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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活动,大约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由白马湖作家群自己

创办或发动的出版物:  春晖!半月刊、 立达!季刊、 一般 !月刊;二是以白马湖作家群为核心

主持编务的出版机构或出版物: 开明书店及其出版物如  中学生 !杂志; 三是以部分白马湖作

家为核心而出版的纯文艺刊物:  我们的七月! 我们的六月! 诗 !月刊等。这些出版物体现着
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理念,一种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精英理念,其核心内容是:出版工

作须以 ∀传达文化,供给精神食粮为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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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早期出版活动的两种理念

尽管中国的出版文化源远流长,但具有现代

色彩的出版活动 % % % 拥有职业的出版人,公共的

阅读空间,等等 % % % 却是由洋人开启的。从 19世

纪 30年代以来,
&
西人办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力

量,即国外的教会团体和各种各样的商业力量,它

们开启了中国出版业的两个方向, 教会办刊的精

英趋向和商业办刊的利益趋向。

先看教会刊物的精英趋向。由于拥有充足的

办刊经费, 在教会刊物的出版理念中很少有 ∀经
营 #的概念, 而只有 ∀影响 #的意识。这就是说,由

于无须为办刊经费犯愁,这些出版物的主要任务

也就并非是要借助于刊物去赢利, 而只是要借此

来实现他们影响中国民众的目的。
∋
因此, 早期基

督教会的办刊方针是非经营性的。在这种非经营

性方针的指引下,他们的出版策略在一定程度上

含有精英色彩。

以 万国公报 !为例。这个刊物除了译介西

方的政治和社会学说, 还议论中国当时的教育制

度、考试制度, 以及对中国时政的批评与建议。一

些文章的题目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如林乐知  文
学兴国策略!、李提摩太  新政策 !、艾约瑟  富国

养民策!、狄考文 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等文,

都是关注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并以西方的思维

方式提出了治疗的药方。正是这种问题意识的存

在与解决方案所提供的全新视野,吸引了当时中

国许多精英知识分子的注意, 并将他们的热情撩

* 本文系 2006年度国家社科项目 ∀从白马湖派到开明派的演变研究# ( 06BZW05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又, 本文

所谓 ∀白马湖作家群#, 是指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丰子恺、朱光潜等为代表的一个散文群体, 其重

要的外围人物又包括俞平伯、匡互生、刘薰宇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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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起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都

曾是这家报纸的热心读者,并在言论上受到它们

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或也可以说,  万国

公报!以及类似的教会报刊, 其实正为中国知识

分子提供了一个讨论社会现状、发表见解的平台,

并为他们以后的出版活动提供了范例。

商业报纸的出版运作取另一种路径。和教会

办刊重 ∀影响 #而轻 ∀利润#的思维路径不同, 商业

报纸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利。在这一根本目

的的制约下,这些报纸从机构运作到内容设定、营

销策略等方面,都呈示出和教会刊物不同的特点。

首先,商业报纸的出版经费脱离了各级基督

教会的支持,因而具有民间投资的性质。投资的

目的, 当然就是为了赢利。以  申报 !为例, 1871

年 5月,英国商人美查 ( E rnestM ajor)和他的三个

朋友各出资银 400两,共 1600两作为启动资金,

创办 申报 !, 并规定, 股款虽由四人分摊。但因

美查负责实际经营事务,故凡赢余及亏损皆划为

三份, 其中美查一人占两份,其余三人占一份。从

这样的协定中, 我们可以看出这家报纸创办设定

时的利益指向。

在经济利益的指引下,  申报 !的营销策略也
带有现代 ∀市场 #的意识。在内容上,为吸引一般

读者,  申报 !特别注重对新闻的报道, 而这个 ∀新

闻 #有很多是从市民生活中取材的, 尤其是对盗

劫奸杀、奇闻怪事、里巷琐谈特别热衷。
(
此外,为

了争夺市场,  申报!等商业报纸还大打价格战,

如先 申报!而成名的  上海新报 !的售价是每年
洋银 4元, 每月洋银 0 5元,每张铜钱 30文,  申

报 !则每张只售铜钱 8文。

然而,有意思的是,虽然精英取向与商业取向

的刊物在中国都已有自己的样本, 但在接下来由

中国人自己主持的报刊出版活动中, 编辑理念中

的精英取向却成为一股潮流, 而商业性报刊对中

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似乎主要停留在报刊的运作

机制上,而不是它的赢利意识。也就是说,和教会

控制的出版物相类似,在中国早期的出版活动中,

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不占主导地位。
)

