4 4

。人若

劳动
4 4

。一定要产生什么
4 4 4 4

。那就是上帝赐给我们
4 4 4 4 4 4

的工银
4 4 4

。［36］

三，劳动的第二重苦随之消解。资本主义产业

组织中执行与指导分离的劳动模式消失。劳动者自

由选择，从事最适合的工作，在充满艺术创造性的

劳动中重获劳动的愉悦。

因为现在没有强制人家工作的事
4 4 4 4 4 4 4 4

，所以谁

也有做最适宜于自己的工作的自由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但现在

因为劳动自由
4 4 4 4

，所以成为喜悦
4 4 4 4

。［37］（省略号为

笔者所加）

四，劳动过程愉悦，劳动产品也随之成为艺

术品。

看起来果然由昔日那种不自然的劳动条件

产生的东西和由现代人由创造的欢喜产生的东

西在精巧坚牢及气品诸点皆不成比较。［38］

在莫里斯的乌有乡，劳动内外价值有机结合，

真正恢复了劳动的快乐。在田汉看来，莫里斯至少

从理论上解决了劳动皆苦，皆需外在刺激的顽疾。

劳动的报酬是生活。劳动值得歌颂，值得珍惜，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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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乡里最担心的事莫过于真正的劳动正在减少。无

论是数学、物理等科学研究，还是雕刻、美术等艺

术实践；无论是日常的烹饪和打扫，还是季节性的

播种和收获，人类劳动已成为本能的释放。我们

可以从田汉所画的大量圆圈［39］中读出田汉深深的

情感共振。在田汉早期的很多文献中都能找到这种

圈，它是解读田汉情感和思想的注脚。值得注意

的是，几乎所有描述劳动场面或讨论劳动报酬的句

子，旁边都有这样的圆圈（以上加着重号部分即原

文画圈部分）。

《诗人与劳动问题》中，田汉摘录了这句话：

“今日我们劳动运动的骨子，我以为在使人类的世

界脱离病的所有支配移于本来的创造支配！! 此中

便存了劳动运动不移的价值！”［40］此处三个感叹

号足见田汉认同之强烈。劳动运动的永恒价值在于

其将人类从物欲的病态价值体系中解放出来，回

归创造这一本能欲望。而在此乌有乡，田汉感叹：

“他的理想乡之基础奠于满足创造欲的欢喜，可谓

卓绝。”［41］在所有欲、消费欲等物欲横流的资本主

义社会，莫里斯提出劳动成为一种根绝物欲的精神

欲求，成为本能的生存欲望。这是莫里斯真正的卓

绝之处，也由此解开了田汉的心结。田汉在这劳动

艺术化的社会主义乌托邦里终于发现了劳动运动的

永恒价值。

但是，对当时贫弱的中国而言，莫里斯的“劳

动快乐化”不过是浪漫主义的梦想，虽在逻辑上解

决了田汉对劳动思考的难题，却无法真正解决中国

的劳动问题。这一点，田汉在后来残酷的斗争实践

中才真正得以领悟。

三� 人格即诗：田汉左转的
� � 逻辑圆满

劳动运动价值的发现，是田汉思想转向的前

奏。田汉不厌其烦地分析莫里斯为何及如何成为社

会主义者，这实则是彼此难分的二重奏。田汉在

“真的诗人应该是真的社会主义者”［42］这一高潮中

