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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书和报刊在社会生活中必须担负传播真理, 宣扬善良的职责, 发挥教育和团结人民的作用。天

才是可以培养的,作家的视野必须扩大, 写作技巧靠学习, 靠勤奋练就。要赢得读者,编辑必须真诚地为他们

服务,将刊物办出特色。编辑必须是那种为了社会而不惜付出心血和全部精力的人。建立编辑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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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的伟大作家高尔基的一生, 不仅为苏

联人民写下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

还为创建苏维埃共和国的报刊事业付出了巨大的

劳动和心血。他从事了 30年的编辑工作(从 生

活杂志 算起) , 亲自创办和主编了许多优秀的、著

名的杂志,如 我们的成就 、苏联建设 、集体农
庄庄员 、在国外 、文学学习 等。还使不止一

百种图书问世, 如 国内战争史 、工厂史 、两个

五年计划 、长篇小说丛书 等等。另外,还通过

写大量的政论文章和书信,表述了他的编辑经验、

见解和理论。笔者拟对高尔基编辑思想中的书刊

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培养天才和尊重读者、赢得

读者及建立严格的编辑制度几个方面作一简要分

析。

报刊、图书在社会生活中具

有重要的作用

高尔基历来重视图书、报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

作用, 他认为图书和报刊在社会生活中就必须担

负传播真理和宣扬善良的职责, 并教育人民对现

实采取积极的生活和工作态度。

19世纪末叶, 俄国报刊界存在没有信仰, 所

载内容粗俗、文理不通、互相诋毁、互相玷污、该受

斥责的现象不予批评斥责等状况。高尔基有针对

地在 萨马拉日报 上发表了 读者与报纸 、论办

报人的职业 、论地方报刊 、艰难时刻的轻松文

笔 、报纸上的!蚊蝇∀和!甲虫∀ 等文, 对俄国报

刊的不良做法进行了猛烈的评击和无情的揭露。

同时旗帜鲜明地指出: !报刊应该 成为鞭挞庸人

良心的鞭子,成为只是传播真理的一台洪钟。∀ [ 1]

( 为真理和善良而斗争的舞台 第 6页)还说: !在
当前,在思想动荡不定的、精神颓丧的、生活能力

衰退的时代,报刊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捍卫一切

纯洁的和正直的事业, 更加强烈地和生动地唤起

社会的良心,支持社会本身对自己的期望和对更

美好未来的信念。∀ [ 1] ( 报纸上的!蚊蝇∀和!甲

虫∀ 第 18页) 1905年高尔基利用报刊的作用将 1

月9日发生的事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呼吁人民

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十月革命胜利后,高尔基在出版界的活动开

展得更加广泛。他将图书、报刊视作阶级的耳目

和喉舌,他说: !在苏联,报刊作为生活的指导力量

之一, 应该成为人民自己的呼声。∀[ 1] ( 致列宁格

勒的女工和农妇 第 78页)又说 真理报 的名字

就是整个苏联报刊的口号[ 1]。( 我们的报刊 第
82页)在他与列宁和其他人的通信中, 或是在他

的政论文章中,都经常提到报刊的重要作用:传播

真理、宣扬正义,宣传共产党、巩固苏维埃政权;培

养党的和非党的干部、建设者、文学家; 团结科学

界、国民经济界、苏联艺术界等各领域的专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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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天才、先进人物等等。他更是身体力行, 实践

着报刊在建设祖国中必须发挥的巨大作用。

1928年 6月,高尔基针对当时苏联广大人民

需要尽快提高科学文化知识水平, 以及当时的许

多建设者由于只埋头于自己的日常工作,视野局

限于本单位,而抱怨!我们白白地劳动, 瞎忙活,看

不到成果∀ [ 1] ( 论我们的成就 第 41页)这样一些

现象,提出创办 我们的成就 这份杂志。
创办这份杂志就是要让刊物!必须在群众的、

党的和非党的工作者面前展示出一幅广阔的、完

整的画面, 以表现苏联全国范围内目前正在进行

着的一切工作, 在科学、技术、农业、发明事业、手

工业等各方面的所有创举、实验、成就和成果∀ [ 1]