正是这样,虽然仍有一部分出版者在争取市

场与利润 (比如以  礼拜六 !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

报刊即是中国早期报刊中走  申报 !商业型路子

的代表 ) , 但这样的经营业绩并没有为精英知识

分子所认可。以鸳鸯蝴蝶派报刊为例, 知识分子

的不认可性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这些报刊

∀惟利是图 #的倾向, 二是关于 ∀文学 #的功能。在

鸳鸯蝴蝶派,虽然他们在一些阐述出版方针的文

字中也曲折地表达了他们的寄托,
∗
但在商业运

作机制的制约下,由于过分迁就读者的口味,在其

编发的文章中又故意地制造出一些所谓的 ∀趣

味#来谄媚读者, 甚至打出了 ∀宁可不娶小老麽,

不可不看  礼拜六 !#的广告, 自辱辱人。因此在

五四精英作家看来, 这派作家就只注重赚钱,所以

诸如 ∀文丐 #甚至 ∀文娼#的谥号便落到了他们的
头上。正是这样,当  小说月报 !革新以后发出宣

言,称 ∀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

遣的时候, 现在已经过去了 #时, 在一定意义上

讲,其实乃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精英知识分子重

新澄清了知识分子及 ∀文艺 #的社会价值与使命。

从这个层面出发加以分析, 五四作家对鸳鸯蝴蝶

派作家的批判,其实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内部发

生的一次肃清运动, 它重新伸张的,正是知识分子

的使命感。由此, 虽然五四作家也已经在一些颇

具现代色彩的工作岗位上工作,
+
但职业的身份

并未能羁縻他们超迈的理想。五四以后, 那种建

立在现代市场基础上的职业意识进一步受到压

抑,而精英意识却得以凸显。即以出版界而言, 由

精英知识分子本身控制的刊物当然仍然立足于他

们启蒙与批评并存的立场 (如  新青年! 小说月

报! 每月评论!等等 ) ,而一些有市场意识的出版

人如果要追求利润, 也常常会与社会效益一起考

虑来开展工作,有的甚至还竭力邀请一些著名的

精英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加入到这些工作中来。

如良友公司邀请鲁迅、胡适等人编辑的 ∀新文学
大系 #,即具有这样的特色; 而通俗画报 良友!的

编辑活动,也呈示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

的趋向。
,

二、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理念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 我们来考察白马湖作

家群的出版理念,即可以发现,虽然白马湖作家群

的主体作者大多给人以 ∀平民化 #的文化形象, 但

落实到其文化 (出版 )理念, 则仍然呈现出五四知

识分子的精英价值观。

以 一般!月刊为例。 一般 !刚创刊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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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创刊宣言的  −一般 .的诞生 !中有这样的

对话:

∀那么, 你在闲暇时,用甚么消遣呢? #

∀还不是看看小报画报与  礼拜六 !等类

的东西? 否则就是去叉麻雀,逛游戏场, 或是

甚么。#/

将读 礼拜六 !与 ∀叉麻雀#、∀逛游戏场 #等联

合在一起考察,并与 ∀闲暇# ∀消遣#一类的字眼联
系起来,即可以看出白马湖作家群对于  礼拜六 !

等出版物所持有的否定态度。这虽然是五四精英

知识分子的一种共识, 却也折射出其出版理念中

的精英色彩; 而  一般 !月刊的创办, 终究也含有

精英知识分子才具有的 ∀给一般人作指导, 救济

思想界混沌的现状#的目的。0

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  一般 !的稿酬制度。

作为立达学会主办的准同人刊物, 稿酬在  一般 !
的办刊过程中仍被关注,但却不占有核心的地位;

而编辑部亦不以 ∀丰厚的稿酬 #为条件, 来开拓稿

源。 −一般 .杂志编辑部同人启事 !中即表明:

∀此外如有以文稿投寄本刊, 无论合用与否,同人

都愿表示深切的感谢。投稿如希望得酬,刊载后

当酌奉薄酬。#
1

在经由晚清中国期刊的发展以后, ∀稿酬 #在

现代期刊编辑中已经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与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身份是相符合的。然而

五四以后,期刊的编辑急遽地向精英的方向发展,

遂使现代稿酬制度居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一

方面, 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个人的合

法权利 (包括其利益在内 )得到知识界的强调,写

稿取酬亦因此而在现代社会的交往规范之内。因

此,如果从保护个人权益的角度加以考察, 那么,

适当的稿酬制度正是现代期刊编辑过程中所必须

考虑的问题之一。然而另一方面,如前所述, 五四

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又使他们将严肃、崇高的写

作事业与纯粹的经济活动区分开来。在这样的意

识形态下, ∀写稿 #的根本目的就不再是个人层面
的 ∀取酬 #,而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一类的宏大目

