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散文中的都市印象
杨剑龙

内容提要：老舍在北京、济南、青岛、武汉、重庆等城市都有比较长时
间的生活，在散文中常常叙写这些城市的印象。老舍常常用对比的方式
描述其对于城市的印象，突出城市的特点；常常抓住具有特点的事物展
开描绘，从而展现城市的特点；常常以素朴真挚的语言叙述描绘，从而
见出其真性情。都市成就了老舍，老舍塑造了都市。在老舍的散文中，
录下了不同年代的历史画卷，成为具有历史价值的都市写照。
关键词：老舍 散文 都市 印象
被誉为“市民诗人”的老舍，与城市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他的小说大多以
都市为背景，生动描写下层市民的性格与生活。除了在英国、美国讲学以外，老
舍在北京、济南、青岛、武汉、重庆等城市都有比较长时间的生活，这些城市往
往成为老舍小说中的背景，老舍在散文中常常叙写这些城市的印象。

一
自1924年26岁时赴伦敦讲学，到1949年底回到北京，直至1966年弃世，老
舍在北京度过了43年的时光。老舍曾经说：“不管我在哪里，我还是拿北京作我
的小说的背景，因为我闭上眼想起的北京是要比睁着眼看见的地方更亲切，更真
1

实，更有感情的。这是真话。” 北京不仅成为其小说中的主要背景，也成为其
散文中常常描写的故乡。
1936年老舍在离开北平六年多后，在青岛写下《想北平》一文，抒发对于
故乡的热爱和思念。老舍以爱母亲喻其爱北平，他说：“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
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
2

风景名胜，……” 这种割不断理还乱的思乡之情，通过对于“雨后什刹海的蜻
蜓”、“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等表达了出来。老舍甚至为自己难以描述出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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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的爱而自责，他写道：“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
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
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
3

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就如忠贞于
爱情的处子，老舍感谢北平给予他知识与印象、性格与脾气，因此老舍不能爱其
他城市，而独爱故乡北平。老舍怀念北平“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温和的
香片茶”、“花多菜多果子多”。1945年在《“住”的梦》中，老舍直言不讳地
说：“不过，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
4

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 将北平视为人间天堂，对于北平的食物、
花草、景物如数家珍，真可谓有“谁不说俺家乡好”的自豪。
1951年，老舍发表了《我热爱新北京》《北京的春节》。在《我热爱新北
京》中，老舍说：“我知道北京美丽，我爱她像爱我的母亲。因为我这样爱她，
5

所以才为她的缺点着急，苦闷。” 他揭示过去皇帝、军阀和国民党政府执政时
的贫富悬殊，指出新北京的政府治理北京后的种种举措。老舍深情地写道：“我
6

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北京——她是多么清洁、明亮、美丽！” 在《北京的春
节》中，老舍津津乐道诉说北京春节的过法：熬腊八粥、泡腊八蒜，铺户中的年
货、春联、年画、蜜供，儿童们买杂拌儿、爆竹、玩艺儿，过小年的送灶王、贴
春联、大扫除，除夕赶做年菜、吃团圆饭、祭祖，元旦的拜年，元宵节的灯彩、
踏月、看灯、看焰火。在文末，老舍道出过去与当今过年之不同：“以前，人们
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的过年。”

7

在写于1954年的《北京》中，老舍开篇就说：“我生在北京，热爱北京。现
8

在，我更爱北京了，因为伟大的毛泽东住在这里。” 老舍描述北京的皇宫御苑
的庄严美丽，故宫博物院里的历代珍藏供人民群众参观，颐和园、天坛、社稷坛
加以修葺让人民享受，北京增建了新剧院、新电影院、新的中学小学、新的诊疗
所、新的文化馆等。老舍自豪地说：“这就是我所热爱的北京，也就是一切为了
人民的福利，一切为了和平，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建设着的新中国的首
9

都！” 在写于1959年的《宝地》中，开篇就道：“也许有人以为我之所以热爱
北京，是因为我生在北京。是的，谁能对生身之地毫无感情呢。不过，要以此为
10

我热爱北京的全部原因，也并不正确。” 老舍提到八国联军的入侵、父亲保卫
紫禁城的殉身，下暴雨的时节一家人坐到天明怕屋顶坍塌，院后有一个臭气袭人
11

的大坑。老舍说：“只有人民当了家，到处才都会变成宝地。” 老舍诉说解放
后人们精神的变化，“由囚首丧面改为精神焕发，由一筹莫展改为各尽所能，由
12

一个人养家改为大家劳动” 。老舍真情地说：“我爱北京的新工厂、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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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道路、新公园、新学校、新市场，我更爱北京的新风气，……我不是凭着回忆
而热爱北京，我热爱今天的与明天的北京啊！”

