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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與≪古今≫雑誌
張鐵榮

従一九四二年六月至一九四四年十月，周作人成了く古今＞雑誌的撰柿人。く古今＞雑誌
是抗戦期間南方備組栂的重要文史刊物，江粁衛，陳公博，周佑海，梁鴻志等頭面人物，都是
該刊的長期作者。分析周作人在く古今＞雑誌費稿的来寵妾脈及文章本身，研究周作人輿＜古
今＞雑誌的関係，封於認識抗戦時期的周作人是十分重要的。
一

関放く古今＞雑誌

く古今＞雑誌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創刊，初刊時鳥月刊，自第九期起改鳥半月刊，到一九四
四年十月停刊。這扮在上海編韓的雑誌共出版丁五十七期。
＜古今＞雑誌是以撃術性，資料性病主的刊物，開放其桝刊宗旨，柚的く沓刊詞＞這株
説：
r古今中外，東西南北，形形色色，無奇不有。在餓千年的歴史中，世界上達生了多少
英雄豪傑和名士佳人，菅生了多少東天動地和可歌可誼的事按！過去的都成史料，現在的
有待紀錬，未来的則無社説起。綿之，後之現今，亦措今之蔵乱世軍治桑，令人感慨不
勝而巳。所謂歴史，整個的就是一部人類的千塑苗化和事怒哀柴的結線。我椚−全世界
的人椚−現在都是這個嘩代中某一喜劇或悲劇中的英一主角或配角。説「吾人生不達辰
丁玄乱世」等話，似平太悲観了一些，但如異説「我椚何事而生在這個偉大的時代」等話，
則又未先太英雄気概了喝。
同人等都是些一介宙生之類，一面錐是憂国傷時，可是一面却又是力不従心。説句老
密語，我椚除了一枝筆外簡直別無可以貢戯於国家社食之道。因此，貌椚就集合了少数志
同道合之士，費起試桝這個小小的刊物，想在此出版界萬分抗寂之時，来健一粘我椚所自
認簡能勉烏其難的工作。
我椚這個刊物的宗旨，願名恩義，極鳥明顕。自古至今，不論英雄豪傑也好，名士佳
人也好，甚至販夫走卒也好，祇要其生牛革蹟有罪乎尋常不根平凡之虞，我椚都橿原轟丑
捜旛廠諸於今日及冒後的讃者之前。我椚的日的在乎彰事軋明是非，求眞理。所以，不
掲人物一門而巳，他如天文地軋禽獣草木，金石審査，詩詞歌風隷乳凡是有其特殊的
慣値可以記述軌本刊也搭乗収並善，柴島刊登。線之，本刊長句羅萬乱無所不容的。
我椚願開此小小的園地，以供同好諸公的耕転。」
く古今＞的主絹兼社長是朱横，由於朱摸毎月往来於南京和上海之問，輿荘備上層人物拉
関係，不能憤全副精力従事く古今＞編輯工作，因此自第三期払特稗周黎庵爵許刊専任編軌
朱祇任社長。
朱撲到底是忠横的人乳我椚不能不叙述一下。
朱模於一九〇二年生於江蘇省無錫顧景雲郷全旺鉄，小撃草葉後換了幾個中撃，後致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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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的中圄公事，一九二二年串靠括中圄公串商科。因始任瞄抬商班
E口普踞的柬万雄琵挂，一年
以後又到北京英商要加利姐行辈I匮蘑任醋。一九二四年加λ 圄民辑，此人是锢不安肚做事Z链，

心肆意属。一九二六年回上海，由拾他是串南出身，营上了上海市蛊工商局的合作事辈指事虽。
一九二八年被国民擂中央R束自II牒垂直会抵住欧洲，商查合作理勤。在巴黎韶截了林柏生，由

林介招韶翻了汪精筒。自翠上汪精衙佳，他便感先到了量提有望。不久汪据他舆林拍生等人割
据〈南辈日朝>，一九三0年夏又回汪去北平，任海外部邮寄，同峙蓝舆曹仲嚼合摒〈蔚重量
辑〉。一九三一年汪在匮州主持#常宙嚣，他被任命篇文化事棠蚕虽吉垂直。由肚朱模封出国
一直舆趣iI厚，所以汪精简酣他也小施以稚，一九三四年六月以行政院蛊忖徨奥委虽会尊具的

身份，据他出圄孜祟两年，因爵鼓审理费不克，所以叉拾了他-锢驻丹要使踵租善的瞄菇，可

谓阔髓有加。一九三七年春汪提拔他首中央政治垂直啻土地尊阿蚕虽讲兼上海〈中辈曰辑〉的
主辈。遣一年的秋天"八·一三"事蟹费生。一丸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菌的"醋霄'
最茬，公周分裂租国投降事融，朱横被秘密报往上海，徙事宣傅工作。坦通一两{固月的篝睛，

汪儒方面在上海的第一锢刊物〈暗代文道〉出版。同年八月朱模出任汪偶中央量事蚕虽钟担任
偶中央宣傅部副部景。一九四0年被任命属偶交通部政班次是，髓中央黯部租融部副部景，倡
中国合作串审理事景。朱模本是一锢知耻文人，看他使青年碍代翻来徨击地翻换工作，便可知

道此人正二性情。一九四一年，因偶然原因他的妻子舆是子先徨病死，再加足他出任的偶眼和自

己所想的AA有距醋，所以他高念俱灰，将日彷惶，要失了做任何事的男氯。回拾篝摒〈古今>，
朱模是道撞击白的. ..我因心中真痛，不能自己，连决定盐摒遣一锢小小刊物，想、他强{乍爵精

神的排遣"①。册一锢雄音在在精神上首然可以排遣-下
， i且{象他道攘的人，把摒刊物做昂幌子
以施展查提求~街也言且不定。因篇徙第三期〈古今〉始，他便需束了周嚣庵尊阿鱼置踊辑，而
他自己用来往加上海南京的汪锦上届在罔。一九四二年四月来棋走前梁踊志，挝此便嚣蘸了嚣
的女且，道是他俩交往的固始，此捷粱搏志的文章，日
gl己等在〈古今〉上摆摆费茬，可且朱楼

去梁家"邀稿"之勤白在一九四四年二月-日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四十期上，朱模嚣去了
〈模圄短简>，道是一封致果揭志女克梁立若的情誓，克楠肉麻的丈宇，侨需明是"第一信"
→丸四四年四月一日出版的〈古4
今 ￥半月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量去了文暗道嚣的届

