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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是一门显学，在国内外都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学
术成果。从1913年恽铁樵在鲁迅发表小说《怀旧》之后的评
点文章到2013年，中国鲁迅研究有了100年的历史。系统地
总结中国鲁迅研究和国外鲁迅研究的成果，展现当前鲁迅研
究的新进展，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之一的鲁迅精神，
这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于是我们和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葛涛先生协商，于2013年
集中推出了“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丛书。从仍在发扬
鲁迅精神的中国鲁迅研究专家中选取10位，每人1卷，每卷
的篇幅大约在30万字左右。序言是各位作者撰写的回顾自己
鲁迅研究学术历程的文章，中间主体部分是按照专题编选出
各位作者不同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性文章 （其中必须有一篇
新写作并没有发表过的鲁迅研究文章），附录部分是每位作者
鲁迅研究成果的目录索引。

经过前期调研和反复地商量讨论并兼顾可行性，孙玉
石、钱理群、杨义、王富仁、张梦阳、孙郁、黄健、张福

贵、高旭东、杨剑龙等先生成为我们的第一批作者。
书稿来了，需要处理，处理稿件是最能体现编辑价值的

地方，而这项工作对编辑有着很高的要求。编辑加工稿件一
般都从大处着眼，如这本书的书名是否可以更凝练、贴切，
书中的每一编是否可以起一个更准确的编名等问题；但编辑
加工稿件也有需要从小处着眼的地方，如这条引文是否正
确，全书的格式是否统一等问题，甚至还包括全书是用1981
年版《鲁迅全集》还是2005年版《鲁迅全集》这种统一版本
的问题。

经过充分沟通、仔细琢磨，最终确定的书名分别为：《荒
野过客：鲁迅精神世界探论》（孙玉石卷）《活着的鲁迅》（钱
理群卷）《鲁迅文化血脉还原》（杨义卷）《中国需要鲁迅》

（王富仁卷）《鲁海梦游》（张梦阳卷）《鲁迅与现代中国》（孙
郁卷）《孤独者的呐喊》（黄健卷）《远离鲁迅让我们变得平
庸》（张福贵卷）《跨文化视野中的鲁迅》（高旭东卷）《鲁迅
的乡土世界》（杨剑龙卷）。

从2011年4月到2013年4月，整整两年，我一直在向鲁
迅学习，向深受鲁迅影响的诸位先生学习。我买来了《鲁迅
全集》，一有闲暇，就随意翻看，尽管我不是学习现当代文学
专业的，也没有想过要写鲁迅方面的文章。但鲁迅关注现
实、干预现实的精神，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风骨，敏锐观
察、认真做事的态度，良好的艺术感悟能力、开阔的视野，以
及给予他人特别是年轻人无私帮助，等等，都让我深受感动。
给我最大触动的是鲁迅“历史中间物”精神。鲁迅在《写在〈坟〉
后面》中说：“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
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
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
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
本。”10多年前刚读大学的时候似乎读过鲁迅的这段话，当时只
是觉得鲁迅接受了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并未有何特别的超出
一般人的见解。10年后因为编辑的行业，我又认真看了鲁迅
研究专家关于鲁迅“中间物”精神的阐发，其中收获是很大

的。钱理群先生认为他作为“中间物”的具体化，就是“做
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钱先生确实是这样做的；套用
钱先生的表述，与我而言，作为“中间物”的具体化，就是

“做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做编辑就显得心气平和而不会牢骚

满腹，工作起来也不会拈轻避重，不会有得过且过、蒙混过
关的想法。甚至对一般常说的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的说法，
我也有了新的理解和并不完全赞同的认识。就编辑“中国鲁
迅研究名家精选集”而言，我是有收获的，而且这收获还是
沉甸甸的。这也让我深深地感受到，精神感召的力量、榜样
的力量，远比规章制度、甚至是外在的强制力更能让人自
觉、催人上进。鲁迅研究已有100年了，我们除了要向为民族
自强不停呐喊的鲁迅先生致敬，也应当向一直弘扬鲁迅精
神、传播鲁迅思想的那些可敬者们表示我们的敬意。

