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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赵树理的短篇小说”

山西文联主办的《火花》杂志，其 1958 年 8

月号的《编者的话》，以补白的方式编排在第 91 页，

却带着封面或封底文字才有的位置感向“亲爱的读

者同志们”宣布：

当你打开这一期的第一页时候，它首先会

给你带来一种新的喜悦，我国著名作家赵树理

同志，在本刊上发表了他的小说： “锻炼锻炼”。

赵树理同志现在我省长治专区的农村里生活，

并着手整理写作长篇，这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百

忙之中挤时间写出来的。［1］

在这里，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被设定为

读者“新的喜悦”的来源，其理由却既不在它的故

事，也不在它的叙述，而仅仅在它的“发表”——

一个通过编者的参与才能完成的行为。因此，这份

“喜悦”，与其说是编者对读者的阅读效果的预期，

不如说是他们借助想象中的读者的角色对自身编辑

成果的肯定。而紧随其后的表述，更是绕开了读者

的位置而完全投入于编者的视角，隐约呈现着他们

如何介入了并在最后时刻见证了一篇小说在“挤”

出的“时间”里的诞生。在赵树理对写作模式的区

分中，《“锻炼锻炼”》属于“半自动”［2］的类型，

亦即写作的动力首先来自《火花》的约稿然后才是

个人的意愿。在约稿之初，《火花》就已计划发

表在 8 月号，赵树理也答应在 6 月——他离开北京

回到太原的月份——交稿以便在 7 月编印。当直到

7 月上旬赵树理仍未能如约且已从太原去了长治，

《火花》主编西戎就委派副主编韩文洲前往催稿。

在长治，韩文洲目睹赵树理正在“着手整理写作长

篇”——《灵泉洞》，但他以“坐等”的姿态换得

了赵树理在“长篇”上的暂且中断，从而见证了同

时也保证了“两天以后”——1958 年 7 月 14 日——

这篇“短篇小说新作完稿”［3］。《火花》的编者

不仅催促赵树理在两天之内撰写了一篇 1 万 4 千多

字的小说，他们自身也在 6 天之内就完成了送稿、

编辑、校对、排版的程序，从而使 8 月号得以在 7

月 20 日定版。——他们为何如此急切？

《编者的话》里“我国著名作家”一语表明，

他们所急切的并不是《“锻炼锻炼”》自身，而是

作者赵树理的名字；“小说”与“长篇”的交替出

现则暗示，他们所急切的也不仅是这一名字的符号

效应，而是急切于将它引入一种文类学：一种与“长

篇”对立的“小说”——即“短篇小说”的文类学。

“短篇小说”，这是一个自晚清开始舶来而在“五四”

时期得到具体规定的概念。胡适 1918 年 5 月 15 日

在《新青年》第 4 卷第 5 号发表的《论短篇小说》

一文，以“西方的‘短篇小说’（英文叫做 short 

story）”为范型将这一文类界定为“用最经济的手段”

写成的文章，“代表世界文学最近的趋向”的“最

经济的体裁”，因为“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

《“锻炼锻炼”》与赵树理的小说文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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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经济’”［4］。

在这里，“短篇小说”既是文学的，又是经济的；

既是西方的，又是普遍的。对“短篇小说”的接受

因此就成了“五四”时期的中国在世界的生活竞争

与世界的文学趋向中的一项自我要求。

《火花》接续并回应着这一“五四”的自我要

求。自 1956 年 10 月创刊开始，它就呼吁通过“鲁

迅的短篇小说”学习“那种精炼和确切的本领”［5］；

1957 年 3 月以后，它借助对诗歌问题的讨论梳理

“五四运动以来新文艺中各种形式取得的成就”［6］，

1959 年 5 月，在“认真学习‘五四’文学遗产”

这一口号之下它首先确认的是小说的成绩“更为巨

大”［7］。沿着这一进程，“短篇小说”成为《火

花》至关重要的词语。1957 年 1 月，《火花》在《编

者杂谈》里“要求广大作者投寄我们作品时要短些，

再短些，千万不要把应该而且能够写成短篇的，竟

写成中篇”［8］；1958 年 1 月，它推出了包括马烽

《“三年早知道”》、（李）束为《好人田木瓜》

等作品在内的“短篇小说专号”。1958 年 4 月 26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创作更多短小的文艺作

