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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政治化的悲剧——以南社为例的反思
汪梦川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摘

要

）

南社是一个有浓厚政治气息的文学社团，借助于革命党在政治上的成功，南社在

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同时南社文学对政治的依附性也越来越明显，
“革命”成了南社文学
的标签，其实就旧文学而言，南社的创作自有其多种面貌，“革命”并非南社文学的全部；就
新文学而言，南社既有与之论争的反面刺激，也有创作和理论上的正面推动。但是随着它在
政治上的失败，这一切都被淡忘，南社的悲剧，就是文学依附政治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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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是清末民初声名卓著的一个文学社团，其
影响力遍及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政治上，南京国
民政府的五院院长一度都是南社社友，因而柳亚子
有“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
之说，
南社的声势于此可见。而在当时舆论界，南社也有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据初步统计，在上海、北京、
广州、长沙四市，共有南社成员一百三十三人在三
十五家报纸担任主笔、撰述和编辑。此外，杭州、
天津、香港、无锡、吉林等地，也有南社成员从事
报刊宣传工作。 成舍我也曾回忆道：
“当时在上
海，若不是南社的成员，不大能够进报馆当编辑。
”
其他如教育界、文艺界，南社的名流也都很不
少。然而时至今日，曾经盛极一时的南社却渐渐不
为众人所知，究其原因，一言以蔽之：成也政治、
败也政治而已。

一、南社的兴衰及其与政治的纠结
南社起于清末，其最初的骨干都是同盟会会
员，基本上也都是激进的革命分子，所以南社从一
开始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因为南社的主要
活动都跟政治密切相关，所以南社的分期基本上也
都是以政治为线索，其主线大略有三：辛亥革命、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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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袁斗争、新文化运动。此外在社内的一些阶段性
重大事件，也可以说都有某种政治背景。
辛亥以前，南社之于革命事业，不但文字鼓吹
之功不可磨灭，社友实际的革命行动也可歌可泣，故
柳亚子认为此时是“南社精神最饱满的时代” 。
但是革命派“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
役。还视欧美，彼且膛乎后也”
的想法，却是
幼稚和不现实的。历史证明，相对于政治革命而
言，社会革命无疑更为艰难。当无数仁人志士前仆
后继建立了中华民国以后，却发现他们的理想根本
没有实现，不但政治斗争更为激烈，而且社会问题
也一样层出不穷，这使得很多革命文人产生了迷惘
乃至幻灭的情绪。南社社友在民初的大量文学作品
中很容易看出这一点，如叶楚伧题胡朴安《朴学斋
话酒图》：
记昔民元全盛日，张灯纵酒如临敌。握手
相劳斗十千，以为从此无余贼。一朝妖谶起当涂，
伏尸流血无时无。月黑枫青夜呼啸，半是当年旧酒
徒。嗟乎！故人已成沟洫志，危时莫作由国戏。且
与绸缪尽百觞，心头落落几件事。
这首诗很能反映辛亥以后的政治局势和南社
文人的心态。民国成立之后，社友已经分成了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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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逃避政治的两派。积极参与政治的社友，尤

组织的。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

其是原同盟会会员，许多都在各级政府部门中担任
职务，但在随后的历次重大政治事件中，政治态度

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
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要认识新

也并不一致。一部分仍然追随孙中山的激进革命态

南社的真面目，非晓得十五年来旧南社的历史，和

度，另一部分则相对趋向稳健，如宋教仁等即是。
政治上的趋于分裂也埋下了南社分裂的暗线，这在

五四以来我们和新文化运动接近的事实不行。
”
政治的内容十分醒目。

反袁斗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柳亚子总结南社在辛
亥以后“堕落”的原因，其一，“袁世凯做了总统，

