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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研究領域的一種共識。

從某種意義上說，走近魯迅也同樣需要一種

良知，當然，要想觸摸到魯迅靈魂深處的一個個痛

點，更需要一種甘於坐冷板凳的學術研究精神。唯

有如此，你才有可能成為

知魯厚魯的「這一個」。

魯迅究竟苦痛何在？

又苦痛何為？以下稍微展

開談談。

一、多事之

「家」，儼然

「刀子鋪」乃

至「割肉機」

家 庭 的 不幸，成 為

魯迅一生的痛。小時候，

祖父因為鄉試徇私舞弊

導致官場走麥城，父親英

年早逝，從此家境一落千

丈，甚至從一個小康人家驀然跌入到溫飽不保的

窘境，轉眼間門庭冷落，樹倒猢猻散，親戚鄰居冷

眼以對，世態炎涼讓少年魯迅刻骨銘心。以致長大

後走異路，逃異地，去闖蕩別樣的人生。

哪曾想日本留學的經歷異乎尋常，雖然參加

了光復會，又沒能兌現初衷、當成刺客，反而落下

臨陣逃脫的把柄，以致成為後世褻魯群體窮追不

捨的詬病之一。又因為受到麻木看客的刺激，學醫

不成，棄醫從文，結果惹來了一世剪不斷理還亂的

「恩怨文仇」！

也說現代中國最苦痛的一顆靈魂
——兼談後世魯迅風波的飛短流長

■ 孫仁歌

安徽新華學院

寫在前面

寫下這個題目，似乎有點大了，至少需要萬餘

字才能闡釋清楚現代中國最痛苦的一顆靈魂以及

後世魯迅風波的飛短流長。在這裏出於一種普及

乃至弘揚一種精神界戰

士精神的意圖，不妨刪繁

就簡，避重就輕，只能提

綱挈領，提要鉤玄而談！

所謂「精神界戰士」，是

後人賦予魯迅先生的一

種價值判斷，簡單地說，

精神界戰士就是一種勇

於擔當而又無所畏懼的

人，甚至為了喚醒鐵屋中

沉睡的人，寧願犧牲自己

的寧靜與幸福。這種精神

對於魯迅就是他的畢生

追求、畢生信仰！這與西

方教育所倡導的紳士精

神有異曲同工之契合。

真正瞭解、理解魯迅靈魂深處的人，都深知魯

迅痛苦所在。他的那顆備受種種病魔、人魔、世魔

折磨、圍攻的靈魂，傷痕累累，心身俱瘁，正如學

者王曉明所說：「隨著他那洞察心靈病症的眼光日

益發展，他甚至逐漸養成了從陰暗面去掌握世事

的習慣，……注意力集中於民族的各種精神缺陷，

甚至到它們當中去尋找黑暗的根源」。[1]這樣一顆

靈魂，能不苦痛、不受傷嗎？故此，把魯迅的良知

視為現代中國最苦痛、最受傷的靈魂，已經成為魯

摘  要：真正瞭解、理解魯迅靈魂深處的人，都

深知魯迅痛苦所在。把魯迅的良知視為現代中國

最苦痛、最受傷的靈魂，已經成為魯迅研究領域

的一種共識。淺薄永遠都是可怕的，一個民族最

為重要的是淺薄不起，因為一旦淺薄到了一定地

步，就意味著成千上萬的「阿Q」又會回到我們的身

邊。所以，拒絕遺忘魯迅、拒絕褻瀆魯迅，繼續弘

揚魯迅精神界戰士之精神，才是我們今天紀念魯

迅、研究魯迅、重讀魯迅的要義所在，否則，我們

就會對民族「債台高築」，永遠也還不清。

關鍵詞：魯迅；最苦痛；一顆靈魂；拒絕遺忘；精

神界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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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回到多事之「家」，被迫接受母親送給他