品》，以一种与“五四”对短篇小说的提倡相似的

时间逻辑指出，“群众生产建设的劲头那么大，形

势的发展那么快，群众对文化的要求那么迫切，热

心于为群众服务的作家就不能够慢吞吞地来写”［9］。

随后，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将《火花》树作

了典型，确认它是“短篇小说的园地”，委派副主

编陈笑雨于 5 月 27 日在太原与《火花》编辑部就“《火

花》上的短篇小说”举办专门的座谈会［10］；又以

这次座谈为中心，于 6 月 11 日在其第 11 期上组织

了一个“山西文艺特辑”，展示“山西文艺工作者

和文艺刊物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11］。针对这一

“特辑”，6 月 13 日的《人民日报》发布了以“永

远和人民在一起”为题的新闻［12］，7 月号的《火花》

编写了以“‘文艺报’出刊‘山西文艺特辑’”为

名的简讯：

其中有作品评论文章七篇，对赵树理的短

篇小说、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姑

娘的秘密”、束为的“老长工”、孙谦的“伤

疤的故事”以及“长院奶奶”、“变”、“蓝

帕记”等短篇小说的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的

特点，均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与评论。［13］

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火花》编者的执念，“短篇

小说”一词在一句之中 3 次重复，且涉及赵树理的

一次还隐含着严重的误读。“特辑”中以赵树理为

对象的论文是时任《文艺报》编委会委员的巴人的

《略谈赵树理同志的创作》，该文探讨的是赵树理

的整体创作，它没有使用“短篇小说”的术语，也

没有做文类的区分，而是将赵树理的所有创作成果

均名之为“作品”，且关注更多的是赵树理在《人

民文学》1955 年第 1—4 期连载的《三里湾》。

《火花》对巴人文章的误读，揭示了在此之前

“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在《火花》中的缺场。自《火

花》创刊以来至 1958 年 7 月，赵树理未在该刊发

表过任何作品，在整个山西的所有出版物上也只发

表过 3 篇文章，且谈的是非文学的主题［14］。严格

说来，他都不算是“山西文艺工作者”。如果根据

时任山西文联主任的李束为的说法，将文艺工作者

区分为创作干部与作家 / 创作者两种身份［15］，那么，

在此期间，作为前者，赵树理属于北京，他正担任

北京文联副主席；作为后者，赵树理属于全国，他

的成果主要登载于全国性刊物《说说唱唱》、《人

民文学》与《文艺报》。

全国性作家与地方性的“山西创作者”——这

正是《文艺报》在“山西文艺特辑”中建构的功能

化的区分。在巴人的论述中，赵树理作为前者，

作为“我国当代的杰出作家之一”，不仅以其作品

“直接鼓舞了工农劳动群众”，还以其写作方式代

表着“每个作家应该努力的方向”［16］。与之相比，

作为“《火花》上的短篇小说”作者的这些“山西

创作者”，或用陈笑雨的更为复杂的说法，“山西

的专业的或业余的作家”，则因为大多是从“小学

或者初中的文化程度”这样的起点上进入的文学

界，他们的作品在“劳动人民中间生根”的同时，

“给予千万文化较低、受教育较少的人以信心和力

量”［17］。“每个作家”与“千万文化较低、受教

育较少的人”——这是普通读者（劳动群众）之外

的两类特定的受众，他们在文化程度与教育状况上

的区分，在巴人与陈笑雨的措辞中，暗示着赵树理

与“山西创作者”在写作能级上的不同。对于《文

艺报》来说，虽然最初是“《火花》上的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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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了它对于“山西文艺特辑”的筹划，但为了使

这一“特辑”真正具有示范性意义，它必须在“《火

花》上的短篇小说”之上召入“赵树理的创作”。

正是《文艺报》对“赵树理的创作”的态度，使《火

花》的一个要求变得更为急切：它需要在自身的短

篇小说之中召入“赵树理的短篇小说”。

二 “自成特色的文体或体裁”

根据李束为的说法，“赵树理同志是我们山西

创作者的模范”［18］，但《火花》在创刊之后的一

年半时间里并未刊出赵树理作品来引导创作者。

1958 年 3 月 8 日，在为响应中国作协“作家们！

跃进，大跃进！”的号召而举行的首都文学界座谈

会上，赵树理作为“首都作家”宣布计划写作三部《续

李有才板话》，第一部一个月左右完成［19］。但很

快这一计划就发生了改变，在该月所写的《我们要

在思想上跃进》一文中，他又宣布“月内或者多一点，

要写一个能说的书，发表在《曲艺》月刊上”［20］。

到了 4 月 27 日，《读书》登载了一篇对赵树理的

专访，将这个“能说的书”明确为“让唱评书的人

念着书就能当词儿唱出来”的“长篇小说‘灵泉洞’”，

但却只是刚“写了五章”；赵树理的写作计划不得

不再次调整，这次赵树理“估计 5 月间可以最后完

稿”［21］。《人民日报》的社论《要创作更多短小

的文艺作品》就在这期《读书》的前一日发表，赵

树理与《火花》的编者应该都读到了这一号召：“目

前，更多需要的是迅速写出能够及时满足群众需要

的各种短小形式的作品，小作品写得好一样可以成

为杰作。”［22］当到了 7 月上旬《灵泉洞》还处在“整

理写作”的状态，《火花》只能让赵树理“暂且打

‘灵泉洞’中钻出来，先还债”［23］。因为 6 月的《文

艺报》为“山西文艺”所构造的“赵树理 +《火花》”