实现了思想转向的逻辑圆满。

《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的首章《他的生

涯》分两部分。标题为（1）《到他成为社会主义者

止》、（2）《成了社会主义者以后》，以此来作为莫

里斯人生的分水岭。全书对莫氏成为社会主义者的

原因表述多达八处：“……他走入社会主义之端可

说造于此地。”［43］“……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他心中

已结下强固的根。”［44］“……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先

声。”［45］“穆理斯的社会主义并非产业史经济史观

之解剖分解底结果，而是爱正义爱自由与平等的他

的人道的精神之发现。”［46］“他的社会主义并非附

和雷同，实在是他的气质与确信的产物。”［47］“他

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就因为他是真的诗人。”［48］ 

“穆理斯成为社会主义者的理由是……”［49］“穆氏

之社会主义非……而是他自己的人生观底当然的归

结。”［50］（省略号为笔者所加）田汉对莫里斯成为

社会主义者的过程追根溯源，探其端倪，查其根

系，闻其先声，辨其精微。文风如音乐般反复渲

染，反复铺陈，不难看出田汉内心的纠结与挣扎。

田汉最终落脚于莫里斯的“人道”“气质”“人生

观”等人格向度，与早在《诗人与劳动问题》中提

到的“人格就是诗”［51］遥相呼应。 田汉认为：“做

诗人的修养就是做人的修养。”［52］

田汉对坪内逍遥（1859 —1935）提出的“罗

曼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先导”［53］颇为认同。田汉对

莫里斯的浪漫主义诗人人格的呈现也煞费苦心。他

介绍说莫里斯出生的家庭“相当的有钱”［54］，这

与《威廉·莫里斯传》（The Life of William Morris，

1911）中的表达颇有抵牾之处，田汉对其出身的

有意曲解拔高［55］与“黄花岗多埋贵公子之骨”［56］

的浪漫情怀文气相通。贵公子本能地良心发现，摒

弃富贵，完全利他地为贫贱者奔命，更显浪漫主义

诗人人格本色。这一逻辑在莫里斯转向动机分析中

得到进一步验证：

（引者按：莫里斯语）艺术不到填满富者

与贫者的大沟，不能为健全的发达。想到那些

既无希望的慰藉又无赏赞的激励而为着劳动的

许多邻人们尽力而终不免于受刑罚底追逐的许

多人们在营幸福生活底人底良心是很苦的。［57］

莫里斯虽富足，却受良心苛责，其人道主义精

神发乎本心。田汉将“人道”作为莫里斯成为社会

主义者的逻辑起点。文中多处交织其与莫里斯诗人

气质和际遇的高度契合。谈到莫里斯由诗歌走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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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田汉评述道：“他知道英国方要求着诗歌以上

