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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我首次发表有关鲁迅的论文《鲁迅的祖
父周福清试论》已经过了 20 多年了，这一时间委
实不短。而长年坚持和鲁迅进行对话的研究人
员、读者，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其数量一定十分
庞大。即将迎来 132 年诞辰的鲁迅，正是现代中
国所孕育的具有本土特色，同时又代表着东亚的
出类拔萃的文学家。有关鲁迅的研究浩如烟海，
似乎众多课题都得到了详尽的调查和论述。虽
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在展望未来时，我们看到
鲁迅研究中还有未开拓的领域和新的值得研究
的课题。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对鲁迅的文学、思
想以及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特质，感到深深的惊

奇和感动。本稿将介绍本人作为日本的鲁迅研
究者之一，所看到并希望在今后继续关注的鲁迅
研究课题和本人与鲁迅开展的“对话”，并揭示其
中一二。

不论在哪个时代，人都是在历史和现实社会
的接点之上，构建自身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构成
鲁迅文学与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鲁迅将“时代
与社会”的发展步伐最大限度地纳入到自身生命
之中，从中发现“个体”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
他将“时代与社会”这一“公”的世界与“私”人这
一个体生命连为一体，如同一股绳捻在一起，谱
写出文学和思想。

“时代与社会”被鲁迅纳入自身生命中，时而
对峙、时而对话。在与“时代与社会”的碰撞中，
对他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其在故乡绍兴的周
氏家族所经历的家族成员的男女老少的境遇及

其人生。众所周知，作为清末江南绍兴名门一族
的第14代而出生的鲁迅，从小在性别差距巨大的
儒教社会中，亲眼目睹了在男尊女卑思想下祖
母、母亲、婶婶等众多女性受奴役的生存状态，度
过多感的少年时期，进而在青年期受到西方近代
的人权、女性观、儿童观的洗礼。家道中落、父母
包办的封建婚姻，这些虽然是胡适、茅盾等现代
文学家、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历，但鲁迅的情况却
也有他的特殊性。比如，家道中落的原因，是充
满正义感、刚正廉洁的官僚祖父，因生平惟一一
次涉嫌舞弊的科场考官收买未遂事件，被判死缓
而下狱，带给周氏家族的400年历史以“荣耀和屈

辱”；虽然开明而民主，但因纳妾问题饱受儒教社
会辛酸之苦的祖父的续弦妻子——祖母；早年失
去文弱的丈夫，在大家族的压力下养育长子鲁迅
等三个儿子的坚强而慈爱的母亲；因对母亲的爱
而无奈接受的“母亲的媳妇”朱安以及鲁迅与朱
安之间无性婚姻等都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当鲁迅摆脱“母亲之子”的束缚，作为一名男
性恢复自身“性”并定立“生”是在45岁，就是跟许
广平一起南下后才实现的，这时留给他的人生仅
剩最后的10年了。

鲁迅迟到的后半生迎来了“性与生”的转变，
而其背后是从3·18杀戮事件到4·12白色恐怖、动
荡血腥的中国现代史。在对抗和反对统治阶级
的民众运动中，一个勇敢拿起笔杆子进行抗争的
杂文的时代应运而生，这是为不识字的平民开创
木刻艺术运动的时代。为解读贯穿鲁迅生平、晚

年而逐渐成熟的鲁迅的思想，我们需要关注“性
别”和“弱者”的观点。

受到儒教道德压迫的寡妇，集中体现了旧社
会的妇女形象。围绕寡妇形象与五四新文化运
动时期的女性论和儿童论，出现了很多从社会性
别角度对作家作品及思想（女性观、婚姻观）进行
的分析。然而，作为男性的鲁迅，往往容易被归
入“人”的问题，不易被单独从性别的角度被抽取
出来，因此我们很难见到从性别的观点分析鲁
迅。日本的鲁迅研究蔚为大观，仅次于中国，其
分析和考察素有“细腻”之称，日文译文亦有很
高的质量。然而，即便如此，日文译文还是没
能准确把握鲁迅注视社会性别、有意区分使用
原文词汇的意图，因此，我们从译文中无从解
读到鲁迅所构建的思想。仅仅作为子孙而存在
的 《长明灯》 的主人公“他”、没有后代的孤独
者魏连殳、走向死刑的阿Ｑ等一系列的男性形
象以及其他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到今天都没有
得到很好的阐释。在这一点上，即使是在中日
两国均受到高度评价的竹内好的鲁迅分析也不
例外。