的拼图正在发挥着巨大的宣传效应（坊间流传起“山

西派”的称谓），对于《火花》来说，当然最好是

将这一效应迅速回收在自身的构造之中（就像同时

有“《火花》派”作为与“山西派”等价的命名）。

《火花》1958 年 7 月号中的简讯因此就有了一个

以言行事的效果。

但赵树理并未将《“锻炼锻炼”》称为“短篇

小说”，甚至除了《登记》（1951），他几乎从不

曾将其作品划入这一文类。《登记》之所以成了例

外，也仅是因为它被罗果夫（В.Н.Рогова）选入了

俄文版中国短篇小说集《解放了的中国》。在应邀

为该集所作的序《致苏联读者》中，赵树理只能将

它归入编者在俄文里为它指定的文类［24］。但这只

是临时的行为，当 1959 年编选《建国十年文学创

作选——曲艺》，他就把它划归在“评书”之中。

这并非事后的追认，因为《登记》有一个反身自指

的表达：它的叙述人是向“听书的朋友们”发出请

求——“今天让我来说个新故事”［25］。赵树理一

直谨慎对待，甚至有意疏远“短篇小说”“长篇小

说”这些西方文类学术语，自 1943 年 9 月出版《小

二黑结婚》时为它标明“通俗故事”起，他就在对

本民族“自成特色的文体或体裁”的承继中确立了

具有“民族形式的特色”的“小说的体裁与风格”［26］，

或者说，他建构了自己的小说文类学。这一文类

学是对“五四”文类学的超越。在赵树理看来，50

年代的中国文艺保持着两个传统——“五四”新文

艺传统与未被新文艺界承认的民间传统［27］，它们

表现为两个文类的序列：新文艺传统支配下的“小

说、诗歌、散文、戏剧”［28］，民间传统支配之下

的“鼓词、快板、童谣、故事”［29］，或“快板、

评书、故事、小说，以及地方戏曲”［30］。赵树理

强调人民大众在文艺上的民主权利，由此，他的文

类选择的第一个原则是：立足民间传统，“那一种

形式为群众所欢迎并能被接受，我们就采用那种形

式”［31］。在此基础上，待“我们在政治上提高以后”，

再辅以“新文艺传统”，“创造出新的形式，使每

一主题都反映现实，教育群众”［32］。

在赵树理的文类学中，“评书”占据着特殊的

位置。在 1946 年 1 月出版的将自身标识为“通俗

小说”的《李家庄的变迁》中，当主人公铁锁向

他人讲述小说已经为他叙述过的往事，赵树理给他

准备的姿态是“跟说评书一样，枝枝叶叶说了个详

细”［33］；在巴人以为“在作者的笔下，出现了新

的萌芽，新的力量”［34］的《三里湾》中，赵树理

自称大量采用的是“中国评书中的技术”［35］。在

1958 年 3 月的《我们要在思想上跃进》一文中，

赵树理表露：“评书是正经地道的小说。我还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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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评书，但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

