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 海 文 史

第七辑

“神州国光社”后半部史略

陈铭枢

前 言

神州国光社在清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年)创办于上海。最初的主办人为

邓实(秋枚)、黄节(晦闻)，均为广东顺德人。后来画家黄宾虹(安徽歙县人)参

加，历任编辑有年。该社的早期历史见于蔡元培作序、该社出版的《中国内乱

外祸历史丛二书》。序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及其季世，邓秋枚先生、黄升中先

生、黄晦闻先生始应行《国学丛书》，举蕴蕴已久之书，拂拭而流布之。其机关

则以印行《神州国光集》之故，而最后定名为神州国光社，以至于今。”由此可

见， “神州”诞生之前，还有它的一段历史。应当说，在邓秋枚、黄晦闻等

人创办《国学丛刊》、《国粹学报》时代，属于“神州"的史前。

邓秋枚等人在提倡国学、保存国粹的具体活动中，实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

民族革命思想，他们又都参加南社，并与光复会有密切联系。他们对于明末遗

老的民族大节，备极推崇。印行有黄犁洲、顾亭林、屈翁山等人的著作多种。

同时又利用当时最新的印刷技术——珂罗版(日本传来)，影印历代遗留下来的

书画真迹，印行书画册，其中以画册为最多。画册中有《宋画山水集锦》、《黄

子久山水长卷》、《董玄宰山水册》、《沈石田吴中奇境卷》、《恽南田山水册》、《仇

十洲人物册》、《戴鹰阿山水册》、《新罗山人百兽图》、《傅青主山水册)、《王时

敏仿古山水册》、《大涤子宋元吟韵》、《大涤予乾净斋倡合诗话册》、《大涤子众

爵齐鸣图手卷》等好几百种。还有《神州国光集》十二册，系丛集唐、宋、元、

明历代珍本，最为国画界所珍视。后又续出《神州大观》十二册，流传亦广。

同时还影印有《晋魏写经墨迹》、《唐人写经》以及《李翕西狭颂》、《陠阁颂》、

《熹平石经》和《宋拓定武兰亭序》、《旧拓瘗鹤铭》、《旧拓岳麓山碑》等碑帖。

还有拓片、印谱之类的美术品多种。此外还出版书籍甚多，如黄犁洲的《雷塘

余集》、钱谦益的《投笔记》、吴伟业的《吴梅邨文集》等达数百种。此外还有

孙濌公编的《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而以《美术丛书》一书，堪称巨著，全书



分四集，共一百六十册．为黄宾虹与邓秋枚合编。该书丛集古代美术家著述，

内容分五类，有书画类，雕刻摹印类(附纸、笔、墨、砚文房品)磁铜玉石类，

文艺类(附词、曲、传奇)，杂记类。该书以书画为主，尤以画为最多，因当时

“神州”以印行画册为主的原故。该书最大特点，即亦搜集者多为“行世久远，

旧板散失者；有收藏家仅有传钞，而无刻板者；有前哲脱稿。而未流行者；……

若大部通行之本，概不收入”(详该书《略例》)。而“《神州国光集》、《神州

大观》悉古人之真迹，是书悉古人之精神”(详同上)。可见该书在“神州”出

版物中所占的地位。到现在该书仍不失其为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丛书。

自清代末年至民国初年，是“神州”前半部史的黄金时代。迨至一九一九

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给予“保古派”、“复古派”以沉

重的打击，因“神州”出版物侧重在美术方面，故尚未受到运动的直接冲击。

但美术毕竟是上层建筑之一，不能不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同时，一方面由于

当时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斗争，产生了全盘否定的倾向，另一方面，则由于买办

文人的膜拜西洋“文明”，因此汇成了一股对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的逆流。所有

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神州”的业务发展。后来经历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随着蒋介石的叛变，革命转入低潮，加以连年的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商凋