( ∃论我们的成就%杂志 第 46页)。因此高尔基

躬行实践, 在主编 我们的成就 的同时还发表了
29篇特写、论文和答读者来信。使成千上万的读

者通过阅读它, 迅速地了解了自己国家政权的目

的和意图,了解了已经取得的成就,增强了主人翁

的意识,产生了更高的建设热情,同时也学习和提

高了文化科学知识,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生活的

建设者。

高尔基认为:要及时地、形象地、令人信服地

向国内和世界反映当时苏联的建设成就;要为蒸

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培养后备军; 为新制度造就战

斗员和建设者队伍。这些重要任务, 只有报刊才

能胜任。所以 1930年他倡议创办了 苏联建设 ,

1934年又指导创办了 集体农庄庄员 , 加上苏联

出版史上颇具影响的 真理报 、农民报 等报刊,

共同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用不同的文体,基本

完成了上述任务。作为建设者还需要有宽阔的视

野,在了解自己的同时, 也了解世界, 特别是欧洲

国家,而现有报刊未能满足这一要求,为了填补空

白,高尔基创办并主编了 在国外 。
在国外 这本杂志从欧美资产者的情趣爱

好、奢侈豪华、家庭生活、儿童状况、娱乐消遣、违

法犯罪等方面进行介绍, 也对工人运动的成就,欧

美工人阶级在文化方面的成长及他们的生活和习

俗进行介绍。杂志还通过揭露!针对苏联的战争

准备∀, !反对了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阴谋计划,

戳穿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 [ 1]
( 高尔基 # # # 新闻

和出版工作者 第 14页)。

书刊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发挥巨大作用, 这一

编辑思想贯穿他整个编辑生涯的始终。在图书的

出版上,他依然重视让图书发挥宣传、教育和团结

读者的作用。他说: !没有书籍, 群众就始终是一

支毫无生气的力量∀ [ 1] ( 致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

表大会 第 157页)。所以 20世纪 30年代他组织

领导出版了 国内战争史 、工厂史 、农村史 等
图书,还策划出版科普读物、伟人传记等等,其目

的就是要让读者既不忘记过去,又能了解现在,还

能认识将来,将思想认识统一在布尔什维克的领

导之下。

天才是可以培养的

高尔基是一位善于深思的报刊、图书编辑,他

从自己的经历中总结出, 不是所有的人 , 生下来

就是天才,天才也是可以培养的。文章家、文学家

没有祖传, 靠的是勤奋修炼, 揣摩领悟和心营意

造,写作技巧也有一定规律可寻。提出办杂志!不
要过分依赖&名人∋ 应该寻找新人, 在初学写作者

中间是有很多有才华的朝气蓬勃的有用之才

的。∀[ 1] ( 致伊(阿(别洛乌索夫 第 13页) 20世纪

20年代的苏联, 真理报 、农民报 、我们的成
就 等报刊的作者,大多来自工厂、农村和各基层

单位。这些作者被称为工人通讯员和农民通讯

员。当时!已有一万二千名农民通讯员。至于工
人通讯员,大概也不少于这个数字。这是一支可

贵的部队,它不仅在数量上不可避免地逐年增长,

而且还一定有几十个几百个青年会从中涌现出

来,进入&广大的文学界∋ 。∀ [ 1]
( 致 O(B(安吉米

罗娃 第 285页)高尔基把这些工农通讯员看成是

苏联!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是他要寻找的!新人∀。

因此, 他密切地注视着这些工农通讯员和初学写

作者的成长和发展, 不遗余力地对他们进行各个

方面的指导、培养和帮助。限于篇幅,笔者撮其扩

大视野和传授写作技巧进行论析。

1 扩大视野,提高认识

1927年下半年至 1928 年上半年, 苏联的一

部分工人通讯员与高尔基通信讨论应着重写什么

# # # 写好的现象,还是写坏的现象;他们同时也在

报刊上公开发表赞成写不良现象, 对不良现象不

能保持沉默等观点的文章。高尔基明确表示自己

的看法:赞成着重写好的方面,原因是他认为当时

苏联所存在的不良现象并没有超过历史上类似的

东西, 而苏联所有良好的东西却是任何国家所从

来未有过的,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对不良现象保持

沉默,报道它们也是必不可少的。

透过这一问题的讨论, 高尔基认识到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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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部分工人通讯员产生了悲观消沉的情绪, 眼