这个主意我至今不变，如果我能在艺术上有所进步，

能进步到评书的程度就不错。”［36］在这里，赵树

理表明，他所有的小说都是“能说的”小说，而评

书是“能说的”小说中的最高形式。赵树理正是在

这一文类意识主导之下进入《灵泉洞》的写作，所

以当上部完成并在《曲艺》月刊开始连载，他以“编

者按”的方式确认：“‘灵泉洞’是一部长篇评书。”［37］

《“锻炼锻炼”》与《灵泉洞》（上部）第 1

至 3 章同月发表，且韩文洲在催稿时与赵树理讨论

过后者，赵树理为后者所核发的文类名称“长篇评

书”，但在《火花》为前者所撰“编者的话”里被

提及时只剩下暧昧的“长篇”。赵树理与《火花》

对文类学的理解显然存在差异。《火花》保持着

“五四”的或者说西方的文类学知识，为将《“锻

炼锻炼”》归类于“短篇小说”，将《灵泉洞》对

应地安置了一个“长篇小说”的疑似缩略语。那么，

在赵树理那里，当《灵泉洞》被定性为“长篇评书”，

《“锻炼锻炼”》应被标识为“短篇评书”么？

赵树理与陶钝在 1959 年 7 月合撰的《〈建国

十年文学创作选——曲艺 〉序言》里，曾借在《曲

艺》1 958 年 10 月号上的《小技术员大战神仙手》

（同号载有《灵泉洞》第 9—11 章）说明过短篇评

书的特征：“有故事、有人物、有对立的两方，矛

盾展开后，斗争按着规律发展下去。不轻易放过重

要情节，抓住重要的节骨眼就有声有色地写，所以

使读者和听众发生兴趣。”［38］这段话虽描述了“短

篇评书”具有的情状，却并没有就此确立这一文类

的独特性：把这段话作为对长篇评书的描述，或者

删除了“和听众”三个字以后把它作为对小说的描

述，它依然成立。其实对于赵树理来说，短篇评书

与长篇评书之间是量的而非质的不同，而评书与小

说之间是从属的而非并列的关系，因此最重要的是

在小说之下区分评书与“五四”新文学式的小说之

间的差别。1963 年 11 月，在出席中国作协山西分

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时，赵树理在一个最明显的

文本位置上确认了这一差别的一个部分：

说评书的人的故事，开头比我们有办法。

如我们的小说开头：“支部书记从城里开会回

来，碰见老王来找他。”这是不行的，究竟是

哪个支部书记？老王是谁？“西江月”本来应

概括全书内容，引起听众兴趣。开头的交代

不宜过长。要用种种办法使听众非听下去不

可。［39］

“五四”新文学式的小说可以直接从“故事”

开始，而“说评书的人的故事”却必须先给“故事”

的元素一个具有确定性的“交代”，甚或还可先给

一段具有概括力的定场的诗词（“西江月”是定场

词中的一个常用的词牌）。赵树理对“说评书的人”

的这一观察，也是“说评书的人”给他的评价。把

《灵泉洞》搬到书场的评书艺人陈荫荣 ，曾撰文称

赞：“‘评书好说头难起’，一上场必须要铺平垫

稳，交代清楚，首先叙出枝儿来，中段再生叶子，

以后就开花，结尾就结了果。《灵泉洞》正是枝搭

叶，叶搭枝，一环扣一环地叙述发展的。”［40］于是，

一部作为长篇评书的《灵泉洞》构成了《“锻炼锻

炼”》的具体语境，后者写作于前者的写作间隙，

它们共同分享着要小说“成为能说的”这一“主意”。

可是，当赵树理在被催稿时声称“暂且走出‘灵泉

洞’”的时候，他到底“走出”了多远的距离？

三 “说他作快板的话”

那就从评书以为“难起”的“头”开始。同《灵

泉洞》相比，《“锻炼锻炼”》的开头没有那种

“故事前边的交代”［41］，而且用的不是“无平仄

韵辙的限制”的“散文”［42］的言说方式：“‘争

先’农业 社，地多劳力少，/ 动员女劳力，作得不

够好：……”［43］在这样五言一句，两句一行，共

18 行的韵文结束以后，小说才进入散文的表达：

这是一九五七年秋末“争先农业社”整风

时候出的一张大字报。在一个吃午 饭的时间，

大家正端着碗到社办公室门外的墙上看大字报，

杨小四就趁这个热闹时候把自己写的这张快板

大字报贴出来，引得大家丢下别的不看，先抢着

来看他这一张，看着看着就轰隆轰隆笑起来。［44］

在这里，开头的韵文得到了清晰的命名——“快板

大字报”：载体上属于“大字报”，文类上属于“快

板”。《〈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曲艺〉序言》

把快板及快书、鼓曲都列入“唱” 的“唱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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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及相声列入“说”的“散文”，而又还有“散

韵结合，有说有唱的作品”，根据说与唱的比例分

列到其他类别之中［45］。按照此书的文类框架，《“锻

炼锻炼”》正属“散韵结合，有说有唱的作品”，

其中韵文（“快板大字报”）两则计 33 行、66 句，

依据其与全文篇幅的比例关系，应划入到评书之中。

然而评书的韵文（定场诗、收场诗等）都是古典化

的诗词与骈句，且与散文化的“说”的部分一样都

采用说书人的视角，不会采用快板的韵律与表达，

且不会转入被叙述人物的口吻。再者说来，评书“只

演不唱”［46］，而快板总是自带着演唱的节拍，在

《“锻炼锻炼”》中，当“争先”农业社副主任杨

小四把大字报贴出之后，就有社员张太和主动要求

“给大家从头念一遍”：“张太和说快板是很有工

夫的，他用手打起拍子有时候还带着表演，跟流水

一样马上把这段快板说了一遍，只说得人人鼓掌、

个个叫好。”［47］因此，赵树理“钻出‘灵泉洞’”，

不仅“钻出”了《灵泉洞》所讲述的故事，还“钻

出”了它所依凭的“评书”。也因此，他的“钻出”

其实是一次返回，回到《灵泉洞》所取代的那个从

未实施的计划中的小说——《续李有才板话》，也

回到这一“续”作的前身——《李有才板话》，回

到“板话”这一“板”（“韵”“唱”）与“话”