的东西。”［58］提到早年莫里斯对于政治与社会的问

题没有兴趣，他归因为：“这些事都堕落不堪，可

是我自顾没有拨乱反正的力量。”［59］谈到莫里斯与

罗塞蒂（ 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 —1882 ）异

其心绪，田汉申辩道：“因他不能忘记艺术与社会，

公众底关系。”［60］这些因果关系均有强为之嫌。文

中提到莫里斯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是因为“保加

利亚惨案沸腾了他的人道的热情”［61］，随后话头

又转向“不知道他要知道前年的中国五卅惨案又将

如何”［62］。笔者认为，是田汉，而非莫里斯认为

中国要求诗歌以上的东西；是田汉早年决计献身艺

术；是田汉孜孜以求地研究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也

是田汉深为五卅惨案所震撼。

田汉认为莫氏成为社会主义者并非应景而择，

实为诗人气质使然。田汉如是评价莫里斯：

他是个大浪漫主义者，也是个大现实主义

者。他这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卒使他不能

永闭在画室与工场。他虽于诗，于工艺美术与

画皆有卓越之天才，但这不过表现了他的性格

与才能之半面。在另一面他具有做社会主义的

大实际运动家的勇气，精神与忍耐性。［63］

田汉何曾不是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他的戏

剧和诗篇，浪漫多情，豪气冲天。他何曾不是一位

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筚路蓝缕，与妻白手起家，

创立《南国》半月刊；其后，田汉以微薄之资，备

尝艰苦，拍成电影《到民间去》；田汉专为艺术天

赋秉异的无产者设南国艺术学院，从学科设置、招

生简章撰写、交涉学院租约到校具购置、舞台布

置，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田汉虽以第三人称的看

似客观的学术视角评述莫里斯，却时时与“我”应

和，处处与“我”相契。田汉对莫里斯的评价实为

深刻精准的自我通观。

文章体现了田汉与莫里斯诗人人格和气质的高

度契合，充盈了将莫里斯引为同道的冲动。《穆理

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通畅婉转的行文和理解之

同情与《诗人与劳动问题》的艰涩文风和囫囵吞

枣的“主义”拼接形成强烈对照，从中可窥见田

汉思想成长的历程。如何改造社会，实现劳动艺

术化？唯有否定夺走劳动之快乐的“现代资本主

义文明”［64］。田汉何去何从，似已见端倪。田汉

如是解读莫里斯左转的逻辑：

他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就因为他是真的

诗人。真的诗人没有不想使自己及生活之艺术

化的，所以当然会走到改造社会生活的路上

去。穆理斯的一生告诉我们真的诗人应该是真

的人，因之应该是真的社会主义者。［65］

田汉论证了莫里斯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必然，也

实现了自我转向逻辑上的圆满。

四� 破裂之痕：小说与
� � 自传里的莫里斯

《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与自传小说《上

海》构成颇有意味的互文书写。《上海》的前三章

与后四章发表时间相隔约一年半，文本主题和叙

事方式均有断裂。宗白华曾对田汉诗文做过中肯

的评价：“寿昌兄文如沧海泛澜，波涛雄健，但窃

以为转折之处，微觉有破裂之痕，尚须养气以补

之。”［66］不过，笔者认为，《上海》中的破裂之痕

另有隐情，似与田汉的莫里斯研究相关。

从发表时间看，《上海》前三章原载于《申

报· 艺 术 界 》1927 年 10 月 18、19、20、26、27

日和 11 月 3 日［67］。后四章陆续发表在 1929 年 5

月至 8 月上海《南国月刊》第 1、3、4 期。田汉为

何时隔近 18 个月，才发表这部仅几万字的小说？

为何前三章典型的爱与死的主题被后四章春之再来

的新生所取代？据笔者考察，《穆理斯之艺术的社

会主义》大致写于这个空档期［68］。

与 30 年代海派小说相似，《上海》的前三章是

“聊籍‘酒、女人与歌’（Wine， Woman and Song）

求刹那之兴奋”［69］。小说人物所到之处无非影院、

咖啡馆、画室及跳舞场。沪上十里洋场，五光十

色，一切流于感觉，人人及时行乐。鬼混的男女、

霓虹的幻象，使克瀚“浅醉深愁”［70］，俨然“罪

恶大都会中一个受难的灵魂”［71］。而田汉回忆这

段生活时说他“常与舜生、梦九等出入歌台，与叶

君等沉酣酒肆”［72］，是彻底的“忧郁症患者”［73］。

纵情声色和厌世自杀是小说前三章的主要话题：

有岛武郎情死之后，接着是芥川的厌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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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使我感到我们邻国的艺术家对于人生的态