敝，知识分子则生活极度不安，思想动荡，真是“群相救死之不暇”，谁还有心

情来欣赏这古典艺术品呢?至此，“神州”出版物大量滞销，业务一蹶不振，终

于不得不走“招盘”一途。

以上概述了“神州"前半部史——三十年的经历，及其出版物概况。

接办“神州”前后

我于一九三○年接办神州国光社。其时，我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蒋(光鼎)、

蔡(廷锴)两师已调到北方，参加蒋、冯、阎中原混战，并在济南正式改编为十

九路军。因历史关系，我与该路军仍血肉相连，休戚与共，故始终一致。由于

客观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内部不断发生新的矛盾，而十九路军与蒋介石之间的

矛盾也随着产生加剧。我正于此时接办“神州”，当然与此有密切联系。同时因

我担任广东省政，与各方面的接触较为广泛，且有条件接办像“神州”这样规

模的企业。在接办时虽然由我个人投资，但它始终是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

一部分的。



就我个人来说，一向爱好文学艺术，且喜欢同文人来往(早期所接触者多士

大夫类型的旧式文人)如在粤军时，就经常请“名流学者”到军中讲演。自任南

京总政治部副主任后(吴稚晖为挂名主任)，才开始接触一些具有现代知识的朋

友，其中与何公敢(总政治部宣传处长，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欧阳予倩、王

礼锡(均同在宣传处工作)等人，交谊最深。到后来．从接办“神州”起到福建

人民政府阶段，则以王礼锡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

我在广东时，除聘何公敢为省府顾问外，并聘光升(北洋政府孙洪伊内阁的

秘书长，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当时我的对外文电，大都是他的手笔)、江彤

候(桐城派古文家)、彭一湖等人为顾问，并以黄晦闻为教育厅长。同时还邀请

欧阳予倩回粤，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不久即著成效。接着我又向香港、澳门

侨商募集股款二百万元，筹办民营广东大戏院，预定我任院长。予倩任副院长。

股款已全部入手，地皮亦已划定，正在开工修建中，广东发生了“政变”(即“宁

粤分裂”)，我离职北上前，只得将收到股款退还，宣告停办。一九三二年我第

一次到欧洲，予倩一人陪同前往。他在出国前，曾参加过“神州”的编辑工作，

写有《自我演戏以来》一书，并以戏剧研究社名义编辑《戏剧论文集》多种。

在出国期中，他写有不少游记之类的作品，叙述他同我在海外活动的片断，部

分发表在“神州”的定期刊物中。后来他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

我接办“神州”时，王礼锡向我建议说：“这个书店应当帮助左翼作家(包

括共产党的作家)，为他们提供一个写作的园地。”其时我因不满现状，亟欲另

开政治局面，同时也意识到文化事业对政治的作用，故欣然接受了。其实，我

当时对于左翼作家的政治路线和文艺方针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论战和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清楚，仅对“左翼”的函义有点抽象

的理解罢了。甚至把党内的右派也认为是左翼，故后来“神州”出版物中出现

了不少马列主义的赝品。

当我的朋友黄居素(其时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与黄宾虹协议好要我

接办“神州”时，我一次付出四十万元。黄是最早主张我接办“神州”的人，

但他对书店的出版方向，并不明确，即：还是照旧印行画册为主呢?还是改弦更

张，印行别的读物呢?而印行别的读物又应以什么为中心呢?凡此种种，他没有

考虑。我自己也没有详细计划。其时王礼锡与陆晶清还在日本度蜜月。同年秋，



我到日本旅行，在东京与王晤面，他进一步提出建议，即接办后的“神州”须

要翻译共产主义典籍，印行世界进步文学作品、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大量采用

左翼作家作品，从经济上来支援作家。我完全接受了。

接办“神州”时的两个主要人物

黄居素、王礼锡是我接办“神州"的两个主要人物，他们都同我有相当长的

历史关系，在我以往的政治生活中，和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但他们两人

的政治见解不同，作风迥异。在此我把他们的简历写出来，着重在与我有联系

的方面。

黄居素，广东中山县人。他早年任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秘书，由我的同学

章达介绍与我结识。在我一生经历中，许多问题都与他有联系。我们相互间私

交虽好，但在重要政治问题上，特别是在紧要关头，他往往与我背道而驰，各

行其是。他惯于作幕后策划人，因不是当事人，故其策划多近于下赌注，不计

后果。他同我策划的事，多被我断然拒绝了，但在一些问题上，仍不免受其牵

连。我拒绝过他的策划有：一九二二年陈炯明被孙中山先生免职后，抗不奉命，

竟将军队带走“退保东江”。陈还委派黄居素来我军中游说，携有毫洋两千元(由

造币厂长钟景棠处拨用)，企图收买，要我把军队带着跟陈一起开往东江(时我

任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黄这种策划为我拒绝了。又如一九二七年我任武汉

卫戍司令时，黄又来包围我，并献策要我利用军权，对国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包

括饿顾问在内)实行所谓“兵谏”，也被我断然拒绝了。(事后我到南昌见蒋介

石时，廖夫人亦在座，我谈及此事，蒋亦连说：“不可”。)一九三二年我第一次

游欧时，所遗交通部长职务(实际我已辞职，但未获准)，照例由政务次长陈孚

木代理。黄趁我出国期间，与陈策划，利用职权，在签署马凯电信合同及变卖

招商局产业时，收受重贿，引起轩然大波，给蒋介石后来在政治上攻击我的口

实。黄也曾同我一起作过一些引人触目的事。如一九二四年我由南京重返粤军

时，我们在香港策动陈炯明机关报《新闻报》主编陈秋霖(后来与廖仲恺先生同

时被刺)举行“报变”，即利用原报纸发表“弃陈投孙”社论，取得成功。事后

广东革命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此有很好评价，汪精卫恭维备至地说：“这次‘报

变’获得成功，甚于十万之师。”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龙云在香港发表致

李宗仁、何应钦的电文，是黄执笔的，中有“签一为民族万世开太平之约，以



伪法统获真和平，此所谓化腐朽为神奇，其为大勋，千秋之后，应有定论。”这

是他自以为得意之笔。

我接办“神州”初期，黄任经理，以后连继几任经理，都是他一手安排进

来的。我对“神州”的经济情况，从未过问。事后有种种传说，说黄对“神州”