（“散”“说”）的结合中了。

在 1943—1946 年间，赵树理的三部具有代表

性的作品的写作同时也是三次具有示范性的文类实

践。《小二黑结婚》在封面将自身标识为“通俗故

事”；《李家庄的变迁》在作品内部通过主人公的

讲述将自身引向了“评书”；而在“故事”与 “评

书”之间，1943 年 12 月出版的《李有才板话》，

则将自身所属的文类的名称直接写入了标题之中。

“板话”是赵树理自造的词语，因此《李有才板话》

才在第 1 章来追溯“书名的来历”。在介绍了李有

才作为阎家山贫苦农民的身份，展示了其随时根据

“发生件什么事，有个什么特别人”［48］即兴创作

快板的本领后，这一章来到了其结论性的部分，来

到了“抗战以来”的“许多变化”——

李有才也就跟着这些变化作了些新快板，

还因为作快板遭过难。我想把这些变化谈一谈，

把他在这些变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几段，给大

家看看解个闷，结果就写成这本小书。……李

有才作出来的歌，不是“诗”，明明叫做“快

板”，因此不能算“诗人”，只能算“板人”。

这本小书既然是说他作快板的话，所以叫做《李

有才板话》。［49］

《李有才板话》是“板话”文类的第一个作品，它

以其自身的构成代表着“板话”这一文类本身。黄

韦《关于板话》一文就带着充分的文类意识将“板

话”确定为“从李有才和农民的快板里发展而来的

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只是这个“板话”指的还是

“可以演唱的翻身农民的斗争诗歌”，他因此要求

不要把它与“李有才板话”相混淆［50］。“李有才

板话”，不是李有才的“板话”，而是李有才“板”

的“话”，是“我”所“说”（“写”）的关于李

有才“作快板的话”。在这里，在全书中这个“我”

唯一以“我”的名义现身的场合，“我”作为板话

的作者通过“抄他几段”这一行为真实地关联着李

有才这个快板的作者。“我”的板话与李有才的快

板都以现实的“变化”为对象，不同的是，对于快

板来说，“变化”还是它处身于并介入到其中的一

串断续的状况，而对于板话来说，“变化”则还是

已经包含着快板的介入效应的一个完整的现实。板

话既记录着“变化”的过程，也展现着快板的作用，

通过板话可以看到，快板是共同体的纽带（李有才

的“新快板一念出来，东头的年轻人不用一天就都

传遍了，可是想传到西头就不十分容易”），是认

识的媒介（“一念歌你就清楚了”），同时还是教

学的工具——关于它自身的教学的工具：“我”所

“抄”的“几段”不全是李有才的快板，还有一段

属于阎家山的两个年轻农民小顺与小福，他们在对

李有才快板的不断传诵中习得了创作的技能，编成

了“一段短歌”［51］。

《李有才板话》中的快板绝大多数都依赖于口

头传诵，但在第 9 章《斗争大胜利》中，它从口头

转入了文字。这是在村“西头”的恶霸阎恒元通过

村干部张得贵鼓动与威胁村民退出反压迫的组织“农

救会”的时候，李有才编写了快板在村子里到处张

贴，“连老恒元门上也贴了几张”——“第二天早上，

满街都有人在墙上念歌：工作员，换不换，/ 农救会，

永不散，/ 只要你恒元不说理，/ 几时也要跟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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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算把得贵的谣言压住”［52］。在这里，快板

跨越了共同体的界限（阎家山的贫困的“东头”和

富裕的“西头”的界限）而变成了直接斗争并取得

胜利的武器（贫苦农民的誓言战胜了土豪恶霸的谣

言）。这显然是一张“快板大字报”，只是它还没

有取得这样的称谓，因为连第一张得到命名的“大

字报”也要到 1957 年 5 月 17 日才会产生。但毛泽

东在 1957 年 6 月 6 日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

的指示》中把“大字报”回溯与建构为“延安整风

时期的传统”［53］，因此在这一时期（1941 年 5 月—

1945 年 4 月）内出版的《李有才板话》，当“在

墙上念歌”这一情节之前的一个段落里区长说阎家

山所存在的问题“在事实上整了我们一次风”，这

首“墙上”的“歌”也就在事实上开了《“锻炼锻炼”》

里所出的“快板大字报”的先声。在这一意义上，

《“锻炼锻炼”》正是“续李有才板话”，它的两

个“快板大字报”的作者杨小四与高秀兰正是李有

才的后学。在赵树理即将进入《“锻炼锻炼”》之前，

1958 年 5 月，《人民文学》刊登了以写快板闻名、

后曾被赵树理以“助业作家”相称的毕革飞的论文

《漫谈快板》：

赵树理同志写的“李有才板话”……不论

在思想上或艺术上在工农兵群众中都起到了极

其良好的影响。在它的影响下数不清又出现了

多少“李有才”，也数不清用“李有才”这个

教员培养提高了多少个生活中的“李有才”。［54］

这样说来，杨小四与高秀兰就是“李有才”所培养

的“生活中的‘李有才’”。只是，李有才是依靠

自己的“特别本领”找到一种能够应对并介入“变化”