擂〈三十三年三月三曰三峙〉的自黄通2月，群姻介招了朱嚣拮婿的塌面黄况。一锢文史雄琵，
拼自我梧楞. ..我追击黯刊物，向来抱‘宵缺母筐'主善，重捏4嚣'的成f卦，而扭扭以‘盘'烛人。

古今出版肚目前是锢空谷足音的峙代，尤眶里守章志，决不
m就峙俗; i重一黠我自富特别注意，
且期不鱼周先生(佛海-一引者在) z厚望的"②口如今刊物黯到遣回份克上，也真够可以的

了，由此亦可晃抗勒暗期摸奸文化在一旺。朱模之查古巴求凰目的逮到一半且，半年足捷〈古

奇〉也格肚宣告阳同。
〈古今〉的，铿常轨辈人在:

E精髓，周佛海，障公博，驾E博志，周作人，瞿党之，徐一士，徐凌霄，甜刚主，真湖帆，
朱模Z ，真翼公，费仲嚣，趟叔菇，随乃乾，拉在兄，甜舆嚣，周越然，把果庵，文踹道，

洗南番，朱制心，挪秉咽，碍和髓，撞体黠，金雄白，予且，袁珠，南冠，白衙，小鲁，

笠，堪槽，冠，蛛庵，左辈，心民，戴因，理堂，微言，何淑，黄胃，拙蝠，亘量，噩公，
何心，何戳，南山，白水，志雄，薛青，莞公，堪醋，周黎庵，周fJJ酶，器青来，李直伺，
柳雨生，金息侯，汪向荣，何悔唱，院事士，胡言最眉，周靠山，榻阔烈，随旭翰，石阳棚，
罩罢君，趟正平，江亢虎，揭静盒，接希平，周炎虎，院耻民，强景民，李耕青，姜赐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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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昔逞，周事旺，匮凰城，强爱琦等。
踹翻〈古今>，有如下锺黠特撤:

卜)偶政治的文章，宜傅投降主革的所需"和平理勤飞舆汪倡上居人物的活勤及匪史。

如周佛海的〈四游北平雄感>， <质刊t~主行>， <武模追恒鳞爪>， <我的雷同>， <自皮
据>， <扶靠在影棚吉年一一一锢共崖蘸虽的追憧〉。随公博的〈上海的市是>，
<了解>，

〈懦克><我舆共重煎〉等口其中周佛海的〈扶桑在影棚营年一一一锢共崖盟'员的追惬〉舆障
公博的〈我舆共崖擂〉两篇景丈，提供了一些酵属人知的史料，值得重握。但其主旨别是用锢

人遇去的匪史来掩盖理蜜的酿嚣。属了宣停模奸政治，美化模奸:eJ面人物的文章也
tH~，远方
面有:周作人的〈汪精衙先生庚戌蒙黠贾撮序>，周佛海的〈汪精髓先生行贸撮序>，李宜俩
的〈汪精街先生行贾锺序>，左萃的〈言己周佛海先生>，程堂前向梁阔志的
<~a量居罔主人>，
朱模的〈言已(周佛酶，陶希望主持下的〕蔚蓝曹店>，程体黝的〈翻眼公博先生〈我的哥»，
朱捷的《往矣集〉日i罪本序>，周毓英的〈理〈往妄集〉佳感〉等。再有就是盎表汪精筒的
曹文新作，以撞高雄器的身值。其中有汪精衙的〈故人故事>，
<重刊阳山蜡祠阁踊桂序>，
〈言自陶圄荤〉及一些古嚣。

仨)宣揭色情，盘惑青年的摆聊文章。道可以
E且是富暗日治下融偶辑苦、的通病，也是雄持
融睛就洁的手段在一o <古奇〉睡是文史雄茧，但也不能避免口如余牧的〈鼓眉>，命忍的

〈女人蜡>， 51素民的〈截怕太太>，克酷的〈鼓求擂>，盘忍的〈蘸〈睡爱至上»，榻鞠
霄的〈前〈雨性»，周越嚣的〈西洋的性蔷舆臣啻>，予且的〈妻肘子稚>，徐一士的〈默

无舆盖人>，哉因的〈大酒旺舆小眼简>，矗亮的〈捕人生握>，王细的〈雅片埋具考〉等均
属遣一踊文章o <古奇〉雄琵中描述〈孽梅花〉的文章奇多，就是在此娼请来小挠的研究文章
中，也是遇多前及联圄鲍事，去唱出{{£辑庸俗的趣味。

国

傅缸，事是事，草故，秘史之鼎的文章。道主国文章在〈古今〉中#常
Z乡，道也是吉峙

文人逃避理宜的一瞌跚洁白周作人的文章均属此擂。不遇他在此耍了黠小聪明，著文暗有自己

目的，下面一部分我将事阿载道锢罔题。

二回拾周作人蜜素的文章
周作人在〈古今〉雄器上共盎去了十九篇文章，道封肚抗勒峙期他所需的文章束割钟不算

多。但值得注意的是道些文章均比鞍虽，尤其在那幅特殊峙期，道些文章黠据研究他的思想和
文事活勤来挠，不可谓不重要。
昂了盟者研究方便，言青容我把道些文章提暗罔排列如下:

1. <汪精简先生庚成事黠贾盘录序>，第四期，一九四二年六月:
2. <理味集·序>，第五期，一九四二年七月:
3. <言E蔡宇民先生的事>，第六期，一九四二年八月;

4.

<懊靡名>，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六日;

5. <菌喜回想起(→>，第二十七，二十八期合刊，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
6. <菌寄回想言己口>，第二十九期，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
7. <茜害回想起回>，第三十期，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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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菌害回想言己回>，第三十一期，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六曰:

<最理韧的著曹一-菌害田想自捕遣之一>，第三十八期，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
<陶集小白一一曹喜回想起捕迪之二>，第三十九期，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六曰:

11. <甲申慢古>，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曰:

12.
13.

<遇强的故事>，第四十五期，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六日;

<我的辑串(一»，第四十八期，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曰:

14. <我的雄事仨»，第五十期，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15. <我的雄事仨:»，第五十一期，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六曰:
16. <载的雄事回>，第五十二期，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曰:

17.