的「禮物」、一個目不識丁的包辦之「妻」— 朱安，

讓他從此背著沉重的道德十字架，無論怎麼做人，

似乎都理屈天理三分。再加之家庭超標的日本元

素興風作浪，引起兄弟失和，這對魯迅來說堪稱

致命一刀。因為他所深深摯愛的弟弟周作人居然

六親不認跟他這個長兄比父的大哥翻臉了，一封

絕交信不亞於晴天霹靂，讓他一時間墜入黑暗王

國之中而不能自拔！這一切的一切，猶如「魑魅魍

魎」一般頻頻降臨在魯迅的身上，他就等於活在人

間地獄，那時連天上的太陽於魯迅都是黑的。對於

這些一個個突如其來、劈頭蓋臉的打擊，魯迅常常

百思不得其解，無解之解，自認為是鬼氣纏身。

所有的打擊於他最痛心的，莫過於來自於弟

弟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夫婦的合力唾罵與惡言相

向。無疑，這種打擊不啻於「刀子鋪」乃至「割肉

機」，導致魯迅大病一場，病癒之後直面家境恍若

隔世，人也「速朽」，看上去好像一夜之間就變成了

一位老人，實際上他那時不過才42歲。

二、雖然絕望卻反抗絕望，最終留給

自己的還是絕望

魯迅既然習慣於從陰暗面去掌握世事，並不

遺餘力地去尋找黑暗的根源所在，這就決定了他

的一生都將在吶喊與彷徨中渡過。

眾所周知，魯迅所存在的那個世界，是一個讓

他深感絕望的世界。正因為絕望，他又反抗絕望；

之所以反抗絕望，又因為他心中對未來尚存一線

希望，這一線希望或許就是：將來總比現在好。

或許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始終彷徨於無地然

後又站立於大地。正如著名美學家李澤厚與文學

批評家劉再復在對話中所言：「魯迅由孤獨的個體

又積極回到爭鬥的人間，這才是魯迅的偉大之

處」。[2]

