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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也有古代也有““脱口秀脱口秀””

瞿秋白不仅是中国
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

人之一，而且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广泛涉猎政
治、哲学、翻译、文学、艺术和史学等诸多领域，
笔耕不辍，给我们后人留下了 500多万字的著
作、文章和译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指出：“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
的，他是有思想的。”

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

家庭环境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是潜移默
化且深远持久的，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瞿秋白
出身于有“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传统的瞿
氏家族。瞿秋白的母亲金璇接受过良好的教
育，颇通文墨，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他习读
古文诗词，寄予厚望。生长在这样的读书氛围
里，瞿秋白自幼读书就非常刻苦，养成了勤奋
好学的良好习惯，并贯穿了其一生。上学后，
他常常把书带在身边，有空就看上几页，并随
时记下所思所悟。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期
间，他除了完成正常的学习任务外，还制定了
自修计划和每天自学进度，并严格执行，完不
成计划进度就不休息，为此常常学习到深夜。
1920年，瞿秋白应北京《晨报》之聘，赴苏俄采
访。由于旅途劳累过度和生活困顿，他的肺病
日益严重，不得不住院治疗。即使如此，他仍
然坚持学习和工作，起不了床，就躺着看书，

趴在枕头上写作，他讲“我一天不读，一天不
‘想’，就心上不舒泰。”瞿秋白多年如一日的
勤学苦读使其积蓄了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文学
修养，为他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发挥了重要作
用。党成立初期，亟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为此，瞿秋白夜以继日，辛勤笔
耕，先后编写和翻译多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
典著作，还撰写了大量政治理论文章，予以宣
传推介，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究
中国国情，提出和分析中国革命的对象、任
务、方式以及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联盟和武
装斗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为党的理论建
设做了大量奠基性、开拓性的工作。1931年，
由于王明等人的诬陷打击，瞿秋白被解除了中
央领导职务。面对逆境，他忍辱负重、委曲求
全，开始转战革命文化战线。他“一如往常……
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总在十几小时以上，而
且总是按部就班，有条有理。早晨起床后先看
报，几份大报看得很仔细，看到有用的材料就剪
下来或摘录。上午剩下的时间一般是写文章；
下午睡一会午觉起来就翻译和写作；晚上是看
书或写作。他习惯于晚上工作，很晚才睡。”
在这个时期，他创作和翻译了一大批文艺理论
和文学作品，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对各种各样的反动文艺思潮进行坚决反击，积
极指导、推动左翼文化运动发展，冲破国民党
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做一个中国人，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
史学、哲学

凡是和瞿秋白接触过的人，无不钦佩他的
博学多识。受家族浓厚学习氛围的影响，中国
传统文化的熏陶浸润，瞿秋白学习兴趣广泛，
视野开阔。“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
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
起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
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
理论、文艺评论。”他对朋友讲：“我们做一个中
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
学、史学、哲学。”基于此种认识，瞿秋白严格要
求自己，刻苦攻读文史哲等社会科学文化知识，
强记博闻，汲取尽可能多的精神营养丰富自
己。瞿秋白讲：“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
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
些……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郑振铎
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一文中回忆

“秋白在我们几个朋友里面……中国书念的最
多，并大量刻苦读着哲学书……对于他的博学
和思想深刻，是十二分佩服的。”根据革命工作
需要，瞿秋白曾在上海大学任教，他的渊博睿智
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的学生杨
之华回忆瞿秋白讲课时的情景：“他为了使大
家明白，引证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
浅出地分析问题。”他当时的另一个学生丁玲

也曾回忆“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
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他谈话的面很
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
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
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
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在苏俄
工作期间，瞿秋白不仅“研究俄文、俄国史、俄
国文学史；同时……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
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对世界上第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接受了
马克思主义的洗礼，进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毕
生信仰和追求，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向中国人民
介绍俄国革命的实践，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
并将《国际歌》翻译成中文，传唱至今。