经济上有问题，我未介意。不过据当时参加工作的人说，“神州”接收时，只有

小型印刷厂一所，以及一些滞销的书画册和珂罗版若干箱，此外并没有什么别

的东西。接办不久，流转资金即感不足，曾由作过云南航空队长继任十九路军

驻京办事处主任刘毅夫，打电报给龙云，由龙资助了五万元。后来又有在十九

路军作过军需的杨建平，在我第一次出国时，假借“神州”需款的名义，向蒋

光鼐骗过一笔钱(时蒋任福建省主席)，至他卷款逃往海外后，我们才发现此事。

最初阶段，“神州”的经营管理，全由黄居素负责，外面很少人知道是我

投资办的。后来因出了大量左倾的社会科学书籍，逐渐引起了一些国民党中央

大员的注意，并加以种种揣测。其中有些人，知道黄是我的朋友，常向我试探。

如胡汉民，林森都对我说过：“居素办神州国光社，是受共产党骗了。”我仅一

笑置之，未予答复。黄对“神州”并没有长远打算，不久他就回广东，当中山

实验县的县长去了。其时，他曾利用职权上的便利，帮助过一些进步人士，如

现任国务院参事的陈公培逃到中山县时，由他掩护了一段时期。

在福建人民政府之前，在政治上他同我已分道扬镳，他还在香港报纸上发

表过文章，以尖刻的语言说我们是“闽”中之“虫”，引起十九路军全体对他的

反感。

王礼锡，江西福安人，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他在其祖父长期教养下，对

古典文学有一定基础，喜作旧体诗，对唐代诗人李义山、李长吉的作品作过一

番研究。他在学生时代编的刊物为《绿波》，以后搞“农民运动”时编的刊物为

《血汗》，他又与段锡朋、刘林模等人合编过《青年呼声》、《新时代》等刊物。

我以前对他的早期活动是不清楚的，现以撰写本文，不能不涉及他的生平。由

于他的思想变化幅度较大，需从他主编“神州”的书刊中，找出他政治倾向的

实质，而对他早期历史的了解，也极为重要。但我手边占有资料不多，仅有他

死前两个月赠我的《缙云山与真如夜话》的五言诗(长达八十韵)，以及我在他

死后数日写的掉念文章《寄托死者一封信》中，曾概述其生平及彼此结交始末，



可作线索，但亦嫌略而不详。

他的诗中开始有：

平生数交游，与子为最奇，

但记一面熟，不亿始何时?

一日我倦觉，遇子沪之湄。

子言我有兵，由赣且趋闽。

何不入我军，我姑东适夷；

不久即归来，与子同心期。

在我的《寄给死者一封信》中有：

“你致力于国民革命工作，荦荦大举者，于江西作学生时代，于南京总政

治部，于平津国民党部，于十一军，于十九路军等处，而当中表现最强的为，

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军队政治运动和党务宣传与组织等工作。”

最近于无意中发现他自己写的《王礼锡自传》，中有许多是我过去所不知道

的，兹摘录数则如下：

一九二三年以后，始从事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与毛泽东，陈克文等在武

汉筹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因意见不合而离开武汉。一九二七年特别委员会

成立，我对整个局面失望。以后随十一军人闽，曾回上海办报，曾在南国艺术

学院教书。一九二九年到北平办学校，与学生百余人从事为工人本身利益而组

织的工人运动，北平，平绥，平汉各路，塘山矿、塘沽各工厂的工人自己的工

会先后成立；后以受打击南回。南回后，决心从事理论研究。认为，“没有革命

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为了确立革命的理论起见，在所编的《读书杂志》

中，倡“中国社会史论战”，使一切有党派，无党派的意见，皆得与社会相见，

任读者自由抉择。有对于理论的公开讨论感到不便者，诬我组社会民主党，实

则我还在学习也。

从以上材料看来，王礼锡以往的经历，并非我平素所想像的那样简单。过

去我仅以为他因不满予蒋介石的专横，故脱离国民党，逐渐走向改良主义的道

路。我从不知道，他在国民党改组时，已开始从事所谓“农民运动”，并在大革

命时，还同毛主席一起筹备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近据友人谈，陈克文确有

其人，是广东人，属于汪精卫的改组派。其对汪在武汉政府当权，陈有机会参



加是可能的。而王是怎样参加进去又怎样脱离的呢?至今还弄不清楚。现在要问：

王在当时参加的农民运动，究竟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

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毛主席《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语)事实很明显，他当时的活动，肯定不是第二类便是第

