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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赵世炎
生于 1901 年 4 月，1919 年追随李大钊
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0 年在从上
海 赴 法 勤 工 俭 学 的 船 上 ，他 作 歌 一
首：
“ 山之涯，海之湄，少年中国短别
离，短别离，长相忆，奋斗到底，唯我
少年有此志气。”1921 年，巴黎共产主
义小组成立，赵世炎和周恩来等同志
名列其中。他们后来发起组织旅欧
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月刊，
赵世炎和周恩来又相继担任编辑。
由天津广播电视台、中共天津市
委党史研究室、天津市档案馆联合制
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曙光》，赵世炎
一集名为《少年》。1924 年，他从苏联
莫斯科中央大学归国后，先后在北方
区委和江浙区委工作，在担任北方区
委宣传部长和北京市地委书记时，他
经常来津指导工人运动，1925 年“五
卅”运动后期曾有一段驻津主编《工
人小报》的往事。

住东北角大东旅社
主编天津最早的工人日报
1925 年秋天以后，赵世炎常驻天
津，主要指导总工会工作，
住在大东旅
社。天津总工会成立于 1925 年 8 月 4
日，一度设在鼓楼旁侧广东会馆。天
津地委也经常利用广东会馆开会、演
戏，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
大东旅社现在鲜为人知。它坐落
于东北角大胡同一侧，后来曾有一长
途公共汽车站，那里的车库即为其旧

赵世炎在天津主编《工人小报》侧记

一起工作的同志回忆赵世炎
工作细致周到效率很高

奋斗到底，
唯我少年
■ 文 杨仲达
址所在，也就是现今古文化街北口外解
放广场的位置。也有资料记载其在老铁
桥之畔，这也没错，它就在海河岸边，金
钢桥一侧。大东旅社原是直鲁军阀李书
凤所办的旅社和烟馆，李书凤是直隶督
办李景林的侄子，在李景林被国民军赶
出天津后，这幢有 23 间住房的三层楼房
的旅社被接管。据《益世报》载，1926 年
元旦下午 4 点，天津总工会在新会址大
东旅社举行隆重的升旗典礼。
当时的天津党团地委组织以国民党
市党部名义在此办公，大东旅社遂成为
各革命群众团体活动的指挥中心。天津
很多党团干部如李季达、于方舟、李希
逸、江震寰等和来津指导工作的赵世炎
都曾在此居住。
赵世炎生活简朴，房间里屋只有一
张床，一个面盆，一把椅子和一个报架，
别无其他陈设。他每天早晨起床先看英
文《泰晤士报》，之后布置工作。由赵世
炎倡导，经中共天津地委决定，
天津总工
会 于 1926 年 1 月 25 日 创 刊《工 人 小
报》，是天津最早的工人日报，赵世炎担
任主编。有资料显示称《工人小报》是李
季达主编办，并不准确，
因为《工人小报》
在国民军于 3 月撤出天津时即停刊，李
季达 1925 年 6 月来津改组天津地委，天
津地委于 7 月创办报纸《工人生活》，由
安幸生、李培良、陶卓然所编，李季达作
为地委书记必然对其有所关注。据笔者
看到的资料，
《工人小报》创刊前 10 天，
《工人生活》仍在出刊。此为两种报刊。
赵世炎所编《工人小报》现已鲜见，
文献资料对它的介绍也不多，现在存世
的只有创刊号这一期。