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
着，不会死

瞿秋白强调，写文章要让人能读得懂，看
得明白，开卷有益。要“向大众说人话，写出来
的东西也要念出来像人话——中国人的话”，
要“说得清清楚楚，头头是道。要写就这么写
下，叫人家读起来，就等于说起来可以懂得。
写的时候，说的时候，把你们的心，把你们真
挚的热情多放点出来，不要矫揉做作”。为
此，他在主持《向导》《热血日报》等党报党刊
编辑工作时，特别注意报刊文风的通俗朴实，
在内容上尽量贴近普通群众的生活、反映群众

的心声，稿件撰写上尽量采用浅显易懂、大众
化的语言，文章观点开宗明义，篇幅尽量短小
精悍，真正让普通群众能读、能听、能说。他
在《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中讲：“一定
要用口头读出来普通工人可以懂得的话来
写……用真正的白话，而且是浅近的白话，
每一次用到新名词一定要顺便解释；句法要
简单、明了、短俏，代名词要确切、清楚，如果
不能够，那么，宁可多用几次名词；缩短语越
少用越好。”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时，专门
开设副刊《呼声》，下设杂感、小言、来件、诗歌
和歌曲等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专栏，采用了不
少民间文学形式，如十二月花名和京调等，并
且经常刊登群众的来信来稿，编辑修改文稿
时，他也尽可能地使用口语、方言。他创作的
《救国十二月花名》，就以孟姜女调的形式热
情歌颂了工人群众顽强战斗、不畏强暴的革命
精神，深受群众欢迎。《热血日报》共出版 24
期，瞿秋白先后撰写了 21篇社论、时评和 23篇
杂感、小言，这些文章说理生动形象，语言犀
利简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瞿秋白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始终忠诚
于党的事业，呕心沥血，勤奋耕耘，给我们留
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正如毛泽东在为
《瞿秋白文集》题词中所说：“这种为人民工
作的精神……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
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高冬梅

人物春秋

几部辞典中“飞蓬”释义与例句之失误
在吾陕关中，青（黄）蒿简称为

蒿，其与蓬蒿的不同，老幼咸知。二
者虽都是春荣而秋枯，然而有别。
青（黄）蒿是直茎高五六十厘米左
右，春到秋，青到黄，黄而枯，枯而杆
犹直立，待渐渐于朽，可谓是生于斯，
长于斯，而又老于斯不易地也。难怪
有一首关于还别人钱的诙谐顺口溜
中，就涉及到青（黄）蒿的内容：“要还
你的钱，等到那（音耐）一年。那（音
耐）一年，山里的黄蒿长成林，解成
板，钉成船，放到江里游几年……”能
解板，自然那杆材要端直的。

而蓬蒿则不然，它的杆茎是弯
曲状，但不像无力卧晓枝的蔷薇，也
不像攀别枝生长的藤，而是虬曲而
上，独立生长，枝条旁逸辐射，植株
整体呈椭圆状，较青蒿稍高。秋枯
后，根渐朽，所以在冬季或来年春，
尤其是季冬初春时，大地上，或寒气
袭人，或“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以息
相吹也”，这时刮风，蓬蒿也是大者
根拔随风翻卷而去，小者则被刮离
地面，我在幼童时和小伙伴游戏时，
还以追赶飞蓬为乐事。

后来长大了，见《荀子·劝学》所
比喻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就是
说如果蓬蒿生在挺直的麻田中，用不
着扶持，其杆茎自然端直。唐人李华
《吊古战场文》中的“蓬断草枯，凛若
霜晨”，知道那是古人对蓬蒿茎曲和
根枯细心观察的结果。古人诗中，用
此意象者不少。如王维“征蓬出汉

塞，归雁入胡天”，使至塞上也；李白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言与好
友杜甫分别也；高适“行子对飞蓬，金
鞭指铁骢”，送李侍御赴安西也；最是
曹子建“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
用以自伤，尤典型也。这也正是将蓬
蒿特征用得正确的范例。

