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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書籍的一生

《為書籍的一生》！

對我這樣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多麼富於吸引性的書名。在

新波的書架上見了這本書，忍不住立即取了下來。我感到了臉

紅，未曾讀過的新書實在太多了。不僅未曾讀過，就是連這書

名也未曾聽過。

這本書的裝幀非常好。全黑的書面，字和封面畫的色彩是

白紅兩色。紅色用的極少，只有“為書籍的一生”的一個“為”

字是紅的，大約是強調這一生為的是什麼，誇張和裝飾的效果

都極好。

書脊也是全黑色的，作者的名字是紅字，書名是白字，用

的全是普通的粗體鉛字，簡單大方，這是德國派的裝幀手法，

很容易引人注意，因此在書架上一眼就被我見到了。

取下來一看，原來是一本翻譯。原作者譯名“綏青”，是

舊俄的出版家。不用說，《為書籍的一生》，一定是他的自傳

了。舊俄的社會，很有點像是我國解放前的黑暗時代。在那樣

的時代裡，從事出版工作，依據我自己的經驗來說，一定是有

許多恢奇的遭遇，像童話一樣的令人不會忘記的，這本書的內

容一定很豐富而且有趣，我為什麼竟不曾讀過呢？不禁拿在手

裡翻來覆去的看，捨不得放回架上。

新波看出了我的心意，爽快的問：你喜歡這本書嗎？就送

給你吧。

“那麼，我就不客氣了。”這正是我的私衷，只是不好意思

說出口。他既然看穿了我的心思，我自然也不再客氣了。於是

這本《為書籍的一生》就放進我的行囊，跟着我一起回到我的

家裡，這個幾乎一生也是為了書籍的家。

《為書籍的一生》，是國內三聯書店出版的，譯者是葉冬

心，出版年月是一九六三年的七月，初版印了二千冊。這樣的

書銷路是不會怎樣大的，因此二千冊的印數恰到好處。大約也

正因為印得並不多，我在這裡的書店裡竟不曾見過。若不是在

新波的書架上無意中發現，幾乎要失之交臂了。

原作者已在一九三四年去世。他的出版工作，是跨着俄羅

斯新舊兩個時代，新舊兩個社會的。僅是這樣的經歷，已經有

許多事情值得他回憶了。我國也有不少出版工作者，是有這樣

經歷的，他們之中如果有人肯寫，同樣也可以寫得出一部《為

書籍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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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俄短篇小說集》