对“弱者”的态度，以鲁迅少年时期的个人体
验（屈辱体验）和民族体验为基础而成立，并发展
成为弱者更以欺负比自己弱小者而生存的对等
级制度结构的认识（《灯下漫笔》吃人的筵席），进
而鲁迅向着对压制生命的权利者进行反抗。鲁
迅认识到，“被杀掉”的文学者的使命是以自身命
运（《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追求生存的坚强意志，
并对统治阶级发起永无休止的战斗。因此，鲁迅
战斗者、反抗者、抵抗者的生存方式逐渐走向成
熟。鲁迅在晚年看重和注视的是以母爱为代表
的无私的“爱”的力量。坚持与压制民众的社会
权力对峙、抵抗和反抗的鲁迅思想，追求超越时
代的普遍性和爱之力量的思想，与旨在实现民众
时代的现代民主主义“Multitude”论从根本上是相
通的。鲁迅一直在关注的社会性别，到今天仍是
需要解决的现代社会的课题。现代社会仍未解
决的社会性别问题带来的压迫，追求民众的生存
与发展的民众思想，是鲁迅超越自身所处的时
代，向现代社会的我们所发出的信息，是面向
近代中国、东亚、世界乃至人类的未来所发出
的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质问和课题。鲁迅
追求“平民”世界的到来，今后我将带着鲁迅
所发出的质问和课题，继续跨越时空与他开展
热烈的对话。

（作者为日本成蹊大学教授）

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读过鲁迅的文章了。那是因为
在日本初中的日语课本里有一篇竹内好翻译的《故乡》。上高
中时我又看了一本竹内好翻译的岩波文库图书《呐喊》，加深
了对鲁迅的理解。上大学以后，就自己花钱买了一套岩波书
店出版的 13 卷的《鲁迅选集》(1964 年改订版)。这是由竹内
好、增田涉、冈崎俊夫及小野忍等编缉翻译的当时最有权威性
的关于鲁迅作品的《选集》。他们都是从二战前就开始参加中
国文学研究会活动的成员。《选集》中除了小说、随笔以外，还
包含了评论、杂文、书信和一部分日记等。这些书现在还摆在
我卧室里书架的第一排上，每天晚上看护着熟睡的我。学了
汉语之后，在阅读鲁迅作品的日文翻译版的同时，我逐渐开始
阅读鲁迅著作的中文原著。在我刚开始学汉语的 20 世纪 70
年代还不像现在这样，有那么丰富、可信的中日辞典。当时我
们老师推荐给我的也不是中日辞典，而是一本小小的袖珍本

《新华字典》。
我首次精读的中国小说是巴金的《家》，他的现代汉语很

标准，也比较容易理解，而鲁迅的作品却不然，并没有那么简
单易懂。当时正值“文革”中，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
迅全集》由于“四条汉子文艺黑线”的问题被禁止出版，所以可
以买到的《鲁迅全集》只有没有注释的白色版本。因为没有注
释，鲁迅杂文里的人名、事件、团体等弄不太清楚的地方特别
多，所以为了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习惯、文化背景，我就得去
中文科图书室找来一套1958年版《鲁迅全集》看看。但是最难
的还是鲁迅的文章本身，我不得不承认以本科生的汉语阅读
能力阅读鲁迅实在困难。我拿着那本快被我翻烂了的《新华
字典》向没有注释的白皮的《鲁迅全集》中的文章进攻，就像堂
吉诃德那样开始英勇突击，一个字一个字地查辞典，学习、攻
读了一遍。

当我要写本科生毕业论文时，最感兴趣的是1932年的“文
艺大众化”论争，我当然可以选择以鲁迅为中心论述。但是对
我来说，鲁迅还是像吃了黄连似的板着脸孔、性情怪僻，揣着
匕首进行激烈批评的形象，所以我尽可能地不直接写鲁迅，最
后决定以瞿秋白为主题进行了论述。论文的成果我在这儿就
不提了，但考上硕士研究生以后我回避鲁迅的怪毛病并没有
改掉，还一直延续下去，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论许地山（落华
生）》。那时我努力把他写的文章都收集起来，包括在杂志、报
纸上写的评论等，精读过以后才完成了硕士论文。研究的成