创刊号发文祝贺工友
收入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
《工人小报》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是赵
世炎所写，题目是
“《工人小报》出版祝贺
工友”。文字朴实无华，既不讲高深道
理，也不用晦涩词藻，而是浅白如话，如
诉家常。看得出来，它是专门面向工人
所写的。这篇文章收入“中国共产党先
驱领袖文库”，于 2013 年由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赵世炎文集》中。
“今天，
是《工人小报》第一天与诸位
工友见面。
《工人小报》是总工会出的报，
也是天津几十万工友大伙共有的一张小
日报，这份小报寄到外埠去，
各处工友看
见小报上说的全是工人自己的话，为的
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也算是各处工友大
伙共有的报。”这段文字总述小报，说明
它是日报，说明它的波及范围，其中“工
友大伙”
一句颇见亲切。
“我们工人太吃亏了！工人认字的
既不多，认得字的也没报可看。那些大
报没有好的，不是工人看的，既买不起，
也看不得劲。小张的报呢更糟了！他们
那些小报，也不过抄一抄大报，
并没有替
工人说话的。我们工人要看的，就是工
人自己的报纸。
天津总工会代表天津几十万无产阶
级，一面要竭力组织大家团结，
一面也要
供给工友以时事消息和政治常识，这张
小报，就因为这个才出版。本报出版时
就要：祝贺工友们！祝贺什么呢? 祝贺
工友们快快团结！大家都来团结，组织
工会，各厂有各厂的工会，
各地有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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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会，一齐团结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
帜之下。”这两段文字提出，工人因识字
不多和无报可看，故而
“吃亏”
，
以总工会
的名义，用小报号召大家团结起来。
“目下国内的情形虽不好，战事没
息，反动的军阀没倒，
外国帝国主义还侵
略中 国 ，可 是 中国 的 平 民 都抬 起 头 来
了！我们的民众运动，一天比一天盛，
人
民革命的事业，
一天比一天有望。实在说
起来，情形是进步了。便是工人，也一天
比一天团结；
无论在何处，不管军阀和外
国人怎样压迫，我们老是干……”
这段又
进一步阐明了工友团结的意义和价值。
“工友们！本报敬谨祝贺你们，
本报
以后的职务，没别的，
只有维护工人的利
益，拥护工人的团结。”结尾敬谨祝工友
们，并总结出《工人小报》职能，此处“职
务”一词所用并不恰当，而应为“职能”。
赵世炎一味地使用白话，视角下沉，
可以
看出他满腔热忱地对着工人说话。而文
字相对粗糙，也可看出当时时间的仓促，

人力的匮乏，斗争的残酷。
在《工人小报》创刊号上还有一篇文
章，是题为《工会复活歌》的一首歌词。
赵世炎在北方区委刊物《政治生活》中还
发表了一篇文章《庆祝北京天津总工会
成立》，开篇就说：
“ 在 1926 年的第一天
就有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两件事：一是
北京总工会的正式成立，一是天津总工
会的重新恢复。
”
这首《工会复活歌》记录了天津总工
会重新恢复时工友快乐的心情，歌词朴
实，亲切感人，又极富鼓动性，使用的乃
是民歌说唱风格。歌词未见收入《赵世
炎文集》，尚不确定是否为赵世炎创作。
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 诸位呀，
工友呀，听我说呀，咱的工会又复活，大
家真快乐……从今呀，以后呀，齐声唱，
愿我工会地久天长，生活才有保障……
遇见呀，工友呀，把他劝，加入工会做个
会员，工会大又坚……”
当时工人运动的
状况已跃然纸上了。