三类。他在此后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发展，当不难在他主编“神州”的书刊中和

他后来的具体活动中得到解答。

以下叙述我同他结交的始末。

一九二七年，我在南京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时，王礼锡在宣传处工作，是由

他的同乡段锡朋(任组织处长)引进来的。开始同我并无接触。后来总政治部结

束，我将到日本时，在上海与他晤谈，乍见之下，便为他的言论丰采倾倒；由

于思想气味相投，大家从此便成莫逆之交。其时，蔡廷锴正率第十师由江西开

入福建，且将在福州恢复十一军，我已拼定回军主持。我曾嘱王先行随军入闽，

俟我短期从日本回来，再作打算。使我印象最深的，那次晤面对他就向我坦率

表示，他已脱离“AB团”(以段锡朋为首的反共小集团)，并同段断绝了一切政

治上的联系，以示同我合作到底的决心。据我所知，他此后确未与段有过什么

联系。他随十一军入闽，曾在军中担任秘书，办理文牍之类的工作，不久便离

开了。

后来，他到过北平，我仅知他与小鹿(陆晶清)结识，并发生了爱情。以后

他又同小鹿到日本去了。在“宁粤分裂”后不久，我到日本游历，在东京同他

晤面，共同商讨了“神州”的计划，并确定了新的出版方针。他立即组织“班

底”，并带着一批人回上海主持“神州”的编务。我回南京后，曾到江西担任“剿

共”军职，到上海时，曾与他密谈过关于十九路军与蔡元培、邓演达策动反蒋

军事政变一事，并要他前去参加，他因舍不得“神州”事业未去。他在《缙云

山与真如夜话》一诗中，有：

京沪偶一来，下问多要议。

竟欲割东江，久贱非所计。

何不遂投笔，一行且作吏。

但我在神州，积习误文字。

物观校丛书，读书编杂志。



雀卵虽纤微，母雀覆以翅。

蛛网涂秽壁，小虫身所寄。

王到“神州”后，即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担负起主编职务，并“招兵买马”，

聚积了他在北平、上海、日本结识的许多朋友，来“神州”担任具体工作，并

罗致了上海各方面文化人士，担任特约编辑。当王礼锡在“神州”的《读书杂

志》提出“中国社会史论战”后，“神州”因此由一个暮气沉沉的古老书店，一

变而为一个声势浩大的新书店，在当时上海出版界中，确算一个创举。王在“神

州”时问，实际并不算长(只有两年多)，但在这一阶段，确是“神州”后半部

史有声色的时代。

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时，王礼锡最为活跃。他受各方面的攻击时，从其所

持观点出发，作过答复，也发过牢骚。当我第一次郅欧洲时，他不久也带着小

鹿到了伦敦。我们一起游历了欧洲各国，并一同参加过一些国际政治活动，他

还参加过国际作家组织的各种集会。我们都受到当时在欧洲酝酿着的“人民阵

线”的思潮影响。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王礼锡回来参加了各种活动，并在我直接负责的文化

委员会任秘书长。他工作积极，对我的帮助甚多。不久失败后，他再度游欧，

长期居住伦敦，除了写作之外(靠卖文为生)，并积极参加国际反侵略运动。一

九三五年我第二次游欧时，他已在国际文坛上显露头角，“雪莱王”(译音，他

的笔名)的声名，响亮一时。他当时所交游者，大多为第一流作家，以及各国在

野党的政治活动家。他曾同我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参加“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

我被推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团员有王礼锡、陶行知、钱俊瑞、胡秋原、陆璀(女)

等九人。接着他又同我一起访问莫斯科。此后他又参加过日瓦召开的“国际农

民和平大会”，以及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特别大会”。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国外做了许多抗日宣传工作，于一九三九年回国。他

到重庆后不久，即接受了国民党党政委员会的委托，到华北战区作战地文化工

作。行前“抗敌文艺协会”(为党领下的进步组织)派了十五个青年随他到前线

搜集抗敌文艺材料，他接受了，并把自己一次领到半年的差旅费平均分给大家

使用，组成“作家战地访问团”，轻装出发。他行前曾访问我并作诗话别，还留

下他伦敦写的手稿《去国吟》交我保存。他在渡黄河时，在其致薛农山的信中



有：“我毋渡河，我竟渡河，渡河不死，将奈我何?!”此岂非预示着他的死之将

至吗?他在越太行山途中，便患了重病，不得已折返洛阳，病死在旅舍。其时驻

防洛阳的卫立煌将军，与王素昧平生，因尊重其人，慨然出资将其遗体安葬于

历史上有名的“北邙山”之麓，与东面唐代伟大诗人自居易墓遥相对峙。卫知

王与我的交谊，故于葬后即以电报告我。解放后，卫初到北京时，彼此相见即

谈此事。一九五九年，我到洛阳参观时，曾抽暇往吊其墓，虽墓木已拱，但碑

碣犹存。

“神州”出版物一斑

“神州”出版物可分为两大类：一为书籍，一为定期刊物。书籍的内容则

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占比重最小。三“神州”的传统出版物，如书画册

与古典文学艺术等书籍，仍保留下来，但印行数量不大，仍由黄宾虹编辑。书

籍方面总的分类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学艺术、历史、哲学、中学教科

书、儿童读物、自然科学、活页文选等。

在社会科学方面，有关共产主义经典著作者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列宁的《唯物论与经