度之严肃。他们追求着某种幻影，因以得着生

活的刺戟。一旦那种幻影破灭了，他们便如鱼

失水，纵不自杀，也当枯渴以死了。［74］

小说后四章则回归现实主义的严肃和坚毅。其

生活场景回到家庭生活和清苦朴实的河西农村。

“鱼”的意象贯穿整部小说。小说前三章克瀚如失

水之鱼，生活在感官的幻影中。第七章里他在河

西农村生活中得到洗礼，亲眼目睹了干旱，鱼儿

失水而死，深感现实的残酷，发出了类似转向的

感慨：“所以我决计走了，我不想做塘里的鱼了，

我得到江里去海里去！那里才是我活跃的地方

呀。”［75］此时，克瀚选择回归现实生活的大江大

海，也因此找到了艺术的源头。克瀚听到“起屋

打地基时的杭育歌，插田时的秧歌，和为着求雨

求晴朝拜香时号的咒子，都是何等由生活里发出

的活鲜鲜的单纯的艺术啊！”［76］田汉这条失水之

鱼终于回归艺术的源头，深深扎根于民众。

从叙事方式来说，《上海》的文类介于自传与

小说之间。“小说关注叙事、自我表达和再现，而

自传更重于阐释性的自我解读。”［77］前三章更类似

小说，更多地诗化、镜头化地处理即时的感官体

验，而后四章更趋向自省和自辩。第四章由悼亡诗

开篇，克瀚由思念亡妻到剖析自己被放逐的原因，

生活的场景也从长沙的邸园、都市的贫民窟转至河

西乡下。憨朴的乡下女孩和新鲜的空气，让克瀚找

回“在上流社会失掉的灵魂”［78］。从恣意汪洋的

情感挥洒到严肃内敛的自我审视，其叙事方式本身

也见证了思想的转变。

小说第四章《春之再来（上）》显示，上述破

裂之痕似源于莫里斯思想和人格的感化。田汉在此

章两次提到莫里斯 , 其赞誉和钦慕之情表现得淋漓

尽致。文中节选了莫里斯《来日》中的十行诗，克

瀚评述道：

这唱劳动艺术化的诗人在他的《来日》

（The Day is Coming）诗中所写的将来的社会，

是何等引动克翰的向往与追求的情热啊。因之

“艺术无国界”“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类的

“老话”未尝不由克瀚的速射炮似的口中吐露

出来。［79］

由莫里斯引动的向往与情热一扫幻灭感伤主义

的阴霾，特别是芥川龙之介自杀触发的感伤。后者

否定非利己主义之爱的存在，认为人生最大的苦不

过如此。田汉说：“威廉·穆理斯生长富裕的家庭，

家有恒产，又尝被选为桂冠诗人，固辞不就，复以

工艺美术家鸣于时，在他个人实在毫无引起不平的

原因，然而他终于奋身而起为社会改造战斗。”［80］

在莫里斯英雄主义的斗争精神面前，感伤主义不攻

自破。

莫里斯的乐观利他思想和英雄主义情怀，如春

之再来，召唤田汉的新生。小说第四、五章名为

《春之再来》（上下），此两章主要写克瀚与亡妻闺

蜜小璐的交往。小说里的“春”的意象极易被认为

指涉其新恋人。这其实是误读。1927 年，田汉娶了

亡妻闺蜜黄大琳女士，但“与黄大琳勉勉强强、冷

冷漠漠的婚姻只维持了两年多的时间”［81］。田汉在

给日本作家村松梢风（1889 —1961）的信中说：“妻

子去世后又有了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

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82］笔者

认为这里的“春”更多影射了田汉思想的新生。

无独有偶，1967 年，已近古稀的田汉含冤入

狱。但此时再无“此日从容作楚囚”［83］的年轻气

盛。“难中”《自传》再次提及莫里斯，但提及方式

却颇为费解：“我慕英国威廉·穆里斯的遗风，跟

漱瑜搞了南国半月刊，自己编辑，自己印刷，自己

发行。”［84］这个在《我们的自己批判》中似曾相识

的句子［85］，却误将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 —1827）写成了威廉·穆里斯。田老记忆力超

群，而且《自传》全文中再无其他明显笔误。“在

传记中，即使传主于己于人，错误显而易见，也是

他内心的真实写照。而这往往比小说家所谓的全知

视角更贴近传主的本心。”［86］我们无法想象田汉是

在如何慌乱无助的心境中写下此文。布莱克是田汉极

喜爱的诗人，我们至今陶醉于田汉“一花一世界， 一

沙一天国”的佳译。但在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布莱

克似被遗忘，而对莫里斯他却依然记忆犹新。

结� 语

田汉的莫里斯研究是对“象牙之塔”与“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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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之争的回应。从 1925 年到 1930 年左联成立