<文抄序>，第五十四期，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

18.
19.

<我的雄型国>，第五十五期，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六日;

<女人的文章>，第五十七期，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

周作人在〈古今〉雄器上量表文章是徙吹捧汪精衙固始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初，周作人曹作羁汪精睹的圄虽，要加倡"满洲国"十周年的匮典活勤，
讲一同"苟且"了惶惶皇帝搏懂 D 此次活勤桔束桂，

f乍羁代表固的成置，周作人睡汪精街一行

乘肃撞去南京。在南京他也踊周光了一障，每曰出世胎障公博，江亢虎，梁漏志，槽民菌，林
拍生等画面人物的"招宴"之中，他出席汪精简六十肃生曰:要由的第二天，遐尊向被汪精简窜
去垂直日家宴，且可言胃情景青睐。母囊括同年六月出版的〈古今〉第四期上周作人的〈汪精简先
生庚成萤黯贾撮序〉一文曹重才汪精简大加吹捧，甜 f十匮. "中国匪史上此疆志士仁人不步概且，

或挺身犯踵，9.X忍辱鱼重，不惜一身以利来生，属撞撞撞行苦行，千百年捷理其言己撮，插能握
理起懦，况在营世，如汪先生此盘录，自更舍人{I£iE]不置亮。拥汪先生噩噩不止庚戚，员国

P.A佳，

Z京之在南京，c.卵亘在河内，雨遭扭醒，幸而得免，此皆投身简直在虎，所撞不耐生命，且及
睡名，持此以眼庚成 Z役，

益可知其悻大，帮辛爵菩睡行正摆不可也~~®。周作人的此文

f&可

能是在南京祝需晖，送始朱模噩衰的。因篇柬往肚擅事在国的朱模，道攘的模啻不能不摆营;

再提〈古今〉黠琵本身柬看，周的此文排在第四期首篇，但在同期的〈孀辑桂言己〉中竟毫摆提
及，莲在在刊隔章自由例中是 fN乡有的，由此可且文章很可能是眼睁挥道去忽 t 盎隶的。不知羁
何，此文周作人在佳束一直没有收逞他桔靠的曹中去，道可能舆他一置黯吹捧宫僚政窑的自由

主盖精神正相遣也未可知。不遇此峙的知堂老人罹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国的。
周作人在〈古今〉辑器上盖嚣的第二篇文章是〈粟味集·序>，遣霜序言己拾同年三月随

着害的出版篇世人所知了。属什r£遍了四锢月j;).桂叉寄到南方再罩擂毒素-?k帽?翻理此文便
可量理其中的奥妙。周作人前.

II 若言思想，硅信是儒家正宗口昔孔子苗子路:‘知之爵知且，

不知属不知，是如也'。鄙人向来服膺此剖，

j且是拾模以徨最佩服疾虚妄 z 王克，其在别明李

贵，请俞正堕:据二千年中得三人焉。疾虚妄的封面是爱民霄，鄙人黯噩致力胎此，凡有所言
边，必~属自己所深知醒悟者，才散着辈，此立言盖起慎的睦度，自信亦爵儒家所必有者也

E 因

此如虱此文章思想皆是圄粹，g\t云理代化的中国固有精神，黯摆不可飞在遣墓周作人强翻儒

家正宗的中国傅就文化，自自己的文章惶有信 J心，公罔量明自己的文章，思想皆菌粹或云理代
化的中国固有精神。此丈舆同年九月在偶辈北作家回由成立大由上的〈翻翻〉事及十一月嚣的

〈中国的思想罔踵〉等立，在思想内睿上是完全一致的。适可阻挠是周作人鼓吹"儒家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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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髓"的圄始。身属"知曰:慌"的他，不由想不到首暗~脏得琵昏的日本罩罔及其需罔丈人的

反醒，他把道篇序言投寄〈古今〉辑击，再费去一次，其用心是颇值得深思的。我俩在了解了
〈古奇〉雄茸的背景之栓，由此大棋不黠理解吧。果然第二年他遭到了片阿撤兵的攻眶，被斥

篇"反勘老作家"，首然道是佳需了。在〈古奇〉第五期的〈孀羁佳
~a> 中，踊者道操骂道:
"周作人先生的〈嚣昧集>， 1:果由北平新民印害踵印行，属周先生最新的桔巢，其中颇多南中
嚣者所未旦的文章，惜乎南中世有植子可看到。本期所刊的是在害的序文，踊可且周先生近来
的思撞撞度，文睡垣却是值得重担的一篇佳作"。徙遣回颇多贾春之前的〈踊辑佳自〉中，我

仍可以知道周作人的目的是遭到了。
但是周作人似乎置不满足，黯接着吉文佳，在下一期又费去了一篇是文一一〈起事手员先
生的事〉。他借固幢蔡元培掌北大的蔷嚣，又一次强翻自己的儒家思想中心输的主强，他道撞
骂道:
"事先生曹匮任教育部，北京大事，大串院，研究院等事，其事草成就酶撂在人耳自

由，母庸锢嚣，若撮串大锢，堂可以中正一需概左，亦可牺且自唯理主茜。其一，辈革先生

主强思想自由，不可定胎一尊，故在昆元踵止主导孔，其贺他自己#是反封孔子者，若
E命
其思想，倒是真正Z儒家也由其二，主强旱情平等，靡止以外国需带誓，改用圄需固立，

同峙又在英法德假日各文串果， 1;卑 得多了解各国文化。其三，主强男女平等，大串罔肢，

使女生得λ串口以上嚣事，前者所且不同，本亦无脯，以我所里，剧恶舍胎事理，若在理
寺吐舍有所抨格，未克童贾行，此乃是别一罔圈，舆是#盖摆阔者也。事先生的敬育文化
上的施昂ret多以思想主蔷爵本，因此我以属他一生的愤愤亦着重在思想，至少吉按所施昂
更重由事先生的思想，有人酷辑在羁古奇中外撮，或以爵近挫折衷，贾剧黯事解辑兼容韭

包，可知其韭#是儒撒一流，我故以自是真正儒家，其舆人不同者，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欧
串雨，使儒家本有的常需更益增强，恃此以制断事物
I tJ合理黠止，故即可目属唯理主韭
也'二
此噩亦承上丈思想，借惶念蔡元培再次强翻儒家思想
E宗。而此文耀暗事元培主持北大的