标。由此,写稿而不取酬, 似乎更能凸显写作活动

的崇高地位。 一般 !杂志的稿酬制度其实也折
射出了这样的思想形态。一方面, 作为现代知识

分子主持的刊物, 从保障作者个人权益的角度考

虑,他们提出, ∀投稿如希望得酬, 刊载后当酌奉

薄酬 #;但另一方面, 更具有典型意义的是, 在普

遍情况下 (比如作者为立达同人, 或者来稿而未

注明需要稿酬 ) ,  一般 !杂志是不支付稿酬的。

这自然有受制于资金的因素, 但更主要的,却还是

受到了五四知识界精英理念的支持,在这一理念

的支持下,写稿而不取酬,似乎也可以成为一种合

法的行为规范,而不会受到相关的质疑。

将叶圣陶个人的创作经历与编辑理念纳入到

这样的对立性结构中来加以考察,也许更能说明

问题。1914% 1915年间, 受逼于当时个人的经济

情况,叶圣陶也有一些小说是发表在 礼拜六 !杂
志上的, 共计 9篇。在这些小说中, 像  穷愁 !一

类的作品其实也反映了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艰

难。杨义在  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即认为: ∀  穷
愁!写一幕城市贫民的悲剧。22它以下层社会

一幕家破人亡的悲剧控诉了黑暗的社会, 显示了

与鸳鸯蝴蝶派迥异其趣的艺术境界。# 这自然不
是鉴于阵营划分 (精英知识分子与鸳鸯蝴蝶派的

对立 )而为叶氏所作的开脱之言, 而确有其扎实

的文本基础。因此, 照理说,只要文本本身具有相

当的 ∀社会意义#, 那么, 发表在哪些杂志上是大

可以置之不理的。然而情况正好相反。即便是基

于这样的创作实况, 叶圣陶本人对此仍时刻持有

反省的态度。 1914年 9月 20日在给顾颉刚的信

中说:

如今为金钱计, 日节一二小时为出卖之

文,凡可以得酬的皆寄之。22然为文而至

此,亦无赖之尤者矣!

在 11月 13日的信中又说:

吾今弄些零用, 还必勉强写几句。然吾

却亦自定宗旨:不作言情体, 不打诳语; 虽不

免装点附会,而要有其本事,庶合于街谈巷议

之伦。22总之,吾有一语誓之君前曰,吾决

非愿为文丐者也!
 

假如我们承认  穷愁 !一类小说的社会价值,

那么即便是 礼拜六 !这样的杂志, 也仍有其关注

社会现实的一面。然而根据上引书信所透露出来

的消息,事实却是,就算作者本人, 其实也因为发

表园地 % % %  礼拜六! % % % 的不适,而对这些作品

持有否定的态度。这就是说,不是这样一些作品

将 礼拜六 !杂志从一片骂声中拯救出来, 而是

 礼拜六!的杂志性质淹没了发表其中的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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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这与后来新文学界对  礼拜六 !杂志的全

盘否定,在思维方式上,是一样的。而类似的文化

现象及价值取向, 我们只有将它放置到中国现代

知识分子的职业意识与精英价值理念之间的对立

性结构中加以考察,才能够获得比较妥贴的理解;

就是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导致了他们

对于这样一种职业行为 % % % 写作活动中个人经济

目标占有主要地位 % % % 的否定。
这种负向的逻辑思维见诸正面,则是白马湖

作家群对于出版事业的正面表述。 1945年 12月

27日,夏丏尊在  大公报 !发表了  中国书业的新
途径!一文, 内中重申了他对于出版事业的理解:

书业以传达文化,供给精神食粮为职志。

书店之业务可分为二部, 一是将有价值的著

述印制成为书籍,这叫做出版;二是将所印制

成的书籍流通开去, 供人阅读, 这叫做发

行。
!

这篇写于逝世前四个月的文字可以看作是夏

丏尊关于出版事业的毕生的理解,而其精神要旨,

则以 ∀传达文化, 供给精神食粮 #为最简要的表

述。在这样的精神原则下, 无论 ∀出版 #还是 ∀发

行 #,其最根本的价值指向全都在于文化食粮的
传播。

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 1917年

胡适从美国回到中国时曾经主张, ∀要想在思想
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 即经

由知识分子的学术努力,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提供 ∀知 #的基础,然后再由 ∀知 #而 ∀行 #, 逐渐建

设一个富强、民主的现代民族国家。这可以看作

是五四知识分子集体的文化、思想愿力,白马湖作

家群亦在其列。无非,和胡适们的领袖风气不同,

白马湖作家更多地是在用自己点滴然而扎实的文

学、出版、教育工作,来实践、回应胡适之们的文化

理想与号召。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当可以更清晰

地体认白马湖作家群出版活动的价值取向。

三、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活动考辨

考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活动,大约可以分为

以下三类:一是由白马湖作家群自己创办或发动

的出版物:  春晖 !半月刊、 立达 !季刊、 一般!月

刊;二是以白马湖作家群为核心主持编务的出版

机构或出版物:开明书店及其出版物如  中学生 !

