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10 月底，在上海。 伫立上海

图书馆门前， 一个巨幅招贴把我吸

引———“讲真话———纪念《随想录》创

作完成 30 周年图片文献展” 。

时间真快，巴金《随想录》的第一

篇《谈 < 望乡 >》写于 1978 年 12 月 1

日，1986 年 《随想录》5 卷本完成，合

集出版到 2016 年整整 30 年。 对于我，

这个时间，巧合得颇有些不可思议。 我

与陈思和两人合著的《巴金论稿》，由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1986 年出版，这是

我们出版的第一本书， 时间正好也是

三十年。

1978 年年初， 我走进复旦大学就

读，下学期，现代文学史开始讲到巴金

的《激流》三部曲等。 清晰记得是在一

个冬日，我与同窗陈思和闲谈，两人都

对巴金作品感兴趣。聊到投机处，思和

忽然建议：“要不我们一起研究巴金，

好不好？ ” 我不假思索，当即兴奋地应

了一声：“好啊！ ” 就这样，那个冬天，

巴金成了我们两人合作研究的第一个

对象。

也正是那时，巴金迎来七十四岁

生日。 一个星期之后，巴金连续写下

《随想录》 的前两篇：《谈 < 望乡

>》《再谈 < 望乡 >》。 这一年，思想

解放掀起高潮，改革开放拉开帷幕。

巴金融进了这个新的时代， 以围绕

《望乡》是否应该公映的争论，开始

发出自己独立思考的声音。 从此，晚

年巴金的创作， 达到人生的最后一

个高峰。

如今的年轻人， 恐怕无法想象当

年思想、文化起步的艰难。 1978 年，随

着邓小平访问日本归来，中日友好关

系进入最好时期。 与之相配合，日本

电影周在全国开始。 《追捕》与《望

乡》一时轰动，高仓健、栗原小卷等日

本影星顿时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偶像。

不过，《望乡》却引发激烈争论。 多年

来，中国文艺一直避讳在作品中正面

描写爱情；电影《望乡》却是以现实

主义风格描写二战期间日本妓女的

生活 ，这就难怪在北京 、上海等地公

映后，招致诸多指责、非议，甚至有人

呼吁停止上映。

当《望乡》招致非议时，一位老人

挺身而出为之辩护，这位老人，是巴金。

1978 年 12 月 2 日，他写下短文《谈 <

望乡 >》，交由香港《大公报》副刊发

表，这是他为新开专栏“随想录” 所写

的第一篇。 乍一亮相，他便呈现出“干

预生活” 的姿态，就正引起议论纷纷的

《望乡》发表自己的看法。 为电影《望

乡》叫好，其实是为青年一代鼓与呼；

为青年辩护，证明巴金回到了青春的起

点。 巴金此时的文字表述，虽然尚未摆

脱流行的政治痕迹，但他态度明确地拉

开了与其他“老年人” 距离，也预示着

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生转折———过

去他曾说过自己是 “五四” 运动的产

儿，时隔多年，他开始了向“五四” 精神

的回归。

为《望乡》辩护，正是巴金重新启

程的契机。 1987 年他在《< 随想录 > 合

订本新记》中承认这一点：

要是没有《望乡》，我可能不会写

出五卷《随想录》……我最初替《望

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

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

就是八年。 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头三十

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划

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

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独立思考

在发挥作用。

����巴金因《随想录》而得以改变。 他

在《随想录》中倡导的“说真话” 、自我

忏悔意识、历史反思精神等，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成为文化界的精神标杆，他也

因为这部作品，而被许多人称作“知识

分子的良心” 。

我与思和有幸，在开始研究巴金时

便与陆续发表的《随想录》结伴同行。

同样有幸， 我们很快认识了贾植芳先

生。 贾先生为我们打开研究巴金的大

门，之后，他负责带领老师编选巴金资

料集，邀请我们参加。从此，我们更加深

入地走进巴金的世界。

当年香港的报纸不对学生开放阅

读，只因贾先生关注，我们才有阅读的

机会。 犹记得，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找

出时间， 走进学校图书馆的内部阅览

室 ，找出香港《大公报》翻看《随想

录》，并做摘录。 《怀念萧珊》《“遵命

文学” 》《把心交给读者》《说真话》

《赵丹同志》 ……随着一篇篇文章，我

看到巴金先生的真诚与忧思，我跟随他

的笔，走进历史，走进他的内心。我很高

兴，能够在大学期间与巴金先生的《随

想录》 相伴同行， 以他倡导的 “说真

话” 滋养自身。

同在上海， 我们研究巴金三年，却

一直没有去打扰他。 直到毕业前夕，

1981 年的冬天，我们终于鼓起勇气，第

一次走进武康路 113 号，见到巴金。 这