三幅恃色的前两黠踊值得注意，那就是"主强思想自由，不可定胎一尊"和"主强草帽平等，

睡止以外圄嚣言辞害"。'在富暗已埋没有思想自由，事橱上没有平等可言，一部分串技改用日本

嚣教辜的北京，他带遣番器是什匮意思呢?抗融暗期的周作人在思想上是充满矛盾的，他睡然
照倒不器地每天"上午+暗就到教育捕、署黯仕"@，克吉值髓，但他本身是一回知强份子，一
坐到害桌上需文章畴，他又成了自由主器者。他道锢人一生的特黠就是耀想揭黠小缸子，制士

性格舆就唱性格相E作用，也就是他自己所挠的"两锢血"的心理特醋。所以，他能黯出上面
那撞里持己冕的文章;他也能在儒教育捕署，肯着一些日本人的面单.
" 日嚣辞典噩查平到贾

睡醒用著的雷囊"@;他也撞撞盟一些地下工作者"".....'!'.。但是，日央的大部是所有道些民嬉捕
懂得了的嘱?不遇，周作人的道理雨田性，罹贾黠我伺桂束的研究者带束了一定的醒度。
B本
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曹理道操器...我弄不清先生(指周作人一一号|者琶)f乍属一锢噩圄者，
寺天仍留在北京舆曰:本方面合作，噩着重要的瞄责是基静何醺思想"®。连替崎调一部遣攘的

人都"弄不清气更何况片罔锺兵呢!
又遍了半年多一黠的碍圈，周作人忽然慢念起他的事生束了。道在周作人的一生中是担全

有的理象。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他需了〈惶踵名〉一立，噩素在同年四月出版的〈古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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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上。值得注意的是，遣一年的二月四日偶辈北政班委虽由政粗，

大年三十他伺共署辞呈;春简目。遇的大年初六上午，周作人便得到了他的辞呈照准的消息，而
别人都是例行公事照常吉宫。周作人富然深受剌激。融倡官塌上的掏心同角固然是原因之一，

但朱挥所甜的"日方反封"也苦不是假话。在重攘的暗候他惺念靡名，固然踊有叙宙之情，但
立外Z意也是踵而易克的。他甜靡名"到了民国二十五六年，不知怎的忽然又盹夫人手日子女打

萤回去，自己一锢人住在班和富的喇瞩躏事。首然大家佳得他大可不必，及至虚潜梧事件噩生，
又til茬慕他，踵然他未必真有先知口靡名括那年的冬天南睛，因篇故拥是挂据在地，不能在大

南阿的老噩噩安居，但在附近一带托脏，所以暗常理可佳此通信，佳来渐渐消息不通，但我相
相信他仍是在哪一{固小村在事醒居，教小学生遗:誓，只是多
4静坐深思'，未必再需小挠了吧"白

在周作人肇下的靡名，虽挂#在遇着睡居的生活，但精神是何等地自由而又命人"普幕"啊!而此
峙的周作人自己呢?他借幢靡名，抒贵了自己酣理贯的暗嘲。此文他不在北京量去，理是寄拾
了南方的〈古今半月刊>，道是他的智慧
D

键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曰:陆-U[到来年一月中旬，周作人在〈古奇半月刊〉上连截了一粗菌
羁〈宙曹回想起〉的文章。道是他在东盟誓消遣暗，嚣的一姐介招或感想之嚣的荤缸，在"小
引"中他道操虱:

"近蝇年来在家乡阔，只翻看菌害，不由捎遣，富在乃是遇耀而已，有如抽艇理的人，
手崛阔空，便似锦聊，但在鄙人剧是只圃遮眼也口茜害固然以锦握害属大宗，外国曹也韭
不是没有，不通以金圆前锢，如何置得起，假如我有置一册
m 1~蘸害的笛，也就可以置一
部藕香军拮束，一堆三十二本，足够好些日子的酣阔了，徙前置的洋苔，原来是出版不久

的新本，安放在架上，有些看遇早已忘了，有些理未捆看，但棉有黠璧晤，不肯贾掉或是
注入，看看一年年的迫击，一算已是二三十年，自然就蟹成了富害，正如人也壁成老人一
操c 道瞌在曹架上放富了的苦，往往上已置来的更啻置得有意思，因属和他有一段匮史，所

以成属多少罔想的资料。但是道也舆蓄的内窑有剧儒，直日军立有一部害看了特别佩服或歌喜，

那腰匪史睡盟，情分也可以fH课，有暗想到也想孰荤言己也强行，以属祀盒，新菌中外都知
一定，今摘棉二三自蕾害，止表示舆新到介招不同云耳。罔想是锢人的事，逼真竟不了有些
主翻舆俑且，不遇有一句器可以虱明，知前如何剧、不想越遇常甜，董假如没有道锢来做进
槽，翻新菌害都要上窜，何况作文翻嚣，更肥大措而特锺，别吾呈敢。日前曹南小文曰
「曹蘑一角J ，已有做起带Z意，而因循不果，今番似是另起幢址，黄剧遣是此意思，故
重徨言古今亦不再在也It。

周作人在此串串明，他的事曹肇言己都是白真嚣，"知前如何耀不想、越遇常帮"。细盟运二十八

剧(包括雨剧捕遣在内〉回想亩，蛊理他能站在害外把死喜嚣话，匮在博引足且拥嚣的事言自舆

黯人的自悟。他野社宙人生的看法瞌峙有流露，但常常穿挥在大量的引文革中，相罪者不是属
上能够髓啻得出来的，道也言午正是周作人的追求也
E且不定，国昂道模也不啻桔他带来什匮麻慎口
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在首要位置上璧去

了周作人的〈甲申憧古〉。文章一国国周作人便就."如今追苦，提夕王军费飞他把明朝的据亡
睛拮羁如下雨黠. "明朝甲申Z 壁至少也吉克始我刑一回大的教司
II 口民不聊生，属盗昂缸，又受

外霄，全髓崩睛，是其一。士人盟落，唯知做宫，知恶不作，民不聊生，是其二。道雨件事断
送了明朝，至今已是三百年，引起理在人的追悼，蘸以瞌耻，末了却缰得罪我例来希望，如巴