13

著名作家柯灵在其散文《乡土情结》中写道：“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
牵梦萦的土地。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想到它。逢年逢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
想到它。”

14

老舍在散文中对于其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北京作了生动的描述，

在离开北京时老舍对于故乡梦萦魂绕，在建设新北京时老舍对于北京由衷赞叹。
作家的创作与其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如同绍兴之于鲁迅、富阳之于郁达
夫、凤凰之于沈从文，北京成就了老舍的市民文学的创作。

二
1930年7月，老舍应齐鲁大学之邀请，赴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任国学研究所
文学主任兼任文学院教授。老舍曾说：“从民国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
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

15

1934年9月，老舍接受聘请，离开济南到青岛的山

东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授，主讲“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等课程。
1937年抗战爆发后，青岛局势十分紧张，8月13日老舍只身由青岛赴济南，回齐
鲁大学任教，11月中旬济南即将沦陷，老舍毅然离开济南，挤上南去的最后一列
火车经泰州、徐州、郑州抵达武汉。老舍在济南、青岛七年间，创作出了《猫城
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重要作品，成为其一生创作最重要的
时期。
在老舍的散文中，分别描写了对于济南、青岛的印象。《到了济南》描述
老舍初到济南的印象与感受：挤出车站，汗流如浆；佣马车，马瘦车糟，车价奇
高。朋友带马车来接，依然是瘦马糟车。济南的石路“带着慷慨不平的气味”，
16

坐洋车时“一点不松懈，一点不忽略，随高就高，随低就低” 。在《趵突泉的
17

欣赏》中，老舍描绘趵突泉，“设若没有这泉，济南定会丢失了一半的美” 。
“看那三个大泉，一年四季，昼夜不停，老那么翻滚。”“永远那么纯洁，永远
那么活泼，永远那么鲜明，冒，冒，冒，永不疲乏，永不退缩，只是自然有这样
18

的力量！” 在《大明湖之春》中，老舍虽然对于大明湖“既不大，又不明，也
不湖”不满，但是他也指出：“泉，池，河，湖，四者俱备，这才显出济南的特
19

色与可贵。它是北方唯一的‘水城’，这个湖是少不得的。” 老舍还道出大明
湖的蒲菜、茭白、白花藕等出产，老舍认为大明湖秋天最美，“这时候，请到
20

城墙上走走，俯视秋湖，败柳残荷，水平如镜” 。老舍对于济南的秋天情有独
钟，在《一些印象》中，他赞叹道：“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他描绘说：“那
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是终年给你预备着的。可是，加上济南的秋色，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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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中了。” 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是老
舍对于济南之秋的赞美。他描绘济南颜色各异的山、和蓝天一样清凉的水，老舍
以充满诗意的笔触描绘济南秋天的山水。在1938年1月发表的《吊济南》中，老
舍将他居住了四年的济南称作“第二故乡”，“每一角落，似乎都存着一些生命
的痕迹；每一小小的变迁，都引起一些感触；就是一风一雨也仿佛含着无限的情
22

意似的” 。老舍认为：“济南的美丽来自天然，山在城南，湖在城北。湖山而
23

外，还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绕郭。” 老舍却以吊唁的心情批评济南的
灰尘飞扬、污秽杂乱，批评当局不肯将老百姓的钱花在美化城市上。老舍感叹
道：“敌人的炮火是厉害的，敌人的经济侵略是毒辣的，可是我们的捆束百姓的
24

政策就更可怕。济南是久已死去，美丽的湖山只好默然蒙羞了！” 在抗战的背
景中，揭露济南当局在大敌当前的无所作为。
老舍在青岛住了三年，在《青岛与山大》中，老舍赞叹“在这以尘沙为
雾，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青岛是颗绿珠，好似偶然的放在那黄色地图的边
儿上”

25

，他描绘青岛的春、夏、秋、冬，他愤愤不平地说“夏季的青岛是中

外有钱有闲的人们的娱乐场所”