的確，魯迅首先是孤獨的「這一個」，但他並

沒有因為孤獨而「躲進小樓成一統」，甚或真的以

絕命的方式以解脫，他能活著他一直積極地活著，

不矯情、不粉飾、不畏懼，他就是「這樣的戰士」，

無論是白色恐怖，還是血雨腥風乃至暴風驟雨，魯

迅就一直就沒有停止過在絕望中吶喊，在吶喊中

絕望。即便四處冷槍暗箭當空激銳橫飛，魯迅也不

曾放下武器。

魯迅生前雖然對胡適有過批評抑或貶斥，但

胡適對魯迅一直持讚賞態度。晚年的胡適曾說過：

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

是我們的人。是的，魯迅「提倡啟蒙，卻又超越啟

蒙」，[3]也就是說魯迅的啟蒙是建立在「立人」與

「批判民族劣根性」基礎之上的身體力行「救救

孩子」！易卜生有一句驚世論斷：「世界上最強有力

的人就是最孤獨的人」。[4]把此語用在魯迅身上是

再恰當不過了。李澤厚認為，對於這句話，考一考

魯迅與胡適，魯迅一定比胡適理解得更深刻。可

見，李澤厚不僅走近了魯迅，而且也觸摸到了魯迅

的真靈魂，魯迅的痛，似乎也痛在了一個美學家的

良知裏。

李澤厚還不無嘲弄地坦言，哪個時代盛產

「聰明」的作家，而像魯迅這樣的作家實在是太少

了。現代中國太需要魯迅「這樣的戰士」，他的孤

獨就是戰鬥的孤獨，正如李澤厚所言，就是思想得

不到共鳴的孤獨，「是『荷戟獨彷徨』的孤獨，是

投槍無處投射、聲音沒有迴響的孤獨」。[5]儘管他

的絕望就是看不到希望的絕望，但他的偉大就在

於他一直都在絕望中反抗絕望，在反抗絕望的同

時卻又始終深情地面朝人間！假如現代中國沒有

魯迅，試想，中國的狂人們、阿Q們、閏土們、祥林

嫂們等等麻木，不覺醒的一代「看客」之輩，要到

何時才能被那個時代發現並得以啟蒙以及療救

呢？哪怕只能讓他們聽到一兩聲杜鵑的泣血！

魯迅的絕望，在那個時代絕無僅有，這就因

為他在超越啟蒙理性之後又進入到一極具深度的

啟蒙。然而，現實常常把他的一點點希望抑或幻想

碾成了一地「肉醬」！

殊不知那時的魯迅一度絕望到生不如死的境

地，倘若你讀過他的散文詩《野草》，即便不能全

知全懂，哪怕略知一二，也能從中領悟到魯迅如何

在無盡的絕望中又不斷反抗絕望、最終留給自己

的還是絕望的痛處之所在。

如《題辭》中有幾句泣血之語就是他絕望至

極的證據之一：

野草，根本不深，花葉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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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吸取陳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奪取它的生存。當生存

時，還是將遭踐踏，將遭刪刈，直至於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魯迅說他的全部哲學都在《野草》裏，那麼他

的全部痛苦也在《野草》裏，他的全部真實的絕望

與反絕望也在《野草》裏了。

他的高貴之處就在於沒有在絕望中倒下去，

卻在絕望中坦然、欣然、大笑、歌唱。這就是他既

絕望又反抗絕望的鐵證。

只是每當這種自我反抗過去之後，留給他的

還是深深的絕望。

三、一個人的戰鬥，光靠小說是不

夠的

把魯迅視為那個時代最孤獨的「這一個」也

是恰當的，沒有最孤獨的「這一個」，又哪來最傷

痛的「這一個」？孤獨又要戰鬥，可戰鬥了卻又看

不到希望，於是又陷入絕望。自己絕望了，自己又

起來反抗自己的絕望，還要在絕望中坦然、欣然、

大笑、歌唱，因為他的心中還抱有某些積極的幻

想。一直都對未來抱有某些幻想，可能就是支撐魯

迅自我反抗絕望的思想基礎。

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是：那時讓他看到的希

望是極其弱小的，未來到底會是什麼樣子，誰也

難以預料。國民政府作為那個時候的大哥大、巨

無霸，時局特別複雜，很多文人墨客與當局的關

係很曖昧，為人比較含混，為文比較遮蔽，不排除

飽受一種明哲保身、趨炎附勢文化的漬染並作用

其中，唯獨魯迅敢於在那種環境下做「這樣的戰

士」，他旗幟鮮明、鋒芒畢露，往往不加掩飾，看

到那種萎萎縮縮、動輒隱蔽著的「尾巴」左右搖

擺的嘴臉就想批，讀到那種無關時代痛癢的休閑

保險的文章就想罵，放在那種需要「真的猛士」的

時代，這種愛憎分明的性格在某種價值觀上堪稱

一種膽識，一種境界，一種鬥爭精神，哪怕十分冒

險，常常以最弱小的力量去抗衡一個腐敗政府的

黑洞洞的槍口，他一直都在戰鬥！

可見，在特定的時代背景及其正反力量極不

對稱的非常環境裏，魯迅的鬥爭對象是一個腐敗

的政治集團及其愚民機器，他不僅會得罪政府，

也會得罪一些人和事。

的確，那時中國「聰明」的作家太多了，而像

魯迅這樣「荷戟獨彷徨」的作家實在是太少了！是

啊，正因為與黑暗鬥爭的人手太少，所以就忙了魯

迅「這一個」，他一個人戰鬥，與一個個黑暗現象

鬥、與形形色色的「行尸走狗」鬥，與一個又一個

權貴達人鬥，這些鬥爭自然很耗身體、很耗精神、

也很耗內在積蓄，也勢必會招惹來一些人對號入

座，從而導致四面受敵，四面來風的明槍暗箭左右

開弓，常常來勢洶洶，有時連站都站不住，以致需

要「橫站」才能「負隅」以抗。

無疑，魯迅最主要的鬥爭方式就是把文學作

為武器。所以他寫小說不是玩玩文字遊戲，也不是

為了掙錢養家糊口，更不是供人消遣打發時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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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有責任、有擔當的戰鬥形態，說白了就是為