在最近一次的長途旅行中，無意在一家舊書店裡買得一本

小書：《新俄短篇小說集》，一九二八年上海光華書局出版。這

是我自己翻譯的幾篇蘇聯短篇小說的結集，出版日期距今已經

三十年，難怪若不是無意見到它，連我自己也忘記曾經出版過

這樣的一本書了。

回來查閱張靜廬先生編輯的《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

在記錄到一九二九年三月為止的〈漢譯東西洋文學作品編目〉

內，果然見到有這本小書的著錄，而且在年份上說，除了曹靖

華先生的〈煙袋〉以外，竟是國內出版最早的第二本蘇聯短篇

小說的中譯本。然而，這是一本多麼草率的譯本，翻閱一遍，

實在使我忍不住臉紅。

這也難怪，當時的我還是個二十二三歲的青年，不要說在

外國語文上的修養不夠，就是本國語文的運用也很幼稚，只是

憑了一股熱情，大膽的嘗試了這工作，用來填補了當時出版界

的這一類空虛，同時也暫時滿足了我自己以及當時同我自己一

樣的許多文藝青年對蘇聯文藝的飢渴。因為當時是不大有機會

能讀到蘇聯文藝作品的，就是我這本小小的短篇作品翻譯集，

出版後沒有幾年，也就被禁止了。

《新俄短篇小說集》是一本三十二開，一百八十六面的小冊

子，其中一共包括了五位作家的作品：迦撒詢的〈飛將軍〉，

愛羅梭夫的〈領袖〉，比涅克的〈皮的短衫〉，伊凡諾夫的〈軌

道上〉，西孚寧娜的〈犯法的人〉。最後一篇佔了一百頁以上的

篇幅，實際上是個中篇。在曹靖華的〈煙袋〉裡，也收了西孚

寧娜女士的這篇作品，題名為〈犯人〉。

除了譯文之外，卷前還有一篇介紹文：〈新俄的短篇小

說〉，共有四千多字。我看了一下末尾的文字：“一九二八， 二

月二十下午，靈鳳於聽車樓”，不覺依稀記起了當年翻譯這些

小說的情形。聽車樓是我們當時在上海霞飛路（今日的淮海中

路）所租賃的一家商店的二樓，是《幻洲》半月刊的編輯部，

因為面臨電車路，從早到夜車聲不絕，所以給它題了一個“聽

車樓”。這幾篇小說的譯文，其中有一兩篇一定是先在《幻洲》

和稍後的《戈壁》半月刊上發表過的。封面畫和裡面的襯紙圖

案，也都是我自己當年的“大作”。

不用說，這本小說集是根據英文譯本重譯的，前面的那篇

介紹文，大約也參考了英文書上的材料，因為我實在不敢相信

當時的我，對於蘇聯文藝，能有那些雖然幼稚，可是在今天看

來還不過份謬誤的解釋，而且能洋洋灑灑的寫出四千字之多。

一九二七年，正是蘇聯革命的第一個十周年紀念，在我的

那篇介紹文裡，曾寫下了這樣的幾句話：

“自一九一七年至現在（指當時的一九二八年），有了蘇維

埃政府十載的經營，在各樣的事業粗具規模之中，新俄羅斯的

文學便也應運而生了。這些新時代的天才，經了革命的爐火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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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鍛煉，終於替代了舊的位置而產生了。⋯⋯ ”

今天，已經到了我們來慶祝偉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紀念

的日子了，蘇聯作家們在文藝建設上早已產生了許多無可比擬

的更光輝的傑作，我僅以這一篇談談三十年前自己一本小書的

短文，作為參加這個人類最喜悅的節日的獻禮。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

在香港 

歌德的一幅畫像

有一幅歌德的畫像，據說是最為人喜愛的他的畫像之一，

畫着他在意大利作考古旅行的情形，坐在露天曠野的一張石床

上，身邊有許多斷碣殘碑，遠處山上還可以見到一些羅馬古建

築。歌德頭戴闊沿的氊帽，斜坐在石床上，悠然出神，好像沉

緬在思古的幽情中，確是一幅畫得好，也是一幅令人見了喜愛

的畫像。

三十多年前，我在上海的一家舊書店裡，從一冊德文雜誌

上見到了這幅畫像，而且是用彩色印的。當時就十分喜歡，又

因為那時的彩色印刷品是不多見的，買回來後就一直當作是自

己心愛的一件藝術品，慎重的夾在畫夾內，因此從上海隻身來

到南邊時，成千上萬的書冊都捨棄了，這一幅歌德的畫像卻被

夾在一疊畫葉中帶了出來。我最初從那冊德文雜誌上撕下這幅

畫像時，並不曾去留意這是誰的作品。後來多讀了幾冊關於歌

德的研究和傳記，又在無意中買到了一部歌德畫冊，這才知道

是歌德同時代的一位德國畫家約翰．威廉．第希賓的作品。

這幅畫像作於一七八六年，是在歌德到意大利去作考古旅

行時所畫。當時第希賓已經旅居意大利，歌德到了意大利後，

兩人就結下了友情。第希賓正是那些無數的歌德崇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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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歌德在羅馬與他成了鄰居，兩人不僅經常相見，而且第希