果也不在这儿再提了，可我知道老师
们的评价并不高。

后来幸亏有机会在水户的茨城
大学任教，才改变了我的人生。当
地的北边有一座瑞龙山，整个山上
都是水户德川家世世代代的坟墓。
他家众多豪华的坟墓的最里边有明
遗臣朱舜水的一座小小的坟墓。他
在江户时期逃到日本，受到德川光
圀的邀请，传播儒教。我在那儿任
教时正值中日文化交流刚刚开始，
有些中国大学来的客人希望去朱的
坟墓祭拜，我每次都陪他们去。众
所周知，这座坟墓与鲁迅有密切关
系。鲁迅留日时在去仙台的路上，
途中顺便拜谒了朱舜水墓。现在也
还不能完全证明他的这次拜谒是不是属实，不过在《藤野先
生》中鲁迅自己曾写过这一经历。虽然水户跟鲁迅有非常深
厚的关系，可是我好像是武田泰淳随笔《L恐惧症》（这里的

“L”即是鲁迅） 中的主人公似的，还是继续坚持避开鲁迅的
态度。

在那时我了解自己之所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大概是因
为对民国时期对现代与传统之间存在矛盾心态知识分子有认
同。许地山就是这类人中的重要人物，当然，在这一框架下，
更应当把鲁迅包含在内进行研究分析，可是当时我并没有论
及他。

我第一次正面谈及鲁迅的文章是一篇比较《一件小事》与
《无题》这两篇短文的论文，是在 1990 年写的，那年我已经 38
岁了。有位老师指出这只不过是个极其微小的问题，可我却
在极其微小的地方发现了一些微妙的区别。在那以后我心里
才萌发出要把鲁迅的文章作为分析对象进行详细文本分析的
愿望。我诚惶诚恐地一步一步迈向研究鲁迅的道路。那时我
受到了欧美形式主义理论的影响，还受到了汪晖的《反抗绝
望》 和钱理群的 《心灵的探寻》 两篇文章的启发，终于在
1992年完成了一篇名为 《鲁迅小说里的对话性和世界认识》
的论文。当时，有位老师指出：“这个问题过于庞大，只用
26页说明不了，而且还有很多理论上的术语很难理解。”可

是这两篇论文是我研究鲁迅的出
发点，特别是后者提到的 《故事
新篇》 里存在着超现代性的可
能。我认为现代化过程中有很多
苦恼、矛盾、破坏，应该重新思
考现代性，从而摆脱掉现代性的
框架。因此，我开始了对 《故事
新篇》 以及对鲁迅的话语、行为
与生平的系统研究。

我研究鲁迅的道路就是这样
开始的。其实，早在 1990年以前
发生的一件事，也是将我导向鲁
迅研究的一个契机。以下内容不
是虚构，而是我的真实经历。

一个晚上，熟睡中的我突然
做了一个梦。梦境中刮着大风，
尘土飞扬，眼前阵阵浓雾，什么
也看不清楚，所有的事物都是黑
白的，没有任何色彩。过了一会
儿，我的眼睛好像逐渐适应了，
渐渐能看见一些了。这时出现在
我眼帘的是一个破旧的平房，好
像是个店铺，再一细看更像是个
食堂，其中摆设着两三张长方形
的木桌，一张桌子前后有两张长
长的凳子。食堂里有很多人挤来

挤去，每个人都在努力推开别人伸手去抢夺饭菜。看样子大
家好像在大叫大嚷地互相叫骂，可是我却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眼前的场景是乱七八糟的，但耳朵里却非常安静、没有任何声
音，所有的东西是黑白色，没有任何色彩。

这时又刮起了大风，尘土飞扬，而眼前再次出现浓雾，什
么也看不清楚，我只得闭上了眼睛。可当我再次睁开双眼时，
突然发现我面前站着一位老人。他个子不高，穿着破落的长
衫，板着的脸上留着黑白胡须，眼睛炯炯有神。我看着他的容
颜，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看着我，热情地对我微笑，并挥手
让我坐到长长的凳子上，他也坐在凳子的另一方。我忽然想
起来了这位先生的名字，他不就是那位伟大的文学家鲁迅
吗？我那时觉得，不管这里是天堂还是地狱，能碰见鲁迅实
在兴奋，所以我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问了他很多关于现
代文学史的问题。可是他对我的提问却是毫不理会，而是板
起了面孔开始对我滔滔不绝地说教起来，只是他讲得太快，他
的说法有时像斥骂，有时像诉苦，有时像请求，我听来就好像
叽哩咕噜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完全没有了开口的余
地。虽然我听得见他说话的声音，可是却听不懂他的浙江方
言。过了一会儿，他看着我不能理解的样子，变得很焦急，语
速也越来越快，声音则大起来了。我耳边听到的满是浙江方
言，其意思却一丝也没弄懂。鲁迅看着我，突然闭上了口，并