验批判论》(傅东华译)。还有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汪馥泉译)、《唯

物史观》(梅龚彬、徐翔合译)。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主义》(杜畏之译)。

德波林的《斯宾洛莎与唯物丰义》(杨东莼译)波卡洛夫的《唯物史观的世界史》

(方天白译)。河上肇的《通俗剩余价值论》。石川准十郎的《瓷本论概要》(钟

鼓熙译)。高昌素之的《资本论大纲》(施复亮译)等等。此外还有黑格尔的《历

史暂学纲要》(严灵峰译)、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

南合译)等书籍。

在文艺理论方面，出了大批有美学的书籍，而以《物观美术丛书》集其大

成，中有：《康德、席勒之美学及其批评》(冯雪峰译)、《黑格尔之美学》(胡秋

原译)、《梅林之美学》、《卢那卡尔斯基之美学》(陈望道译)、《普列汉诺夫之美

学》(贺费陀译)。还有《艺术理论丛书》多种，中有《泰纳：艺术哲学》(沈起

予译)、《居友：社会上所见的艺术》(穆木天译)、《格罗达：艺术之起源》、《霍

斯善坦因：造型艺术社会学》(陈望道译)、《别林斯基：文艺论集》、《车尔尼雪

夫斯基：文艺论集》(贺费陀译)、《梅林文艺史沦集》(冯雪峰译)、《梅林：莱



辛传说》(胡秋原译)。还有鲁迅主编的《现代文艺丛书》中有：伊凡诺夫的《铁

甲列车》(侍桁译)、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柔石译)、高尔基的《没

落》(程小航译)，芥川龙之介的《败北》(沈瑞先译)，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

河》(贺费陀译)，等等。

此外，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则有：王易的《国学概论》、修辞学通诠》、《词

曲史》《乐府通沦》，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汪辟疆的《唐人小说》、李华的

《宋人小说》，唐圭璋、朱古微的《宋词三百首笺》，王礼锡的《李长吉传》、陆

晶清的《唐代女诗人》。此外，还有《创作丛刊》，有沈从文、林疑今、王统照、

张申府、张衣萍、庐隐(女)、彭芳草等人的作品多种。并有由王礼锡等人合编

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出了好几十种。还有由神州函授学会主编的《三角丛书》，

是一种通俗读物。神州函授学会是“神州”与青年读者建立联系的组织形式，

曾活跃一时，兹将该会组织名单介绍出来：

会长：王礼锡

教务主任：徐翔

国文科主任：陆晶清

国际经济政治科主任：彭芳草

日文科主任：方天白

文艺科主任：胡秋原

教授：王礼锡、陆晶清、胡秋原、陈望道、谢六逸、陶希圣、蔡若晖、汪

辞疆、宗白华、钱君萄、彭芳草、孙福熙、孙俍工、张资平、张粟原、梅龚彬、

漆琪生、朱雪影、王亚南、庐隐、王易、顾颉刚、胡雪、徐翔、赵达君、陈子

展、林国强、费陀、伍蠡甫、孙寒冰、李长、张衣萍、徐英、方天白、李季、

欧阳予倩

这些人多是“神州”的基本队伍，一部分为特约编辑。

“神州”除了印行上述各方面读物外，还出版了各种定期刊物，其中以《读

书杂志》的分量最大(每期有四十万字以上)，发行时期也较长(从一九三一年六

月至一九三三年九月)，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也最大。这个刊物，在开始一段时问

由王礼锡、陆晶清合编。一九三二年王出国后，改由胡秋原主编。到最末一期(一

九三三年九月)胡曾宣告《读书杂志》脱离“神州”体系，而以“读卖书店”名



义发行，发行人为金襄七，主编仍为胡秋原，经过情形不详。不久即停刊。

这个杂志出版时，编者(王礼锡)在创刊号上写了《给读者的一个告白》，中

有：

我们主观地不标榜一个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资本主义的经

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一般地忠实介绍。革命文学作家的作品和趣味

文学作家的作品，一样登载。我们这里的文字不统一于一个主张之下。我们尽

管有思想的斗争，但编者并不偏袒斗争的那一方面以定取舍。因为我们不是宣

传主张的刊物，而是介绍主张的刊物。我们这里不树立一个目标，而是为读者

提供出已走过、正在走着，或者想走去的许多途径。

《读书杂志》在内容上，开始时分为以下三类：(一)讨论读书门径；(二)

发表读者心得；(三)沟通海内外各方面读者的个人和团体的联络。这个杂志在

出版初期，基本上是按照编者所表示的态度来组织稿件的。创刊号的总目分类

为：读书方法、哲学论文、新心理学、经济学、中国社会性质讨论、国际关系、

书籍批判及介绍，读书回音，等等。在创刊号发表文章的有王礼锡，杨东莼、

胡秋原、张竞生、王亚南、周谷城等人。至四、五期合刊，出了《中国社会史

论战特辑》以后，销路逐月激增，至一九三二年底，订数达到二万册，各地分

销处均感到分配数过少，要求增加。从创刊号起，每期都有再版，这是当时出

版界中少有的现象。

“神州”还以“神州读书会”的名义出版，《读书与出版》该书是以一般中

学生为对象，内容与《读书杂志》相同，只是文字比较通俗，体裁比较精悍而

已。该刊出版后不久即行停刊。抗战时，邹韬奋主编的《读书与出版》，名称形

式相同，但是没有渊源的。此外“神州”还出版有《意识形态月刊》、《微音月

刊》、《文化评论》、《文化杂志》等刊物，大部分都是由胡秋原主编的。另外，“神

州”还代“苏饿评论社”印行过《苏俄评论》，第二期该社编辑部迁到南京后，

便与“神州”无任何关系了。

“中国社会史论战”是《读书杂志》出版期中，最为突出的政治思想论战，

它反映了当时各政治派别与思想界的动态，同时也反映了“神州”本身的倾向，

由此也可以看出它后来必然要走的道路。故此我把“中国社会史论战”作为专

题，着重地把它的重要材料揭示出来，籍作史学家参考之一助。



“中国社会史论战”