杂志,开明书店的投资方当然并非白马湖作家群,

但具体的编辑事务, 包括出版的方针、理念却由白

马湖作家群中的核心人员主持或设计; 三是以部

分白马湖作家为核心而出版的纯文艺刊物: 如

 我们的七月! 我们的六月! 诗 !月刊等。此外
像叶圣陶也还曾主持过  小说月报 !的编务, 但因

其与白马湖作家群整体的出版活动关系不很紧

密,因此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列。

(一 )  春晖 !半月刊 1922年 10月 31日创

刊, 1928年停刊。
∀
但白马湖作家群实际主持的

 春晖 !半月刊其实只到 1924年 11月 16日出版

的第 36期。此后由于由于校务意见分歧,白马湖

作家群中的主干力量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刘

薰宇、夏丏尊等先后离开春晖,别到上海创办立达

学园,因此  春晖!半月刊一度停刊, 直到 1925年

10月 1日才出版第 37期。然而复刊后的 春晖 !
半月刊在内容上却已和白马湖作家群无甚关系。

因此,讨论白马湖作家群主持的  春晖!半月刊,

到 1924年 11月 16日出版的第 36期可也。

 春晖 !应该是白马湖作家群主持的第一个

出版物,虽然只是一个中学的校园刊物,却能够折

射出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理念与组织能力。

根据夏丏尊 一年来的本刊 !记述,  春晖!的

创办是由于 ∀近年以来, 凡是中等以上的学校, 差

不多都有出版物。本校僻处山乡, 所能与大家通

声气者,几乎大半要靠出版物了。所以从去年开

校后,就有本刊底发行。##然而  春晖 !的出版绝
非只是为了 ∀通声气 #, 从刊物开设的栏目及内中

发表的文章来看, 公开校务、传播新知、提高修养

才是刊物创办最根本的出发点。  春晖 !半月刊
自第 16期起开始整划栏目,设有:

由仰山楼 发表春晖本校教职员工的意

见、议论等。如夏丏尊的  学说思想与阶
级!、经亨颐的  人生对待关系 !、刘薰宇的

 学潮评议 !等文章皆发表于这一栏目。

曲院文艺 发表春晖本校学生的作品。

他山之石 发表外来宾客讲演稿, 如蔡

元培、吴稚晖等人的讲演稿都在该栏目排印。

五夜讲话 刊登学校每周五晚上举办的

教师课外讲演稿。

白马读书录 刊登读书札记。

课余 发表师生创作的随笔、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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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来的本校 刊登校闻。

且以 ∀五夜讲话 #为例来看  春晖 !半月刊的
关注视野。在这些文章中, 像夏丏尊  作文的基

本的态度!、刘薰宇 读书法!等文是指导读书、写

作的, 丰子恺  斐德文与其月光曲 !是介绍艺术
的,刘叔琴 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 !是介绍当代社

会思潮的, 卢绶青  人类在自然界中底位置 !、章

育文 人人必须的科学知识 !是介绍科学的, 朱自

清  刹那 !、朱光潜  无言之美!是讲审美活动的,

而像夏丏尊  学说思想与阶级 !一类的题目, 则是

综合社会现实介绍人生态度的, 具有综合讲座的

意味。从这些题目中, 我们既可以看出白马湖作

家群与 ∀五四 #新文化运动相一致的地方 (如宣扬

科学, 介绍当代社会思潮等 ) , 也可以发现, 类似

的讲演大都是从正面的传播新知、提高素质的方

面来立意的;而这,也正是白马湖作家群出版活动

最根本的出发点。

(二 )  我们的七月! 我们的六月 ! 综合性

文艺丛刊,分别于 1924年 7月、1925年 6月由上

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内容包括散文、新旧体诗、短

评、随笔、书信等。两册丛刊皆署名 ∀ O M # (意

即 ∀我们 # )编, 其实际组织者当为朱自清、俞平

伯、叶圣陶等。丛刊的核心作者除上述 3人外,还

有刘大白、沈尹默、白采、潘漠华、顾颉刚等; 而丰

子恺则为该丛刊设计封面, 并在  我们的七月 !上
发表漫画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三 )  立达!季刊 立达学会会刊, 1925年 6