賓還成了歌德的嚮導，陪了他去參觀羅馬古跡。這一幅畫像就

是在這期間畫的。

第希賓在這年（一七八六年）十二月九日寫給友人的一

封信上，敘述他有機會結識歌德的喜悅之外，曾提到了這幅畫

像，說他正在着手為這位偉大的人物作一幅畫像，要畫得等身

那麼大，畫他坐在古羅馬廢墟之中，緬想人類行為的命運。

歌德在他自己寫給朋友的信中，也提到了在這次意大利旅

行中，第希賓給他的幫助之大。

這幅第希賓的歌德畫像複製品，就這麼一直被我珍藏着。

雖然複製品的尺寸很小，不過三十二開書頁那麼大，而且時間

久了，彩色也有些黯淡起來，但是仍一直受到我的珍愛。

一九四六年左右，郭老來到了香港，最初住在九龍尖沙

咀附近的樂都公寓，後來遷居到山林道的一層樓上，有一次林

林同我談起，說是郭老的新居牆上缺少裝飾品，希望我能找一

點什麼給他掛掛，我聽了就靈機一動。想起自己珍藏多年的這

幅歌德畫像，若是能送給他，真是物得其所，當下就答應了林

林，說是讓我想一想，遲幾天一定有所覆命。

我回家後趕緊將這幅畫像找了出來，雖然陳舊了一點，

仍不失為一幅可愛的藝術品。郭老是歌德作品的中譯者，他自

己現在也對考古工作發生了興趣，將這幅歌德作考古旅行的畫

像送給他，實在再適合也沒有。於是我就拿到玻璃店裡去配鏡

框。又因為這幅畫太小，便將另一幅彌蓋朗琪羅壁畫的複製

品：《上帝創造亞當》，也拿去配鏡框，準備一起送去。

我記得從前郭老住在上海民厚南里時，在樓下的牆上曾

掛着一幅悲多汶的畫像，還有一幅彷彿是詩人雪萊的畫像，他

曾在一篇文章裡寫過這兩幅畫，文章是早已讀過了，後來有機

會親眼見了掛在牆上的這兩幅，彷彿是謁聖者親身到了聖地一

般，真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

他再次從日本回到上海，住在法租界法國公園附近的一個

弄堂內，樓下牆上有一幅許幸之臨的拉斐爾聖母子像，大約還

是在日本送給他，由日本帶回來的。畫幅很小，是圓形的，直

徑不過五六寸。因此我又將自己所畫的那種比西亞斯萊風的裝

飾畫，選了兩幅配了框子送給他，使他見了很高興。

對於他家中牆上裝飾品的關心，我可說是很有淵源的了。

兩幅畫的框子配好後，我便約了林林一起送去。恰巧那一

天郭老不在家，等了一會仍不見他回來，我們便在牆上找了兩

個適當的地位給他將這兩幅畫掛好了才走。我想他回家發現牆

上多了兩幅畫，一定會十分詫異。

可惜後來他離港北上，這兩幅畫的下落如何，尤其是那幅我

珍藏多年的歌德畫像的下落，已經不大容易知道。我但願他能一

直帶在身邊，甚至至今仍掛在他的書房裡，那才使我高興哩。

記得有一年，我偶然從一本外國雜誌上見到一幅雨果的

照像，是他被放逐到國外，坐在一塊崖石頂上，遙望故國的情

形。當時郭老避禍在日本，過的正是這種生活，我便剪下寄給

他，他回信表示很高興，而且很感慨，後來好像還寫過一首詩。

最近，歌德的意大利旅行記有了新譯本出版，附有許多插

圖，其中就有這一幅畫像，使我想起了這些往事，遂縷述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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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郁達夫集外集》

