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晖：鲁迅文学的诞生——读《<呐喊>自序》（一） 

 

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文学"是通过对"希望的文学"的否定而确立自身的。在"

胜利的哲学"蜕变为"乐观的文学"之时，"反抗绝望的文学"对"将令"的忠诚不但不

会变成盲从的乐观主义，反而会从"无法全忘却"的梦中再度崛起而呐喊。我以

为 20 世纪历史中几次对于鲁迅的重新发现就源自这一对初衷的"忠诚"。我们可

以说：这是 20 世纪文学的自我否定，而这种自我否定正是这一革命世纪最宝

贵的遗产。 

 

一 作为一种文体的回忆 

我们今天阅读《<呐喊>自序》。在进入文本之前，我先简单回溯一下昨天

读《破恶声论》时涉及的文本形式问题。《破恶声论》的文本形式内含了一种

自我的颠覆性：它采用了一种既不同于文言也不同于白话的古文形式。从形式

上看，这是一个与排满的民族主义革命有着密切关联的民族主义文本。革命，

表现在它对文言及其体制的拒绝；民族主义，表现在它试图以语言形式追溯民

族的文化之根，同时拒绝欧风美雨浸染下的白话。但文本的内容之一，是批判

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潮，文本的后半部分集中批评所谓"兽性爱国"和"崇侵略"的志

士。他也批评了这个浪潮中的启蒙思想，将那些启蒙者看作"伪士"，与此相对

应，他强调"迷信"的积极意义。文本的内容与形式之间构成了一种颠覆性的关

系，但也因此，这个颠覆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鲁迅对民族主义的否定不是

简单的否定，而是通过这一否定，提出民族革命的真正使命到底是什么这样一

个问题；也正是通过这个批判，他成为一个比同时期的人更为深刻的民族主义

者。他对启蒙的批判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通过批判重建思想的地基，赋予

这个思想的革命以真实的内容。他批判世界主义，否定无政府主义学说，但通

过这个批判否定，他将自己转化为一个比所有人都更深沉的国际主义者和世界

主义者。这个自我颠覆性成为我们接近这个文本的契机。鲁迅的写作动力就来

源于这种自我颠覆。古文的形式是一种自觉的形式化。理解这个文本本身的形

式和内容之间的特殊关系，也是理解其颠覆性的通道。要理解《破恶声论》这

个文本，就必须解读其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特殊张力。鲁迅一生有过几次重要的

再出发的契机， 1907 年、1908 年就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或再出发点。

就是在这个时刻，他突然展开了一套独特的、区别于这个时代的主要潮流的思

想。 

他的第二次再出发的秘密，就埋藏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文本之中。这

是一个与《破恶声论》截然不同的文本，无论是语言形式，还是叙事风格。   

《破恶声论》是一篇论文，有很鲜明的观点，我刚才说它是一个从形式到内容



都具有自我颠覆性的文本，而《<呐喊>自序》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也用了序

文的形式。与《破恶声论》相比，这个文本看似平易了许多：前者以古文形式

展开，我们需要从一系列深奥的观念或语词入手，逐层解开文章的论点及其复

杂内含；而后者以白话形式追忆往昔，交代他孕育和写作《呐喊》、《彷

徨》、《野草》并参与《新青年》的文化运动的动力和契机。构成这个追忆的

是一系列的故事，一些独特的语词是镶嵌于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的感受之中的。  

在 1907 年到 1908 年期间，鲁迅写作的一系列的文本，比如《摩罗诗力说》、

《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 秘密隐藏在"心声"、"内曜"、"人各有己"、"

朕归于我"、"英雄"、"个人"等等一系列观念和语词之中，发自于内的自觉和精

神性就是通过这些观念而成为作者论述的出发点。这些语词建立了一个自我，

即便这个自我是建立在无之上，它也构成了批评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绝对前

提。除了上面提及的"兽性爱国"的民族主义之外，作者对民主、自由、平等等

等观念也给予尖锐的批判。当然，作者批评这些观念，揭示其内外表里之间的

矛盾，并不等同于单纯的否定。例如，他批评民主，并不等同于支持专制；他

揭露平等，但不等同于赞成等级制。恰恰相反，通过这个否定，他自己变成一

个反民主的民主主义者，反平等的平等主义者。这样一来，他所谓民主和平等

便隐含了与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平等不同的内容。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介