月创刊,仅出版 1期, 即 ∀因各种关系未能继续#。
该刊笔者迄今尚未经目,有关情况待考。

∃

(四 )开明书店 1926年 8月由章锡琛、章锡

珊兄弟俩创办。白马湖作家群是书店的中坚力量

之一: 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刘

薰宇等都为书店的编务或稿源提供了极大的帮

助;而开明书店于 1928年由夏丏尊、丰子恺、刘叔

琴等人发起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后, 白马湖作家

的作用就更大了,他们中夏丏尊任编译所所长,叶

圣陶等主持实际编务, 丰子恺及其学生钱君匋则

是主要的装帧设计者。

开明书店所出之书, 也以白马湖作家的著作

或由其参与编辑的书籍影响最大。比如丰子恺的

漫画集、叶圣陶的  古代英雄的石像 !、夏丏尊译

的  爱的教育 !等都整整影响了几代人; 而刘薰宇

编的  开明算学教本 !、丰子恺插图的林语堂  开

明英文读本!等几乎成了一时最畅销的书籍。此
外,开明书店还创办  中学生 !杂志、综合性文摘

型刊物 月报 !以及  国文杂志 ! 国文月刊 !和

 开明少年 !等, 为我国现代教育、出版及新文学

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开明书店的出版方针及其开展的业务来

看,我们或也可以说, 开明书店乃是  春晖 !及与
开明书店差不多同时创办的  一般 !月刊的超级

扩大版,其价值关怀,与这些杂志的办刊宗旨与理

念,正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比如它的关注中学生

问题、注意为社会一般的读者传播新知、注意提升

读者的人格修养等等, 都和白马湖作家群最初的

办刊理念若合符节。

(五 )  一般 !月刊 1926年 9月创刊, 1929

年 12月停刊,上海开明书店印行。期间 1927年 5

~ 8月因故停刊 4期, 9月复刊。该刊每 4期为 1

卷,到停刊时共出版 9卷 36期, 其中前 2卷由夏

丏尊主持编务,第 3卷起改由方光焘主持编务。

 一般 !的创刊可以看作是  立达 !季刊的延

续,其主要的支持力量乃是 1925年 3月成立的立

达学会。其创办则是鉴于 ∀ (当时 )杂志中的洋洋

大文,觉得比学校里的课本还难懂,并且似乎与我

们一般人的生活上, 也无直接关系 #。刊物虽也

有 ∀我们的主张 #, 但 ∀我们也并不想限定取哪一
条路,对于各种主义,都用平心比较研究, 给一般

人作指导,救济思想界混沌的现状 #; 虽也 ∀注重

研究学术 #,但 ∀我们想和人家方法不同一些。要
想以一般人的实生活为出发点,介绍学术,努力于

学术的生活化 #。总之, 这是一本由 ∀一般的人 #

创办、∀预备给一般的人看的, 所说的也只是一般

的话 #的杂志。%

从文章刊载的内容来看, 这其实是一本文化

普及性的社会读物。  一般 !的栏目编排大体如

下:

论文 主要关注社会问题、青年问题、文

艺问题。以 一般!第二卷为例,其发表的文

章既有 中华民国的统一问题 ! (亦乐 )、 一

九二六年的国际问题 ! (胡愈之 ) , 也有吴觉

农的  茶话 !、丰子恺的  中国画与西洋画 !、

夏丏尊的  艺术与现实 !、朱自清的  新诗 !、

朱光潜的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系列等等,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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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涵颇广。

小说 刊载创作或翻译的文艺作品。

读者与作者 刊载读者的反馈或争鸣类

文章。

书报评林 刊载读书札记或介绍新出版

的著作。

游记 二、三两卷皆刊载刘薰宇的  南

游 !。
寄赠及交换 刊载编辑部收到的杂志书

籍等。

时事摘要 介绍国内外时事。

从发表文章的内容来看,  一般 !仍有延续

 春晖!半月刊传播新知、提高修养的办刊特色。

以  一般 !第一卷为例, 刘薰宇  青年底生活问
题 !、周为群  再论青年生活问题 !、朱光潜  给青

年的十二封信 !系列关注社会青年问题, 匡互生

 趣味丰富的秋的天象 !是科普小品文, 李石岑

 美神与酒神 !、西谛  中世纪的波斯诗人 !、丰子

恺  工艺实用品与美感 !等文则介绍文艺。这些
文章的关注主题, 与  春晖 !半月刊 ∀由仰山楼 #

∀五夜讲话 #两栏所发表的文章主题, 基本上一

致;而  春晖 !半月刊中的 ∀白马读书录 #亦与  一
般 !月刊中的 ∀书报评林 #一栏旨趣相近。因此,

即便从栏目的规划设置上看,  一般 !也有继承

 春晖!的地方之所在。当然,区别也是存在的,

其中最明显的一点, 是  一般 !较之于  春晖 !, 其

文艺类文章的刊载篇幅有了大幅的提升。

(六 )  中学生 !月刊 1930年 1月创刊, 32

开本, 每年出版十期, 由夏丏尊等主编,开明书店

发行, 迄 1937年 7月 1日止,共出 76期。1937年

8月因日寇进犯上海停刊, 1939年 5月以 中学生
战时半月刊 !为名继续出版。抗战胜利后于 1946

年 2月仍以  中学生!为名在上海出刊。抗战期
间及之后的  中学生!由叶圣陶主持编务。

 中学生 !杂志的办刊宗旨是: ∀替中学生诸

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

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在这样的

宗旨下,  中学生 !杂志先后开设了以下主要栏

目:

问题讨论会 就和中学生相关的问题作

专题讨论,如 ∀中学生需要怎样的课外读物 #

等。

文艺竞赛会 发表中学生的文艺作品。

美术竞赛会 发表中学生的美术作品。

世界情报 刊发国际时事消息。

文章病院 范文修改, 其目的是使中学

生朋友 ∀看了人家的病状和对于病的治疗方
案,也就可以省察自己是否患同样的病22

如能多看一遍或两遍, 对于诸君的写作技术

定有益处。#∋

书籍介绍 推荐、介绍阅读书籍。

气象学讲话 发表科普文章。
()