沉默了下来。那一定是因为“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吧。
这时再次刮起了大风，尘土飞扬，眼前又像下了浓雾一样

看不清楚。我再次闭上了眼睛，可这次睁开眼时，鲁迅却已经
不见了。他可能觉得对我讲也是白费，所以就走了。我只能
一个人孤坐在那张长长的凳子上。看着乱七八糟的场景，耳
边却是一片安静，没有任何声音。

又刮起了大风，尘土飞扬，眼前浓雾弥漫看什么也看不清
楚，周围还是黑白色的世界，没有其他色彩。我又闭上了眼
睛，过了一会儿，从睡梦中醒了过来，才发现在梦中遇到了
鲁迅。我能清楚地记得鲁迅的容貌，和他拼命对我讲话的姿
态，虽然我完全不懂他的意思。我很后悔因听不懂他讲的意
思让他走掉，这样不是再也没有机会直接与他面谈了吗？在
这个梦里我一句话也没说出口来，而鲁迅讲的一句话我也都
没听懂。可是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方言和我听力的问
题，更重要的是因为我的思维与鲁迅要讲的内容之间存在着
深深的隔阂。起床以后，我下定决心，为了能听懂鲁迅的
话，我应该了解他拼命要讲的内容。所以我要阅读《鲁迅全
集》，研究分析他的文章，这样也许才能够理解梦中的鲁
迅。我的鲁迅研究就是由这样的缘分开始的，至今我仍然是
在诚恐惶恐地一步一步地小心前进。

后来我写了几篇以文本分析的方法来理解鲁迅小说的论
文。写完10篇以后，我想可以汇集成书出版，于是就出版了
一本名为《读解鲁迅——解谜与不可思议的小说10篇》的专
著。这本书可以说是代替那个在梦中没能说话的我向鲁迅的
告白。虽然我不知道鲁迅如何评价，但对于这本书学界前辈
们评价似乎并不高，他们说：“你的意思不明确。”可是没想
到有一位年青学者夸赞道：“文体像爵士乐一样，可惜音量
还不够。”

现在我还是觉得需要对 20世纪 30年代鲁迅的思想进行
整理分析。可是因为我的能力有限，才写了两三篇，我还要再
接再厉继续研究写下去。我写论文的动机就是为了能倾听梦
中鲁迅要告诉我的话，因为我觉得那梦中的话可能是他晚年
的苦衷。

我自己已经过了花甲之年，比鲁迅活得还要长。年纪大
了，就像鲁迅写的《死》里的那样，我的思维越来越激烈。在向
年轻人介绍他时，我更希望不要夸张他黑暗的一面，虽然这一
面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读鲁迅的魅力。可是向现代人介绍鲁迅
时，我觉得描述出其温暖的、希望治愈大家的鲁迅的一面更
好，因为这也的确是他面貌的一部分。因此我希望尝试阅读
鲁迅，了解他怎样治愈很多精神上受到重创的人，用这样的
观点来分析他的文章和生平，尽管鲁迅可能并不希望后世有
这样的评价。但我最后想说，不论何时，不管在天堂还是在
地狱，希望再有机会见到鲁迅。那时候我将怀抱自己那些肤
浅的论文与著作让他过目，对于当时的中国与日本社会、当
时的世界、当时的鲁迅研究，跟鲁迅敞开心扉地谈上一宿。
惟一让我担心的就是那时的我不知能否理解他的方言？

（作者为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与周作人的回想“（豫才）对于日本文学
当时殊不注意”（1936年《关于鲁迅之二》）所
阐述的不同，实际上鲁迅和日本现代文学有
着很深刻的关系。我最近的拙稿《鲁迅和佐
藤春夫—以散文诗集〈野草〉为中心》（2013
年，《东方学 126 辑》）着眼于大木雄三（日本
作家，1895-1963）的短篇《大地的呻吟》（刊载
于 1919年 11月《中央文学》），它的开头和结
尾如下：

原来是一个梦。此前一直为那紧张透顶
的事情而拼命挣扎的自己，原来是一个梦。
那竟然是一个梦，我总觉得实在太可惜了。
其实，现在的我完全有可能遇见那样的情境，
这个梦未免有些过于真实。——于是乎，我
感到脑袋周围格外难受，想用手拂开——我
的意识从这时开始渐渐苏醒过来。原来是被
襟从头上重重地、沉沉地滑落到脸上去了。

