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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格走向经典
——重读丁玲与孙犁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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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被改编的孙犁
王云芳

荷花淀（中国画） 季家松

孙犁的小说创作，一直以质朴浓
郁的乡土气息、生动传神的人物刻
画、优美洗练的诗化语言、清新淡雅
的审美趣味著称文坛，形成了中国当
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荷花淀
派”。但孙犁在创作生涯的暮年，仍
以积极探索的进取精神，对小说艺
术尤其是小说文体艺术进行了新的
尝试与开拓。当“文革”结束后孙犁
重新开始小说创作时，文风为之一
变。他采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笔记
体形式，融入新的时代精神，体现出
与其既往创作迥乎不同的艺术趋
向。这一系列的作品，结集为《芸斋
小说》。
《芸斋小说》多以“文革”十年的生

活为背景，以简洁而锐利的笔触描摹社
会众生相，鞭挞人性的丑恶和虚伪，并
从文化层面进行了深入思考。小说大
多取材于孙犁在十年浩劫期间的所见
所闻，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均为作者亲
身经历，有事实依据，并非凭空虚造。
这似乎与小说文体作为“叙述虚构作
品”的艺术本质相背离，反而成为《芸斋
小说》的独特性所在。作者在“文革”期
间遭受迫害，目击种种丑恶现象，饱尝
世间的冷暖，但小说家观察世界的独特
视角，以及对生活细节的敏感，使孙犁
将所见所闻一点一滴地植入记忆的深
处，于劫难之后以小说文体录之。度过
十年浩劫的孙犁如同从一场噩梦中醒
来，痛定思痛，在对记忆的咀嚼与回味
中，融入了深刻的文化思考。因此，从
记忆里寻出的种种“事实”，也就超越了“事实”本身，既成为小说描摹的
对象，又成为文化思考的重要依据。作品中涉及的人与事大抵实有，但
经过孙犁的艺术处理和文化观照，既超越了对现实的客观再现，又避免
了对某些具体的人与事的主观影射，使视角透过或悲惨、或荒诞的表层
现象，触及背后的导致这些不正常现象的文化动因，从而在纪实与虚构
之间形成独特的张力。

笔记体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形式。这一以只言片语汇为
长卷的小说创作形式，或写人、或记事、或言情、或说理，以简洁的文
字表达丰富的内涵，充分体现出汉语的弹性，是中国古代文学家的杰
出创造。孙犁采用这一文体，表现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借鉴与探索。
《芸斋小说》继承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微言大义、简洁明快的

风格，同时又有所创新，融入了作者的创作个性。《芸斋小说》大多没
有完整曲折的情节，作者避免作异好奇，使小说摆脱了对情节性的单
纯依赖。特别是在刻画人物方面，不事渲染，而运用白描手法，常以
寥寥数语，活画出人物的性格与灵魂。孙犁善于捕捉生活细节，但在
注重细节的同时，又能做到不滞着于细节，努力在其中发明哲理，开
掘人性，从而有效地提升了作品的思想含量。

此外，孙犁在每篇小说结尾处设置一段“芸斋主人曰”，以精练的
文字记录作者对历史与人生的感悟和思考。这一处理方式在中国文
学史上不乏先例。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以“太史公曰”承载对历史
人物和事件的卓越见解，也寄托着“太史公”的一腔孤愤。清人蒲松
龄撰《聊斋》，借花妖狐鬼演绎人生，篇末之“异史氏曰”也成为作者人
生感怀的集中呈现。孙犁笔下的“芸斋主人曰”与此有异曲同工之
妙。如《修房》篇末曰：“学者考证，当人类为猿猴，相率匍匐前进时，
忽有一猿站起，两脚运行。首领大怒，嗾使群众噬杀之。”不啻为一篇
犀利而深刻的杂文，以寓言的形式揭示人性的阴暗面，诚有讽世之
意，寄托着作者的历史感悟和文化思考，且文字精巧，实现了审美价
值与思想深度的融合。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清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的语言风
格概括为“尚质黜华……雍容淡雅，天趣盎然”。这一评价同样适用
于《芸斋小说》。