虽然是中学生的阅读刊物, 但  中学生!杂志

的关注面仍颇为广泛; 而像周建人  生物学和我

们!、刘薰宇 数学讲话!、高觉敷 说梦!一类的文
章,虽也有辅导中学生功课的性质,但其基本的价

值关怀,却仍延续了  春晖 ! 一般 !科学小品文的

思想理路;而朱自清的  论诗学门径 !一类的文章
仍是介绍文艺, ∀世界情报#一栏和  一般 ! ∀时事

摘要 #的性质相同, 唯篇幅增加耳。由此,  中学

生!和  春晖 ! 一般!之间, 仍有办刊宗旨与栏目

设置上的延续性或一致性; 而这种延续性或一致

性,正可以见出白马湖作家群长期的价值关怀之

所在。

四、余 论

以上,我们大致勾勒了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

经历及其出版理念。在一种精英理念的主导下,

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活动显得元气淋漓而又大气

磅礴。这种大气一方面固然与白马湖作家本人的

人格力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出版物所拥有的

非凡的社会影响力紧密相关。

以开明书店为例,开明书店自成立以后先后

出版了像  中学生! 开明活页文选! 开明英文读

本!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杂志与读物。这些杂志与
读物连同其他一些由开明出版的新文艺作品, 像

叶圣陶 稻草人!、丰子恺  子恺漫画 !、夏丏尊译

 爱的教育 !、徐调孚译  木偶奇遇记 !等等, 都对

当时中学生的知识构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

响。比如黄裳在 关于开明的回忆 !一文就说:

开明书店成立于一九二六年, 那年我才

七岁,大概刚进小学吧。在小学里读到的第

一本课外读物就是开明出的叶绍钧先生的

 稻草人!;接着又读了夏丏尊先生译的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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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 !,这是我读的第一本翻译书, 受到了

极大的感动。直到今天, 虽然故事细节早已

模糊,但当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撼仿佛仍旧可

以追寻。中学时代当然每期必读的  中学

生 !,也是开明出版的。记得朱自清先生的
 南京 !就是第一次从  中学生 !上读到的

22像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总之,在

青少年时代,给了我这样那样的影响,至今不

能忘记并始终保留着亲切的感情的出版社,

开明书店要算是一个。
(

这样的文字我们现在还可以读到很多很多,

它直观地呈示了开明书店的核心力量 % % % 白马湖

作家群在出版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 
之所以能取

得这样的成效,最关键的一点乃在于,在白马湖作

家群, ∀精英 #并非一个自我封闭的概念, 而同样

存在一个面向或市场的问题:一方面,他们既坚持

∀传达文化, 供给精神食粮#的出版宗旨; 另一方

面,在具体的出版过程中, 他们也具有相当的市场

敏锐性。比如, 鉴于 ∀当时中学的语文教材大都
由任课教师自己选定, 由学校刻写油印成讲义分

发给学生。刻写油印费时费力, 又多错字脱句#,

由此他们 ∀设计出版活页文选, 便于中学语文教

师选用。活页文选22根据选目配售,可代为装

订成册。#出版活页文选能解决当时中学语文教

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颇具市场眼光; 而 ∀根据选
目配售,可代为装订成册#这样的举措, 则又充分

照顾到使用者个别的需要。在整个出版过程中,

出版者的做法真可谓是 ∀体贴入微 #。再比如,林

语堂在为开明编  开明英文读本 !前曾开出条件,

要求每月预支 300元版税作为生活费,而 ∀开明当
时还在初创时期, 资金少, 营业额也不大,每月支

付三百元版税是较大的负担 #, 但尽管这样,他们

还是非常爽快地接受了林语堂的要求。又比如,

他们的出版物向来注重美观,  春晖 !和  一般 !都

由丰子恺担任美术编辑。而开明书店则请丰子恺

的学生钱君匋担任美术编辑, ∀那时他刚从上海
艺术师范毕业, 风华正茂, 设计的封面别具一格,

很新颖,也很美观,不但有助于开明的出版物打开

销路, 而且也促使各书店都重视起书籍装帧

来。#(!重视市场、重视作者、重视刊物书籍的装帧

美观, 这都无悖于其精英的出版理念,而有助于开

拓其产品的市场与社会影响力。正是这样一些因

素的合力作用,才酿就了白马湖作家群出版工作

元气淋漓的大气象; 而这一点,也正可以为当前中

国学术期刊的出版,提供一种借鉴。

注释:

& 近代最早的中文报刊是 1815年伦敦布道会在马六

甲创办的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报

刊则是 1833年由德国传教士郭实猎在广州创办的 东西

洋考每月统记传 !。因此真正考察教会报业对中国的影

响,可以从 19世纪 30年代开始。早期教会报刊情况可以

参阅 (新加坡 )卓南生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 1815%

187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 9月第 1版。

∋ 早期教会主持的中文报刊, 基本上都是由伦敦布

道会刊印的, 1853年创办于香港的 遐迩贯珍!则由拥有

教会背景的香港马礼逊教育协会出资。教会报刊的主要

功能是实现西方社会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 如郭实猎

在创办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计划书中就说: ∀这个旨

在维护广州与澳门的外国人利益的月刊, 就是要促使中

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及基本信条 ,与其高傲和排外

的观念相抗衡。22通过事实的展示, 从而说服中国人,

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见卓南生  中

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第 47页。

( 和教会刊物发表文章的标题不同, 早期  申报!的

新闻标题中有很多是这样的: ∀人狗讯#、∀乔装巧骗#、∀两

人摸乳被枷#、∀两人共娶一妇 #、∀尤物移人#、∀寺僧淫

报#等等, 具有鲜明的 ∀民间#倾向。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王韬、汪康年等人的办刊经

历。

∗ 如 −游戏杂志.序!中说: ∀当今之世, 忠言逆耳,名

论良箴,束诸高阁, 惟此谲谏隐词,听者能受尽言。22顾

此虽名属游戏,岂得以游戏目之哉。# −眉语.宣言!也说:

∀ 22虽曰游戏文章、荒唐演述, 然谲谏微讽, 潜移默化于

消闲之余,亦未始无感化之功也。#两份发刊词皆见魏绍

昌编 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 (上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 7月第 1版, 第 184~ 185页。

+在五四作家和鸳鸯蝴蝶派作家的 ∀笔战 #中, 就有

人抓住五四作家个人的职业身份实施反击,说 ∀何况骂人

的人,也是一位靠着一枝笔拿来生活的人啊#。 (文丐 文

丐的话!, 1922年 11月 21日 晶报! )引自魏绍昌编  鸳

鸯蝴蝶派研究资料! (上卷 ),第 192页。

,  良友!画报的编辑策划情况,参阅马国亮 良友忆

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 三联书店, 2002年 1月第 1

版。

/0  −一般.的诞生!,  一般!创刊号, 1926年 9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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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杂志编辑部同人启事 !,  一般!创刊号,

1926年 9月 5日。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 9月第 1版,第 318页。

 引文参见  叶圣陶集!第 1卷,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年 12月第 2版, 第 204~ 205页。

!夏丏尊:  中国书业的新途径!,  夏丏尊文集∃ 平

屋之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年 2月第 1版,第 360页。

∀按,  春晖!半月刊 1933年以后又有复刊。然此半

月刊与白马湖作家群无丝毫关系,因此亦不予讨论。

#夏丏尊:  一年来的本刊!, 载  春晖 !半月刊第 20

期, 1923年 12月 1日。

∃  一般!月刊创刊号在所附的 立达学会及其事业!

一文中有这样的记录: ∀本会曾于去年六月发刊 立达季

刊!第一期,后因各种关系未能继续。自本年九月起即编

辑本月刊由开明书店印行。#

%  一般的诞生!, 载  一般!第一期 (诞生号 ) , 1926

年 9月 5日出刊。

&夏丏尊:  −中学生.发刊词!,载  中学生!创刊号,

1930年 1月, 收 夏丏尊文集∃ 平屋之辑!,浙江人民出版

社 1983年 2月第 1版, 第 271页。

∋参见 中学生! 1932年 2月号 编辑后记!, 1932年

2月。

()按,  中学生!杂志因出版时间较长, 栏目前后多有

调整,因此, 这里只是列举一些 (而非全部 )栏目设置, 以

见该刊编辑宗旨之一斑。

(黄裳:  关于开明的回忆!, 载  我与开明!, 中国青

年出版社 1985年 8月第 1版 ,第 44页。

( 这方面的史料请参阅 我与开明!一书。

(!以上资料皆参见唐锡光 开明的历程!, 收 我与开

明!。

责任编辑 尹 之

(上接第 97页 )许多年了, 但是在史学界真正创

新的理论却并不多见。笔者深感传统理论的束

缚,尤其是披着 ∀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外衣的斯大
林主义对史学理论的束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理

论方面的探索。理论创新并不是领袖的专利, 而

是历史学家与所有社会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注释:

& ∗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 !第 4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 2版, 第

176、169、170页。

∋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 2版,第 272页。

( )/ ∀∃恩格斯:  反杜林论 !,  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 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 2版, 第 522、522、

522、523、522、523页。

+马克思:  −祖国纪事 .杂志编辑部的信 ! ( 1877

年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卷, 人民出版社 1963年

版, 第 130页。

0列宁:  国家与革命! 列宁选集!第 3卷, 人民出版

社 1972年第 2版,第 175页。

1摩尔根:  古代社会!, 商务印书馆 1977年版, 第

257页。

马克思: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 人民出版

社 1965年版,第 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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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 2版,第 253页。