新南社的成立，虽然主观目的是为了使成分极
为复杂的南社变得纯粹，但客观上其政治斗争的暗

我们认为中国无事可做；二次革命失败，社中激烈

流甚至更为汹涌。柳亚子曾说：“南社的成立，是

分子，更牺牲了不少，残余的都抱着‘妇人醇酒’
消极的态度，做的作品，也多靡靡之音，所以就以

以中国同盟会为依归的；新南社的成立，是以行
将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为依归，在契机上可说是很
新南社的几位发起人，叶楚伧属
巧妙的了。
”

‘淫滥’两字，见病于当世了。
”其二，“洪宪称帝，
筹安劝进，很有旧南社的分子。
”其三，
“因为发展
胡
团体起见，招呼的人太多，不免鱼龙混杂。
”
朴安也说：“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我们几个流落在
上海的革命文人，百无聊赖之中，时常在酒店饮
酒。
”
可见南社的这批“革命文人”受政治上的
起伏影响之大。总之，南社中人虽不乏政界名流，
却没有成功的政治家，这是事实。在这一点上，南
社与它追慕的明末几社、复社，颇有几分相似。
南社最终的分崩离析，直接的原因是由唐宋诗
之争而起的“朱柳公案”。而唐宋诗之争也并非单
纯的文学之争，柳亚子曾回忆道：“我呢，对于宋
诗本身，本来没有什么仇怨，我就是不满意于满清
的一切，尤其是一般亡国大夫的遗老们。
”
胡
朴安也说：“亚子之掊击宋诗，非文艺之观念，是
政治之观念。因排清朝故，而排清朝之遗老；因排
清朝之遗老故，而排清朝遗老所为之宋诗。
” 很
显然是政治立场的不同扭曲了正常的文学论争。而
且南社的分裂，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涨时期，而新文
化运动也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余英时曾说：
“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幸变质太早，还来不及在
学术思想方面有真实的成就，便已卷入政治旋涡中
去了。
”
随着南社中人对政治、对新旧文学的
分歧日益增大，部分社友逐渐转向了新营垒。“追
求南社没落的原因，一方面果然由于这一次的内讧
（指“朱柳公案”
），一方面实在是时代已在五四风
潮以后，青年的思想早已突飞猛晋，而南社还是抱
残守缺，弄他的调调儿，抓不到青年的心理。
”
此后成立的新南社，就是在政治因素推动下的一次
重新组合。柳亚子在《新南社成立布告》中明确指
出：
“新南社的成立，是旧南社中一部分的旧朋友，
和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的新朋友，联合起来，共同

于国民党右派，柳亚子属于国民党左派，陈望道
则是共产党员。因而自成立之日起，其内部政治
斗争的苗头就已经显露出来。叶楚伧对柳亚子《新
南社成立布告》中“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这
句话，就曾表示不满；柳亚子也说这是“后来国
陈望道后来则
民党左右派对立的伏线了”。
回忆说：“拟成立新南社，是在党发起的初期，想
把南社改造成新的（文学团体）。
”因此新南社实
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下，以国民党左
派为骨干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新文学团体。 与新
文化运动相呼应，新南社规定其出版物全部用语
体文，完全抛弃了《南社丛刻》的文言体裁。但
是其社刊只出了一期，在文学上几乎无所作为，新
南社也很快就烟消云散。
新南社这种过于强烈的政治性破坏了南社一
直以来的文学传统，所以与新南社同年而稍晚，有
南社湘集在长沙成立，其导言云：“海上诸社友，
又别有新南社之组织，其宗旨盖亦稍异。同人为欲
保存南社旧观，爰就长沙为南社湘集，用以联络同
志，保持社事，发扬国学，演进文化，语其组织，
别具简章。抑有进者，文学新旧之界，方互相诋
諆，甚嚣尘上，同人之意，以为进化，自有程途，
言论归于适当。自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
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皆无当于言学。舍
短取长，得所折衷，其殆庶几。
”
含蓄地表明
了对新南社的不满。而对新旧文学之争，虽然措辞
很谨慎，但实际上是倾向于旧文学。《南社湘集》
的版式和封面，也都和《南社丛刻》同一模样，并
且“均以文言文为准”，“一切编制，无非萧规曹
随，和南社差不多。
”
其用意无非是回归旧南
社，显然是针对新南社而来。新南社和南社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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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反映了在新的政治与文化形势下南社内部