到今天，几部权威辞典对“蓬”字
的释义和所用例句却令人犯懵。

《现汉》释“蓬”：①飞蓬，②蓬松，
③量词。对“飞蓬”又作这样的解释：

“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像柳叶，边缘
有锯齿。秋天开花，花外围白色，中
心黄色，也叫蓬。”

此“飞蓬”未涉及蓬蒿，自然与文
史中真正意义上的“飞蓬”相距甚
远。《现汉》对“飞蓬”条释义的缺失，
可为一憾。

《辞海》“飞蓬”条下有两种义项：
①蓬，蓬草，枯后根断，遇风飞旋，故
称飞蓬。②植物名。（与《现汉》解释
略同，不赘）

这较《现汉》而言，是将蓬蒿草的
“飞蓬”说清楚了，但可惜对蓬草的
例句却用错了。其例句为《诗经·卫
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
将该句用在此处就使人愕然了。莫
非诗中那“为王前驱”的征人被斩，
首级随风而滚？显然并非如此。该
诗是女子思念为国东征的丈夫而
作。“伯”，长兄，哥哥。此处系妻子
对丈夫的称呼。这两句写丈夫东征
后，女子（妻子）在家愁绪不整，头发

蓬乱，无心饰容的意思。程俊英《诗
经译注》中的译文就是：“自从哥哥
去征东，无心梳洗发蓬松。”《辞海》
错用例句，再为一憾。

好在《辞源》对“蓬”字解释得最到
位，在“蓬”字条下直接标出：①草名。蓬
蒿。秋枯根拔，风卷而飞，故又名飞蓬。
终于见了“蓬蒿”，这较《辞源》要查“蓬
蒿”在“蓬”字下查不着，还须要到“飞
蓬”条去查而直截了当多了。然而在例
句中，却与《辞海》用了同一例句，当然
也犯了同一错误。按理讲，这个例句
放在其解释“蓬”字的第②义句下“蓬
松，纷乱。”当谓合适。又为一憾。

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
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中，在
对李白《梁甫吟》中句：（高阳酒徒郦
食其）“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
如旋蓬。”“旋蓬”也就是飞蓬。而其
对“旋蓬”却作了这样的注释：“‘旋
蓬’，蓬草遇风就连根而拔，随风飘
转。这里比喻郦食其指挥楚汉之争
如转动蓬草一样容易。”其注释的硬
伤就是“蓬草”二字后而少了两个
字：“枯后”。蓬草若在生时，或是秋
天其根未枯，风对蓬还是无可奈何
的。在此一并提起，复为一憾。

三部权威辞典，一部权威选本，
对“蓬”字的释义或例句都出现了
失误，不能说不是小憾。一而再，
再而三，三而四引为小憾，憾虽小，
犹是憾焉。

□杨乾坤 语林指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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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 沉

近日，脱口秀节目比较火热，这些节目大多特色鲜明，
轻松幽默，深受年轻观众的喜爱。脱口秀为英文 talk show
的音译，是起源于英美国家的电视节目类型。严格来说，我
们现在所看到的脱口秀，正式的名字应该是“单口喜剧”
（stand-up comedy），不过，“脱口秀”这个译名倒也更加活
泼，颇能体现喜剧表演的机智趣味。