一年，巴金 78 岁，《随想录》整整写了

三年。 他不仅仅只写《随想录》，从维

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

弓、 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

的作家，同样得到巴金的扶持、鼓励和

保护。

特别是，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

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

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这就难怪

当年的文坛，将巴金视为一棵遮风挡雨

的大树。许多年里，从几代作家那里，我

常常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对巴金的敬

重与感激。

如同大树一般的巴金，其实个头矮

小，体弱气虚，但思路敏捷，记忆准确。

我没有想到， 在作品中感情如激流奔

泻、文字酣畅的巴金，言谈却不多。 我

们问一个问题， 他很快说上几句便打

住，几乎很少主动说话。 后来我发现，

类似于巴金这样情形的有好几位先

生，如沈从文、黄裳、金庸等，他们的文

章读来无不酣畅跳跃， 可是与之面对

时，言谈颇少。

第一次见面， 印象却颇为深刻，巴

金与我们谈了不少话题，有的是我们研

究所需要的细节。 这次谈话，我做了笔

录，也成为我与巴金谈话的第一份难得

的文献。 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

到 2005 年巴金去世， 我经常找机会前

去看望他，与他聊天。 谈周扬，谈沈从

文，谈萧乾，谈他经历的风风雨雨，在断

断续续的言语中， 感受他的忧郁与苦

恼。 尤其在重病之后，巴金再也无法动

笔写作，失去与读者交流的可能，这才

是他最大的痛苦。

与巴金先生的最后一次长谈，是

1997 年初秋时节的杭州西子湖畔。 93

岁的巴金思路之敏捷、 记忆之清晰，让

人吃惊。 试试他的手劲，左手明显强过

写字的右手，用力紧握，居然让人还有

一种痛感。不过，他说他气不足，说话困

难，很痛苦。

他思想，他回忆，苦于气力不足，无

法把内心里的话说出来，无法毫无障碍

地与人们交流。 交谈时，看得出来他的

思维走得很快，他能敏锐抓住你所讲述

的较为深入的问题， 并很想表达出来。

可是，只见他嘴唇颤动，想说的那句话

却迟迟说不出来。对于一个一辈子愿意

将心交给读者的作家来说，这恐怕是最

无奈的痛苦。

1997 年， 我是在苏州大学参加第

四届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后，来到杭

州看望巴金的。 苏州大学即过去的东

吴大学，巴金的二哥李尧林曾在那里

念过书。 我告诉他，苏州大学将东吴

大学的校园建筑保护得非常好，一个

秀美 、安静 、值得苏州为之骄傲的校

园。 他马上接过话说：“我去过。 ” 我

问住了多久，他说住了两天。 我又问：

是什么时候？ 他说是在去法国之前。

他去法国是在 1927 年。 1927 年到

1997， 整整七十年， 但他却记得这样

清楚，实在令人惊奇。

1998 年春天， 再去上海华东医院

看望巴金，他正在写《怀念曹禺》，答

应完成后交给我发表在 《人民日报》

大地副刊上。 一篇千字文，他足足写了

好几个月，而且只能用口述方式。 我又

一次前往上海，走进医院，取走这篇真

诚感人的文章，发表在大地副刊上。 谁

想到，巴金很快病重，再也无法与人交

谈，《怀念曹禺》成了巴金一生的最后

一篇文章。

时间又是一个巧合。 巴金晚年的写

作高峰，始于 1978 年，止于 1998 年，整

整二十年。在《随想录》之后，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思和与我联袂主编的“火凤

凰文库” ，出版了巴金的《再思录》，实

际上是 《随想录》 的延续。 最后一篇

《怀念曹禺》，与《随想录》《再思录》

的作品，形成一个完美衔接。

历史延续，先生同在。

《随想录》已成绝唱，巴金精神仍

与我们相伴前行。

“前辈中，我最怕巴金。 ” 谈

到巴金，黄永玉常爱这样说。

黄永玉第一次见巴金，是在

一九四七年的上海。 黄永玉与黄

裳、汪曾祺同去看望巴金。 他没

有想到，早在作品中熟悉的那个

充满热情的、敞开心扉的前辈作

家，竟是如此不善言辞，更多时

候只是微笑着静静地看着他们。

好在汪曾祺是巴金夫人萧

珊的西南联大同班同学，他的无

拘无束与风趣，活跃着两代人的

相聚。 后来，在表叔沈从文家中，

黄永玉又有几次遇到来访的巴

金。 两位前辈坐在那里，沉默时

候远比言谈要多。

素来喜欢热闹轻松谈话气

氛的黄永玉， 遇到这种情形，常

常悄悄起身离开，留下两位前辈

继续面对，享受他们用三言两语

丰富起来的安静。

说是“怕” ，实际上是一种

特殊表述。 其实，黄永玉非常理

解现实生活中喜欢沉默的巴金。

他在《巴先生》中这样写道：“巴

先生自己写的书， 翻译的书，出

的别人的书，我几乎都读过。 认

识新世界， 得益于这些书最多。

我觉得他想的和该讲的话在书

里都写完了， 他坐在椅子里，脸

孔开朗，也不看人，那个意思是

在等人赶快把话讲完走路，却又

不像；他仍然喜欢客人在场的融

洽空气。 只是难插一句腔。 ”