虽然不乏取义成仁的烈士之气，但是壮则壮矣，却

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分流（至于有少数社友既参加了
新南社，也参加了南社湘集，则可能有两种原因，

容易有粗率叫嚣之病，其下者流为“草莽气”。胡
朴安曾经检讨说“余辈呼号跳跃，自以为慷慨激
，并且称之为“草泽文
昂，实则粗豪鲁莽”

一是对南社有深厚感情难以割舍，二是爱好文学、
超然于政治之外）。

二、
南社文学的多元化特征及重新审视
南社一直以来被视为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
但这只是政治给人的笼统印象。其实南社文学绝非
只有单调的“革命”色彩，而是内容丰富、异彩纷
呈的。即便说“革命文学”是南社文学的主流，那
么在这一主流之外，也还有一股“暗流”。因为南
社中人除了革命派之外，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入社
并非出于政治热情，而是单纯的文字因缘；他们的
文学造诣也绝不在“革命派”之下，只是由于其相
对消极的政治立场、相对保守的文学观念，一直以
来不是被忽略，就是被批判，很少得到正面的关
注。因而他们就被埋没，他们的文学也就以“暗
流”的形式存在。
（一）南社的“三性”与南社文学的“三气”
南社社友的成分相当复杂，除革命派之外，也
有不少旧式文人。他们的政治主张自然不一致，而
文学观念也自南社成立之时就存在重大分歧。然而
也正是由于这一局面，才形成了南社文学的多样性
特征，如果简单地以“革命文学”视之，就不免失
于片面。概括来说，南社的“三性”决定了南社文
学的“三气”：
“革命性”决定了其“烈士气”；
“传
统性”决定了其“名士气”；“依附性”决定了其
“江湖气”。
“革命”在南社文学中一直表现得最为引人注
目，而充溢着“烈士气”的作品，最著名的莫过于
汪精卫《被逮口占》四首：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
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
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
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燐 光不灭，夜夜
照燕台。
不论汪精卫以后的作为如何，这几首诗的确
很好地表达了一般革命志士的心声，因而被广为
传诵。但是无庸讳言，很多革命文人的诗歌作品，

学”。在一直以来重视文学的“思想性”甚于“艺
术性”的情况下，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实际上被
人为地拔高了。
至于“名士气”，主要是因为南社文人多数都
接受过旧文化的教育，传统的士大夫人格对他们依
然有很深的影响。南社所追慕的“几复风流”，其
实就是一种以书生清议来干预政治的名士风流。如
高旭《自题 花前说剑图 》诗，便是“名士气”很
好的代表：
提三尺剑可灭虏，栽十万花堪一顾。人生如
此差足奇，真风流亦真雄武。男儿不作可怜虫，唾
壶敲缺声欲聋。图中人兮别怀抱，花魂剑魄时相
从。要离死去侠风歇，一杯酒洒冢中骨。青衫红
粉两无聊，指掌高谭古荆聂。东风浩荡催花开，红
颜从古解怜才。誓洗清谈名士习，顿生迟暮美人
哀。美人应比花长好，万紫千红天不老。一室犹
秋孤剑鸣，四海皆春群花笑。月明吹彻玉箫声，锦
绣湖山大有情。前拥貔貅后莺燕，长驱漠北索虏
平。手中之铁心中血，以斗浇之恨难灭。海风著
意吹不凉。冷铁千秋化成热。天生我才竟何用？
匣里光芒雪华冻。时至终酬知己恩，数奇枉作封
侯梦。封侯梦醒泪长流，闲看鸳鸯绣并头。金闺
国士知多少，寂寞鱼龙江海秋。人间冷落好匕首，
心肝争向路人呕。爱国无妨兼爱花，屠龙不成盍
屠狗。愤来拔剑肝胆粗，银屏画烛歌呜呜。可怜
马上杀贼手，教写花前说剑图。
这首诗的确写得意气纵横。但是尽管高旭在诗
中说要“誓洗清谈名士习”，而实际上这首诗着力
渲染“英雄美人”式的旧文人理想，正是洋溢着传
统的名士习气，其诗题“花前说剑”，以及诗中“提
三尺剑可灭虏，栽十万花堪一顾”、
“前拥貔貅后莺
燕，长驱漠北索虏平”等句，显然革命浪漫气息太
重，而沉着不足，也就不免给人一种大言空谈之
感。柳亚子也有词曰：
“大言子敬原非戏。论英雄、
安知非仆？狂奴未死。铁骑长驱河朔靖，勒石燕然
山里。算才了、平生素志。
”（
《金缕曲》
）大率当时
激进的革命青年，都有龚自珍所谓“雄谈夜半斗牛
寒”之气概，实则往往能草檄而不能任事。津津乐
道诸如“谈笑却敌”、
“功成身退”之类的梦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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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革命文学的特征之一，所以高旭这首诗不但足