当时天津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干部
奇缺，故而《工人小报》由赵世炎一手负
责。他当时要经常开会作报告，深入基
层调查研究，但报纸每天照常出刊，
为此
不得不工作到深夜乃至通宵。
据参与《工人小报》编辑工作的邢克
让回忆，赵世炎工作紧张，但细致周到，
效率很高。八开纸的小报全部约稿、改
稿、编辑，乃至文章的标题用几号字，都
是他一个人动手，创刊号上发刊词和以
后每期的社论都出自他的手笔。当时邢
克让只有十七八岁，帮助赵世炎做小报
的校对发行和经费管理，这些事也是在
赵世炎的具体指点下进行的。小报的主
要内容是报道天津、唐山等地工人运动
情况和各地的革命运动，发行很广，
每天
向唐山、北京，
甚至莫斯科等地发售。
李志新对于赵世炎办报也有具体回
忆。赵世炎住在旅社楼上的东间，他住
一通间两小间，两张办公桌接起来放在
当中，靠墙放一张床，
既是办公室又是宿
舍。
《工人小报》的筹备、编辑都由他一人
负责。记得他从苏联报纸上剪下一些小
题头，如镰刀斧头，等等，作为《工人小
报》的花样，
赵世炎要李志新把这些东西
拿到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印字馆去作铅模
（中国人当时还做不出来）。以后小报出
版，他日夜忙于编写，
都是邢克让帮他校
对，由协议印刷局印刷。
吕宜之的回忆充满感情，
他说，赵世
炎对宣传工作非常重视，对《工人小报》
的编辑都是亲自指导，排版版面、校对等
也都要亲自过目。这种精神给所有一起
工作的同志起到了好的榜样。
就在 1926 年当年，赵世炎南下工
作。转年 3 月，他参与领导了上海第三
次工人起义的武装斗争，获得胜利。是
年 7 月 2 日被捕，在狱中遭受酷刑而不
改其志，当月 19 日在上海枫林桥英勇就
义，时年仅 26 岁。

王方晨口述

对
话

王方晨 写出悠然心会的那种感觉
■ 本报记者 何玉新

印 象

拒绝商业化写作
在喧嚣中保持初心
3 月 15 日，作家王方晨的长篇
小说《花局》发布会在济南想书坊
概念书店举行。
《花局》描写了发生
在所谓“花局”的令人啼笑皆非的
故 事 ，作 家 看 似 在 书 写 庸 常 的 生
活，却在对素材的提炼、加工和变
形的基础上做出超现实的处理，赋
予其象征意义和寓言性质，也让读
者从书里每个人物的身上映照出
自己的影子。
“我希望以文字、以文学的眼
睛发现生活中的快乐，发现快乐的
源泉，并通过文字，把笑声还给生
活。希望读者会在阅读中得到愉
悦。”
王方晨说。
表面上看，
“ 花局”是一个机关
单位，但实质上又是一个带有象征
性的虚拟空间。著名作家邱华栋
评价《花局》时写道：
“ 跟随王方晨
进入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现实
场域，惊诧莫名中，你就像个罕见
的 访 客 ，轮 番 遭 遇 花 局 人 物 、狗 、
鸟，以及局外的幽灵和魅惑女子，
最终发现了一抹人心的异色。”
王方晨善于将我们习焉不察
的日常生活细细剖开，缓缓抵达其
内在本质。
《花局》也是如此，他再
一次将生活的细微之处放置于显
微 镜 下 ，展 现 出 人 在“ 局 ”中 的 困
厄、压抑和由此导致的荒诞不经。
局内每个人都处在焦虑之中，每个
人都在寻求着自己的出路，这也正
是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一种写照。
王方晨长期拒绝商业化写作、
坚守创作底线，在喧嚣纷杂中保持
着初心，用脑、用心、用情、用力展
现自己的人生与社会价值。他认
为，把现实的、想象的生活储备写
出来，文学的任务还仅仅是完成了
一半，写好小说的前提，是你在写
作中一定要忘记你是在写一个故
事。
“ 只有这样，你的小说艺术形态
才可以完全放开，呈现出宽广的姿
态。作家面对的不应该是某一类
型的读者，而是整个世界。”
王方晨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跋
涉者，对他来讲，只要还拿得起笔，
眼睛不至于昏花到看不清码字的
键盘，他就会一直写下去，会在文
学的路上越走越远。
《花局》中的笑
点只是表象，其背后对人性的拷问
才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他将这
种深度和高度，以先锋的力量呈现
出来，同时也让一种向善、向美的
力量破茧而出。