孙犁是一位十分注重锤炼语言的小说家。早年在冀中平原白洋
淀地区工作和生活时，小说创作洋溢着白洋淀水乡的清俊之气。特
别是语言，轻柔似水，鲜艳如荷，其清新俊逸、婉转明丽的特色，形成
著名的“荷花淀风”。而十年浩劫后孙犁重新开始小说创作时，语言
风格却为之一变，由清新俊逸转向平实冲淡，呈现出深沉古朴之风。
这与作者在被迫辍笔十年间，以阅读古书自遣的经历有关，也体现出
孙犁在创作生涯的暮年对小说语言艺术孜孜不倦的新探索。晚年的
孙犁在小说创作中不恪守赖以成名的清新俊逸的风格，转而追求“大
味必淡”的艺术境界，在小说语言上，则洗尽铅华，呈现出与“荷花淀
风”判然有别的平淡隽永、古雅遒劲的审美趣味。《芸斋小说》无论写
人记事均以略带文言色彩的简洁语句出之，既保持了文言之古朴，又
经过了现代汉语的进一步提炼，收到了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艺术
效果。《芸斋小说》的语言标志着孙犁的一种新的艺术创造，成为中国
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小说文体。

1980年12月11日，在《天津日报》主办的
《文艺增刊》（后改为《文艺》双月刊）第四期即
将出版之际，因其中刊有作家丁玲与孙犁的
通信，《天津日报·文艺周刊》遂特别予以“转
载”（实际上是报纸抢先于杂志刊载）。《天津
日报·文艺周刊》在“编者按”中说：“（《文艺增
刊》）第四期里刊载的《丁玲同志给孙犁同志
的信》是一篇很出色的文章，对当前的文艺创
作和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提出了许多很精
辟的见解。丁玲同志的信言重情深，感人肺
腑，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本期增刊还附有孙
犁同志给丁玲同志的复信，现一并转载如
下。”时值改革开放巨轮起航、文艺振兴大业
肇始，《天津日报》在“文艺周刊”版面头条和
《文艺增刊》杂志头条同时刊发中国现当代两
位重要作家的通信并且加发“编者按”，非常
引人注目，这也是天津文学史上一件值得重
视的事情。

当时，丁玲与孙犁已是相识了几十年、一
同跨越了几个历史时期的老朋友。丁玲虽然
复出不久，但她的创作资历比孙犁老，文坛地
位比孙犁高。她在给孙犁的这封信中，除了
“对当前的文艺创作和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
提出了许多很精辟的见解”外，也对孙犁个人
的性格、创作和工作做出了实际的评价，提出
了殷切的期望。

丁玲在信中对孙犁说出了她对他的深刻
印象：“你是一个不大说话的人，不喜欢在人
面前饶舌的人，你很早就给我这样一个印
象。在我们仅有的几次见面中，我们没有交
谈过很多，我实在想不起来，你谈过什么，和
我谈过什么。但你的文章我是喜欢的。含
蓄、精练、自然、流畅。人物、生活，如同一幅
幅优美的风景画带着淡淡的颜色摆在读者面
前。我没有读全你所有的著作，但从你的这

篇、那篇文章中，我好像对你很熟……”
近年有出版社约我编辑一本主题类似

“名人笔下的孙犁”的书，于是我搜寻、阅读了
相关的文字，发现虽然孙犁出名很早、影响不
小，但是直至改革开放之前，却极少有“名人”
专门评论过孙犁的生活和创作。因此，我觉
得丁玲对孙犁的这段评价便比较“原创”，自
然也十分重要。尽管这种评价是印象式的，
但这是出自一位文学知己、写作行家的专业
性的印象，而且是以私信形式表达的发自内
心的真实印象，所以用“含蓄、精练、自然、流
畅”来评价孙犁的文章是非常精准的，用“人
物、生活，如同一幅幅优美的风景画带着淡淡
的颜色摆在读者面前”来评价孙犁的作品亦
是十分生动的。孙犁作品的风格早已形成并
且不断彰显，他的代表作《荷花淀》被中国中
学语文教材连续选用数十载，其文学风格可
谓家喻户晓；然而，孙犁作品的风格由丁玲说
出来，仍是不同凡响，而且意义更大。别林斯
基说过：“风格——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
身。风格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风格里
表现着整个的人；风格和个性、性格一样，永
远是独创的。”如果从欣赏者的角度说，对一
位作家之作品风格的肯定，可以视为对这位
作家的最高赞扬。