周作人舆〈古今〉黯黠

151

古事所挠，以桂再没有道些毛病了飞一九四四年正是中国蛊匮的甲申年，在那但暗候祀念中
国古代的亡国是什睡意思?人伺理此文 Z佳啻崖生怎攘的心情?

u民不聊生气舆"士人堕落"

不也正是首峙北平飞南京的真贯需照匮?人1FJ~菌甲申之"古"是不肯不想到"寺"的。其贯周
作人的道一思想，遭是〈中国的思想罔题〉一文的眼黠，也就是儒家的"仨政"。他可能是封
日本罩国主茜在中国的"喝潭而楠"的据王军暴行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吉阵也正是"反勤老作
家"事件闹得满城凰雨的峙候，他需此文是固始封片罔撤兵灌行全面反酷的一部份。不遇富;又
甜回来，在那由暗{民他器属中国文化"没有被打倒通气鼓吹儒家文化中心髓，理就治者施仁

政等等，也是十足的阿 Q 精楠，富峙己陷 λ耻争泥潭的曰:本罩圄主茜者嘟能聪他的呢?他也带
早就看出遣一黠了，所以他在道段嚣的前面先前.

"十黯年前我南通一篇〈罔声嚣曹前>，其

中有云，我始接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番，他 f旦前强地告前我伺遇去曾如此，理在是如此，

将来也是如此。道舌未竟太酷沉一黠了吧，我原意改遇来附和巴古草的西霜，

it克匮史的用应是

在警告我何不要再如此飞道其置也是一穰燕可奈何的慨敬而已。做篇散文大家的周作人是很

重提使用雷言的，在辑括甲申 Z蟹的雨条教自 liz踵，他离何雨次连捕使用"民不聊生"道锢祠
呢?在文章桔尾雇他遗言且. "输史事亦殊危险飞道些都是踊值得回昧的白
一九四四年三月六日，周作人骂了一篇题羁〈遇掘的故事>，噩量在四月中句的〈古今半

月刊〉上。在文中他重捏了十锺年前的茜事，他扶植一位文串青年研究

R 俗学 ， i井枯此人的

〈大黑掘的故事〉一曹需了序言，不料此人因周作人不附和他的文事揄而上同束阔，打碎了周
家南窗的瑕璃。他痛心地富道. "遣大黑损置在乃是他的串生，我被晓得有黠克枉，睡然引强
λ室自然也是我的责任。去年冬天偶然做了最首打油器，其一云:山居亦自费佳趣，山色茸茫
山月高，掩巷周内知一事，支圃描坐黯提啤"。十敷年前的蕾事，一九四三年冬天作打油器，
-九四四年黠垫窍道篇文章，道些都是属什 .fJ!!呢?原来一九四三年八月片同甜兵在柬京的"第

二届柬 E文串者大审"上，猛烈攻醒他一一道锢中国的"臣勤老作家"。次年耀遇分析，他罪

理出贾他的人 E是他的事生，道命他黯以忍受钟在思想上崖生 t~深的痛苦口人睡在受踊上富的

痛苦 Z峙，辑、是要回憧自己富初之悔的。果然九天在捷，他萤去了黯除站在克的〈破同盟明〉。
他自己辑、括人生理黯峙剖. "假操我恫自己的粗酷，山野的 4且是业不怎匮可怕的。最可惜的或

者是强而自 EZ克人嚣的，有如中山披故事裹的那一重担"⑦口道篇文章较属捆致地皮映出周作人
吉峙痛苦的心境，量才拾了解四十年代初、中期的他是但有需助的。

促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至九月十六日，周作人在〈古今半月刊〉上理献了一粗文章，题羁

〈我的雄事〉口在道二十部共两离乡字的文章中，他把自己葫害的固懂、最期横罩的有舆趣的
罔疆、自己在某一方面的事虽等等，都筒罩地自操了下来。其中有:古文、小吉克、古典文串、

佛耀、外器、外国小盐、神器串、江声凰物舆浮世腊、)I I 柳蓓窜舆滑稽本、克童文粤、俗曲舆
玩具、挪土研究舆民哥、性心理、蔷理斯思想、曹串史妖情史、生物串、文化人撞事等等。他

把道些就稿篇"我的雄罪"。以上撞撞硅贾是用作人的事景，充分反映出他的博串。他在搏击吉

自己的雄串峙，道横骂道:
‘…..棉描起来看遇一温，把我黯置的大榻简略的翻了，理没有什磨自己需贵的地方，
要就句好嚣，只能批八面芋云，国文向遇，常融略具而已。我使古奇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
模最王智，分析起来，大旨如上遇翻遍，在知舆情雨面分别承受西洋舆曰:本的盟主誓爵多，意

的方面剧描是中圄的，不但未受外来感 1t而程生壁勤，遣一宦以此爵摞罩，去酌盘在前旦

国的影誓。遣回我向来稿在曰儒家精神，瞌然似乎有黠髓前，舆漠 P.1.桂尤其是束以佳的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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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黯有不同，但虽得费示中国人所有的以生
Z意志羁根本的那疆人生醒，利用道锢名梧黯
黯不可口我想、神蛊大禹的悻就就提道里量生，横匾方面有墨子舆商辑南路，消撞方面有在
榻一路，孔孟站在中罔，想要遁宜的选行，道平凡而黠贯唱的理想我:'at得很有意思口以前
腥~自酣儒家者即由肚此...，....

..."......我由儒家辑是徙大禹吉普起， IlP 因羁他贺行道盖Z事功化，是黄理儒家理想的人由
近来我曹剖，中国理奇景耍的事有雨件，一是偷理在自然化，二是道盖
Z事功化。前者是

根操理代人嚣的知声在前整中圈固有的思想，佳者是贯醒自己所有的思想迪醒中圄理在的需

要，都是很必要的事。此即是我黯晕
Z蹄拮黠，以前撞撞苟言苦，提前怎腔的宦扭曲茧，正
扭B(g且，由根桔居的意且理只在此，就只是去理得不充足，恐怕费者一暗抓不住要锢，所

以在噩噩萤甜一句。我平常不喜献挂虽了面孔甜苦，遣回虫草端富了雨离乡字，正程也就枯
蝶，仿佛招供似的文章，自己置得不但不涌而且也摆嚣。遣摄一锢思想徨路的简略地圃，
我想只足供措要攻醒我的人，知悉我的撞黠所在，用作逞攻的参考舆草髓，若是野据我的