友人從南洋寄贈了一本當地新出版的《郁達夫集外集》，

裡面收集了他的作品三十篇，有小說、散文、日記，還有信札

遺囑等等，都是未曾收進過單行本的。達夫生前在上海北新書

局雖曾出版過全集的零本《雞肋集》、《敝帚集》、《日記九種》

等等，但後來所寫的文章，散見各刊物上的，大都未出過單行

本，在南洋報章上發表的更不用說，這些都是將來為他編印全

集的人應該注意的資料。

自一九三三年以後，達夫所寫的文章似乎很多，但我看過

的實在很少。因為從那時開始，由於王映霞的關係，達夫同許

多老朋友，都漸漸的疏遠了，他所往來的，都是當時喜歡結交

文人雅士的新貴。這些人將達夫夫婦看作一對才子佳人，拚命

的拉攏，達夫也不得不與他們周旋，因此詩酒徵逐，所寫的文

章，不是看花，就是遊山。而在這樣與他的身份不相稱的交際

活動中，也就種下了日後他們夫婦仳離的禍根。

在當時許多較年輕的朋友中，包括我自己在內，大都是

對王映霞不滿的，認為是她害了達夫，逼他結交新貴，逼他賺

錢。這種反感，不僅王映霞知道，就是達夫自己也知道。因此

幾個年輕的朋友，不僅在口頭上，就是在文字上，也狠狠的捱

過了他的幾次罵。然而當時大家卻一片熱情和天真，認為新文

藝作家整天的同有閒階級詩酒唱和，替鐵路管理局寫沿途風景

名勝的介紹文章，甚至還想“造房子”，實在都是開始腐化落

伍的表示，因此很氣忿，不覺都歸咎於王映霞的身上。

後來大家才知道，達夫當時生活上雖然很悠閒，內心實在

很苦痛，不是這樣，他也不致“萬里投荒”了。

到了南洋以後的達夫所寫的東西，我看的機會更少。現在

看來，似乎是舊詩居多，其他的文章很少見，不知是當時確是

寫得少，還是未經搜集。我想他在《星洲日報》編輯副刊期內，

自己一定也該動筆寫過一些文章的。

我很喜歡讀達夫的舊詩。這種趣味，是我們在年輕時候所

無法領受的。達夫很喜歡黃仲則、龔定盦的詩，早年曾用黃仲

則的故事寫過一篇〈采石磯〉，對這位詩人傾倒備至。可見他

對舊詩久已下過功夫了。

達夫自負曾讀過一萬本以上的外國小說。這話雖不免有一

點誇張，然而讀書之快和讀書之多，確是很少人能及得上的。

往往頭一天見他買了一疊德文日文的書回來，放在床頭，第二

天問他，卻已經一夜全看過了。當時實在使我見了佩服得五體

投地。我現在的喜歡買書的習慣，可說多少受到了一點他的影

響。可惜我買櫝還珠，不曾學到他的那種一目十行的本領。



—  18  — —  19  —

達夫先生的氣質

吳令湄兄讀郁達夫先生的遊記和舊詩，不滿意他稱自己的

詩為打油詩和哼哼調。

明明是很規矩的七律七絕，為什麼硬要說是打油詩和哼哼

調呢？自謙也不必這麼謙法，這簡直有一點近於糟踏自己。其

實，這正是達夫先生的一種特性，也可以說是那種舊文人的氣

質，喜歡在文字上自怨自艾，自暴自棄；一時認為生不逢辰，

潦倒窮途；一時又認為天降大任，國家興亡都挑在他這個匹夫

的肩上。

更好的例子，是他同王映霞反目以後，一定要發表自己的

“毀家詩”，將自己說成是“曳尾塗中”，同時又刊登啟事，說

王映霞捲逃，稱她為“下堂妾”，盡量的發揮自己的這種自暴

自棄和任性的氣質。

不過，達夫先生的為人，並非一生都是如此的。後來就不

是這樣，而在創造社的全盛時代，他的創作欲最旺盛的時期，

也不是如此的。

這種氣質的出現，是與他結交浙江官場中人有關，同時也

與認識了王映霞有關。魯迅先生曾有《阻達夫移家杭州》詩，

我覺得是十分有見地的。達夫先生在杭州建“風雨茅廬”，全

是為了取悅於王映霞。可是自己手上沒有錢，全靠王映霞向那

些炙手可熱的官僚們去挪借。他們對這一對“才子佳人”的夫