这篇文章以梦为依托，从个人的感受写
起，和鲁迅《野草》中的《颓败线的颤动》（1925
年7月13日《语丝》35期）的写法十分相似。

我梦见自己在做梦。自身不知所在，眼
前却有一间在深夜中紧闭的小屋的内部，但
也看见屋上瓦松的茂密的森林。……我梦魇
了，自己却知道是因为将手搁在胸脯上了的
缘故；我梦中还用尽平生之力，要将这十分沉
重的手移开。

开头“梦”的双关意思，和其醒来方式的
奇异，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这些是鲁迅《野
草》的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还有一点让人
感兴趣的是，与大木雄三的《大地的呻吟》一
同刊载于该期《中央文学》的还有佐藤春夫的

《我之窗》，其中的描写和《野草》中的《墓碣
文》《一觉》等文章的描写十分相似，由此可
见，鲁迅在执笔《野草》之际翻阅了日本的这
一杂志的可能性很大。佐藤春夫 1932 年最
初在日本主要的文艺杂志上翻译介绍鲁迅作
品（《故乡》），1935年负责由最有影响力的岩
波文库出版《鲁迅选集》等，为日本的鲁迅研
究奠定了基础。拙稿通过考察历来研究中未
曾涉及的鲁迅和佐藤春夫的深层关系，揭示
二人在文学上接触的奥秘。

到目前为止，有关鲁迅的研究我主要从
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其一，鲁迅活跃当时中
国文坛对鲁迅文学，特别是对《野草》形成的
影响。其二，鲁迅批中国现代文学与台湾现
代文学的关系。其三，海外文学，尤其是日本

现代文学与鲁迅文学、特别是与《野草》的关系。最近，我主要以日本现代文学和《野草》的关系为
中心进行研究。

1902～1911年对鲁迅来说是复杂、多感的几年。这期间他留学日本，他文学的形成也源于
此。拙稿《鲁迅〈野草〉之芥川龙之介》（2000年，《日本中国学会报》52集）以《现代日本小说集》

（佐藤春夫的作品也收录其中）所收录的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是散文诗集《野草》的直接创作来源这
一事实的发现为线索，尝试探索了鲁迅的《野草》观、诗精神。随着研究的进展，我渐渐地感觉到
日本（文学）对鲁迅文学的影响比预想的更加深刻。《芥川龙之介全集》共有24卷（1998年，岩波书
店版）《佐藤春夫全集》共有38卷（1998-2001年，京都临川书店），如此之多，如果要进行翻阅、比
较跟鲁迅有关的所有的日本文学，这对于日本以外的研究者大概是不易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
上，留给日本研究者的空间可能还不小呢。有关鲁迅和日本文学的关系，笔者还发表过《鲁迅的

〈野草〉和与谢野晶子的〈野草〉——围绕〈晨报副刊〉刊登的诗》等约20篇论文。另外，还有探讨
西方文学和鲁迅的关系的（1995年，《鲁迅和屠格涅夫》、2009年《从鲁迅〈野草〉看泰戈尔、徐志摩
的影响》等），鲁迅和台湾现代文学的关系（2007年，《赖和与徐玉诺——“台湾的鲁迅”与大陆新文
学的关系》等），以及其他研究。此外，笔者也从事鲁迅的周边事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重要
作品、相关资料的翻译介绍等工作。

我最初立志于鲁迅研究是因为在九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时的论文是有关清末小说的研究，在
那期间我仔细阅读了《中国小说史略》。1998年在县立高知女子大学任教时，我得到了向东京大
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丸尾常喜教授（1937-2008年，主要著作：《鲁迅〈人〉与〈鬼〉的纠葛》学习讨教
的机会，受到丸尾先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启发，决定缜密详尽地研究《野草》。同时期我也受
到了丸山升教授、藤井省三教授的直接指导。

日本的鲁迅研究经历了世代交替，面临着学术多样化下呈现的各种状况，也受到政治上的中
日关系复杂性的影响。但是，我希望通过继承竹内好、武田泰淳、丸山升等前辈对日本军国主义
和对亚洲侵略的深刻认识、反省，使得对鲁迅的研究更加深刻，也希望通过这些研究使我们重新
认识到鲁迅及其文学。因为鲁迅无论对哪个年代的人，都有共通的指引力量。

（作者秋吉收为日本九州大学文学博士、语言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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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
“鲁迅”形象

——通过鲁迅“生与性”的轨迹开拓鲁迅研究的新境地

□【日】汤山美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