有些人认为，脱口秀类很像中国传统相声，其实，中国古
代早有专人表演幽默节目的传统，历史悠久，形式多样……

先秦两汉：谈笑之间上谏言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专业喜剧人——“俳优”。
《说文解字》载：“俳，戏也。”清段玉裁注曰：“俳，戏也。以其
戏言之谓之俳。”俳优即专门从事滑稽表演的艺人。古代君
主很早就有蓄优的传统，以供其逗乐解闷。早期俳优大多
为侏儒等有生理缺陷的人，难登大雅之堂，有时甚至被认为
是扰乱朝政的因素。比如孔子执政时，就曾在诸侯宴会上
斩杀过侏儒俳优。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说”风日盛，俳优中也
逐渐涌现出一些以语言能力见长的人，可称得上脱口秀艺
人的鼻祖。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齐威王时期的淳于髡、楚庄
王时期的优孟。《史记》记载淳于髡“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
数使诸侯，未尝屈辱。”他虽是侏儒俳优出身，但依靠出色的
辩才，成了齐国的大臣。优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
谏。”不仅口才出众，还擅长表演。他在宴会上扮演成已死
去的楚国贤相孙叔敖，楚庄王和大臣都无法分辨。这些俳
优中的出色人物，凭借机制善辩的特长和现场“抓哏”的能
力，常常用讽谏的形式帮助君主改正错误。为此司马迁在
《史记》中专门写了一篇《滑稽列传》，称赞这些人“谈言微
中，亦可以解纷”。

秦代的优旃，也是优秀的俳优，甚至面对秦始皇和秦
二世也敢犀利“吐槽”。秦始皇曾想要修建一座东起函谷
关，西至陈仓的大苑囿供自己游玩。优旃对秦始皇说，这
样太好了，最好再多养一些禽兽在里面，这样如果敌人来
进攻，可以命令麋鹿用犄角去抵挡。秦始皇一听，恍然大
悟，便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后来秦二世当政的
时候，又突发奇想要把城墙都涂上油漆。优旃听了对秦
二世说，这个想法很好！虽然老百姓会花费些钱财，但是
城墙漆好后光溜溜的，敌人就爬不上来了。只是，要找一
座能够阴干城墙的大房子比较难办。秦二世听完哈哈一
笑，也终止了这个计划。优旃这种“反转”的幽默技巧，现
在依然非常流行。

到了汉代，俳优表演在帝王公卿的生活中更为常见，
两汉时期出土的大量俳优俑（也称说唱俑）就是实物证
据。这些陶俑大多装扮可笑，动作滑稽，面部表情怪异，
大约是当时俳优表演的一种夸张再现。很多陶俑手中还
持有圆形扁鼓和鼓槌，当为伴奏之用，说明俳优表演富有
节奏，或者是带有伴奏的说唱形式。在民间百姓中俳优也
颇为盛行，《盐铁论》记载：“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
小坐而责辨，歌舞俳优，连笑伎戏。”丧葬活动中还有俳优
表演，足以说明其受欢迎的程度。

除了职业俳优，一些士大夫也会效仿俳优，靠幽默的言
语侍奉在皇帝周围，算是兼职的脱口秀演员，其中最为著名
的当属东方朔。东方朔本是士人出身，通过上书自荐被征
召为郎官。由于他性格诙谐，被称为“滑稽之雄”，民间也将
很多离奇幽默的事附会在其身上。因此有人将东方朔称为
相声界的祖师爷，把说相声称为“曼倩遗风”（东方朔字曼
倩）。其实东方朔都是一个人表演，和主要两个人说的相声

还有点差别，倒更接近于脱口秀的形式。

三国隋唐：层出不穷的“段子高手”

三国时期俳优表演更加受欢迎。《三国志》援引《曹瞒
传》记载：“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
达夕……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娱大笑，至
以头没杯案中。”以奸雄形象著称的曹操竟然笑到将头没入
杯案之中，可见表演的“笑”果之好。刘备初据成都时，诸事
草创，手下的许慈和胡潜互不服气，经常争斗。为此刘备专
门在宴会上让俳优扮演成两人的样子，互相争论打斗，通过
引起大家发笑来感化他们。

当时，已经成型的表演内容有“说肥瘦”“弄愚痴”等，主
要还是以调侃人的生理缺陷为主，并不文雅。不过，此时已
经有了专门的“段子手”和成熟的“段子集”。邯郸淳所著的
《笑林》，是我国最早的笑话专著。三曹父子都是邯郸淳的
粉丝，曹植初见邯郸淳的时候，亲自“诵俳优小说数千言”，
以表达自己对俳优的喜爱。