（作者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大学出版
社编辑）

我向来喜欢阅读鲁迅的作品，直到现在，我经常所阅
读的还是鲁迅。《鲁迅全集》我前前后后看了好几遍，越读
越觉得鲁迅思想的博大精深，这是其他作家所无法比拟
的。40年前，我在香港一家杂志社工作，还编辑过《鲁迅语
录》在杂志上连载。直到10多年前，鲁迅才成为我研究的
主要课题，先后写了《鲁迅的悲剧精神》《鲁迅与“托尼学
说”》《鲁迅与中国现代化问题》《鲁迅：中国现代自由主义
者的风度及其命运》《鲁迅：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追
求与奋斗》等论文，对鲁迅思想作初步的探索，卑之无甚
高论，只是我阅读鲁迅的一点心得。

鲁迅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存在，永恒的存
在。当我们阅读鲁迅的著作，他那批判性的文字，虽然所
说的是近 100年前的话语，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发
的，可是现在读来一样令人震撼，有如他还活在我们中
间，指引着我们，引发着我们对当前社会现实问题更深的
思考。由于鲁迅思想在今天还有它深远的意义，对我们时
代有着宝贵的启示，所以一直成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的
最有研究价值的对象。

鲁迅有他坚定的立场和倾向，并不是人云亦云，而是
有他独特的认识和观点；并不是是非不分，而是有他明确
的是非和强烈的爱憎。在我们研究鲁迅思想发展的过程
中，可以看到他对人道主义的坚持。茅盾先生认为：鲁迅

是一个伟大的Humanist，从其思想历程和创作历程，可看
到他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可以
说，人道主义是鲁迅思想的核心，是他审视历史、审视世
界、审视人生、审视社会、审视道德的准绳。我们从《狂人日
记》《阿Ｑ正传》《孔乙己》《故乡》《祝福》等小说，可以看到
鲁迅对愚昧的国民饱含泪水的人道主义关怀。从鲁迅的
杂文，可以看到他对违背人道主义的社会现象和倾向作
出的严厉批判，他期望以人道主义理念建造现代化的道
德，现代化的人生、现代化的社会。

走出传统与现代启蒙，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
时代使命。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
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是本土文化如何被“西化”的过程。我
在《鲁迅与中国现代化问题》中将中国现代化分为这样三
个层次：器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思想现代化。而鲁迅一
直努力于思想的现代化，也就是建造人性的现代化、道德
的现代化。他认为西方新思潮的意义，就在于“非物质，重
个人”，“首在立人”。他相信：“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
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
起”。鲁迅指出，翻开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生存处境和精
神处境是极其可悲的，“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
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一直处于或“想做奴隶
而不得的时代”，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以他疾

呼：“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的时代，则
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也就是说要创造一个“人”的时代。
我们必须“有相当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与
世界协同生长，挣一地位。这始终是中国现代启蒙最为重
大的课题。

当西风袭来之时，辁才小慧之徒，抱枝拾叶。什么“金
铁国会立宪”之说盛极一时。鲁迅就指出：“故震他国之强
大，栗然自危，兴业振兵之说，日腾于口者，外状固若成然
觉矣，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他批判：

“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措置张主，辄失
其宜，况乎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
乎？”这些言论在今天看来，也有着警醒的作用。鲁迅所希
望的是能以人类无私的爱建造现代人生、现代道德，建造
一个“幸福的生活，合理的做人”的社会。惟有这样，中国的
现代化才能得以健康发展。否则，只会损害社会正常的生
存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

20世纪以来，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时代的动荡，
政治的争斗，使中国的现代启蒙工程并未得以继续进行，
自由主义被政治强权所压制，人道主义更被视为歧途。时
至今日，物欲横流、道德败坏、人性沦亡，鲁迅的“首在立
人”的理念具有更严肃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香港《文学评论》总编辑）

打开鲁迅的世界应该深入解析的几个关键
词：虚妄、多疑、坚韧、留白。我想对这几个关键词
的阐释不仅关涉到对鲁迅的重新解读，对我们思
考现代性也有一定帮助。

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者认为鲁迅与虚无主
义纠缠不休，现在我们必须扭转这种观念。鲁迅
所面对的绝不是虚无的问题，而是虚妄。