“中国社会史论战”是《读书杂志》出版期中规模较大、而又引起各方面

注意的事件。此外也还有其他问题的论战，如在哲学论战中，有胡秋原的《贫

困的哲学》，标榜着对“胡适的方法论的批评”(发表在创刊号上)，以及彭述之

的《评胡适的实验主义与改良主义》，也打着胡适的《中国到那里去?》的旗号。

在文艺论战中有：钱杏邨的《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以及胡秋原

的关于《文艺自由的反动性》文章多篇。

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中，已有“中国社会性质之讨论”一项，其中有朱

其华，陶希圣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来往信函，已预示着“中国社会

史论战”的前奏，而开第一炮的则是朱伯康的《中国社会的分析》一文。这篇

文章的作者，很明显是站在国民党立场的，他在该文的结论中有：“对革命责任

是谁来领导呢?不消说是有革命责任的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特辑》

出版以前，王礼锡以编者名义发出声明说，这个特辑“可以说是一个挑战的专

号，对各方面的文章都有，而挑战的对象有下列人物：顾孟余、陶希圣、梅思

平、陈独秀、郭沫若”。

后来，上列诸人除陶希圣外，均未参加论战。编者为什么要指名向他们几

人挑战呢?现在看来，可能他认为这几人是左、中、右各派的理沦权威，并且是

有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性人物。同时，向权威挑战，可以提高杂志本身身价，

这是当时出版界常有的做法。编者在创刊时曾强调说：“我们办的刊物，不是一

个思想所占领的，也不拒绝哪个思想，我们要打破文化界“帮口”的独占，要

反抗文学的任何倾向，任何派别以及一切无“帮口”的个人，我们这里把仅有

的篇幅献给他们。读者你们要选择哪个思想呢?要他迫着你走哪一条路呢?如你

们不要自己选择，如你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思想的正面与反面，这个杂志对你们

是无益的。”这是编者一开始就提出挑战对象的思想基础。显然王礼锡当时是想

通过论战，在不同的主张中建立自己的主张。

编者在预告中提出的问题有：

一、中国封建社会是不是在春秋时已经崩溃?

二、士大夫阶级是不是应当重视?

三、殷周时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



四、现在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

编者提出问题以后还说：“至于结论如何，我们暂且不管，我们要的是打

出来的结沦，我们不要主观的图谱式的结论。我们希望着更广大的研究者普遍

地研究，参加这个论战。”

“中国社会史论战”一共经过了两年，先后出了四辑，每一辑都有王礼锡

写的文章。尽管他标榜着“不偏不倚”的口号，但他的政治倾向和思想感情，

仍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兹摘录他在第一辑中写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的

数则，来说明问题。

“中国经济问题，现在已经逼着任何阶级学者给予答复，任何阶级学者为

着要确定他们自己阶级的前途或者为之辨护，也非解答这个问题不可。……所

争论的主要是如下几个问题：

一、中国现在社会究竟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二、经过一九二七年的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究竟是资本主义革命，还是无

产阶级革命?”

“中国国民党对于这小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辩。在《前进》与《新生命》上，

得早就发表过陶希圣、梅思平诸人的意见。

一九月三日《申报》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专篇的评论，……其实这表现于

问题的严重化与普遍化，使布尔乔亚代表的报纸，也感到问题的重要，它并且

向“中国经济学社”提出下面六个问题：

一、世界资本主义之现状及其前途

二、资本主义之整个性

三、中国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之地位及其关系。

四、中国经济的变迁与现状。

五、中国经济之特质

六，“中国往何处去”

“为什么要理解中国经济的特质呢?要找出中国社会的前途，就是这个问题

的解答。我们可以在中国社会的前途的总问题中，随便检出几个问题来考察：

一、中国革命的高潮是否到来?

二、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本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三、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否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

要解答第一个问题，就得了解革命的条件是否具备?

要解答笫二个问题，就得了解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抑是资本主义社会?

要解答第三个问题，就得了解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生的作用，与封建社会是

不是存在?……

于是中国社会史问题，遂逼着各党派的学者为着它们以斗争的姿态在思想

战场上出现。”

当时，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公开的托洛茨基分子参加“中国社会史论

战”外，还有隐蔽托派身分的人，如署名“任曙”其人也参加论战。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特辑》前后四期中，除了王礼锡、胡秋原、朱伯康、

王亚南、周谷城等人外，则以陶希圣和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

写的文章最多。这些人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如陶希圣代表的改组派，在汪

精卫未同蒋介石正式合流以前，它是以改良主义的面貌出现的。毛主席在《中

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说过：“同时资产阶级在同汪精卫、陈

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这种运动

的发展是新的事实。”这个派别在当时还是蒋介石政权的在野反对派，他们也采

用了一些“左”的名词和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用来装点门面，欺骗群众。而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都是从共产党蜕变出来的，本是

无产阶级的叛徒，但仍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故在争论中，谁都自认为是以唯

物辩证法为武器的，正如王礼锡所说：“虽然现在站在各方面的观点，也就是阶

级的观点，来讨论中国社会形式的历史发展的问题，谁都是自以为所用的武器

是唯物的辩证法，这仅仅是在认识唯物论辩证法的价值上已经较从前的争论—

—像人生观论战——公然以玄学的唯心方法来标榜时进了一步，但并不是谁都

把握了唯物辩证法。”他这一论断，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总之，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在当时的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向题，不