隋代的秀才侯白也是个段子高手，《北史》记载他“性滑
稽，尤辩俊”，《太平广记》中收录了不少有关他的笑话，其中
许多段子如今依然流行。有一次他陪权臣杨素聊天，杨素
问他：如果你掉进了一个数百尺深的坑中，你要怎么出来
呢？侯白说：别的不用，只要有一根针就可以。杨素问：用
针干什么？侯白答：用针刺我的头，让头里的水出来将坑灌
满，我就可以浮水上来了。杨素又问：你的头里哪来这么多
水呀？侯白说：如果没进那么多水，怎么能掉到那么深的坑
里？（“若无尔许水，何因肯入尔许坑？”）侯白所言，既巧妙地
回应了问题，又暗指杨素提这个问题纯属刁难，没有实际意
义，可谓机智。

唐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思想开放，为搞笑艺人的存
在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这一时期的俳优艺人往往要兼通歌
舞、音乐、戏剧、杂技等多门技艺。《乐府杂录》记录当时著名
的俳优艺人就有黄幡绰、张野狐、李仙鹤、曹叔度、刘泉水等
多人。当时的俳优表演已经有了较为固定的范式，类型包
括参军戏、弄假妇人、弄婆罗门、弄孔子等等。其中参军戏
一般为双人，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相声，而“弄假妇人”则是男
扮女装的反串表演。

除了正式的表演，即兴的发挥同样重要。据传，有一次唐
玄宗与诸王宴会，宁王吃饭的时候不小心“错喉”（吃呛了），一
下喷到了唐玄宗的胡子上，这可把宁王吓得不轻。侍奉在旁
边的优人黄幡绰赶忙说，宁王这不是“错喉”，是“喷帝”（谐音
喷嚏），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机智地用“谐音梗”化解了尴尬。

宋代：“说话”成为一门艺术

到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繁荣，促进了
幽默表演向民间的发展。《鸡肋篇》记载，成都西园开园的时
候，“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环庭皆府
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
每浑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
垫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宋代的喜剧比赛，全靠观
众的笑声投票，哪边的表演能赢得哄堂大笑，就可以得一
分，绝对公平合理。

宋代还兴起了一种“说话”表演，类似于现在的说书，讲
述的内容主要包括传奇故事、历史故事、公案故事、佛经故事
等。此外还有一种“说话”的内容是“说诨话”大约应是一种
搞笑表演，与现在的脱口秀相似。宋代的“说话”演出，大多
在瓦舍勾栏中举行。

瓦舍又名瓦子、瓦市、瓦肆，是一种集商业饮食、娱乐为
一体的综合娱乐中心。《梦粱录》中说：“瓦舍者，谓其‘来时
瓦合，去时瓦解’之意，易聚易散也。”勾栏是瓦舍中用栏栅
和绳子围起来的的演出场地，相当于现在的露天剧场。所
以宋代的“脱口秀”表演已经有了专门的演出场所。

明末清初时期，出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民间说书
艺人——柳敬亭。柳敬亭原本姓曹，因早年犯法改姓
柳。他说书艺成以后，辗转扬州、杭州、金陵各地，所到之
处，深受观众的欢迎，也得到了诸多文人墨客的认可。张岱
的《柳敬亭说书》中描述他说书时：“主人必屏息静坐，倾
耳听之，彼方掉舌。稍见下人呫哔耳语，听者欠伸有倦
色，辄不言，故不得强。”发现观众听得不认真，就停下不
讲了。而他一旦说起书来，“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
入理，入筋入骨”，“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
并不唠叨。”据张岱记载，柳敬亭“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
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可见其表演技艺之
高超，赢得了人们的热烈追捧。此时的说话艺术，早已超
越了单纯的“搞笑”，转而以跌宕的情
节、精湛的表演取胜了。 □刘疆 往 事