前后，中国思想界持续探讨着知识分子应置身“象

牙之塔”还是“十字街头”的议题。这两个词出

自厨川白村（1880 —1923）的两本文学理论著作

《出了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头》。有学者提

出：“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一度成为中国文艺理

论的准绳。”［87］尤其是这本《出了象牙之塔》，借

助鲁迅的译笔，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深远。1925 年

底，鲁迅译本首次出版，之后多次再版。该书末

篇《从艺术到社会改造》是莫里斯研究的专论。在

书中，厨川将莫里斯塑造成时代的英雄。在他的笔

下，莫里斯已过不惑之年，却猛然由艺术的“象牙

之塔”转向社会主义运动的“十字街头”［88］。莫

里斯也由此在中国思想界广为人知。《穆理斯之艺

术的社会主义》是田汉对这场大讨论的答卷。田汉

在同年冬，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上海文艺界在党

领导下筹组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而后，田汉

于 1932 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在田汉研究界长期

受冷落，20 卷《田汉全集》仅将此书收录在第 20

卷末《田汉著译目录》的《译作》中。遗憾的是书

名后只标注了“上海东南书店 1929 年 5 月版”［89］，

未标注底本及原著作者，也未加任何说明文字。笔

者对 1930 年之前英文和日文莫里斯研究成果做过

考证，尚未发现本书英文或日文底本。［90］田汉在书

中，大量自我发挥，故此书明显“论述”大于“翻

译”，归类为文论似更为妥帖。

英国学者吉娜（Ruth Kinna）提到：“莫里斯坚

信乌托邦的意义在于展示社会主义的美好图景，使

人获得奋斗的动力。”［91］从这点看，莫里斯真可谓

功德圆满。对田汉而言，社会主义并非空洞的主

义，选择社会主义也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劳动快乐

化的手段。笔者无意夸大莫里斯在田汉左转中的作

用，因为这种转变与当时文艺界的整体氛围有关，

蒋光慈、安娥［92］、鲁迅和李立三［93］等人对田汉

的影响均不容忽略。不过任何人在转向之际，均需

一种思想、一种逻辑去说服自己，而田汉恰逢其时

地发现了莫里斯。对莫里斯的研究为田汉的思想转

向提供了理论资源，也为他后来政治上的进一步左

转埋下了伏笔。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

目《威廉·莫里斯对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的影响研

究》（项目编号 18YJC7520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 —1896）：英国

社会主义先驱，著名诗人和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倡导者。

其中文译名较多。田汉译为穆理斯，鲁迅译为摩里斯，还

有麻礼士、莫利斯、穆列斯、威利马利司、莫理斯，莫理

士等。为了统一，除引文之外，其他统一用现在的译名威

廉·莫里斯或简写为莫里斯。

［2］茅盾：《在田汉同志追悼会上茅盾同志致悼词》，《人民

戏剧》1979 年第 5 期。

［3］原勝：《一軒隣の鲁迅先生》，《日本評論》第 11 卷第 4 

期，1936 年 4 月（東京日本評論社）。此处论述参考了仓

重拓：《试论鲁迅对“转向”的看法》，《文学评论》2019 年

第 2 期。

［4］［8］董健：《田汉评传》，第 266 页，第 80 页，南京大

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5］［85］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田汉全集》第 15 卷，

第 80 页，第 85 页，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原句为：

“又慕 William Blake 之所为，不欲以杂志托之商贾，决定自

己出钱印刷，自己校对，自己折叠，自己发行。”

［6］阳翰笙：《深深地怀念田汉同志》，《戏剧报》1983 年第

11 期。

［7］陈白尘：《中国剧坛的骄傲——序》，《田汉选集》第 1

卷，第 3 页，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

［9］［10］［11］［19］［20］［21］［26］［30］［53］［56］ 田

汉：《诗人与劳动问题》，《少年中国》1920 年第 8 期。

［12］［13］［14］［15］［16］［18］［24］［25］［27］［29］

［40］［51］［52］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续）》，《少年中

国》1920 年第 9 期。

［17］蔡元培：《劳工神圣》，高平叔编：《蔡元培政治论著》，

第 178 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22］E.P.Thompson，Wil l iam Morr is :  Romant ic  to 

Revolutionar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77，p.682. 

