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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情创作第一篇小说

1920 年秋，20岁的夏衍
辞别了家人，坐船到日本留
学。多年以后，他在《懒寻旧
梦录》中这样写道：“记不起动
身那天的日子了，搭的那条日
本船叫什么‘丸’，也完全忘记
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海
船，一上船闻到那股油漆味就
不舒服，出了海就大呕大吐，
一昼夜之后到了日本近海，才
开始清醒……大约九月下旬
到东京。”

到东京后，夏衍和同伴一
起报名参加了一所专门为中
国留学生预备的补习学校，所
谓补习学校，其实主要是学习
语言。日本一般大学大都在2
月底招考，夏衍集中精力学习
日语和数学，几个月后便收到
明治专门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明治专门学校虽然是私
立的工业学校，但图书馆藏书
却非常丰富，和国立的综合大
学相差无几，除专业书刊外，
哲学、文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书
籍也为数不少。在校期间，夏
衍阅读了许多文学大师的经
典著作，像狄更斯、莫泊桑、左
拉、屠格涅夫、契诃夫和托尔
斯泰等等，晚年忆及这段时
光，夏衍记忆犹新：“说老实
话，这时候只是‘不求甚解’地
浏览，自己觉得看懂了就算，
更谈不上研究，但的确也花了
不少时间，读的数量也不少。”
夏衍的文学梦就是从这个时
候开始萌芽的。

1923年春天，夏衍和同学
一起到福冈拜访了郭沫若。
当时郭沫若已是大名鼎鼎的
作家，而夏衍他们还只是未出
茅庐的文艺青年。到了郭家，
夏衍自报家门，说明慕名来访
的来意，郭沫若夫妇热情招待
了他们。夏衍在回忆录中这
样记述当年的往事：“还邀我
们在他家里吃了午饭，当时谈
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
现在还有一个印象是他非常
豪爽，而他夫人则漂亮而温
厚。”夏衍拜访郭沫若的初衷
是想请教一些文艺方面的问
题，但郭沫若却对他们发了一
通对国事的感慨。当时郭沫
若和夏衍都没有想到，这次短
暂的会面为他们后来一生交
谊埋下种子。

1924年 11月，夏衍写了
一篇名为《新月之下》的小说，
描述了一名中国留日学生对
恋人的思念。这是夏衍的第
一篇小说，他署名“沈宰白”寄
往上海，不久便在《狮吼》半月
刊刊出了。后世的研究者包
括夏衍家人都认为这是一篇
自传体小说，因为小说描述的
故事和情感与夏衍的经历高
度吻合，当时他去日本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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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衍（1900 年
—1995 年），原名沈
乃熙，字端先，浙江
杭州人，中国近代
著名文学、电影、戏
剧作家和社会活动
家，中国左翼电影
运动的开拓者、组
织 者 和 领 导 者 之
一。

早年参加五四
运动，编辑进步刊
物《浙江新潮》。从
浙江省立甲重工业
学校毕业后公费留
学日本。入明治专
门 学 校 学 电 工 技
术。留学期间接触
日本共产党，参加
日本工人运动和左
翼文化运动。1927
年夏衍被日本驱逐
回国，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9 年
夏衍同鲁迅筹建中
国左翼作家联盟，
后发起组织中国左
翼戏剧家联盟。

其代表作品有
话剧剧本《法西斯
细菌》《秋瑾传》《上
海屋檐下》、报告文
学《包身工》、创作
改编的电影剧本有

《狂流》《春蚕》《祝
福》《林家铺子》、出
版的选集有《夏衍
剧 作 选》《夏 衍 选
集》等。1995年2月
6日，夏衍在北京医
院逝世，享年95岁。

夏衍手迹。

晚年夏衍。

今年 10 月 30
日是著名文学家、
戏剧家夏衍的120
周年诞辰。第一次
听说他的名字是因
为那篇曾震撼过、
感动过几代读者的
《包身工》，那是一
篇著名的报告文
学，选入中学语文
教科书多年，在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赫
赫有名。

夏衍的文学之
路始于日本留学期
间，回国后在上海
从事进步文化活
动，参与筹备左翼
作家联盟并当选为
执委，是中国左翼
电影运动的开拓
者、组织者和领导
者，其间创作了大
量话剧和电影剧
本。全面抗战爆发
后，夏衍辗转广州、
桂林、香港、重庆等
地，主持大后方左
翼文化运动，在反
法西斯历史洪流中
发挥了独到作用。

夏
衍
与
妻
子
。

后，母亲为其选择了一位未婚
妻蔡淑馨，1924年暑假两人
见面后彼此心仪，夏衍在日记
中称她为“我的百合花”，后来
两人白头到老，相伴一生。

这一切，都是因为爱情。

上海屋檐下的故事

夏衍在上海期间，除了参
与领导左翼文化运动，还创作
了大量文学作品，话剧《上海
屋檐下》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
作。在中国话剧百年历史上，
有“北《茶馆》，南《屋檐》”之
说，这个“屋檐”指的就是夏衍
的《上海屋檐下》。