丁玲还在信中对孙犁提出了真挚的期
望：“知道你现在有一个小小的职业，编一个
副刊，很好。花时间不多，可以在一小块园地
里勤勤恳恳地耕耘，登几篇好文章，发现几棵
好苗苗加以培养。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强，在
小范围以内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做点事还是
有意义的。我们都不是神通广大的人，做一
件两件事还可以，做就要做好，于心（共产党
员的起码要求）无愧，于人有益就行了。不学
庙堂里的千手佛，手多，手长，什么都要抓，什

么也抓不好。客观存在是
不以个人的欲望为转移
的。我祝愿你们的小园地
是一块丰收的园地。”

值得注意和品味的
是，丁玲在这短短几句话
中，高频率地使用了好几
个“小”字——“你现在有
一个小小的职业”“在一小

块园地里”“在小范围以内”“你们的小园
地”……在这里，丁玲绝不是以居高临下的态
势藐视他人，也绝不是以高屋建瓴的识见警
告他人，而是将自己刚刚从残酷运动的长期
折磨中解脱出来后的人生感悟，传达给最贴
心、最看重的朋友，以做镜鉴，免蹈覆辙。为
此，丁玲在信中还以自身为例谈到了自己的
苦恼：“常为些杂事羁绊着，我还不能做到完
全脱离‘尘世’，专事创作。”她殷切希望孙犁
倍加珍惜晚年所余宝贵时光，明白只有“有所
为而有所不为”方能最终有所作为。

对于丁玲这般“向一个老朋友谈谈心”式
的充满友善和关爱的提示，孙犁在复信中明
确表示真诚地接受：“我有很多缺点，不够勤
奋，在文学事业上成就很小。又因为多年患
病，使我在写作大部书的方面，遇到不少的困
难。我还有容易消沉的毛病，这也是您很了
解的，并时常规诫我。但是，这些年来，我的
遭际虽然也够得上是残酷的了，可我并没有
完全灰心丧志。文学事业不断鼓励我，使我
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最近两年，我每年可
以写一本散文集，今年将要出版的，名叫《秀
露》，出版后一定寄呈，请您指教。”

孙犁本来就一向为人低调，从不喜欢参
加任何活动，甚至连自家的大门也很少迈出
过，以至在很多文学史料上都看不到他的踪
影。他曾把自己比作一只自织罗网的蜘蛛，
在有生之年“面壁南窗，展吐余丝”。因此，
他完全理解丁玲有意或无意地强调“小”的
本心，在复信中也谦虚地称自己“在文学事
业上成就很小”。但他随即表示：“成绩虽然
小，但在说实话、做实事方面，我觉得是可以
问心无愧，也不辜负您对我们的教导的。”在
这里，孙犁表达了自己对“大”与“小”的辩证
看法，这实际上仍是对“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人生观的一种诠释。
在给丁玲复信的末尾，孙犁道出了一

句十分关键的话：“对于创作，我是坚信生
活是主宰，作家的品质决定作品的风格
的。”这说明，孙犁对作品风格是格外看重、
一贯坚持的。

黑格尔曾说：“法国有一句名言：‘风格就
是人本身。’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
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
的人格的一些特点。”与孙犁所说“作家的品
质决定作品的风格”一样，黑格尔所说艺术家
作品风格“完全见出他的人格”，也是就人的
独特精神个性而言的。在黑格尔看来，正是
这与众不同的精神个性才是造成文学风格差
异的最后根源。

作家之成名，有条条道路。孙犁是从风
格作家成为文学大师的典型。与现代国画大
师黄宾虹等文艺家相似，孙犁属于那种有理
论基础、有创作准备的作家，他的创作起点很
高，他的成名作即成为他的代表作。1945年，
孙犁在延安写成小说《荷花淀》，发表后立即
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毛泽东慧眼识才，称
赞他是一位有风格的作家，给他以充分的肯
定与鼓励。文学史上有很多知名作家，因为
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时期，没有写出更有分量
的作品，最终不能成为文学大师；而孙犁一生
尤其在晚年却能于坚守文学理想的同时，顺
应时代的发展，通过研读中外典籍、深刻反思
历史而烛照文坛世相、抒发真切感受，写出了
大量不仅赢得文学界而且赢得广大知识界、
读书界乃至更大范围读者喜爱的作品，幸运
地从风格作家走向经典作家，从必然王国达
到自由王国，成为真正的文学大师。