［23］R.Page Arnot，William Morris: A Vindication，London：

Martin Lawrence Ltd，1934，p.26. 引文为作者译。

［28］［31］［70］［71］［74］［75］［76］［78］［79］［80］

田汉：《上海》，《田汉全集》第 13 卷，第 32 页，第 32 页，

第 19 页，第 19 页，第 22 页，第 59 页，第 60 页，第 49 页，



127

威廉·莫里斯与田汉的思想转向

第 33 页，第 35 页，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39］田汉曾提及自己的这一习惯：“克瀚以一种很兴奋的

感情看完了这学生的文章，他一面看一面打圈。打圈是他

一种很坏的习惯，他无论自己的人家的文章，中国的外国

的书，但凡有惬心满意的，他总是给他无数的圈。热情的

他，觉得没有比椭圆的圈更能表一种十分同感的感情的。”

田汉：《上海》，《田汉全集》第 13 卷，第 26 页，花山文艺

出版社 2000 年版。

［32］［33］［34］［35］［36］［37］［38］［41］［42］［43］

［44］［45］［46］［47］［48］［49］［50］［54］［57］［58］

［59］［60］［61］［62］［63］［64］［65］ 田 汉：《 穆 理 斯 之

艺术的社会主义》，第 26 页，第 36 页，第 42 页，第 31 页，

第 40 页，第 40 页，第 44 页，第 48 页，第 26 页，第 8 页，

第 9 页，第 13 页，第 19 页，第 25 页，第 26 页，第 45 页，

第 46 页， 第 1 页， 第 18 页， 第 4 页， 第 5 页， 第 5 页，

第 13 页，第 13 页，第 11 页，第 20 页，第 26 页，东南书

店 1929 年版。

［55］J.W. Mackail， The Life of William Morris， New York， 

Bombay and Calcutta: Longmans，Green and CO.，1911，

p.2. 此书第二页写道：“莫里斯父母均系普通中产阶级。” 引

文为作者译。此处认为田汉有意拔高，因为田汉介绍莫里

斯生平时，明显参考了此书，很多细节完全吻合，唯独出

生有所曲解。

［66］宗白华：《致寿昌君左函》，《宗白华全集》第 1 册，第

28 页，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67］此处《田汉全集》第 13 卷，第 60 页标注其出版日期

为 1927 年 10 月 16 日至 12 月 3 日，标注日期出现错误。

［68］《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的写作时间大致是 1927

年至 1929 年。本文第 13 页谈到 :“莫里斯对于英国政府对

保加利亚惨案的消极态度，不知道他要知道前年中国的中

国五卅惨案又将如何。”五卅运动发生在 1925 年。据此大

致可推断本文写于 1927 年。

［69］［72］田汉：《致王光祈》，《田汉全集》第 20 卷，第

29 页，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73］田汉：《我的上海生活》，《田汉全集》第 13 卷，第

231 页，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77］Suzanna Nalbantian，Aesthetic Autobiography， From 

Life to Art in Marcel Proust， James Joyce， Virginia Woolf and 

Anais Ni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on，1994， p.31. 引文为

作者译。

［81］［92］田本相、吴卫民、宋宝珍：《响当当一粒铜豌

豆 —— 田 汉 传 》， 第 69 页， 第 88 页，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2013 年版。

［82］田汉：《致村松梢风》，《田汉全集》第 20 卷，第 40 页，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83］田汉：《入狱》，《田汉全集》第 11 卷，第 128 页，花

山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1935 年 2 月，田汉被捕入狱，狱

中写了这首诗歌。

［84］［93］田汉：《自传》，《田汉全集》第 20 卷，第 518 页，

第 522 —523 页，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86］Roy Pascal， Design and Truth in Auto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1960， p.162. 引文为作者译。

［87］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

译，第 303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88］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 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第

24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89］田汉：《译作》，《田汉全集》第 20 卷，第 696 页，花

山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90］据笔者考证，田书从书名、内容和参考书目上看显然

是对厨川白村《从艺术到社会改造》的续写和回应，但田

书末章参考了厨川未提到的 Mrs Townshend，William Morris 

& The Communist Ideal，London: The Fabian Society，1912。

评述部分约 6 页，此书观点独占了 5 页。此书还有日文译

本。タウンシエンド夫人 : 《ウヰリアム·モリス評伝》，

加田哲二訳，下出書店， 大正 10 年， 新生会叢書第 7 編。

［91］Ruth Kinna，William Morris：the Art of Socialism，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00， p.200. 引文为作者

译。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高华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