《西行漫记》秘密出版前后

瞿秋白：“肯用脑子想问题”

《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
国》（英文《Red Star Over China》），
作者是被毛泽东赞为“老朋友”的美
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于 1936年
6月初赴陕北采访，4个月后返回北
平。1937年 10月，他的采访录《红星
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后，立时轰动
了欧美各国，西方舆论高度评价：此
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与描
述，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
惊世界的成就。

联络救亡志士合力翻译
1937年11月，寓居北平的斯诺来

到上海，会见了同为记者的文化界救
亡领袖胡愈之，以英文版《红星照耀
中国》一册相赠。胡愈之阅读后，顿
觉眼前为之一亮，萌生了把这本书翻
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使各界人士对
中共领导下的陕北这块“未知地”，有
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了解。

于是他付诸行动，四处奔走，联
络到文化教育界 11位熟悉英文的救
亡志士，他们分别是：林淡秋、王厂
青、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
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
连他自己共12人。

胡愈之向他们讲了翻译出版《红
星照耀中国》的构想及意义，大家一
致赞同，当下将全书拆开，各取部分
章节，分头翻译。

12人都是专家，未满一个月，各
自翻译完毕，理顺润色后，交到胡愈
之处。胡愈之夜以继日，对各人译文
作了认真校阅，发现疑难文字及时与

斯诺磋商，力求准确达意。
瞒天过海的“地下”出版

书是译成定稿了，出版却碰到
了难题。

当时的上海已被日寇侵占，只剩
下称之为“孤岛”的租界。胡愈之连
走了几家日占地的出版社，都是无
果而归，是因为出版商担心事泄遭
日军残暴镇压而不敢接受。至于租
界里的出版商，因美、英等宣布在中
日冲突中恪守中立，所以也都婉言拒
绝了胡愈之送上门来的“生意”，以免
引来麻烦。

胡愈之不甘半途而废，决计作
瞒天过海的“地下”出版。他在自己
所住的福熙路安乐村一七四号，挂
起了有名无实的出版社招牌——复
社，将书稿交与熟识的商务印书馆
工人印刷装订。

印刷工人甘冒风险接受下来暗
中印刷。当他们知道胡愈之筹措资
金一时不能到位，欣然答应先把书印
出来，待卖了书后再付印刷费。

翻译此书的11位同仁，也都明确
表示尽义务不要稿酬。

作者斯诺助一臂之力
书的原作者斯诺，早在来华之

初，就耳闻目睹了中华民族饱遭内忧
外患，决心要对中国的老百姓有所帮
助，也因此置安危生死于度外，潜赴
陕北采访，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
而今，为使中国民众真实地了解中国
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苏区，对胡愈之
翻译出版此书给予大力支持。

斯诺还将版权无偿赠送给了胡
愈之。他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表
白：“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
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
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
们，希望这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
期的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于
中国会有些帮助。”

掩敌耳目另起书名
关于中文译本的书名，胡愈之再

三斟酌用心良苦，是因为考虑到其时
日寇视共产党为死敌，国民党当局对
中共尚未正式“解禁”，以原名《红星
照耀中国》出版的话，这“红星”两字
就会引人注意，于发行大有影响，于
读者也不安全。为掩敌耳目，他最后
敲定，把书名改作《西行漫记》，乍一
看，还以为是一本游记。

只短短2个多月，中译本《西行漫
记》问世，第一版印了1000册，胡愈之
通过秘密渠道送到读者手中。

半年多时间里，《西行漫记》重
版了 5 次，印数高达 8 万余册，盗版
本更是多不胜数。其时国共已重修
旧好携手抗战，有的国民党官员也
对《西行漫记》产生浓厚兴趣，他们
有心了解共产党的真面貌，故而争
相买来阅读。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西行
漫记》，就是根据当年胡愈之主
持出版的中译本印刷的，只是在
封面《西行漫记》书名下，加上“原
名 ：红 星 照 耀
中国”。□茂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