《上海屋檐下》创作于
1937年春，当时西安事变刚
刚结束，根据国共两党协议，
国民党政府大批释放历年来
逮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
士。夏衍身边也有不少熟人
和朋友有类似经历，其中最典
型的当属左翼作家宋之的。
宋之的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
其妻子生活无着，沦落风尘，
宋之的的好友、演员魏鹤龄为
了帮助她而与其结合。后来
宋之的出狱归来，魏鹤龄心生
愧疚，服药自杀，幸亏抢救及
时才幸免于难，最后宋之的悄
然离去。

类似的事情太多太多，夏
衍有感而发，于是写了这出三
幕话剧，开始起名《重逢》，后
改为《上海屋檐下》。作品讲
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纱厂职员
林志成的朋友匡复被捕入狱，
其妻子杨彩玉和女儿葆珍失
去生活来源，林志成与杨彩玉
同居，全家过着平静的生活。
就在这时，匡复出狱回家，每
个人都面临着重新选择，就像
宋之的一样，匡复选择了离
去。

对上海市民生活熟悉是
夏衍创作的最大优势，他笔下
的老上海不时尚，不小资，也
不风花雪月，而是一个散发着
烟火气的、有质感的上海。匡
复、杨彩玉、林志成复杂、痛苦
的三人关系令人同情，最后以
一方出于道义，也为了追求更
高理想，选择放弃而得以解
决。夏衍孙女沈芸在《我的祖
父夏衍：一个人和一群人》中
这样评论：“我看出来的夏衍
作为作者个人命题的一惯性，
尽管曾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
思想’，然而这是他的价值观，
他的‘人性论’。”

《上海屋檐下》中匡复由
赵丹出演，林志成由原型人物
魏鹤龄扮演，赵丹妻子叶露茜
也在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个悲
欢离合的故事竟然由舞台延
续到生活，1939年赵丹在新
疆被军阀盛世才扣押，重庆误
传他已遇害，大后方文艺界还

为他召开了追悼会。叶露茜
携幼子改嫁戏剧家杜宣，几年
后赵丹回到重庆，与叶露茜见
面后百感交集。结局大家都
已知道，叶露茜对赵丹说：“一
个家庭已经被破坏，不能再破
坏第二个家庭了。”此时的赵
丹会想起当年扮演过的匡复
吗？

1981年，中国青年艺术
剧院重排《上海屋檐下》为夏
衍祝寿。听说演出票已经买
不到了，夏衍不信，他说：“我
的戏不会那么卖座，一票难求
不可能的。”

被逼出来的
《法西斯细菌》

抗战史上重庆“雾季公
演”非常有名，每年的10月到
第二年5月，重庆大雾锁城，
不利于日军轰炸，于是成就了
中国话剧史上的一次高峰。
这时夏衍已从香港来到重庆，
在周恩来指示下，他与金山等
人筹办中国艺术剧社，同时创
作了《法西斯细菌》。

据夏衍回忆，这出戏是被
其老友、戏剧导演应云卫逼出
来的。1942年夏天的一个深
夜，天气热得像蒸笼，夏衍正
在家里开着房门睡觉。突然
有个人倒在他身上，把他吓了
一跳，开灯一看，原来是应云
卫。他对夏衍说：“今年雾季
没有戏演了，你给我写一个，
八月底必须交稿，否则我就住
在你家不走。”夏衍只好应承，
但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写出
来能不能通过检查，没有把
握。”应云卫许诺说：“国民党
检查的事交给我，我去对付，
你只管写就是了。”

应云卫把夏衍安排到重
庆后花园北碚，在缙云山脚下
的一间小屋里，夏衍度过了几
个月世外桃源生活，一天三顿
饭包给附近的小饭馆。这出
戏就是《法西斯细菌》。写完
后夏衍交给应云卫，应连看都
没看，对夏说：“我保证用最好
的演员，最好的导演，将这部
戏排好。”

《法西斯细菌》故事以夏
衍的两个医生朋友为原型，描
写一位潜心于细菌学研究的
科学家俞实夫，在日本入侵中
国的残酷事实面前，从不问政
治到反对法西斯的觉醒过
程。《法西斯细菌》在国泰电影
院上演后引起轰动，周恩来专
门通知在北碚的夏衍回城，高
兴地对他说：“这出戏写得不
错，我打算请几位医生看，听
听他们的意见。”当天来看戏
的有五六位医生，周恩来将他
们一一介绍给夏衍，并对他
说：“我在延安看过你的《上海
屋檐下》，但还是喜欢这出
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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