26

。在叙说青岛夏天的热闹和山大暑假的冷清

后，老舍道出在青岛的山大却很少洋味，朴素成了风气。在1936年发表的这篇
文章末尾，老舍义正词严地说：“我们眼前的青山碧海时时对我们说：国破山河
27

在！于此，青岛与山大就有了很大的意义。” 在《青岛与我》叙写头一次在青
岛过夏的见闻与感受：白天海边上见海水浴者，晚上有热闹的跳舞场。老舍不去
赶热闹，想唱戏，被人称“唱得象鸭子叫唤”；想安无线广播机，邻居郑家已
经安好；想打牌，却没有忍力。老舍在文末写道：“爱玩的人来青岛，行。对
28

于我，它是片美丽的沙漠。” 他将青岛看做是美丽的沙漠。在《五月的青岛》
中，老舍描绘青岛五月花儿的争奇夺艳、海的绿意无限。老舍在对于五月青岛
29

之美的描绘中，却仍然愤懑于“谁的钱多谁更威风”的社会风气 。在《有钱最
好》中，老舍说“青岛的青山绿水是给诗人预备的”、“青岛的洋楼汽车是给阔
人预备的”。在讲述了青岛的住、食、穿、玩后，老舍感慨地说：“总起来说，
青岛不是个坏地方，官员们也真卖力气建设。所谓洋罪，是我的毛病，穷。假若
我一旦发了财，我必定很喜欢这里。”

30

老舍在《春风》一文中，将济南与青岛作比较：“济南与青岛是多么不相
同的地方呢！一个设若比作穿肥袖马褂的老先生，那一个便应当是摩登的少女。
31

可是这两处不无相似之点。” 老舍比较济南与青岛的秋天：“济南的秋是在山
上，青岛的是海边。”

32

“济南的秋给我安全之感，青岛的秋引起我甜美的悲
33

哀。我不知应当爱哪个。” 老舍对于济南与青岛两个城市有其独特的感受，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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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是“穿肥袖马褂的老先生”，青岛是“摩登的少女”，形象地勾画出老舍心目
中城市的不同。济南与青岛在老舍的人生历程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著书育人成
为此时期老舍的重要工作，奠定了老舍在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相对稳定的生活
和相对平和的心境，成为老舍在济南与青岛生活的写照，也决定了这个时期老舍
创作丰盛的必然。

三
抗战爆发后，1937年11月，济南即将沦陷，11月15日老舍挤上南去的列车离
开济南，于11月18日抵达汉口，住武昌千家街冯玉祥公馆，参加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3月2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老舍担任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
任，成为“文协”实际上的总负责人。1938年夏武昌屡遭敌机轰炸，“文协”总
会迁往重庆，老舍离开汉口于8月14日抵达重庆。1946年3月4日，老舍在上海坐
美国运输船“史格脱将军号”赴美国讲学。
抗日战争期间，老舍在武汉、重庆全力主持“文协”的工作，为团结文艺界
人士携手抗日，做了诸多工作。在《八方风雨》中，老舍说：“在今天想起来，
汉口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虽然武昌的黄鹤楼是那么奇丑的东西，虽然武
昌也没有多少美丽的地方，可是我到底还没完全忘记了它。在蛇山的梅林外吃
34

茶，在珞珈山下荡船，在华中大学的校园里散步，都使我感到舒适高兴。” 老
舍留恋武昌的老天成酒店、酒店的掌柜与伙计、“驰名的二锅头与碧醇”。老舍
写道：“汉阳虽然又小又脏，却有古迹：归元寺、鹦鹉洲、琴台、鲁肃墓，都在
那里。这些古迹，除了归元寺还整齐，其他的都破烂不堪，使人看了伤心。”

35

老舍在武汉八个月中，他对于武汉的印象与轰炸与防空不可分割。在《我为什么
离开武汉》中，老舍“流亡者除了要跟着国旗走的决定而外，很难再有什么非这
36

样或那样不可的主张” 。“文协”成立后，老舍办理文协的事务，武汉遭过两
次大轰炸，总会迁往重庆遂成决议，老舍离开武汉去重庆。在《轰炸》中，老舍
记载了在武汉亲身遭遇轰炸的遭遇：处处掘建的防空壕并不十分坚固且“杂乱无
章”，敌机被空军击落时民众的欢呼跳跃。国难期间“舞场、剧馆、茶楼、饭铺
37