关于虚无，尼采的解释是，“虚无主义意味着
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尼采

《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所谓“最
高价值的自行贬黜”，其实就是“上帝已死”。不
过，要将虚无阐释完毕，还应该加上一句话，即虚
无乃是现代人对上帝/天道隐没后所剩余那个位
相之僭越的后果。“僭越”奠定了人的理性的至高
无上的地位，同时使得人类进入一个漫长的“无
剩余”的时代——现代。在“无剩余”的现代，几乎
没有人能够跟虚无脱离干系。因为虚无不仅包含
某种绝望的来临，同时也包含着看似完全相反的
怀抱希望的理想主义。在这一点上，现代人鲁迅
同样不能免除。留日时期所怀抱的理想主义同回
国后认同于“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并做绝望
的反抗实际上都在虚无主义的范畴当中。但是，
对虚无主义的反抗必须来自内部。这条道路，鲁
迅天才般地触碰到了，他说，“……看来看去，就
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不过
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
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
的力量。”（《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承认人
的理性的有限性，其实是对“僭越”的抵抗，或者
更明白地说，鲁迅莫名地感到了上帝/天道隐没
后所剩余的那个位相，他没有去“僭越”，相反将
其悬置/留白起来。尽管只有两个字的区别，但是

“僭越”与“悬置”所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世
界像。“悬置”打消了“极致”——极致的希望与极
致的绝望——同时也取消了“终极”，因之，这个
世界只是存在于“中间物”当中，于是鲁迅借裴多
菲鸣叫出了他的觉醒，“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
相同”。这个觉醒既非绝望，也非希望，而是对虚
妄的感到。

那么，感到世界为虚妄的鲁迅对世界的认知
又会采取怎样一种方式呢？他说，“不能以我之必
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呐喊·自
序》）他又说，“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
有’……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
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两地书·四》）这种以不断否定自我而为
他者存留“余地”的认知方式其实就是鲁迅的多疑思维。多疑是鲁迅认知世界
的最根本的方式，而其根底就在其对世界之虚妄的感到。鲁迅的多疑思维方
式总是同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和对他者的存留“余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很显
然，与之紧密联系的这二者都同“悬置”相关。但是，这样不断的否定自我的认
知方式又并不能抵达黑格尔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乐观的绝对行动之源（绝对
主体），因为在否定自我之确证，为他者存留“余地”之后，鲁迅说到，“于是我
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
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敷衍”显然不能比
附为黑格尔否定之否定之后的绝对行动源。但“敷衍”又绝不是潦草了事，“敷
衍”乃是对世界之虚妄像体认知之后的处事方式：执著于当下，从当下往未来
延展，而非相反。或者鲁迅用了“敷衍”这样一个自我贬抑的词语同时表达了
对现代虚无主义强大诱惑力的抵抗与自我的坚持。这情形有一点像中国的一
句老话，“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们经常拿这句话作贬义使用，可是我们反
过来再看看鲁迅，他的虚妄的行为（“敷衍”、“挤”）不正是这样“做一天和尚撞
一天钟”吗？以虚无者的角度来看，这里面有着怎样的痛苦，可是从一个虚妄
者来看，这里面自有执著于每一刻的喜悦与平淡。

执著于每一刻的喜悦与平淡而不是向往一劳永逸的狂喜，正是李长之所
说的鲁迅的“人得要生存”的强烈信念，这就是坚韧，也就是鲁迅所常常说的

“韧”。坚韧是鲁迅所意识到的虚妄世界像在生活层面的实践，是鲁迅的实践
方式。同多疑的认知方式一样，坚韧的实践方式也是建立在虚妄之上的。
感到世界的虚妄与否同其坚韧的实践方式是鲁迅区别于同时代人的最为显
著的标志，也是鲁迅与左联最根本的区别。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不合时宜
的宣讲“韧”的战斗，其根源也在于此。关于“韧”，竹内好是这么评说
的，“鲁迅这种韧性生命里的根源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有个叫做李长之
的年青的文艺批评家认为就在‘人得要生存’这一朴素的生活信念
中。……这是个卓越的见解。但还没有充分、明确地指出鲁迅道德观点的
核心。我想，大概可以到原始孔教的精神中，溯及到它的踪迹吧。”（竹内好

《作为思想家的鲁迅》）我想这是对鲁迅极中肯的评价。不过惟一的区别在于，
“人得要生存”这一朴素的生活信念对原始孔教而言是顺理成章的，对鲁迅而
言是要挣扎、辗转才能取得的。

然而，鲁迅毕竟是一位写作者，他必须将这样一种多疑的认知和坚韧的
生活实践转化为审美，用文字的方式呈现出来贡献给世界。那么，与虚妄世
界像相伴随的鲁迅的审美是怎样的呢？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二）》中，
鲁迅强调要有“余裕”、要“留白”正是其美学观的显现，而且这种“留
白”的美学观是其后期杂文写作的根基。留白的写作不是剪去枝节，只留
主题的写作，而是相反，留白是一种散漫性的（discursive）、将一切“摆脱”，