光狭窄的原因。他们只局限于本单位的好事和坏

事,不了解或者忘记了工人阶级 在苏联进行的整

体工作,狭隘地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扫除垃圾的清

洁工。这种眼光的狭小,必然产生偏见、片面、偏

激,这对于通讯员的成长来说极其不利。工人通

讯员通过自己手中的笔, 将生活中的污秽、渣滓和

各种陈腐的旧习惯进行清除, 这一点与清洁工人

的工作在表面上是相似的,可是就实质来说: !工

人通讯员是取得政权的阶级的一员, 这个阶级正

在试图掌管全国的经济生活, 以便建立一个无产

阶级的国家,人人都能自由地为自己而工作的国

家。这种伟大的工作远远超出了他们本国的范

围,因为他们是以解放全世界的劳动人民为己任

的。∀[ 1]
( 再致工人通讯员 第 211页)

高尔基的这一观点, 旨在说明任何一个工人、

农民或其他的工作者, 无论从事的劳动有多么琐

碎和微不足道, 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在建设自己的

国家。通讯员的天地既不是他工作的那个工厂、

农庄或单位,也不光是他所从事的那份工作, 而应

该是整个苏维埃国家, 以及这个国家里已经创造

出来的和正在创造着的一切。如果通讯员能将视

野扩大到超出本国的范畴,那么认识就会上升,对

待一切生活现象就会从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的

立场出发, 对人民的创造劳动和国家的发展、进

步,作出准确和精辟的评价。所以他在 致工人通

讯员 的信中多次强调: !登得越高, 看得越远。∀

!在苏联,人们是朝着&良好∋ 的方向, 踏着他们自

己制作的良好的梯子上进的。&良好∋ 的东西愈是
被突出地强调出来, 鲜明生动地讲述出来, 则&不

好∋ 的东西暴露得愈加清楚, 愈加可耻。∀[ 1] ( 高

尔基 # # # 新闻和出版工作者 第 10页)

2 传授写作技巧

高尔基对工农通讯员、初学写作者说: !如果

你想写得很好,就必须懂得各种技巧。∀在与他们

的交往和通信中,对他们进行了选题、感知、构思、

取材、提炼、语言、修辞乃至文体等方面的指导,这

里只对语言技巧问题进行论析。

文学技巧基于对语言的研究, 只有掌握了丰

富的语言表达手段, 才能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和

全部的思想感情准确地表达出来。高尔基说: !语

言是工具, 对它必须精通, 熟练掌握。∀[ 1] ( 给 )(

N 谢苗诺夫的信 第 274 页)这里的!精通∀和!掌

握∀是指透彻地了解和掌握语言的精神、语言的结

构,并运用自如。他对写作者在语言上的要求是:

简洁、朴实、准确、鲜明。

他认为!简洁的语言中有着最伟大的哲理。

谚语和歌词总是简练的,但其中往往蕴藉着深邃

的智慧和丰富的情感。∀[ 1] ( 致大剧院剧目审查

组 第 283 页) 美就是简洁、清晰、明了, 一般说

来, 很多东西都可以用简洁、明晰的语言来表现,

越简洁越具说服力。

用朴实的语言写作!就象同自己最亲爱的朋

友、最要好的知己促膝谈心一样, 你对他开诚布

公, 他和你心心相印, 话未出口, 就能理解。∀ [ 1]

(同上)语言要有表现力, 离不开朴实和明确,而读

者的接受心理,也常常是越朴实生动,就越容易被

理解。作品是为千百万人写的, 因此语言因该是

准确的、鲜明的。!语言的准确和凝练, 这是首要

条件,只有具备了这一条件, 才能创造出立体的、

近乎人的身体能够感觉到的形象。[ 1] ( 致巴(阿(

巴甫连科 第 334页)作者只有使用了简洁、朴实、

生动的语言后, 文学作品或其他形式的文章才能

表现出既准确清楚, 又能概括丰富的内容,还能展

现深刻的内涵,也即是说, 准确、鲜明就是没有夸

张铺陈,浮词赘语。准确鲜明的语言才能使所写

的人、事、物、景表现得突出、有力和优美。总之一

句话,语言之美,就在于简洁、朴实、准确和鲜明。

高尔基对许多作者存在的语言问题进行了研

究,发现普遍存在着词汇量小、雷同使用同一个词

及过分追求华丽词藻等等问题, 并在通信或文章

中进行分析、指正:

( 1)词汇量小,而且还经常使用一些半文不白

的方言土语。方言土语用在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对

话上,能够表现人物的性格、个性、生活经历、社会

地位等等, 因此无可厚非, 但用于描述则不伦不

类,何况方言也不是人人都懂的,这就说明作者所

掌握的规范化词汇贫乏, 而词汇是写作的材料,不

能掌握一定数量的词汇, 就不能把自己的经历、体

验、感情和思想描绘出来,自然也不可能创造出各

种情景或塑造出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所以积累

词汇做到多多益善, 是每个写作者必须重视的基

本功。同时又要学习语言的简练和准确,摆脱笨

拙、粗俗的方言土语。

( 2)避免在相隔很近的句子中重复使用雷同

的词语。重复使用同一个词,给读者单调乏味的

感觉。克服重复使用雷同的词语不是细微末节,

因为一篇文章或一篇小说就象一部机器,不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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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余的螺丝钉, 更不用说多余的零件了。

( 3)语言上常常装腔作势、矫揉造作、过分追

求华丽的词藻。本来一个意思的表达, 只需十个

词,却偏要堆积三五十个词,这种做法既不简明扼

要,思想也不开阔,语言更是拖沓冗杂, 引不起读

者的阅读兴趣。

( 4)反对大量使用读者不懂的专业术语和外

来词。!要求做到钢铁工人的术语不会使纺织工
人感到难懂,而这二者又都能理解化学技术员的

话,使所有工厂的工人都能被矿工、红军战士、水

手所理解, 使生产的各个部门都能为农庄庄员所

理解。∀ [ 1]
( 关于∃工厂史%的写作 第 332页)

针对上述语言问题, 高尔基多次强调!要多看

点书。应当学习一切, 永远学习。前辈语言大师

的著作要读, 现代作家的作品也要看。老作家中

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布宁、契坷夫,青年作家中

的伏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列昂诺夫, 他们的作品

都会使你在掌握语言知识、写作短篇小说的技巧

方面, 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 [ 1]
( 致费丘辛 第

283- 284页)此外还必须钻研民间创作, 努力接

近人民语言,寻找朴实、简练的表现手法以及三言

两语就创造一个形象的明快力。

尊重读者,赢得读者

尊重读者, 赢得读者是高尔基编辑思想的一

个组成部分。他说苏联读者是!最优秀的鉴赏家,

同时也是我们时代最认真、最严肃的读者。∀ [ 1]

(第 115页)因此图书、报刊必须用尊重的态度对

待读者,他们也理应享受这种尊重。

尊重读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赢得读者, 要让

图书、报刊常年拥有大批的、固定的读者群,高尔

基通过以下编辑活动去实现:

第一,真诚地了解读者的利益,关心他们的诉

怨,对他们的需要给予及时、强有力的援助,这样

才可能换来读者对报刊或图书的热爱和信任。在

高尔基的编辑工作中,一直将为读者的需要、利益

服务放在首要位置, 不断地为读者设计、策划、编

辑出版各种报刊和图书。1918 年书市上没有俄

国作家的作品, 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出版物,又不能

满足城乡读者对于俄国文学作品的迫切需要。为

应读者的需要, 高尔基计划编辑出版俄国经典作

家丛书,同时他又考虑更大部分的普通读者, 不会

去追求全集,于是他帮助读者挑选出经典作家的

最有代表性的、最重要的、最鲜明的作品, 出版一

套全集,一套单行本(即大众版本) ,以飨各类不同

读者群体的需要。并策划为这两套不同版本的图

书, 都写作者传记、附作者像及一两篇评论文章。

在他的编辑出版工作中,这种为读者的需求出版

刊物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二, 突出报刊、图书的特色,用特色吸引读

者。高尔基对 共青团真理报 、农民报 的特色
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和肯定。1932年对 我们的成