们之间的论争，早在留美之时就已经展开，起初集

为自画像，也可以说是相当一部分南社社友的传神
写照。但是南社社友也并非都是革命分子，胡朴安

中在以旧体诗词形式出之的白话作品，其后随着论
争的升级，胡适被“逼上梁山”，终于打出了“文

曾说：“其不隶属于同盟会之社友，素乏政治之趣
味，其加入南社者，不过文酒唱和而已。
” “社
员之诗，略具缙绅文学气味者二人：一潘兰史，一

学革命”的大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论争
的直接结果，就是新派诗人最终放弃了在旧体格律
框架内创作白话诗词的尝试，进一步解放了诗体，

诸贞壮。
兰史与沪上遗老，常为文酒之会，且
其秉性，与南社之革命文学不相近。其隶籍南社

促成了白话新诗的诞生。所以从反面来看，我们完
全可以说南社与胡适之间的论争，对于“白话诗”

也，只以诗文唱和之故，无有其他意义。
”

其

的成熟有着相当大的刺激作用。胡适就曾说：“我

实南社社友如诸、潘者并不少，如徐珂、孙景贤
等，他们本身便是名士，更与很多旧名士有密切的

回想起来，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
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我自

过从或直接的师承关系。胡朴安所谓的“缙绅文

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

学”，是与革命派的“草泽文学”对举的，也是南
社文学 名士气 的又一个方面。
南社是依附于政治而崛起的，没有革命党在政
治上的成功就没有日后南社的地位。正如有学者所
言，一些政坛闻人加入南社，抬高了南社的声价，
使得南社迅速膨胀起来，而不是南社成就了那些政
要
。所以民元以后南社表面上声势空前，实际
上其对政治的依附性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是无论如
何，由于南社的暂时得势，厕身其中也成为时人奔
竞之一途。南社成员在辛亥革命以前大约只有