“给自己轻松一下”的写作。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2000年出版的《台湾新文学与鲁迅》
是个非常好的例子，足以让我们理解迈向
21世纪的台湾社会对于鲁迅思想认识的
转变。

台湾的鲁迅研究因为政治因素使然，
早期一直是学术圈中敏感且神秘的议题，
一直到解严（1987）前几年，台湾的政治氛
围开始松动，讨论鲁迅的风气渐渐浮出地

表。解严之后废除出版法，台湾正式走向
出版的自由。虽然政治环境逐步开放，台
湾也开始正视鲁迅对台湾的影响，但是，
台湾超过30年时间的禁制鲁迅书籍，造成
读者对鲁迅作品的陌生。此外，鲁迅作品
对年轻人来说，阅读上的沉重、晦涩，更是
导致鲁迅著作宛若稀世珍品般的仅是存
在于图书馆的书架上。加之台湾的中学、
大学强调四书五经、古典文学欣赏的美学
传统，更让鲁迅一直无法进入青年朋友的
阅读视域中。鲁迅究竟是谁，鲁迅被夹杂
在还未散去的历史阴霾中，被遗弃在学校
教育的大门之外。

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的发展，让政局
在2000年第一次轮替。在应被视为本土论
述高涨的年代里，强调本土的前卫出版社
与台湾、日本学者共同合作出版了《台湾
新文学与鲁迅》，该书旨在讨论鲁迅与台
湾新文学发展的关系。这样的讨论不但并
没有将台湾本土文学发展“去中国化”，反
倒更进一步深化梳理了中国文学与台湾
文学复杂的牵扯与关联。也就是说，当台
湾迈向21世纪时，学术圈摆脱过往意识型
态的包袱，开始以中性、客观的态度重新
阅读鲁迅，解释鲁迅与台湾文学的发展。

《台湾新文学与鲁迅》是台湾第一本
研究鲁迅在台传播与影响的专著，通过此
书的讨论可以理解鲁迅对台湾的影响，并
且呈现出鲁迅的著作在台湾新文学中所
扮演的领航角色。尽管此书以合集的形式
出版，文章的内容之间没有严谨的一体
性，但透过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可以发现
鲁迅思想与台湾文学发展的密不可分，包
括日治时期的作家赖和、钟理和都受到鲁
迅的影响，他们的小说创作有许多概念都
是借由鲁迅的作品转化而来。

根据台湾硕、博士论文查询系统统
计，该书 2000年出版至今已超过 46次被
硕、博士论文参考、引用。当然，这其中有
许多论文并非研究鲁迅，但这种转载、讨
论，表明了鲁迅与台湾的关系受到学界相
当程度的关注。鲁迅所代表的中国新文学
的火种是如何被传递、演绎，这问题2000
年后在台湾成为了热门话题。

关于这一议题研究的硕、博士论文可
以分成两类：第一类，部分研究者着重于
鲁迅对个别作家的影响，像张燕萍的《人
间的条件——钟理和文学里的鲁迅》

（2001）、黄惠祯的《左翼批判精神的锻接：

40 年代杨逵文学与思想的历史研究》
（2003）、王万睿的《殖民统治与差异认
同——张文环与钟理和乡土主体的承继》

（2003）等。另外也有一类研究鲁迅思想与
台湾之间关系的论文，包括：徐秀慧《战后
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

（1945~1949）》（2002）、杨杰铭《鲁迅思想
在台传播与辩证（1923~1949）——一个精
神史的侧面》（2008）、柯乔文《“五四”与台
湾 文 学/文 化 运 动（1915~1945）》（2009）
等。从上述罗列就可以了解《台湾新文学
与鲁迅》的出版对台湾学界所造成的影
响，尽管研究者以不同的角度切入，但“鲁
迅研究在台湾”此一问题已成为台湾学术

界所热门讨论的话题。
21世纪以后，台湾的鲁迅研究，早已

摆脱过去以意识型态为主体的研究方法，
取而代之的是借由日本与中国大陆两条
研究脉络作为思想资源对鲁迅研究进行
反省与再思考。《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出版
后，台湾的鲁迅研究主流从过往的“意识
形态立场”转向更为中性的“思考鲁迅对
台湾影响”的学理视域。虽然这一议题的
思考不见得以鲁迅为研究重心，但“鲁迅
与台湾的关系”却是这些研究者在论文中
不断思索、讨论的问题。

（作者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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