友人遣大概是没有什擅用庭的。需到道翼，我，包然想到，道篇文章的盟国膳言主题作「愚人
的自自」才好，只可惜前文己捏盎衰，来不及再改正了
"o

他在道m再一次强翻了"f1由理Z 自然化"舆"道蔷之事功化"的翻黠，韭衰示自己有"容楠"
的儒家精神。他甜南道些反映自己思想徨路的介韶文章，吕的是属了提供枯攻醒他的人，嚣他
俩做造攻前的妻孜串恼。道踊带挑黯性的嚣，我想是需结日本的片罔戴兵和吉暗在北京的直是
1~

追随者看的，周作人的意思是:遣些攻醒他的人，在事戴上理速不够寅艳，你伺先~看看逗些
事吧!他的作昂教自币和散文家的恃幢的幽默，就是在道攘的文章中也暗有流露。
道段碍罔周作人理富了一篇〈丈抄序>，号置费在第五十四期的〈古今半月刊〉上。道是腥
士酷道器求属其小品随肇集〈文抄〉所霜的序言，文章一醋噩他就道摆嚣道.
to犀圄二十六年

虚醉楠事件费生，中国文化界型建一国大踵，就我仍所知道的甜束，黄河以及是江南岸的各地
凿暗一切文化活勤全部停止，士事界的烟消火谶似的情形是大家熟知的最好的倒。道是富挠的
E
...."要就班惺也遇是很速飞接着他提出了"回遁可以分作南疆。一是安集峙的国遍，
......一
是噩崽峙的阳通飞蓝巧妙地引用武者小路直露小草〈黎明〉中的言是注.
n道锢年罩克是不是可

i且置若遣幢的噩?可是，不能的嚣，做什擅好昵?像我道棒的人，宣不是除了罩着黠蜜辑臣的
心情来作噩以外没有掘出的匮?"在道篇序言中，周作人的醺革是踵而易冕的，他黯中噩文堪

的噩凰舆自己i()情的灰暗，都在此器m出来了。
周作人在〈古奇半月刊〉量表的最挂一篇文章是〈宜人的文章〉。他寻
i 撞撞典地强言理?曹舆
理，指出文章不间是女人~男人所嚣，只要是H揭了自己所要挠的事情舆意思南嚣主把
λ家的
器理舆~嗣曹捆在-旁，遣操露下来的革西我想黯有可取的怖。"人嚣的盖理翼瞿嚣
H 是什噩?

"人家"是雄?因想凿峙的政陆带费也静静不黯理解吧!
胞之，周作人在〈古今〉辑器上垂器的道些文章，是值得我铜器真地去好好去哲研究的，
特别是在他督黯下野之挂，诅再三强搞"民不聊生飞"属人虽羁天下'二中盟在文住上"没有

被打倒姐飞艳口平提"六蓝蓝眼争":鼓吹儒家思想中心蘸主在文章中完全军萤占霞苦辑室的

框擅挠嚣曹所有遣些都是醒酷号l且我俐的研究者注意的。至盖地在任愚瑕峙的那些部
ff去辜的
各理部嚣，我ire属大部出j些都害之手τ 国辑程题作λsaa中冒在1rH.m程提王军擅某王军军什蟹事器

用作人国〈古今〉辑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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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的自菇。道些言辞嚣稿醒苦和他自己嚣的散文匮别回来，不同自待的。如果不加分析，髓杭地

E克他此峙的散文完全造λ"事衙的衰散期"，恐怕是太失之简罩了。我fa 同意结理群先生的分
析，他击. n重管周作人自身民族意蘸已扭挠化，但作爵中圄如雷辈份子，周作人部又不能不承

受中圄擂深流景的爱国主薯，民族主蔷傅航的强大心理E力。按照遣一傅册，周作人舆散人合
作的匪史只能是屈辱的，不光荣的罪惠的堆阳，周作人在心噩摞屉越是拒艳遣一匮史辞锢，越
是不能摆脱轴所造成的障影……"@道踵屈辱作昂周作人自己，可能感盖得越柬越强烈1 :那面

心理深踵的痛苦，在他此暗期的散文中，不可能没有衰露。提他在〈古今〉上量去的文章中，
我仍能够清楚地看到遣一黠。

-

周作人舆〈古今〉之隔保

国作人舆〈古今〉的回儒是使辈辈〈汪精衙先生庭成票黠贾撮序〉一文固始的，道撞他也
便和〈古今〉社是朱楼有了珊保。〈古奇〉副刊出佳， ~F常注意拉北方作家的稿件，道可能是
羁增强刊物的全国性，-以提高身份。朱模雷在一次茶宙上去示. "目前能做得北方作家的稿件
的假以古今爵最多，如知堂老人，……他仍不但羁古今蛊了带多力，即在文苑中的噩望串力也
都是一暗Z逞，如能言吉他伺‘躬舆其盛'，舆趣就格外要增添不少。而且其中大部分的籍贯原在

南方"@。周作人是蓄峙的散文大家和名囊，<古今〉雄琵吉然要拉他的稿件柬提高刊物的知
名度和撞威性、串惰性;同模也正是因昂〈古奇〉是南方儒粗础的重要刊物，周作人撞桔抽自
稿，露自己寻找靠山和在不自由的璋境中就黠自由嚣的描齿。因篇逼摞可以使他在北方步战麻

蝠，桂来的"皮勤者作家"事件便是在明，如果没有南方倡捏描做靠山，假周作人的性格而瑜，

他是艳不敢把事踵搞大的。当棋他的文章也正是〈古奇〉所求之不得的，正如一篇文章所程:
"到了去年，古奇半月邦又在荣周二公主持之下出版，渐渐看到蜡佳睽遣且久的北方作者文字，

道是古奇值得苦耀的特色Z一。而且，道些作者杏眼的原籍理在南方。其中先桂南下的如知堂
老人，……等，王军撞在京军克南方面，早巴桔~者有很挥的印象，自蘸待mL mi 谓言了"⑩。提

〈古今〉中嚣莹的朱模的文章来看，周作人舆〈古今〉踊者有两年多的通信往来，道些信件大
部分舆周作人的寄幅有膊，可惜的是在〈古今〉上噩王坚强披露的不多，不然我伺可以看得更加
遣散。朱模有一期臼亩，黠用了周作人的部分来信:
十二月十八日

得知堂老人害，中有云: r弟营克杜牧在句:忍遇事堪喜:以羁此公向有事a1i忍暨何

况茸茸?古人云:母我鱼人置事人鱼我。下一句由平能做到，唯上一句扭扭努力。只盘其
在王军，吉在只好不奇耳。贯Z高明~ PJ爵何如? J 句句盘右，堪J;).脏器应在也。老人悟束nl
盖有「忍遇事堪辈j 章一，古色古香，尤酶菌味口
..........""......r ........r -w-....-w-...........................................·..·........··.......晶‘......1=...........