借鉴《清明上河图》散点透视
以多种视角写出人性的复杂
记者：
能否先解释一下《花局》书名的意思？
王方晨：我们每天生活在局中，比如酒局、棋
局。
《花局》重点写的就是
“局”
，
这个局说是生活中
的局。在我眼中，天下之局，大小不一，但大体都
差不多，本质上是一样的。小说中有一个开会的
场景，其实它的雏形，来自我在东营工作的时候，
常常七八个人一起开会，没别的可讲，就是读报
纸，我也很认真地开会。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如果
我把大家真实的语言全部记录下来会是什么样
子？所以我很认真地记下来了，开完会之后给大
家传阅，都说，
这是我说的吗？哈哈大笑。如果真
是把生活的原样弄下来，又有一种效果，那才叫真
实。所以，
《花局》就是生活中单位里形成的一个
局，人生之局、生活之局，我很感慨，
我们都是局中
人，每个人都离不开这样的局，
时时都在局中。
记者：您提到“散点透视”的创作手法，这在
您以前的作品和《花局》这本书中都有所体现。
王方晨：
我写《花局》，采用的也是散点透视结
构。中国画和西洋画不同之处就是西洋画讲透
视，中国画一般不讲究透视，很多属于散点透视，
比如《清明上河图》，它不是一个透视点，这也是中
国文化的一个传统。
《花局》就属于一种散点透视，
这也是我的文学主张，就是想尽办法，以各种视
角，写出人性的多变，
写出人性的复杂和深度。
记者：文学作品离不开对人物的塑造，这方
面在《花局》中有没有独特的方法？
王方晨：书里面很多人的性格都是非常复杂
的，我的小说里有很多执著的人，性格顽强，非常
犟。我极力渲染环境，开始写的很多片断，其实是
对环境的渲染，然后通过正写、侧写、集中写、反
写，把人物的孤独表现出来，
表现对人性回归的一
种呼唤。一个作品里面有很多慈悲，也有同情，也
有思考，也有无奈和困惑，
揭示这种秘密需要作家
有面对现实的勇气，这些情感如同隐藏在我们内
心的秘密，通过小说创作发现它，并且公之于众，
不论写好人还是坏人，不论是写局还是写小镇，或
者写悲欢喜乐、成功失败，
最后都是为了大胆地触
动人心，引发我们的思考。什么样的生活对我们
才算有意义？我觉得，我们要敢于跟生活的冗长
做一个告别，要真正活出自我来。所以对《花局》