今天，孙犁已经走了整整二十年。二十
年前，孙犁的作品可以说已经盖棺论定了。
孙犁身后这二十年，其人格和作品的持续影
响、不断光大，愈发印证了他的风格魅力和经
典价值。恰如贾平凹所说：“孙犁是一面古
镜，越打磨越亮。”今天，我们重读在历史和人
生转折时期丁玲与孙犁的通信，体会一位作
家“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与其作品从风格走向
经典的关系，发现其中闪烁着的宝贵的理想
之光、智慧之光，对于当今的文学创作、文化
写作来说，应是不无裨益吧。

新中国成立后，红色经典作品的影视改编蔚为风潮。《铁
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旗谱》等均有多个版本问世，相较之
下，银幕之上对孙犁作品的改编却比较冷清。

第一个对孙犁作品进行改编的应该算孙犁本人。据孙犁晚
年回忆，年轻时他对京剧、电影都很感兴趣。在北平流浪的时候，
他住在东单牌楼，晚上，一个人走着去西单牌楼看电影，到鲜鱼口
去听京戏。这些艺术熏陶都使他偶尔技痒，试图拓展自己的创作
领域。1949年，孙犁曾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剧本内容现在已
看不到，不过，从他给康濯的信中可以了解到大概情形：“电影剧
本草稿已成，不过把《荷花淀》《芦花荡》及《采蒲台》综合起来而
已。”剧本完成之后，送上去审阅。茅盾给予了肯定，周扬则认为
不妥，认为他“写的只是印象，而且想象的印象有许多。”尽管孙犁
并不同意周扬的观点，但在当时文学经典电影改编热潮中，同样
以白洋淀为背景、表现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最终
入选，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孙犁电影剧本的“落选”，主要原因在
于孙犁的作品整体以抒情性见长，与那个时期追求跌宕起伏的传
奇故事模式不相符。孙犁也很了解自己的写作与时代审美的差
距，自此对电影剧本息了心思，专心耕耘文字园地。

第二个改编版本出自长春电影制片厂。1983年，长春电
影制片厂将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搬上了银幕。该片由
罗泰导演，袁乃晨和任彦芳编剧，电影剧本曾刊载在《电影文
学》1983年第2期上。当时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
煤看过剧本后认为：“《风云初记》保持了孙犁原作的风格，人物
各自性格分明，生活气息很浓，是一个好本子。”然而，电影是一
项综合的艺术形式，仅有好的电影剧本远远不够，导演、摄影、
演员等诸多因素缺一不可。据任彦芳回忆，影片拍摄过程中，

由于某些原因导演临时更换，原先两
集包括春夏秋冬四季的内容被删减成
一集。删减一方面破坏了片子的整体
氛围，破碎的诗意无法表现出孙犁原
著抒情的审美气质；另一方面，也使得
电影结构失去平衡，反面角色内容偏

多，没有充分表现出抗日战争中人民的觉醒过程。
第三个改编版本是一部歌诗剧——《她们的心》。1985

年，电影《风云初记》的编剧之一任彦芳为了弥补缺憾，又创作
了电影剧本《荷花淀的女人》。不过，由于当时白洋淀水枯竭，
无法取景，任彦芳便将电影剧本再次改编为《她们的心》。后来
导演李舒田突然去世，电影的拍摄被彻底搁置。

第四个改编版本出自著名作家汪曾祺。汪曾祺以小说、
散文知名，也擅长戏剧创作，《炮火中的荷花》是他唯一的电影
剧本。汪曾祺同样是一位以抒情见长的作家，他非常喜欢孙犁
的作品，也许不无惺惺相惜的意思。1995年，受北京电影制片
厂王好为导演的嘱托，他将孙犁的作品改编成了电影剧本《炮
火中的荷花》。这个剧本是根据《荷花淀》《芦花荡》《嘱咐》《光
荣》等短篇小说改编而成。虽然影片因为资金原因最终没有拍
摄，但改编中汪曾祺准确地抓住了孙犁作品的抒情特征，用画
面和对话所展示的电影空间简洁而富有现代感，从文学剧本的
角度来说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孙犁的作品很少被成功地搬上银幕，与不同时代主流的
审美差异有关，也跟他的创作风格有很大关系。他的小说大都
缺少故事情节，散文味道浓厚，与传统以故事为中心的影戏模
式间存在着天然的鸿沟。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文学作品
需要靠“触电”来普及传播，孙犁的作品似乎是一个反证。当我
们看完诸多改编版本之后会发现，孙犁用文字形式创造了一个
极致的艺术世界，他的作品好像山间清泉，清澈、纯净、跳动着
欢乐的乐章，沁人心脾。在他面前，其他艺术形式的改编总是
黯然失色。因此，我们还是更想回到孙犁的作品本身，去体悟
那永恒的人性之美，感受汉语文字的悠久魅力。