在黄永玉心中，巴金永远是

一个巨大的存在。 所谓“怕” ，是

热爱，是敬重，更是艺术化之后

的透彻理解。 面对巴金，无须多

少交谈，在《家》《春》《秋》中，

在《随想录》中，他已经熟悉了

巴金这个人。

他熟悉的不只是巴金一人，

而是围绕巴金活跃在上海的那

一个文化群体。 他感怀着影响过

他的这个群体：“巴先生一生辛

劳，不光是累，也美。 他和数不尽

的好友———陆蠡、朱冼、丽尼、师

陀、朱雯、许天虹、李健吾……耕

种长满鲜花的花园。 ”

“我是闻着这座花园的芬芳

长大的。 ” 他的书房里，至今仍

摆放着巴金主办的文化生活出

版社于六十多年前出版的许多

图书。 从巴金的著作，到傅雷翻

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每日

相伴，当年芬芳，依旧浓郁可闻。

对黄永玉这一代读者来说，巴金

早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常在历

史记忆之中。

二〇一一年十月下旬，黄永

玉拿起画笔，来画心中的巴金。

“您能不能为故居设计一张

藏书票？ ” 问他。

“好。 ” 回答得很爽快。

“我要好好画一张巴金的

像。 ” 几天后，他说，“画他的头

发竖起来。 ”

找到一位法国摄影家拍摄

的巴金晚年肖像照片， 悬挂墙

上。对视，端详。历史思索与现实

感怀，在心中重叠，一个艺术化

的巴金，呼之欲出。

晚年巴金， 银发果然竖起

来，凌乱却显力度。 作为画家，黄

永玉说他喜欢巴金古典的、与众

不同的面孔。 他理解，这是一张

“积压众生苦难的面孔，沉思，从

容， 满是鞭痕” 。 与照片两相比

较，画中的巴金不仅形似，而且

更准确，更有艺术表现力。 水墨

线条产生如刀刻铜雕一般的立

体效果，古典面孔的巴金，沉思，

从容，凸显其精神的痛苦，从而

具备了古典美特征。

环绕肖像，黄永玉设计了具

有装饰性而又带有律动感的梅

花作为背景的烘托。 以五线谱线

条作为树枝，满枝点缀的点点红

梅，是激情与生命力的象征。 同

时， 对熟悉巴金作品的读者来

说 ，“梅 ” 似乎又有另外的提

示———让人想到《家》里的梅表

姐，体味到梅表姐以及觉新性格

中的感伤与忧郁。 这种感伤与忧

郁，恰恰是巴金本人性格的突出

特征。

黄永玉特地再次书写巴金

诗《你是谁？ 》。

《你是谁？ 》是画名，也是诗

题。 为这幅画，黄永玉特意创作

一首诗，题写于画之上，作为他

献给巴金的一首歌：

你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

你是战士，还是刚出狱的囚

徒？

是医生，还是病人？

是神父，还是信徒？

是作曲家，乐队指挥，还是

嘹亮的歌者？

是牧人，还是羊？

是摆渡者，还是河？

是远游人，还是他背上的包

袱？

……

这是两代人的对话。 反复设

问，是理解的层层深入，是诗意

的渲染， 也是对画面内涵的揭

示。 在诗中，他甚至将巴金称作

承受精神痛苦的、沉默中的古希

腊悲剧人物拉奥孔，以此赋予其

更多精神的古典之美。

“你是谁？ ” 他在问。

“我是人！ ” 巴金回答。

一个大写的人。 一个丰富的

生命。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巴金故居修缮完工仪式举行，黄

永玉专程前往上海，走进他喜爱

的巴金故居。 黄永玉创作的巴金

肖像，悬挂在故居进门的小客厅

墙上。

陈思和也来了。 我们两人就

读于复旦大学时，在贾植芳先生

指导下开始研究巴金。 我们也在

巴金肖像前合影留念。 感怀巴金

和贾先生。

巴金没有离开我们。

“这是我今年画得最好的一

幅画。 ” 黄永玉告诉我。

的确，黄永玉先生用心画出

了他眼中的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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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已成绝唱 巴金仍与我们同行

█特约撰稿人 李辉

黄永玉画出心中的巴金

李辉

黄永玉画巴金肖像。

1990年，李辉与巴金谈沈从文。

1988年，巴金在书房中。 视觉中国 / 供图

1986年，李辉（右）与陈思和看望巴金。

巴金《再思录》题跋。

《再思录》封面。

《随想录》特装本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