味生活的妙处，体味文学的妙处，我把生活的欢乐、
生活的笑声、生活的妙处，
融进文字中来。我希望读
者看到我的作品时也会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记者：您认为您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比重更
多，还是先锋性更多一些？
王方晨：单就《花局》来说，不仅仅是现实主义，
还有一些先锋的技巧，不光是写人，
还写到了鸟、狗，
甚至幽灵。其中我写了一条狗，刚看的时候好像不
是狗，但是越看越觉得是条狗，
这条狗是被人养了之
后，
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人的身份，
这个狗在
王方晨
《花局》里面和别人的宠物，一只鸟，之间的争宠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上
特别有意思。狗非常好学，它掌握人类所有的
世纪 80 年代末初登文坛，著
语言，而鸟有点儿不思进取，满足于现状，觉得
有长篇小说《老大》
《公敌》
《芬
别人宠爱它，有鸟食吃，有水喝，有笼子住，它就
芳录》
《背后》
《老实街》
《花
甘于做一只鸟，只会两句话，一句话是“娘希
局》，
以及作品集《王树的大
匹”，一句是“八点了”，但用的时候，真正和狗争
叫》
《祭奠清水》
《北京鸡
的时候，它有口难辩。
《花局》里写的生活也是一
叫》等。
种变形的，有人首先联想到城堡，城堡就很荒诞，卡
夫卡写过，有一种荒诞变形的东西。比如我写的那
条狗的故事，就是一种荒诞的表现。
而言，它可能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反思，
反思生活里我
用心灵观察生活
们到底需要有什么样的笑声，我们需要发自内心的
快感，这才是我们的向往。
会发现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只有肺腑之言才能引起共鸣
以文学的眼睛发现快乐
记者：现在纯文学的受众不如以前那么多，您
觉得怎样写才能感动读者，吸引读者？
王方晨：
我觉得作家写的东西必须是肺腑之言，
只有肺腑之言才能引起读者内心的共鸣。如果读者
看我的书哭了，我很抱歉，
我更希望的是让人笑。
《花
局》这本书实际上笑点很多，
应该是看上去让人先发
笑的小说，每个读者都能找到自己的笑点。就像今
年电影票房最好的《你好，
李焕英》，就是因为处处有
笑点，但它的真情，
又使多少观众在剧场泪崩。
记者：您给人的印象比较严肃，轻松诙谐的风
格好像跟您不是太匹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方晨：
大家认为我好像有点儿忧国忧民，总皱
着眉头，看起来一直在发愁。我想，一个有责任、有
担当的人，总是被某种思绪控制着，我从小的确不像
别的孩子过得那么轻松愉快，真是有点儿愁眉苦
脸。实际上在我内心还是非常天真烂漫的，至少我
非常善于以文学的眼睛发现生活中的那些快乐，发
现生活中快乐的源泉，通过文学把笑声再还给生活，
这是我的目的。我写东西也不是想让读者愁眉苦
脸，我是想着人们能从我的作品中得到更多的愉悦。
记者：您讲有一些读者看完之后觉得非常感
动，甚至泪崩，但事实上您在整个小说写作当中埋
了很多包袱，让大家看起来是充满笑点的，所以这
也影响了您的创作格调。
王方晨：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诗词是南宋词人张
孝祥在《念奴娇·过洞庭》中的一句，
“ 妙处难与君
说”
。我当学生的时候，
语文老师带着我们朗读这句
诗，一下子刻在我的脑子中几十年。后来这首诗词
影响了我的创作，
“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
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
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老师讲这句
诗的时候，我一下子被带到那种情景当中。你说我
讲这个跟文学创作有关系吗？直接有关系，每当我
拿起笔来，这两句话就会控制我的潜意识，我要写出
生活的那种妙境来，让你悠然心会的那种感觉。
“妙
处难与君说”
，
就好像陶渊明
“悠然见南山”
的感觉一
样。这始终是我写作追求的至高境界，在写作中体

记者：您觉得作家观察生活，和普通人观察生
活的角度、
深度有什么不同？
王方晨：一个作家写作必须有像透视镜一样的
眼睛。不久前我翻看一本过去的《小说月报》，看到
河南省作协主席邵丽的作品，我仔细读，觉得她对生
活细微的描写特别让人惊奇，我说她怎么知道这么
多事，好像全都是自己经历过的一样。现在也有大
量平庸之作，我觉得问题出在很多是照搬生活，卖弄
常识。判断一个文学作品质地的时候，以这两个标
准去判断基本就非常准确了。生活到底是什么样
子？仅仅是眼睛看到的吗？我觉得跟我们眼睛所见
肯定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用心灵的眼睛去观察生
活、观察人的时候，会发现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秘
密，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正是这些东西，吸
引诱惑着作家去写作。作家的作品都是自传，我觉
得这句话特别有道理，因为作家吃透了他看到的别
人的生活，也就把这些变成了自己的生活，所以作品
都有一种自传性，在这种状况下写出的作品，读者看
到之后也会有一种共鸣。这就是文学艺术的感染
力，也是读者和作家之间的一种化学反应。
记者：
您觉得是什么力量让您坚持一直写作？
王方晨：我的经历还是比较顺的，上世纪 90 年
代，我是小学老师，
山东省作协的老作家王耕夫先生
发现了我的第一篇作品，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很
快我就有机会出来读作家班，省作协的领导看这小
伙子很年轻，帮我调到东营市去搞创作。我的这个
创作历程正好反映了文学的起起伏伏，当时文学已
经到了比较低潮的阶段，大家都做生意去了，搞创作
的很多人都转行了。我的感触就是，如果你真正热
爱文学，你认定文学，
就要坚定地把文学作为你人生
追求的目标，咬定青山不放松，
这种坚持特别重要。
记者：
这种坚持的过程中，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方晨：没有人会听你的倾诉，只能默默承受，
默默坚持。这种坚持、这种毅力、这种意志，反过来
能够无形中渗透到你的文字中。我二十几年前有一
个中篇小说是写学校的，当时写到一个本子上，一直
没投稿，因为那时候不知道去哪投稿。最近有一家
杂志一直催稿，我就把那个作品录入到电脑里，发了
过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当年搞文学创作的艰难
和无助，不然也不会存那么长时间了。