仅各政治派别之间存在有显著的分歧，就是同一派别的每一个人也有不同的看

法，在右倾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派内部也各持所见，互有争论，大家都试图以

唯物辩证法来击败论敌。这一事实表明了，当时政局的动荡不安，人们思想的

浮动，但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知识界中已被公认为是一个科学的真理。



除了极端反动的顽固派外，还没有人敢公然触其锋芒。这是时代的大进步。至

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并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结合起来，指导革命斗争，王礼锡在当时是无法理解的。因为这里还存在有极

其重要的政治立场问题，及认识上的问题。

“神州”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关系

福建人民政府的产生，是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继续，但它却以那种形式出

现，不能不谈到“神州”与它的关系。在此我先谈点与此有关的经历片断。

十九路军由江西开到京沪担任卫戌，原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形成的客观条件

所促成的，军队开到京沪后，分散驻在铁路沿线，摆成一字长蛇阵，处处都受

着蒋介石预先布置在铁路两侧重兵的威胁，处境是极为困难的。记得当时我到

上海，在蒋光鼐家与蒋、蔡等会商，大家共同决定，抽调一部分官兵，组织抗

日义勇军，请求政府准予北上援马(占山)，由蔡廷锴发出通电，电文是王礼锡

起草的。自“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十九路军受到了全国各界的同情和支

持，虽然改变了原来的局面，但由此益加受到蒋的嫉恨，简直成了他的眼中钉。

自“停战协定”签字后，蒋想尽种种办法，要把十九路军调离京沪。他开始想

把十九路军管辖的三个师，分别调到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名为倚重，实图

瓜分。事为蔡廷锴的坚决反对而作罢，以后才改调到福建。蒋这一着是毒辣的，

他以为十九路军在江西同红军打过死仗，现调它到福建“绥靖”，蒋正好坐山观

虎斗，并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其时，十九路军包有自己的打算，即到福建后，

一方面可以同两广打成一片，争取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反蒋；一

方面也可以创造条件，争取同红军合作，共同抗日。同年四月中华工农政府发

表的《对日战争宣言》，给予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当汪精卫将要到南京去

当行政院长时，我在上海去看他，曾向他吐露过：“蒋介石是靠不住的，他绝不

会相信你。我们必须拆他的台，另开局面。你还是回南方去与胡展堂先生合作

为好。”他听了我的话以后，仅虚与委蛇地应付一番，没有恳切表示。事后知道，

他到南京后，立将我的话向蒋密告。使蒋得以从容布置，对那些曾与我有联系

的人，施加恫吓。我在出国前，曾与欧阳予倩约定结伴同行，有一天我到予倩

家访向，知道他的邻居就是他的姐夫唐有壬，唐正是汪的心腹。我与予倩谈话

时，偶尔涉及唐的为人，他正色地说：“唐有壬这种人同汪精卫一样，到了紧急



关头，不仅可以出卖朋友，而且可以出卖国家民族。”他那种正义凛然，大义灭

亲的精神，使我深深感动，从此使我对他更加敬重。

“神州”印行的大量书刊，对于我们一向读线装书的人，特别感到新鲜，

并且开拓了眼界，使我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由于自己政治立场

的限制，当然钻不进去，只在皮面上摸一摸，当然不可能掌握这无产阶级的武

器。加以当时正是共产国际第二次大论战时期，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潮也在

中国泛滥起来。我们不仅不能鉴别香花毒草，由于阶级本能的反射作用，反而

对那些马克思主义赝品也加以赞赏。《读书杂志》发起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一方面反映了庞杂的时代思潮的动荡，一方面也触及到人们最关心的中国社会

问题的焦点，故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注意，同时也形成了我们对于中国前途的

自以为是的一套看法。一九三二年秋，我与予倩同游欧洲时，曾于印度洋舟次

为《十九路军淞沪血战史》写过一篇序言，其中要点如下；

一、我们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无论从半殖民地把民族资本解放出来，

或者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都必须反对帝国主义。

二、我们认为三民主义不是以它的静止的内容来领导革命，而是以它的逐

渐前进来适应革命的需要。

三、我们认为必须在民族利益上谋统一，即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

四、我们认为在经济上要有统一的组织，要以国家的统制，有计划的来发

展社会化生产，并实现“耕者有其田”。

五、我们认为反对帝国主义需要民众起来，组织民众，武装民众，这样可

以使军阀战争不可能延续，并且保障民众的反帝政权。

总之，我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最凶残的相貌暴露以后，应当以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斗争作为目前唯一的任务，组织并武装反帝民众作为斗争的主体，以统