如堂老人士样重望，著作等身?一士先生熟悉革故，南北一人，其文字久爵国内 iii者

所裴仰，年来自肚古奇赞助尤力，公私同感岳不岳舆二先生睡但爵mtfl茧， {旦睡~不菇，峙
P.1敢言克踵， ~蓝盘匪撞，于以盘且北方事者'散厚摆霄Z血，理带雨中嚣噩茵晖置在可比去

®Q
此峙正{直周作人思想的苦国期，所 P.J.{也能{~J:敬的"恶"和中圃古典酷商中的"恶"来略战
精掉寄托 f 道封撞撞击是一锢有力的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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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舆朱模的最佳一封通信是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朱摆在〈小休酵〉中，虱了道封
信的意思。由龄朱撰意志益形消沉，到了就连黯〈古今〉也感娃到配倍的程度，他的朋友阳大
屠黯翼，就〈古今〉如果停蹄，未免太可惜了，希望他不要如此消握。他在介招了道些情况後

需道. "遇有一位是知堂老人，前天来信就古今停刊桂他提此也不想再富文章了，如此志同道
合，真可牺得是古今的生死知己了"@，。就不窍文章了大辄是假霜，但失去了一回事同量去有
刺文章的地万雁是贾情口盘是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周作人愈是要争取一黠小自由，道可能更持

台五四峙期那一代知蘸份子的特色。但周作人属了在目搪峙期的北京争取一黠小自由，他和南
方儒锢酷的回保部盘陷盘、棒了，置不知汪倡政植也是日本军固的倪髓，理巢Z下去有完卵?文
串上的"精"掩盖了他政抬上的"昏"。不遍，周作人到应是周作人，<古今〉雄器出版一周
年、两周年，以及朱模桔据等事情，在〈古今半月刊〉里出理的大量媚俗的文章中，我没有找

到他的名字和文章，他的道植俗中克雅的特散是fN值得研究的。
周作人舆〈古今〉中固保最密切的第二锢人是文献道。文就道在古今社中睡属需忙性置的

小辖针身份，但他的散文嚣得好，在凰格上追求周作人式的情挠，再加Z他和朱模等人回1*不
措，言午~通哥L式的文章都是由他孰辈，因此使他的文章中人刑可以萤理不少史料目在〈古今半
月刊〉第二十七，二十八期合刊舆第二十九期上，速献了文就道霜的〈京海搞一一南北的文人

舆凰土〉一文，作者在文中大献中国理代的京据舆悔抵文人。道篇文章值得注意庭在胎:不前
是在南北作家或南北凰土，都是以周作人的翻黠束前边的，而且提到周作人的地方在丈中到庭
可且，引用的周作人文章也不少。如果甜此文是一篇周作人散文(主要是周作人菌明清章旨己在

盟的散文〉的理苗，可能也不能前太遇。
一九四三年的冬天，丈就道爵出版〈文抄〉一番，枯周作人需信，苦求周输也的喜作序，
不久便收到了周的回信，他摘抄的一部分如下:
「丁茸以桂丈道未知所收内容大m;爵何，如隅来承寄示目撮， (原文可徙略以免寄题

有自昆〉富就所知嚣序或跋寄奉D 昔日曹言骂序跋以不切题爵原剧，恐亦未能出此例外，向
前切琵置属幸oj
遣封信下署"十二月六日夜飞富峙文司在道的喜稿正在舆出版商接沽，属了便抬出曹，想

言青周作人属他需一篇序言，以上便是周作人酣黯序言的看法。因文就道知道富峙北平的新
R曹

酶酣散文等作品的出版踊爵努力，挂有曹文小蘸曹印行，而且比峙周作人的散文也由霞简出版，
周作人遭兼任事丈社的名善社景，既然周己答~需序，就索性提出第二步的要求，向周作人商

器出版的事了。道摆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又收到了周作人的覆信:
「事文黯器只由鄙人摇名，贾瞟橱羁{恶由悻(芸子)尤(炳听〕二君主之，如能踢予

支稿，至感佳惠。寒假中尤君或将南行省辑，顺便至京捏一带接洽 r拉稿J ，届暗如蒙踢
晤哉，尤宰。大靠自日可交此回到行，可以重力。事文世近有事文摧害(害屠一角属第一
册) Z轩配(曹册大小形式一律而己，此外搞什M限制也)，加λ其中最属方更。但如匾

罩行亦可代属交涉出版， 11库 f牛不十分佳，大括帽喜只是十或五册，版税以百之十篇原则，

唯首抬出版峙一耀算情，较别踵军星吉f算者稍昂省事耳。曹名摄定示知，在先属虱定，明
春蕾E口曹醋且安藤民或牌舆尤君同行南下，其峙再吉面一苗，或更{圭也。细细不蛊。十二，
廿五，埋下。J

据文就道前. "道封信的罔圃，抄峙的略去三四十言，其下剧照盘录到店"@口槌道封信中，

我何亦可以看出雷峙北平的偶出版界也是在曰:罩的捏捏之下，道{固"安酶"民便是器明。翌年

周作人舆〈古今〉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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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二日，文又接到周作人的来信就."尊著似可就性赁近似者锯篇一集，另交擎文簸窑付
刑，序文自宫室力，一切辩法可言青就近舆尤君面商……。(大钓十五日罄行)"尤炳听到南方後，

文的警稿业未锅完，一宦拖到三月文献道模把窑稿氟完，芷以郡包寄至苦雨声号，由此可晃他到
周作人的信任程度。後来文又收到周作人的两封信:

「罄者，前寄上维文一册，想己蒙收
λ 矣。大稿已收到静交去，供偷阅拜载一部分，
预偏篇序，而一峙文思枯涩，雄欲做不切题的文章亦彼大菇，容瞥歇簸日，待凑得起若干

字峙，富~P下荤也。三，廿一。」
「草草者，手害言自悉，致尤君信亦即已送交矣。文抄序文早想着篷，而属想来就，未敢

草率徙事，容再援簸日。警局印刷恐不能快，因工人项取半怠工您度。……但尤君能峙加
督促亦不至十分太渥。拙集将予以批辞，甚感荷，以先额篇快。匆匆。四月十三日。」
宦到八月八日周作人糠把序文窍完，道其中簸有日偶峙期"工人项取半怠工悠度"，印刷

甚慢，周作人不用着急之税;但数月来周作人醒醺序文，在文中巧妙地表逮了自己的意思，也
占去了不少峙罔，真可言胃用心臭苦。由始此序文在本文第二部分中已有尊阿分析，道襄容徒赂。

徒全部〈古今〉雄瑟瑟真看来，<古今〉到周作人的重棍程度可菊超高规格的，也言午他俩
韶、篇道是"阔委北方"⑩的最大成籁吧。周作人商行遇後，<古今半月刊〉连载了东己果庵嚣的

〈知堂先生南来印象追记>， <知堂老人南避言己事爵〉等文。一九四三年四月出版的一册〈古
今半月刊〉中，就有南冠骂的〈慧<蔡堂需鲸»，和陶亢德霜的〈知堂舆鼎堂〉等三篇文章，
首然道前後也逮隆旗号查表遇一些言平输文章。〈古今〉③第五期遐在封二上号查表了周作人南避的

三强活勤照片和一幅墨胁，题篇〈周作人先生南游圃韬〉。周作人是难汪精街，周佛海之後，
能在〈古今〉上享此"殊荣"的第一人，因篇〈古今〉本来蜜素的普法原稿就少，照片就更少，
可晃封周作人的重视程度袍弃一般。
再有就是，封周作人文章的重棍程度也是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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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下的一段话:

~十

"酶末向有一好消息幸在告，即下期本刊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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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射运擦一锢朦告，孀者邃耽心有人

，晴、

!四、

>"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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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F
黛然巴特
廊

版出带掘，术刊生之 靡

来不同的。如先接表预告，文章 fU 戴後遐要在

下?

F 健

'‘

渴望已久，藐前斤密切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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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期便在首真上§查表了周作人的〈慑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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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在道期的〈踊辑桂言己〉上，踊者一罔贾便骂了道模一段韶:
『周作人先生的文章，不亘古去南中刊物者，已匮有年所，此次慨尤爵古今撰文，全出
先生亘古章，相弃其他可比，葫者只要一看本期的擅自，便知如宫年老霄贴定罩山，诀不是
汪汪iZ.1'乍也。此文窜去日，Jlj爵先生黯桂再度南游，事前踊者曹菌构来捏一游，未蒙尤菇，

而幅者又偶摆小恙，未能去京拜嚣，殊爵框醋。乃的去蘸鱼招待
Z黄者把果庵先生撰昂南
游 ~n 象追自由遁南冠先生有『噩噩堂噩蘸』存稿，又得陶亢德先生自先生舆郭t*若之士，
四篇拚在一起，黯成先生的特辑。果庵曹{寺先生带席，南冠又私淑先生，亢德肚孰荤峙瞌
向未舆先生嚣面，但阁保Z深，十年如一日，适量居篇文章，营然都不由盖到那离去了的。』
真可商量商若菇，可以想像富暗始敞倡锥琵富稿的有名作家寥事辑菇，他
11'在丈粤方面只
有靠拉周作人束装蹄同面口周作人的文章踵然需得不慢，但必竟是一人两手，来得也不容易，

所以就m得十足"珍置"了。此桂噩嚣的〈我的雄事〉也是同撮，撒次在〈踊髓徨言己〉中提及，

因篇篇幅的阳f系，我就不在此再睡例了。
周作人舆〈古今〉雄茸的阔儒，是研究抗黠峙期周作人文事活勤的一锢重要方面。徙他量

表的文章中，我恫可以看到他的堕落舆昏脯，苦罔舆i.&'恼，悔感舆愤激，锢性舆聪敏，空虚舆
懊蔷……。周作人在〈古今〉雄茸晋亲的文章，舆他同畸期程衰的其他文章比较起来看，我以
属是很有代表性的，也可以前是抗勒晤期周作人士串活勤的一锢铺盖草。透遇遣些文章的研究，

我何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他的思想感情，精神世界和事情追求。通通周作人舆〈古今〉雄茸的研

究，也带能够使我恫找到一把蜡匙，以便打罔周作人噩瑰谭庭那眉沉重的大同，逢到葫一斑而
知全抽的作用。道封胎韶真靡睛地展国抗勒暗期的用作人研究，知疑是必要的。
在帮

①朱模:<古奇一年>，且〈古今半月刊>(周年祀盒特大就)，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
@朱模:<漫截古今>，且〈古奇月刊〉第二期，一九四二年四月。

@ 周作人:<汪精简先生庚戌毒草黯贾撮序>，且〈古今月刊〉第四期，一九四二年六月。
@且〈辈北政哥垂直会各楠、署督掘罪描>， <新民幸自〉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

⑤加藤牌之;<做爵督摒的周先生>，且方革己生踊〈周作人先生的事>，光凰蝠，一九四四年九月
十八日。

@谷崎调一郎=<吊静舆幽回>，克方扭生嗣〈周作人先生的事>，光凰晤，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
⑦

周作人:<遇掘的故事>，且〈古今半月刊〉第四十五期，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六日。

@锚理群:<周作人傅>，北京十月文喜出版社，一九九0年九月第一版，第四八二至四八三直。
@文献道:<模圃雅靠自>， <古今半月刊〉第二十五期，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

@立喃道:<京海篇>， <古奇半月刊>，第二十七，八期台刊，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

@朱棋:<小病日起>， <古今半月 Ttl>第三十九期，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六日。
@朱模:<小悻酣>， <古今半月刊〉第五十七期，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

@ 丈喃道=<阳肚〈文抄〉及〈凰土小言己»， <古今半月刊〉第四十八期，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
@周理庵:<古今两年>， <古今半月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
@本文所引〈古奇〉雄器之文章出膛，在第九期以前者均用..<古今>"以毒示月刊;第九期以佳
Z主雄器政属半月刊，本文便注明..<古奇半月刊>"，特此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