妻，傾蓋相交，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結果，達夫先生

的物質上的“風雨茅廬”雖然建成了，可是他的精神上的“茅

廬”卻擋不住“風雨”，發生了“毀家”的悲劇了。

在這一段期間，達夫先生經常同當時浙江省政府、杭州

市政府、建設廳、鐵路管理局諸權要往來。詩酒徵逐，遊山玩

水。他的那些遊記和紀遊詩，都是這一時期所寫。他以前是從

不曾寫過這樣東西的。這一時期的達夫先生遠離故舊，日益與

那些“新貴”往來，使得許多朋友暗中為他扼腕。大約正是有

鑒及此，魯迅先生才委婉的寫了那首阻他移家杭州的詩。

可是不曾阻得住。移家之後，很快的就發生了“毀家”的

悲劇了。

這時達夫先生的心情，簡直有點反常，因此使他喜歡那麼

對自己自暴自棄。幸虧接着“抗戰”就發生了，形勢比人強，

這才挽救了他，將他從“沉淪”的路上拉回來，獻身於抗日救

亡工作。戰爭雖然加速的使他毀了家，同時卻救出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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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夫先生和吉辛

書店裡送來了一部喬治．吉辛的評傳。這是英國前年出

版的，是一部有三百多頁篇幅的很詳盡的傳記。吉辛的研究資

料不多見，偶然從刊物上見到這本新書的廣告，就託書店去訂

了來。

買這本書的動機，又是為了郁達夫先生。當時讀到一篇文

章，說他在上海賣文為活時，怎樣窮愁潦倒，同英國的薄命文

人吉辛的遭遇相同云云。達夫先生的生活，我是知道一點的。

他當時在上海，事實上所過的並不是全然的“賣文為活”的生

活。那時上海的出版界的經濟條件，實在還不能使一個作家可

以維持生活。達夫先生和魯迅先生一樣，初期都是要靠教書和

兼差來維持生活的。直到後來新書店開設得多了，文藝刊物也

有好幾種，他的稿費和版稅的收入，才勉強可以生活。

達夫先生是很會花錢的，但不善於理財。因此他每月的收

入雖然不少，但是一有錢到手就花光了。他當然不能說是“富

有”，但是像他當時那樣的生活，卻絕對說不上是“窮愁潦

倒”。創作裡所寫的人物，不一定十足的就是作者本人。因此

我讀到有些人在文章裡隨便說他怎樣怎樣窮，覺得實在有點

好笑。

達夫先生一再提起英國的吉辛和他的那部有名的散文集，

自然是事實。但是吉辛的生平怎樣，達夫先生自己也未必仔細

研究過。那麼，吉辛的生活究竟怎樣呢？由於關於他的資料很

少見，因此可以供我們認真去研究一下的機會就不多了。

這就是我忽然去買了這部新出版的較詳細的吉辛評傳的

原因。

原來吉辛倒是真正“賣文為活”的，而且也確實窮得厲害。

他的生活收入，全靠給當時英國刊物和書店寫長篇小說，酬報

很低，因此終年勞碌而收入菲薄。這是由於他的小說全是以倫

敦的貧民窟為題材，愛看的人不多，讀者的範圍很小。但他寧

願書店付的酬報小，不肯寫佳人才子的流行小說。這一點，

倒表現了他的骨氣，但是就不免長期的過着“窮愁潦倒”的生

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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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達夫的〈遲桂花〉