#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 2版, 第 762页。

%魏特夫:  东方专制主义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 2页中译本出版说明。

&王润涛:  洪水传说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 !,  湖

北大学学报! 1990年第 2期。

∋列宁:  论国家!,  列宁选集!第 4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第 2版, 第 48页。

()拙文:  中国国家形成之路: 酋邦 -部族 (民族 )国

家 -领土国家 -帝国 !,  重新解读中国!, 中国文史出版

社 2005年版,第 190~ 212页。

责任编辑 尹 之

105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No. 1, January 2009

A Study of the Baim a LakeW riters Group3 s Publish ing Ideas and Their Editorial Practice ( 98)
Zhu X iaojiang ( The Departm ent of theU niversity Journa,l HangzhouN orma lU niversity, H ang zhou 310036)

Abstract: The publishing activ ities of the Ba ima LakeW riters Group can be div ided into three catego

ries: 1) the publicat ions founded or sponsored by the w riters themselves, such as Chunhu,i L ida andY iban;
2) the pub lishing compan ies and publicat ions ch ie fly run or ed ited by the w riters, such as K aum ing Book

Company and Zhongxuesheng; 3) the pub licat ions edited by the w riters, such asOur June and Poetry. These

publications reflected the pub lish ing ideas of the B aim a LakeW riters Group, an elite ph ilosophy represented

by the intellectuals after theM ay FourthM ovemen.t Its essence emphasized that pub lishing wo rk shou ld ∀ take
the responsib ility o f d issem inat ing culture and promot ing mental nourishmen t#.

Keywords: The B aima LakeW riters Group, Pub lish ing Idea, Pub lishing Pract ice

The New D iscussion on Natura lBeauty ( 106)

QiuM in ( Co llege of L iberalA rts, Hunan NormalUn iversity , Changsha 410081)

Abstract: The operational thought fo r natura lbeauty in theWesternmetaphysica l aesthet ics indicated the
subjectiv ity ph ilosophy and the anthropocentr ism log ic, show ing the contempt o f natural beauty. How ever, the

modern eco log ica l aesthetics, w hich reversed the log ic complete ly, suspended the nature upon the subjectiv ity,

and de liberate ly deconstructed themean ing and the va lue o f the sub jec,t considering natural beautyw as higher

than any o ther forms. Therefore, the interpretat ion and understand ing o f natura l beauty has st ill presented a

pr inciple of singu larity and linear th inking. In fac,t N atural beauty and poetic sub ject iv ity ex ist identically,
be ing the presentation o f the subject intention. In otherw ords, natura l beauty is the self- con firma tion of the

subject3 s poetic w isdom, and is the questions and imagina tion of the human sp irit to the phenomenon.

Keywords: Nature, Sub jec,t Beauty, Poetic, W isdom

Lu Xun3 sW eijin Style and Zhang Taiyan
% % % The Second Party on the Formation of Lu Xun3 s Sty leforThinking andW riting ( 111)

WangX iaochu ( Co llege ofA rts andHuman it ies, Shaox ingU niversity, Shaox ing 312000)

Abstract: The formation for Lu Xun3 sW e ijin S tyle came from h is love for the Sty le in h is early t imes in

Shaox ing. Zhang Ta iyan promoted Lu Xun be conscious to the Sty le and e ffect h im Inheriting and deve loping

onW eijin Sty le greatly.

Keywords: Lu Xun, W eijin Style, Zhang Ta iyan

Changdao in Buddh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torybooks thatP reach Buddhism ( 116)

L iuH u iqing (Human it ies College o f ZhanJiang No rma lU niversity, ZhanJiang 524048)

Abstract: A fter go ing deeply into quantities o f cu ltura l background and autho rs3 Buddh ist identity of sto

rybooks that preach Buddh ism, w e find out that it is changdao in Buddh ism that urged the production o f these
sto rybooks. On the one hand autho rs drank inm aterial from story of changdao, on the other hand they created

a lot of stories that happened in the S ix Dynast ies.

Keywords: Buddhism, Changdao, A na log ies, SubjectM atter, P lo ts

Introduction to ∀ The theory of Constitution of the Body# ( 120)
L in La ifan ( Guanghua Law Schoo l o f Zhe jiang Un iversity, Hangzhou 310008)

Abstract: From Tunick3 s large sca le nude shoo,t w e are able to p ick up inv isib le fram e o fmodem consti

tut ion. W hile thinking back upon the punishm ent of dismemberm ent and the linger ing death in ancient China

as ∀ a technique o f destroy ing body#, w e can also recogn ize the grea t sign ificance o f constitu tion on the h istory

of human c iv iliza tion. How ever, the effective sphere o f constitution on hum an body is no t confined to i,t and
so a sub ject named after ∀ The theory of Const itution o f the Body# may come into ex istence.

Keywords: Body, Const itution, The Theory o f Constitu tion of The Body, Large Sca le Nude Shoo ,t The

Pun ishment o fD ismemberment and The L ingering Death, Streak 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