的热闹奢华” ，难民的源源而来，并不坚固的防空壕“一处埋葬了六十人，另
38

一处闷死二十多” 。
老舍对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特别兴奋，他在《记“文协”成立
大会》中，老舍记载遇到了王平陵、华林、丰子恺、宋云彬、郁达夫、郭沫若、
鹿地亘、邵力子、周恩来、穆木天、冯玉祥等人。在《快活得要飞了》中，他将
汉口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会作为最为重要的日子，见到了诸多文艺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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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仿佛是看着许多的星，哪一颗都在样子上差不多”，老舍认为“把民族复兴
作为共同的意志与信仰，把个人的一切放在团体里去，在全民族抗敌的肉长城
39

前有我们的一座笔阵” 。在《文协七岁》中，老舍回顾当时文协在武汉时的工
作，“那时候，大家初次尝到团结的快乐，自然要各显身手，把精神，时间，与
40

钱力，献出一些给团体” 。在谈到重庆时，老舍说：“赶到文协迁来重庆，大
41

家在精神上还是愉快的，可是工作就赶不上在武汉时节那么多了。” 他解释原
因是山城的交通不便、物价渐渐的高涨。在《五四之夜》中，记叙1939年5月4日
重庆遭到空袭，晚7时解除警报后到处是火光，“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
救火车飞也似的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
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
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火与血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
42

与气度” 。愤怒与自豪、谴责与复仇的情绪，在老舍的行文中激荡。
老舍在抗战期间曾于1939年6月28日起程，参加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慰问团
赴延安等地慰问，12月9日回到重庆。1941年8月26日，老舍受西南联大邀请赴昆
明讲学，11月10日返回重庆。老舍在散文中，对于成都、昆明等城市有所描绘。
在《可爱的成都》中，老舍诉说喜爱成都的理由：“成都有许多与北平相似之
处，稍稍使我减去些乡思”，“我有许多老友在成都”，“我爱成都，因为它
43

有手有口” 。《青蓉略记》里，记叙了在成都看戏看书，“吴先忧先生请我看
44

了川剧，及贾瞎子的竹琴，德娃子的洋琴，这是此次过蓉最快意的事” 。“成
45

都比重庆有趣就在这里——有旧书摊儿可逛。” 在《滇行短记》中，老舍描述
昆明印象：“昆明的街名，多半美雅。”老舍也指出靛花巷的又狭又脏，翠湖的
“颇清秀”

46

47

。老舍羡慕“昆明终年如春” 。

武汉与重庆，是抗战时期抗日的重镇，老舍在这里全心全意投身于抗日工
作，全力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在创作出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的同时，也显示出老舍很强的组织能力与亲和力，老舍成为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勇
于承担奋力抗战的代表。

四
老舍的一生与都市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老舍出生在北京，曾到过的城市有
天津、伦敦、巴黎、新加坡、济南、青岛、武汉、昆明、重庆、上海、西雅图、
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布拉格等等。虽然老舍到过许多城市，但是有
的是参观游览走马观花，在老舍生命历程中，除了北京以外，比较重要的大概是
伦敦、济南、青岛、武汉和重庆了。北京是老舍出生、成长、成人之地，伦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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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涉足小说创作的圣地，济南、青岛是老舍执教大学、创作成熟之地，武汉、
重庆是老舍投身抗日、创作巨制佳构的重镇。
在散文创作中，老舍常常用对比的方式描述其对于城市的印象，突出城市
的特点。在《想北平》中，老舍将北平与欧洲四大历史都城比较：“就伦敦，
巴黎，罗马来说，巴黎更近似北平——虽然‘近似’两字要拉扯得很远——不
过，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寂苦。”老舍认为巴
黎与北平相比较“还太热闹”、“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
48

个边际，使我能摸着” ，在比较中寄托思乡之情。在《八方风雨》中，老舍描
绘对于汉口的印象：“把个小一点的南京，和一个小一点的上海，搬拢在一处，
放在江的两岸，便是武汉。武昌很静，而且容易认识——有那条像城的脊背似的
蛇山，很难迷失了方向。汉口差不多和上海一样的嘈杂混乱，而没有上海的忙中
有静，和上海的那点文化事业与气氛。它纯粹的是个商埠，在北平，济南，青岛
49

住惯了，我连上海都不大喜欢，更不用说汉口了。” 在老舍的感受中，嘈杂混
乱的汉口，还不如上海，更不如北平、济南和青岛了。在老舍的心目中，北平始
终是其理想的居住地，因此他常常以北平作为参照诉说其对于其他城市的印象：
“我很喜爱成都，因为它有许多地方像北平。不过，论天气，论风景，论建筑，
昆明比成都还更好。”