最近有一個新創刊的純文藝刊物的編者，要我給他們推薦

一篇新文藝作品裡面最優秀的短篇創作。我想，如果要我舉出

一篇我所喜歡的新文藝短篇創作，那就容易得多，因為我至少

不必考慮“短篇小說作法”一類書籍裡所提出的一篇好的短篇

小說必具的那些結構描寫主題等等條件，可以任隨我個人的愛

好來選擇。

如果這樣，達夫先生的這篇〈遲桂花〉便是可以當選的作

品之一。我不知這篇小說現在收在他的哪一種集子裡，相信喜

歡它的人一定不很多，因為我從前也是不喜歡它的，但作者當

時卻非常重視自己的這篇小說。

這是達夫的後期作品之一。那時他正認識了王映霞，兩人

的感情已漸達到成熟階段，一同從杭州旅行回到上海，便寫成

了這篇小說。杭州秋天的桂花本來是有名的，在西湖上一個名

叫滿覺隴的地方，更是桂樹成林，香聞十里。這其中有一種開

得最遲的，但也香得愈濃，這便是達夫取作這篇小說題名的遲

桂花。大約那時達夫因為自己已經不是青年，王映霞也不是少

女，便用遲桂花來象徵他們兩人的“遲戀”。因為〈遲桂花〉

的故事很簡單，是描寫男女兩人到女的家鄉去旅行，男的遊山

時在山中發現了一株遲桂花的心情上的喜悅和興奮而已。

達夫當時很重視自己的這篇小說，認為是自己的成熟作品

之一。當他將這篇小說送來交給《創造月刊》發表時，曾經很

鄭重的表示了這意見。但我那時還太年輕，很不以他的意見為

然。這裡面一大半也因為當時我們那一群年輕人，根本對王映

霞沒有好感。覺得我們所崇拜的達夫先生，竟愛上了一個梳橫

S 髻穿平底軟緞鞋的女子，太不像我們想像中的“愛人”了。

這種不滿後來還形諸言辭和行動，以致我在他後來收入《敝帚

集》、《寒夜集》的幾篇文章裡重重捱了幾次罵。

但後來我們終於和好了，我也理解了〈遲桂花〉的好處，

並且至今還認為是我喜愛的短篇小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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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詩人郁達夫》

“南苑文叢”又出版了一本新書，是顏開先生的電影文學劇

本《詩人郁達夫》。

時間過得快，達夫先生在日本軍戰敗投降之後，不明不白

的在南洋失了蹤，不覺已經二十年了。說他是“失蹤”，那是

在最初幾年，朋友們還希望他會突然的歸來，不忍遽作絕望的

結論。後來事實已不容大家再幻想，早已證明他的“失蹤”，

是出於日本特務的綁架；換句話說，達夫先生已經被日本特務

謀殺了。這是日本憲兵隊有預謀的罪行，他們在自己戰敗投降

之後，不想使深知道他們所作所為的達夫先生有機會指證他們

的罪行，特地先行下手，殺了他來滅口！

顏開先生的這部《詩人郁達夫》，在這方面搜集了許多可

靠的資料，將日本憲兵隊的這種罪行，描寫得最為確切明白：

鐵證如山，不容狡辯。因此達夫先生的死，正如顏開先生在

“寫在後面”裡所說的那樣：他是用他的生命，為中華民族守了

大節！

今天，距達夫先生殉國已經二十年了，我們讀着顏開先生

以達夫先生在南洋最後一段可歌可泣生活為題材的電影劇本。

實在令人不堪回首。尤其是我個人。達夫先生對於我，義兼師

友，在文藝寫作上曾勸導過我，在私人生活上曾照顧過我。雖

然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對我和其他幾個年輕的朋友很生氣，但

是一旦事過境遷，終於肯原諒了我們。現在想來，我們當時實

在過於任性，少不更事，干涉到他的私事，以致激起他的氣

忿，實在是我們的不是。至今想來，猶覺不安，可惜已沒有機

會能向他道歉了。

顏開先生的《詩人郁達夫》，是從一九四二年新加坡淪陷

到日本人手中以後，達夫先生和他的一群朋友向南撤退寫起，

一直寫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之際，他被日本憲兵殺害

為止。在這中間，以他所寫的一些舊詩為穿插，將他這幾年的

流亡戰鬥生活，編織成這個電影劇本。

達夫先生的這一段生活，除了當時同他經常在一起的幾個

患難朋友之外，國內的朋友是很少清晰的。顏開先生寫這個電

影劇本，其中有若干情節，誠如他自己所說，未必是“真人真

事”，但是材料的運用，非常恰當，而且也可以看出，很費了

一番苦心。

我們期待着，這個劇本能早日有人開拍，以便有機會可以

在銀幕上看到《詩人郁達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