的表达形式，杨小四与高秀兰是被“变化”自身召

唤入一种先于他们的表达而存在的形式之中——其

实即使没有李有才的前导，他们也可能张贴“快板

大字报”，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变化”是“整风”。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

运动的指示》，宣布在全党发动“反官僚主义、反

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55］；8 月 10

日，发布《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

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号召“农民群众和乡社干

部”开展以“社会主义自我教育”为主旨的“农村

的整风”［56］；9 月 14 日，又发布专门针对“农业

生产合作社”的指示，要求“继续进行一系列的整

顿工作”，其中首要的是“整顿干部作风”［57］。

在 1957 年 10 月 9 日闭幕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

毛泽东指出“整风”创造了包括大字报在内的四种

“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58］。再

回溯到 6 月 6 日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毛泽东为当时刚得到命名不足一个月的大字报总结

了三点作用，而由于“指示”这一体制与词语的巨

大效应，这三点毋宁说就从总结变成了对大字报写

作的规定：

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

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

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

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

想）……［59］

显然正是基于这一语境和这一“指示”，赵树理才

会在《“锻炼锻炼”》中让杨小四在“一九五七年

秋季末”贴出大字报，并让村支书王镇海“认真地说：

‘大字报是毛主席叫贴的’”［60］。而根据《光明

日报》1957 年 5 月 26 日的报道，大字报一诞生就

有诗、词、新乐府甚至章回小说等多种多样的形式。

随后快板就被纳入到大字报自身的文类分类之中，

如在 1957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的上海市工商界整风

运动报告大会上，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

的胡子昂就谈到“群众对大字报创造多种多样形式，

有漫画，有快板，有专栏，有相互批评，也有自我

批评”［61］。在《人民日报》于 1958 年 2 月 2 日发

表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

进的新形势……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62］，

中国作协于 3 月初号召开展“文学大跃进”以后，

时任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的天鹰于 3 月 26 日撰

文描述说出现了“民间文学和大字报相结合”［63］

的新风。这便产生了“大字报快板”与“大字报快

板诗”的称谓：柯蓝在《人民文学》1958 年 5 月号

上的新闻特写《听错了耳朵》中开篇就请读者“先

看一篇自编自写的大字报快板诗”［64］；李准则在《长

江文艺》1958 年 7 月号上的新闻特写《遍插红旗遍

地开花》中写到在河南登封“快板成了群众语言”，

当有农民出现不良现象，群众就给他写个“  大字报

快板”［65］。就在这同一个 7 月，赵树理只是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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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下“大字报快板”，于是就有了《“锻炼锻炼”》

中的两张“快板大字报”。

这两张“快板大字报”当然是对毛泽东关于大

字报的三点规定的执行。尤其是第三点，它与《“锻

炼锻炼”》的标题有共同的用词，更是将这篇小说

固持在了它所“指示”的方向之中。只是，“指示”

的这三点之间有一种承接的关系：“揭露”是大字

报的首要功能，但基于反动和错误思想的大字报使

“揭露”变成了自我的“暴露”，用大字报对“暴

露”出的思想进行再“揭露”将巩固革命和正确的

立场因而有“锻炼”的作用。而《“锻炼锻炼”》

在叙述中对它们进行了重新的组织：第二点中的自

我“暴露”被置换为对他人的“暴露”，第一、二

点之间的承接被转化为并列，而两张“快板大字报”

与并列关系的第一、二点呈现为交错对应的状态。

小说中先出现的是与第二点相对应的杨小四的大字

报，它“暴露”的是“争先农业社”两个具有“自

私自利的思想”的社员“小腿疼”与“吃不饱”