史沫特莱同周恩来和叶剑英
进行了一次谈话，史沫特莱了解
到他们此行并不是为个人恩怨而
来，而是为了国家统一的新时期
铺路而来。此后，史沫特莱便在
张学良的总部做每晚40分钟的
英文广播，对西安每日要事和西
北政界重要人物的采访做扼要报道。

当时，除了对共产党持敌对态度
的南京国民党方面发布的公告外，史
沫特莱的报道成为国际社会了解西安
动态的唯一来源。这也让史沫特莱成
为国际性人物，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1937 年1月初，多家美国报纸不断对
她做头版报道并配以贬义标题，如《美
国女人帮助中国人暴乱》《美国姑娘，
赤色祸害》《庞大的军队在她背后》。

美联社的一篇长篇报道夸大史沫特
莱在西安的言行，说她有可能成为“高居
于亿万黄皮肤人之上的实际上的‘白肤
女皇’”。而美国共产党也按照莫斯科的
调子，在《工人日报》发表文章攻击史沫
特莱，批评她支持张、杨的立场，说她不
应该公开批评蒋介石，这使得史沫特莱
和美国共产党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西安渐渐平静下来，蒋介石在圣诞
节获释并飞返南京。2月底，蒋介石宣布
将停止对共产党的敌对行动。史沫特莱
也收到了一份她渴望已久的、来自中国
共产党总部延安的正式访问邀请。怀着
激动的心情，史沫特莱与朋友们聚餐告
别后，踏上了去往延安的道路。

延安是陕西北部贫困山区最重要的
交易和行政中心，在历史上也是商人和
入侵者前往西安的门户。西安事变后，
红军便开进了延安山寨。在当时，外国
新闻记者被明令禁止进入红军根据地。
1937年1月12日，史沫特莱趁事变后的
混乱局面，躲在红军护送人员的卡车后
车厢里，悄悄混出了封锁线。

急于访问红军的史沫特莱，在前往延
安的途中，获得了第一次机会。潼里是当
时的红军第一军团总部驻地，她在这里逗
留了两个星期，见到了贺龙、彭德怀、左
权，并在丁玲的陪伴下继续前往延安。

在史沫特莱眼中，丁玲——这位新认识
的中国朋友，是她所认识的在有关妇女和婚
姻的观点上和自己相近的中国共产党女党
员，她们都坦白直率、无所顾忌、风风火火，而
且习惯于“像男人们”一样自由自在地生
活。尽管因语言不通交谈困难，但她们之间
却发展出了一种相互尊敬的感情。

历经三个星期的周折，史沫特莱终
于来到了延安。一下车，丁玲便立刻带
史沫特莱去见朱德和毛泽东。史沫特莱
对他们两人的第一印象是：朱德生性合
群、平易近人，毛泽东则超然离群和“在
精神上落落寡合”。

29 成为国际性人物

游行队伍在中午一时左右到
达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的段
祺瑞执政府门前时，遭到一场空
前残酷的大屠杀。这就是历史上
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据后来北京市互济会调查，在
这次惨案中牺牲的群众多达47人，重伤
者155人，轻伤者不计其数。死难烈士
中，有七个是中学生，最小的一个年仅
12岁。北京大学的张仲超、黄克仁、李家
珍，燕京大学的魏士毅，以及女子师范
大学的刘和珍、杨德群等也在这场血腥
的大屠杀中壮烈牺牲。鲁迅先生闻讯后
极其悲愤，“怒向刀丛觅小诗”，写了饱
含血与泪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

为了纪念在惨案中牺牲的烈士，北京
学生联合会于3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三院
（东城区北河沿）组织举行了全市性的追悼
会，并号召北京各学校学生缠黑纱一周致
哀。1929年5月，北大师生为了纪念张仲群
等三位烈士，在北大三院修建了“三·一八
遇难烈士纪念碑”。碑座高三尺，碑腰高一
尺，碑身高八尺，暗喻“三·一八”惨案。碑腰
的四面分别刻着三位烈士的简历和悼文。
燕大也为魏士毅烈士修建了纪念碑。