就 的编辑出版工作进行总结时,认为在特色上还

做得不够,表现在内容上,就是对苏联的文化和革

命的发展反映得不够, 在形式上就是仅有特写这

种形式。可以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刊

物的特色更鲜明、更突出。在内容上要反映出一

种新型的劳动关系、社会关系;人们文化水平的增

长和提高;干部队伍、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和壮大

等等。还提出要开设一些新的栏目和开辟新的题

材,使特色更加突出。在形式上应该最大限度地

调用所有手段,除了特写, 还要有杂记、人物访问

记、革命前后各种材料的对比,经典作家的语录、

前人文艺作品的摘录、工农回忆录、还应有照片。

高尔基之所以提出这些意见和建议, 其目的

就是要让内容上和形式上的特色相结合,形成 我

们的成就 所独具的风格和魅力。

第三,为读者的服务从每一个细节入手,让读

者感知编者给予他们的尊重与服务。高尔基在知

识社出版 廖斯金的社会理想 、伏尔泰 和 当代

欧洲政治史(政党和政治形式演变 等图书时, 就

通过选用精致的纸张,清晰醒目的铅字印刷,经久

耐用的装订,和在图书中附上精美的插图和作家

画像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却又是不可敷衍的编

辑环节, 展示出编纂者认真、严谨的作风, 使读者

切实感受到他们得到的尊重与服务。

第四,只要是对读者有利的一切建议,高尔基

都会非常愉快地接受, 或者给予热情的支持。

1915年俄国科学家季米亚捷夫建议高尔基从 当

代历史 杂志社工作的科学家中,为 年鉴 组织撰
稿人,高尔基欣然接受,并且立即邀请科学家们为

年鉴 的出版做大量有益的工作。1912 年瓦西

里(伊万诺维奇打算出一本 西伯利亚文集 ,高尔

基立即给予支持并建议编辑由西伯利亚人担任,

尽快着手,将想法付诸实现。

(下转第 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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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错误要及时批评并帮助其改正, 使馆员得以在

人生的最高境界里健康、自由的发展。

图书馆管理者应用易于接受的道理去教育馆

员,用真挚的情感去接近和影响馆员,用实际行为

去感染和鼓励馆员。把!关心人∀和!关心工作∀两

者关系处理好。人和事, 人是第一位的,只有关心

好人, 才能把工作做好。人情入理, 达到情理交

融。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树立自身良好的印象,

成为馆员工作中的参谋, 思想上的向导,学习上的

良师,生活中的益友。

在对待所属职工时, 应该特别注意他们希望

公平、希望平等的这些愿望。图书馆管理者给予

这些要求最大的满足,以保证馆内员工和睦相处,

团结友爱。图书馆领导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

路子、新方法, 增强创新意识和开拓能力, 促进图

书馆人才质量和办馆效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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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严格的编辑制度

高尔基视报刊、图书为苏维埃国家政权动员

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向人民进行教

育,开展劳动竞赛的工具。因此书刊编辑在宣传、

鼓动和组织、引导群众上就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编辑部是需要真挚的、诚实的工作态度的领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主张挑选编辑人员要

仔细,对在编辑工作中的力不从心者, 粗枝大叶、

敷衍塞责等现象给予毫不留情的批评。还明确指

出沽名钓誉的投机商、冒险家及视写作为便宜行

当的人都不能参与编辑工作。他要求编辑部必须

对读者负责。如果哪一位编辑不能按时、按要求

完成编辑部交给的任务,或者在完成任务的过程

中,采取不诚恳, 不严肃的工作态度, 那么他是绝

对不可能完成对读者所承担的义务的。他说编辑

是!为了社会而不惜付出自己满腔心血和全部精

力∀的人。他对编辑个体的要求是:首先知识结构

是多方面的,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这个水准

不仅是指能编辑报刊、图书,还指具有一定的或某

方面的专长及能从事各个方面的社会活动。他认

为编辑应该比撰稿人更高明, 应该眼光敏锐, 熟悉

本行业务,精通政治和文学。

其次对读者的利益不能掉以轻心,要充分注

意和满足他们的需求。

再有编辑的工作态度必须认真仔细, 对原稿

必须认真负责地、细致耐心地进行编辑加工。

对编辑部的要求则是建立个人责任制。这种

个人责任制的提出, 是因为 20世纪 30年代的苏

联的出版机构设有编委会。高尔基认为这些编委

会不仅臃肿,而且无济于事,缺乏社会责任感。他

说这是!有权在红色里占据一个&荣誉地位∋ ,这种

地位是根据&职务∋的高低,功劳的大小而得到的。

这一切都导致了放任自流,无所事事,玩忽职守。∀

他提出: !每个编辑部设立一名责任秘书,由他们

负责主持工作。∀ [ 1] ( 论杂志和文学报纸的编辑

部工作 第 102 页)这种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 正

是为了强化编辑的责任意识, 对编辑的工作进行

更加有效的监管。

结束语

高尔基是编辑的楷模, 他的编辑思想远不止

笔者所论析的这几点, 只是觉得他的经验和理论

并没有完全过时,依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

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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