的面貌：“她们一上地，定是工分巧，/ 做完便宜活，

老病就犯了；……”［66］然后才是与第二点对应

的高秀兰的大字报，它“揭露”的是中农出身的

“争先农业社”主任王聚海的主观主义与“和事

不表理”的工作之道：“争先社，难争先，因为

主任太主观：/……/ 只求说个八面圆，谁是谁非

不评断，/……”［67］其实这两张大字报与毛泽东

给大字报规定的第一、二点原本是依次对应的关

系，因为，与杨小四大字报出在“整风时候”不同，

高秀兰的大字报贴在“这次整风开始”［68］。这使

《“锻炼锻炼”》呈现出了与原有的“《火花》上

的短篇小说”不同的一种形态：根据《文艺报》“山

西文艺特辑”的总结，“《火花》上的好小说，一

般的特点是按照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先后次序，从容

不迫、有条有理地展开”［69］。赵树理的叙述没有

遵循故事发生的时间次序，也正因此，他颠倒了大

字报的政治含义的逻辑次序：对有“错误思想的人

的面貌”的“暴露”处于优先的位置。所以后来在

1959 年 6 月号的《火花》上，虽然赵树理自陈《“锻

炼锻炼”》的主旨在“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思

想”［70］，但在小说里，中农干部的“是非不明的

思想问题”并没有解决，反倒是“自私自利”“落

后思想”先得到了处理。在杨小四主持的社员大会

上，“小腿疼”与“吃不饱”“坦白得很彻底”，

而王聚海这个中农干部还没有任何反省的表示，在

村支书王镇海作为党的代言人给予“我说你还是得

‘锻炼锻炼’！”［71］中，整个故事就戛然而止。

“锻炼锻炼”，小说的结尾回到小说的标题。

由此，在板话的“板”所发挥的“暴露”与“揭露”

的作用之外，板话的“话”，乃至整个板话本身，

就变成了“锻炼”这一功能运行的场所，在那里，

甚至发生着对“锻炼”一词的语义学争夺。“锻

炼”原本是王聚海常用的词语，意味着从不成熟到

成熟，从“年轻人”到“老资格”的一条漫长的道

路。在他那里，杨小四“还得好好锻炼几年”，高

秀兰开始“连锻炼也没法锻炼”，在张贴了针对他

的大字报后，才被评价为“以后好好‘锻炼锻炼’

还许能给社里办点事”［72］。他不过以此为借口“对

新生力量进行压制”，但他显然没有觉察与醒悟，

从高秀兰张贴大字报开始，在“整风”中，“锻炼”

已变成“党团员及中间派”对于正确思想与革命思

想的选择、坚持与巩固。杨小四与高秀兰通过“在

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体现了他们作为“党团

员”对责任或义务的承担，而这一针对他人的“批

评”表明他们正在进行并已初步完成对自己的“锻

炼”。“锻炼”从一种代际性的差异、时间中的成

长变成一种思想性的冲突、认识上的斗争。赵树理

甚至扩大了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

示》中所规定的“锻炼”的主体范围，王聚海这个

被“揭露”的中农干部最后被召唤到“锻炼”的可

能性之中。当然，小说并没有写王聚海是否接受“锻

炼”，而如果他接受，他又以何种方式进行。根据

中共中央 1957 年 4 月 27 日的指示，整风运动“应

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73］，

而在时人的理解中，大字报就是一种“批评和自我

批评”的“工具”，且是一种比“座谈会和辩论会”

更优越的工具，因为它可以突破时间、受众范围及

理解的精确度的限制［74］。在这一意义上，王聚海

或许可以用一张自我批评的大字报来证明自己是一

个“锻炼”的主体。但小说终究没有回到大字报，

没有回到它在开篇处展示的快板。这使它作为对《李

有才板话》的延续背离了《李有才板话》的写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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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那里的最后一章是《“板人”作总结》，在临

近结尾的段落里用快板来描述“变化”的最后一个

环节“大胜利”。

余 论

《李有才板话》说着“作快板的话”，在那里，

“板”与“话”相始终，它们分享同一个“变化”，

并在“变化”里相互补充与验证。但《“锻炼锻炼”》

将“快板大字报”放置在文本的前半部，由此，它

的“话”为“板”——“快板大字报”这种“板”

确定了一种表达的限度。

首先是大字报的限度。虽然《中央关于加强进

行整风的指示》把大字报视为一种“锻炼”，但它

只是针对“思想”的“批评”，而对于赵树理来说，

重要的是行动，尤其是生产中的行动。所以《“锻

炼锻炼”》虽从“整风时候”的大字报入手，但自

文本的中间处村支书王镇海的那句“生产和整风是

分不开的”开始，小说便把“整风”嵌入到“生产”

之中。杨小四与高秀兰通过大字报将自己标识为“锻

炼”的主体，但他们的“锻炼”——用高秀兰的话

说“学着办事”——最终是通过开社员大会布置生

产、通过设定计谋让“小腿疼”与“吃不饱”成为

偷棉花贼，再通过开社员大会处理偷棉花问题才真

正得以完成。于是可以看到，在布置生产时他们被

给予“青年人究竟没有经验”的议论，当处理偷棉

花问题时他们获得了“这些年轻人还是有办法”的

赞许。他们以“有点开玩笑”或者说带着些阴暗成

分的方式，不仅动员了“平常装病、装忙、装饿”