渐结晶成一个有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的寻出一
条光明大路来。
”
“因为他们的反驳，我才有实地试
而从正面来看，也有不少
验白话诗的决心。
”
南社社友成为白话诗运动的支持者和响应者，如社
友沈尹默是新体白话诗的重要作者，其作品曾得到
胡适等人的高度评价；而胡寄尘更著有《新诗概
说》、
《中国民歌研究》等，对白话文学进行了专门
探讨。社友邵力子主编的《觉悟》，“态度最为积
极，和《新青年》桴鼓相应，最为青年学生所爱
好。
”
这些都是旧南社社友在新文学方面的积
极响应，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新旧文学最终还是水
火不相容。歧路当前，激进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终
于分道扬镳。客观地说，在新旧文学的交锋之中，
南社既充当了反对派，也有推动之功——但是后者
又往往被忽略。
南社文学在文学史上处于一种相当特殊的位
置，它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曲广陵散（此后中国
的古典文学创作，就只是孤立的一些个人行为，总
体成就固然不足道，声势与影响更是不能与南社相
提并论），又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催生者。在政治
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南社义无反顾地充当了革命旗
下的先锋；而当“文学革命”激情澎湃之时，它却
被视为守旧派。比它旧的同光体和比它新的新文
学，似乎都成了它的敌人，南社被迫两线作战，可
谓进退维谷。而可悲的是，它在文学上输给了前
者，又在政治上败给了后者——“同光体”在文学
史上所受到的关注仍然要多于南社，而新文学更是
一直被视为一场真正的革命，而夹缝之中的南社文
学却渐渐被遗忘了。
南社虽然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毕竟在本
质上它仍然是一个文学社团。参加南社的人，也多

人左右 ，而总数则接近
人，可见绝大多数人
都是民元以后才加入的，其中现实的功利因素不容
否认。因为南社作为同盟会外围组织的革命性质，
辛亥以前加入要冒一定风险，而民元以后南社声势
空前，大可以借以谋取名利（当然具体情况也因人
而异，绝不能说所有民元以后加入者都是如此）。
高燮尝云：“自入民国，佐命者颇多社中人，从此
入社者乃更滥于前。
”（
《致温丹铭书》之六）
朱剑芒也回忆道：“更有好名的知识分子，以参加
南社为荣，在民国初年，我曾见过乡间一张选举县
参议员的选民榜上，竟有在自己的姓氏下标明‘南
社社友’
，作为一种资历，真是绝大笑话！”
此外由于革命理想的幻灭，依附权贵的传统门客风
气也有所抬头。所以社友之间为稻粱谋而相互推介
援引，原在情理之中；说项依刘固然难免，叹老嗟
贫、牢骚满腹也是常见：这就是所谓“江湖气”。
这类作品数量很不少，兹不枚举。
（二）新旧文学之间及其它
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一场关于白话诗词的论争
空前展开。而论争的主要敌手，就是新文学的带头
人胡适和南社的梅光迪、任鸿隽、胡先骕等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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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政治化的悲剧——以南社为例的反思

是爱好文学且有相当文学修养的书生，所以尽管南

了江山的政客们来说，那些曾经为他们打拚过的文

社文学高扬“革命”的大旗，而实际上很多不过是
书生意气而已。书生而革命，革命而文学，自然容

人就不再重要了。所以除了少数文人能够转型为政
客之外，绝大多数都经不起政治的玩弄，所以他们

易产生所谓“革命浪漫主义”，而一般所肯定的南

要么被政客豢养，要么被政治无情地抛弃。不妨这

社文学的主流风格，也就是高扬民族主义和民主激
情的豪放风格。作为新南社的发起人之一的曹聚仁

样说，南社既然已经贴上了政治的标签，那么当这
张标签过期的时候，南社的一切会都因之贬值，这

曾经说过，“南社的文学运动，自始至终，不曾走
。然而以“浪漫主义”来概
出浪漫主义一步”
括南社文学，无疑是不全面的，其实南社也有很多

就是南社文学“成也政治、败也政治”之悲剧。南
社文学最终被政治遗弃的命运，就是一切依附于政

“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些无疑应该是南社文学非
常值得肯定的一面。自清末以降，举凡政治、社会
的历次重大事件，几乎都能在南社文学中找到大量
记录，从某种程度上，南社诗歌足称“诗史”而无
愧。其中关于民生疾苦、社会时政、民风民俗等等
的诗词文，足可收“以文证史”之功，完全可以作
为近现代文学与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方向。

三、结语

治的文学的命运。
注释：
李叔同
概可知。

年

月

日加入南社，入社序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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