了啟蒙那些麻木而又不覺醒的「看客」們！他的小

說主題除了立人就是國民劣根性批判，不批不立，

唯有批才有立，綜觀他的小說選材，多揭示民眾的

苦難，以引起療救的注意。這或許就是魯迅寫作小

說的內在動力。

但要鬥爭，光靠小說是不夠的，小丑們的「表

演」有時很猖獗，要給他們顏色看看，來得更快、

更具有殺傷力的不是小說，而是短平快、如槍如劍

的雜文！在《魯迅全集》中，雜文的數量最高、成

就也最高。就因為沒有留下長篇小說，導致後世風

波中不斷有人拿此說事。王朔就放過冷箭，說一個

沒有長篇小說的人，怎麼能稱得起小說大師？

這種無知的謬論，自然不值得與之一辯。倘若

那時的魯迅也是一名功利至上的作家，整天躲進

小樓成一統，一心一意寫長篇，即便有了長篇，那

麼魯迅也就不成為魯迅了。

在上海的最後10年，在與一切黑暗勢力的鬥

爭中，本來就血雨腥風、勢單力薄，他哪裏還會擁

有創作長篇巨製的悠然處境？

再說，一個作家對於民族乃至當世的貢獻與

影響的大小，並不是取決於某一種文體的長度，而

更取決於作品啟蒙的力度、批判的深度與思想的

厚度以及對後世的滲透力與否等等。

說千道萬還是那句話，靠一個人戰鬥的時

代，光靠小說是不夠的，也來不及！要做一個旗幟

鮮明地時代批判者，還是雜文更給力。

四、魯迅逝世已經84年，在天之靈

還在痛

至今年10月19日，是魯迅先生逝世已經84周

年。這些年來，生者修理死者的事件甚或風波時有

發生，讓魯迅的在天之靈也不得安息。

這股「褻魯」思潮由來已久，在魯迅生前逝後

的漫長歲月裏，從來就沒有消停過，尤其改革開放

40年來，「褻魯」思潮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愈演愈

烈一度有瘋長之勢，一些「褻魯黑馬」不斷湧現，

種種似是而非的批評、質疑尤其惡意中傷乃至謠

言叢生的現象時常會把魯迅肆意抹黑，讓死者背

「黑鍋」，其目的似乎是要把魯迅的「精神界戰士

形象」徹底打垮打扁，最終置於「腐朽」之境而後

快。魯迅養活養肥了一大批「後學諸君」，故而也給

自己留下了一大批「爺爺上了絞索他還要在下面拽

一下雙腿」的「不肖子孫」。這也不能不讓「芸芸看

客」為之「毛骨悚然」。

「不肖子孫」總是揪住魯迅一生中某些「把

柄」肆意放大、惡搞，頻頻「炮製」出來一些大言

不慚、嘩眾取寵的「褻魯成果」誤導後人。儘管言

者無罪，欺欺死人也無妨，可是，「子孫」起勁「修

理」爺爺的舉止操行，也不符合中國「青青子吟」

的道德規範啊！君不見，如今「褻魯成果」比比皆

是，你只要朝汗牛充棟處一眼看去，就不乏「褻魯

成果」的浩卷長文。諸如2012年3月由陝西人民出

版社出版、署名韓石山的《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

適》一書就是典型一例，堪稱「褻魯」成果中破空

而來的一顆「核彈」，韓石山也順延成為「褻魯」群

體中的又一匹「黑馬」！此人不負責任的偽學術觀

曾被筆者專文批過，好在是以文說文、彼此都本

著學術自由的原則，故而達成共識握手言和了。

更有甚者，孫乃修在香港出版了《思想的毀

滅—魯迅傳》，書中材料不足，證據缺失，僅僅以

蘇雪林等「咬魯狂」們罵大街的東西為依據，把魯

迅的精神及其價值從頭到尾的予以惡批、否定，是

典型的話語刀客與流氓批評家的行為。此人的不

端學術品行折射出這樣一種社會「異化」現象：越

是自己靈魂不夠乾淨的人，越是起勁去修理、去惡

搞、去毀滅民族遺產級別的思想沉澱物，其結果毀

滅的是自己而非民族英雄。為了捍衛魯迅的尊嚴，

筆者正在琢磨寫一篇題為《孫乃修，請你洗一洗自

己的靈魂》，澄清一些事實，以慰吾心以及死者的

在天之靈。

是啊，自己的靈魂都沒有洗乾淨，又如何有資

格去對民族英雄說三道四呢？窩裏鬥文化的惡性

循環，讓魯迅在天之靈八十多年了還在背黑鍋、這

是不是正在彰顯著一個民族的不祥之兆呢？已經

是21世紀新時代了，是應該讓魯迅先生在天之靈

安息的時候了。

結語：遺忘抑或褻魯現象都是對民

族的「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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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薄永遠都是可怕的，一個民族最為重要的

是淺薄不起，因為淺薄到了一定地步，就意味著要