1982年3月，北大团委将纪念碑
从城内原老北大三院迁移到
西校门内正东方向原魏士毅
碑所在的小山坡上。

于是，两座碑并肩站立
在一起，燕园又多了一处精
神的矿藏。杨虎《三·一八遇

难烈士纪念碑、魏士毅女士纪念碑》一文
对此作了这样的诠释：

两座纪念碑肃然挺拔的身躯傲视苍穹，

透露着一股反抗强暴、视死如归的凛然正

气，强烈地震撼着每一位瞻仰者的心灵。它

们占地面积都不大，但它们所昭示的精神却

极不寻常，它们昭示着中国青年为了国家和

民族奋起抗争，甚至不惜牺牲青春和生命的

崇高精神。石碑本身是冰冷的，但它们所铭

刻的历史却是动人心魄的，它们铭刻着一段

在黑暗中燃烧着激情、澎湃着热血的历史。

1937年7月7日，震惊世界的“卢沟桥
事变”发生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
南开大学三校，奉命南迁，在湖南合组为
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
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不久，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学校又于1938年1
月20日迁往云南。数百名师生徒步3600
里，跨越湘、黔、滇三省，历时68天，于4月
26日抵达昆明。学校更名为“西南联合大

学”，于5月4日开始上课。就这
样，纵然国破家亡，仍然始终有一
群人在守护着中国的文脉。
1946年 7月，西南联合大学结
束。“神京复，还燕碣”，三校分
别北归复校。

94 遇难烈士纪念碑 112 事实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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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黎明

刘鹏 著

反省院院长一见女学生被带
入屋中，马上气汹汹地质问：“你昨
天为什么要投入水塘？老老实实
地与长官们交代清楚，要是说谎，
立刻对你严惩！”女学生看着反省
院院长回答说：“我都不想活了，还
怕你们严惩吗？你问我昨天为什么要
投入水塘，我告诉你，我是对你们这个
政府、这个反省院，还有你这个院长的
反抗！是对侮辱我的狱警队长的一种
仇恨！我想以死来同这个社会和你们
这些渣人进行抗争！”反省院院长急了：
“你在这么多长官面前，还敢污蔑国民
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官员？真是难以悔
改的政治犯！来人，把她押到刑讯室
去，大刑伺候！”反省院院长想借机把女
学生带下去，阻止大法官的询问，将此
事稀里糊涂地了结，这样既能保住狱警
队长不受追究，还能让自己免受责罚。

视察专员把反省院院长拦住，说还
没有问清情况，不能把女学生带走，把她
刚才的过激言词记录下来，日后对其重
点训诫，促其改正。反省院院长没办法，
只好坐在椅子上，现出一副沮丧神情。
大法官走到女学生身边，以一种温和的
态度问：“你还是一个孩子，为什么要轻
生呢？”女学生说：“我轻生是感到绝望，
因为说了些忧国忧民的让政府不愿听的
话，就被定为违反《危害民国紧急治罪
法》的政治犯人，而被判刑送入反省院。
又因在稻田干活儿时害怕蚂蟥，被关入
禁闭室，遭到狱警队长强奸。我恨，我想

以死抗争，以死洗刷耻辱！”大法官问：“你说
狱警队长强奸了你，你有什么证据？”女学
生说：“我才17岁，有必要为了狱警队长在
劳动中关我禁闭，就不惜用玷污自己的名
声，去报复他吗？他强奸我后，我就不想活
了。我在囚服上衣的左下襟，扯掉了一块
布，咬破了右手食指，用血写下了‘为洗耻
而以死抗争’8个字，藏在了禁闭室内的干
草下面，你们可以去取出来看，再有……”
女学生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抬起胳膊用
手背抹了抹眼泪，声音低低地说：“你们有
女警官，可以让她们检查我的身体。”说完，
便啜泣起来。

大法官神色凝重，对女学生说：“孩
子，你先回监舍吧，相信我在这件事上会
还你一个公道。”说完，吩咐狱警把女学生
送回了监舍。女学生被送走后，大法官
马上吩咐反省院院长备车，他要亲自去
稻田旁的禁闭室，去寻找女学生所提供
的证据。反省院院长拦不住，只好备车
陪同。大法官带着反省院院长和一名狱
警，来到禁闭室中，果然从铺在地面上的
干草下面，找到了女学生用血写的布条，
他拿着布条对反省院院长说：“这下你该
相信狱警队长所犯罪行了吧？”反省院院
长立刻回答：“是，大法官，我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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