一的政权，统制的经济作为斗争的准备和手段。

由此可见，我们当时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是鲜明韵，抗日是坚决的，对于

反对封建主义，仅重新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以后十九路军在闽西搞过

一些计口授田的工作，都是改良主义的一套作法，与共产党在苏区进行的土地

改革不同)。



“神州”从黑暗走到黎明

“神州”在盛极时，总发行极设在上海书店中心区的河南路，印刷所在新

闸路福康里，编辑部设在法租界亚尔培路，并在河南路设有存书栈房一所。设

在外地的分发行所有：北平分发行所(设宣内大街)，广州分发行所(设财厅前)，

南京分发行所(设花牌楼)，济南分发行所(设商埠纬二路)等。

自一九三二年冬，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前，“神州”大部分编辑人员和一部

分特约编辑，均先后相率入闽，定期刊物亦宣告停刊，仅留少数人员维持现状。

不久，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外地分发行所即被蒋介石查封，存书被焚，从业人

员纷纷作鸟兽散。总发行所因在上海租界，尚得保存下来，但结果仍与艺华电

影厂、良友图书公司一起被蓝衣社暴徒捣毁，损失甚巨。“神州”从此进入了一

个非常艰苦的时代。

从一九三四年起，“神州”留下来的人员，因政治上无保障，经济上也极

度困难，故又继续遣散一批。由于经济力的支绌，编辑力量大部丧失，已无力

量出版新书，只有廉价销售原来“神州”留下的书画册，维持职工的生活费。

后来经理程葆元，把整个业务委托李朴生经营，自己去另寻出路。由于李亦不

善经营，不久又闹亏空，接着也辞职走了。一九三五年由方天白继任经理，在

方任职期中，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日亟，蒋介石政权的魔掌已伸入上海租界，书

刊印行已受更大的限制。“神州”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出版了一部由程演生、李

季、王独清等人合编的《中国内乱外祸丛书》，全书达四十册，共三百种，中有：

《大金吊伐录》、《邂戌夜话》、《南渡录》、《甲申传信录》、《弘光实录》、《客滇

述》、《扬州十日记》、《东南记事》、《倭寇事变》、《东林始末》、《三湘从事录》

等编。

李季在《倭寇事变》的序文中，曾引证秦桧的“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

北自北”一语来揭露当时胡适首倡的划北乎为不驻兵的“文化城”，说：“就是

等于说“关外自关外，关内自关内，而冠以荒唐的文化城为缓冲，是祖述秦桧。”

不难看出“神州”当时出版这部书的用意所在。

这时“神州”的印刷所已出卖了。上述所出丛书虽有销路，但总的营业状

况，仍极萧条。至抗战前夕，“神州”已进入到半生半死的瘫痪状态。

一九三八年，方天白以武汉已成为抗日的中心，故到汉口成立办事处，准



备出版新书。他将上海业务交俞巴林负责主持。但以战局急转直下，武汉旋即

失陷，沪汉之间的联系，又行中断。俞巴林为了维持自己和其他职工生活，只

有利用堆存旧书的仓库，办小学来维持残局。

一九三九年六月，俞巴林与方天白取得联系后，又在韶关复业，继续出版

新书。时以“神州”已无社会地位，故以“新文化出版社”、“言行出版社”名

义出版。后因遭受敌机轰炸，机关市民纷纷疏散，无法经营，中断了一年，没

有营业。

一九四○年俞巴林回上海后，又开始编辑新书，出有马克·吐温的《乞丐

皇帝》(俞荻译)、狄更斯的《双城集》(许天虹译)、阿·托尔斯泰的《面包》(俞

荻译)等书。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上海租界时，“神州”又遭到一次洗

劫。从此在经济上、业务上完全陷入绝境。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神州”始恢复营业，并逐步得到好转。次年，我

由重庆回上海时，发现“神州”仍在继续营业，并出版一些新书，如林英的《红

色延安》、史沫特莱构《在游击战中》、聂绀弩的《未来的春》等等，还再版了

一些早期印行的世界名著。其时，我对俞巴林并不认识，即派人前去了解。知

俞确为方天白委托的人(俞原在“神州”任校对。)俞在相当长的艰苦岁月里，

把这个累经破坏的“烂摊子”保存下来，已属难能可贵。并查核前所出版书籍，

并没有“落水”文人的作品，也没有不健康的黄色的东西，在那邪恶的世界中，

尤为难得。从现在看来，当时的出版物还不能尽满人意，但俞本人主观上总还

是向进步方面发展的。故我了解情况之后，仍继续交他经营，并正式委托他任

经理，我从各方面给予支持。

上海解放前夕，“神州”利用种种条件，公开印行一些国民党政权可能允

许出版的新书，并秘密印出大批在解放区流行的革命文献，准备迎接解放。由

于时间仓卒，在紧急情况下排印，不免有错字、落字发生。解放后发现，即停

止发行。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神州”开始了新的前景。我来北京参加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时，俞巴林不久来京，因老友翦伯赞先生的关

怀，“神州”与“中国史学会”签订合同，印行他们所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

丛刊》。同时还得到中央财政部长簿一波同志的大力支持，给“神州”在上海人



民银行长期贷用流动资金的最惠条件，使它能够顺利完成出版任务。

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四年陆续出版的有：《义和团》一部(全四册)、《太

平天国》一部(全八册)、《回民起义》一部(全四册)、《捻军》一部(全四册)、《戊

戍政变》一部(全四册)。此外还有：《中朝关系一百年史》(一册，陈述编)、《太

平天国史资料译丛》(一册，王崇武编)、《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一册、魏子

初编)。

一九五三年我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号召，主动请求华东、

上海党政领导，提前对“神州”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工作，

于一九五四年得到批准，把“神州”并入公私合营的上海新知识出版社(现该社

又并入上海市人民教育出版社)。由“神州”保存下来的号称“传家宝”的珂罗

版书画册十八箱，我已全部捐献国家，交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收存。

从此“神州”走完了它自己的历史道路，汇入到人民文化事业的大海，得

到了“善终”，结束了它的五十四年的历史。

注：本文原载于《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十七辑》编者对文中个别字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