重演極左乃至「文革」的覆轍。《少不讀魯迅，老

不讀胡適》一書的立意就是一種淺薄，《思想的毀

滅—魯迅傳》更是荒唐，也是中國文化建設中的一

個不祥的危險指數。「褻魯」思潮的種種不負責任

的「立言」，的的確確或顯在或潛在地誤導著社會

大眾群體對於魯迅的認知與皈依，理解與信仰。

魯迅研究專家、北大教授錢理群在《拒絕遺

忘》一書中告訴我們：「我們至今對魯迅對我們這

個民族的意義……還是認識得不夠」。[6]錢理群可

謂一語中的，我們當中的許多人並不瞭解魯迅、也

沒有從一定的認知層面上真正理解魯迅、讀懂魯

迅，一些人在一種無知的不良語境中褻瀆魯迅、惡

搞魯迅，這實在是一個民族的悲哀！倘若我們都

能多一點共識現代中國最苦痛、最受傷的一顆靈

魂就是魯迅的良知，那麼，還有那麼多王朔、韓石

山、孫乃修、朱大可們肆意修理啟蒙自己醒來的

「爺爺」卻又寡廉鮮恥嗎？

就其原因，還是學者李建軍在《話語刀客與

「流氓批評學」的崛起—評朱大可〈殖民地魯迅和

仇恨政治學的崛起〉》一文中說得好：「一個需要

巨人而又產生不出巨人的時代，往往是一個對巨

人充滿敵意和恐懼感的時代，因為，巨人是一面

鏡子，是一個尺度，他的存在固然可以成為引領人

們前行的積極力量，但也通過比照，彰顯著一些

人精神上的殘缺和人格上的病態，帶給他們的是

橫豎左右的不自在。這樣，你就不難理解，為什麼

在衰頹之霧遍被華林的世紀末，會有那麼多人義

無返顧地加入到否定魯迅的行列中」。[7]

所以，拒絕遺忘、拒絕褻瀆，繼續弘揚魯迅精

神界戰士的精神，才是我們今天紀念魯迅、研究魯

迅、重讀魯迅的要義所在，否則，我們就會對民族

「債台高築」，永遠也還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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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Most Painful Souls in Modern 
China

——On the Rumors and Gossips about Lu 
Xun

Sun Ren-ge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Only those who really understand what 

is deep in Lu Xun's soul know where Lu Xun's pain 
is. The conscience of Lu Xun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painful and injured soul in modern China, which, by 
the consensus among Lu Xun’s researchers, has become 
the area in Lu Xun’s research. It is always terrible to 
be superficial. As such, it is critical that no nation find 
superficial affordable. Otherwise, thousands of ‘Ah 
Q’ ( a novel character created by Lu Xun) will come 
back and appear right in front of us.  Subsequently, in 
commemorating Lu Xun, we should refuse to forget or 
desecrate him. Instead, do more reading and research 
on his spirit and essence.  We will be “indebted” heavily 
and difficult to paid it off to our nation if fail to cultivate 
Lu Xun’s spirit and essence of spiritual war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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