50

老舍诉说他对于成都、昆明的印象，处处以北平为比

照。在《吊济南》中，老舍描绘济南：“讲富丽堂皇，济南远不及北平；讲山海
之胜，也跟不上青岛。可是除了北平青岛，要在华北找个有山有水，交通方便，
既不十分闭塞，而生活程度又不过高的城市，恐怕就得属济南了。况且，它虽是
个大都市，可是还能看到朴素的乡民，一群群的来此卖货或买东西，不像上海与
51

汉口那样完全洋化。” 以北平、青岛、上海、汉口作比照，描述济南城市的特
征。
在散文创作中，老舍常常抓住具有特点的事物展开描绘，从而展现城市的
特点。在《五月的青岛》中，老舍以“因为青岛的节气晚，所以樱花照例是在四
月下旬才能盛开”开篇，抓住青岛的花草、大海、学生、马车等行文，他写“五
月的岛上，到处花香，一清早便听见卖花声”

52

；他写“五月的海就仿佛特别

53

的绿” ，通过花与海的描绘，将五月青岛的美写得美仑美奂。在《一些印象》
中，老舍说“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他描绘济南秋天的山和水：山腰中的松树
是青黑的，山脚的、山顶的树的不同色彩，“不管是泉是河是湖，全是那么清，
全是那么甜”。老舍认为：“济南有秋山，又有秋水，这个秋才算个秋，因为
54

秋神是在济南住家的。” 在《想北平》中，老舍勾勒北平的风景名胜、动中有
静、花多菜多果子多，“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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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 ，老舍将对于北平的思念寄寓在具
象的回忆中。
在散文创作中，老舍常常以素朴真挚的语言叙述描绘，从而见出其真性情。
在《青岛与我》中，老舍叙述其第一次在青岛度夏的感受，在海边见“穿上上不
着天，下不着地的浴衣”的“洋光眼子”，“咱只能穿着夏布大衫，远远的瞧
着”。晚上应该上舞场，“咱又没这个造化”，晚上一过九点就想睡觉，又怕踩
舞伴的脚。想唱戏，又“唱得象鸭子叫唤”，想买播音机，又怕听邻居的播音机
“老牛害病时那样呻吟”，想打牌，“一坐下就八圈，我受不了”，“干脆的说
56

吧，我简直和青岛不发生关系” ，老舍在写其与青岛的关系时，却写出了作为
一个文人的清高与自爱的本性。在《“住”的梦》中，老舍写“我梦想着抗战胜
利后我应去住的地方”：“春天，我将要住在杭州”，西湖有嫩柳与菜花、碧浪
与翠竹；“夏天，我想青城山应当算作最理想的地方”，山中到处是绿，“山
57

中有水，有茶，还有酒”；“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北平之秋便是天堂” ；
“冬天不住成都便住昆明吧”，成都有水仙、腊梅、茶花，“昆明的花也多，而
58

且天气比成都好” 。在“住”的梦境描述中，既表达对于抗战胜利的期盼，也
表现出文人的追求与雅趣。在《有钱最好》中，老舍说：“青岛的青山绿水是给
诗人预备的，我不是诗人。青岛的洋楼汽车是给阔人预备的，我有时候袋里剩三
59

个子儿。享受既然无缘，只好放在一边，单表受罪。” 青岛的房租贵，楼上的
孩子拉椅子、跺楼板，“你只有一条路，搬家”；搬到孩子少大人规矩的地方，
院子里却养着八条狗；搬到没有孩子没有狗的地方，早晚却有人唱京戏，唱得
叫人想自杀。老舍在文末写道：“假若我一旦发了财，我必定很喜欢这里。等着
60

吧，反正咱不能穷一辈子。” 老舍写出了文人经济的拮据，写出在青岛生活的
受罪。老舍在对于不同城市生活的叙写中，常常以素朴真挚的语言展开叙写描
述，不雕琢不夸饰，不故作幽默，不刻意掩饰，却常常见出老舍清贫而清高、率
真而正直的真性情。
都市成就了老舍，老舍塑造了都市。在老舍的散文中，对于北京、济南、青
岛、武汉、重庆等城市，作了生动的描写，录下了不同年代的历史画卷，成为具
有历史价值的都市写照。
注释：
1 5 6
2 3 48 55
4 57 5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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