的社员下地劳动，而且在不改变每个劳动日的劳动

定额的情况下提高了生产效率［75］。

其次是快板的限度。毕革飞在《漫谈快板》中

把工农兵写快板的目的平分为两种：“好的颂扬，

坏的批评”［76］；而赵树理则通过《〈建国十年文

学创作选——曲艺〉序言》强调包括快板在内的“唱

词的主要性能是歌颂”，他看到“发表在报纸、刊

物 、小册子、墙报、黑板报、大字报上的唱词中，

歌颂伟大现实的作品占了绝大多数”［77］。由此，

“批评”就被排除出了快板这种唱词的“主要性能”

中。在《“锻炼锻炼”》中，高秀兰批评王聚海的

快板只得到王聚海一个人“吃了一惊”的反应［78］，

杨小四批评“小腿疼”与“吃不饱”的快板则被放

入了喜剧式的场景：一次是在张贴之际获致“轰隆

轰隆”的笑声，一次是在被表演之际获致“鼓掌”

与“叫好”声。这是“小腿疼”与“吃不饱”的喜

剧，也是快板自身的喜剧，它彰显了内在的不平衡

的格局。一方面，同其他大字报相比，杨小四的快

板有形式的差异，它“编得顺溜写得整齐”。虽然

叙述人声称它不是因为这一点“才引得大家这样注

意”，但这不过是说这一点所引起的是未到“这样”

程度的“注意”［79］。由此，它将催生出这样的忧虑：

形式上的表述能力的差异是否会带来实质上的批评

效果的差异？另一方面，杨小四的快板没有也无法

诉诸它的批评对象的直接的阅读与感受。“吃不饱”

知晓杨小四对她的批评是通过张太和对这段快板的

表演，“小腿疼”了解杨小四对她的批评是通过“吃

不饱”的“加油加醋”的转述。“小腿疼”当面对

杨小四的质问尤其刻画出了这种快板所面对的沟通

的困境：“你又是副主任，你又会写，还有我这不

识字的老百姓活的哩？”［80］——“会写”与“不

识字”之间的沟堑将如何才能够真正地弭平？即使

可以如李准在《遍插红旗遍地开花》里所描述的，

通过扫盲运动形成“人人学文化，处处读书声”［81］

的局面，并让“快板成了群众语言”，那么，又如

何化解“学文化”的程度的差异所导致的表述能力

的差异？——赵树理清楚地知道，“念过旧诗的人，

写出来的快板，和没念过旧诗的人写的快板是不一

样的”［82］。

在《“锻炼锻炼”》内部出现于 1957 年的这

种快板的限度，折射出的是在这一作品被写作的时

刻群众创作的限度。赵树理注意到“从一九五八年

下半年起，不论工矿、农村和大小城市的街头巷尾，

处处张贴着群众的诗、画，连大字报中也出现了大

量的、艺术性很强的妙文”［83］；而就在《“锻炼

锻炼”》发表两个月之后，《火花》1958 年 10 月

号登载了其记者采写的通讯《在“李有才村”》，

以李有才为隐喻形象，报道山西的北马村“个个是

诗人”［84］。但对赵树理来说，恰恰是李有才表明

了“个个是诗人”的不可能性，因为李有才写快板

依赖的是“特别本领”。事实上，虽然赵树理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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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主张文艺的“通俗”与“普及”，当《在“李有

才村”》发表时他也正在发出“彻底面向群众”的

呼吁［85］，但对他来说，重要的仍然是文艺生活的

彻底普及，而非文艺创作的彻底普及；普及意味着

创作主体范围的扩大，而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成为创

作的主体。在 1959 年 2 月发表的《谈文艺卫星》中，

面对 1958 年伴随生产高潮出现的文艺高潮，赵树

理提醒：“文艺和其他事业一样，人人都有学习的

机会，但不一定人人都要写……这种兴趣不能要求

每个人都有，……使人在头痛的情况下写文章，只

能造成一种假繁荣。”［86］如果连快板都“不一定

人人都要写”，那么小说就更是一个不需要“人人”

都来掌握的文类。1957 年 2 月，一位宣称正在写

作长篇小说的少年给茅盾与赵树理写信求取精神上

的帮助与技术上的指导，赵树理回信要他努力学习

专业知识，“不要这样多的幻想”［87］。由于这封

回信激起了怀疑与反对的声音，赵树理随后以“青

年与创作”为题做了申述［88］。

可以看出，赵树理保持了与《火花》，与《文

艺报》的“山西文艺特辑”，尤其是与“特辑”里

的陈笑雨的主张的区分。对他来说，“成为一个人

民的专业或业余作家”，并非——而且也不需要——

“人人有份，人人有可能”。不仅在文类上，也在

这一意义上，《“锻炼锻炼”》接续了《李有才板

话》，它证明无论是编快板还是写小说，它们都是

可以普及但又有着普及限度的“特别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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