乡村造就了现在的我
我慢慢地又活成了乡土

我从小就是一个沉默的人，羞涩，话
少，话少是不跟人讲，但内心风云激荡，与
天空大地，与草木虫兽，滔滔不绝，想象力
在沉默中萌发、成长、壮大。
乡村的穷困造就了现在的我。穷困能
让一只桃子拥有天上的滋味。为贪图豆沫
儿的美味，我把自己撑得动弹不了。几乎
没有什么不是好东西，能吃的虫子、草梗，
最普通的蔬菜，无不为我所向往。
能够跳出农门的村里人凤毛麟角。通
过数年寒窗苦读，我考入曲阜师范学校。
但我的第一志愿，却是济南一家电子工业
学校，我最希望成为一名工人。在曲阜师
范学校读书期间，我看到一首朦胧诗，
大意
是诗人歌唱自己的使命，带着纸和笔来到
人间。但是师范学校并不是为培养作家而
设，我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作家。
三年学习结束，我被分配回老家县城
的实验小学当老师，新的生活和工作压力
接踵而来。我为自己的前途苦闷，无法看
到生活的亮光，但一张纸，一杆笔，这对穷
人来说，非常容易得到。于是，
就有了我的
小说处女作《林祭》，发表在《当代小说》杂
志，我下意识地想到，因为文学，自己的生
活可能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不管别人怎样，是穷困成就了我跟文
学的不解之缘，让我在文学中纵情发挥自
己的想象力，大胆展示个性，
滔滔不绝地与
世界对话。它来自穷困，却又超越穷困。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几乎所有的
现代派文学探索都戛然而止，又回归到现
实主义文学传统上。在我文学创作的第一
个十年结束之际，我写出了《歌逝》和
“兔子
系列”
四篇。
《歌逝》落败，
“兔子系列”
遇阻，
我也由此面临创作生涯提前结束。我决定
背水一战。我去图书馆，从杂志上抄录通
讯地址和那些看上去比较顺眼的主编、编
辑的名字。又从河北一家书店邮购了一册
“报纸杂志通讯录”，
按图索骥，开始大量
投稿。从此，我开始
了自己文学创作的第
二个十年。本来就非
常关心社会问题的
我 ，从 写 作《乡 村 火
焰》
《说着玩儿的》
《王
树的大叫》起，
开始能
够勇敢地直面现实。
我生活在山东，
至今我也很少走出过
山东。最早我在金
乡，后来我在东营，
现
在我在济南。齐鲁文
化与其他地域的文化甚至世界文化相比有
什么不同，我真的不清楚，但我相信，所有
的不同都是形式，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差异，
就好像古老的仪式上，这个部族是宰牛，那
个部族是杀羊、杀鸡，目的只有一个：敬畏
上天公正的意志。孔子“割不正不食”，而
我突发奇想，如果我是孔子的小跟班儿，那
些割不正的食物可以给我吃。
本性上，我传统而不保守，
宽容但有原
则，可能就是这些形成了我现在的样子。
在艺术的追求上，也与之相关。我们的乡
村生活，正渐渐与城市趋同。我们慢慢地
活着，就是把自己活成了乡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