入启蒙思潮的内在动力和契机。 

在 1907-1908 年间，他比较多地受到西方的浪漫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的影

响， 他的文本糅合了经过章太炎阐发的国粹思想与尼采主义。1918 年，他发

表《狂人日记》，从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中的《呐喊》、《彷徨》时期。也

就是在从辛亥革命前夕至参与《新青年》的文化运动这段时间里，鲁迅的写作

似乎暂停了，用他的话说，是以沉默或蛰伏的方式沉入"国民"中、回到"古代"

去。他的早期论文有非常强的自我批判、对时代思潮的抵抗，但这种自我否定

实际上是一个主体建构的过程。他的"破恶声"的态势是非常强的，若没有一种

主体性的确立，斗争、批判、介入都无从谈起。我们在这些文本中可以看到拜

伦的浪漫、尼采的超人、卡莱尔的英雄、施蒂纳的唯一者、叔本华的精神、基

尔凯廓尔的孤独个人，以及庄子的那种超然物外的自由。即便是否定，也是以

一种自我扩张的姿态呈现的。但在他写作《呐喊》的时候，这个情绪完全消失

了。换句话说，他的写作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氛围里完成的。写作的动力并不来

自 1907-1908 年的那个激烈否定的主体或自我。"呐喊"源自某种主体沉没的状

态，即鲁迅所说的"寂寞"。 

为什么要读《<呐喊>自序》这个文本？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理解鲁迅的文

学是从哪里来的，鲁迅的文学根源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民国初年，鲁迅有过

一段兴奋时期。他后来跟许广平两地通信，说到民国时候有一点希望，就是对

民国的希望，但他提及这个希望的时候，已经是幻灭之时。他在信中说：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

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

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

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

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

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

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2 

与其说是革命，毋宁说是幻灭，构成了《呐喊》、《彷徨》的调子。这两

部小说集描写的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变化，希望与失望是隐含其中的一个持续主

题。《狂人日记》写狂人的"觉醒"，但小序中就说他最终"康复"而去"候补"了；

《阿 Q 正传》写革命，写阿 Q 的革命，但最后发现革命之后，"内骨子是依旧

的"，什么也没解决，什么也没有改变。《风波》写张勋复辟，也是这样。《头

发的故事》写国庆的时候人们懒洋洋地出来挂旗。《祝福》、《在酒楼上》、

《孤独者》、《伤逝》中出现了"新党"或新式知识分子，但最终发现所谓的"新"

也只是幻觉。总之，革命之后，革命已经完完全全的消失了；在革命消失的地

方，是不许革命或不能革命的状态。"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

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 3 

因此，《呐喊》、《彷徨》虽然与早期的革命运动有关系，但并不是直接

的关系。鲁迅并不是为革命而写作。毋宁说，这是一种否定性的关系。这个关

系也投射在他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之中。鲁迅后来在新文化运动里面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人物，但他介入新文化运动的方式是非常独特的。在新文化运动退

潮之后，鲁迅说过一段很讽刺的话。他说： 

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

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因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

些人便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

前一类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后二类是不得已的调和派，

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我曾在杂感上掊击过的。4 

    哪有什么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多半是那些反对者骂出来的。那些人骂

《新青年》搞的是新文化运动，所以就有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在骂声中

成立了。当新文化运动成了一个真正的潮流的时候，一些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人

或者后来与新文化有过一点皮毛关系的人，就开始讨论"新文化运动"的源起

了。建立"源起"是将自己嵌入历史叙述的方式，这是反复发生的故事-任何一种

思想成了潮流或标签，就会有人来认领了。这种自述"起源"的方式自古就有，

现代以来的宗师之一是胡适之；至于"他述"，更是不胜枚举。本来也没有什么

新文化运动，《青年杂志》创刊时是很寂寞的；胡适之写《文学改良刍议》的

时候，也就是从美国寄了一篇文章回来，他也不知道有什么新文化运动，不知



道这篇文章有什么作用。白话文并不是他的首创，晚清时代的白话运动已经很

有规模。不过，"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退潮了，但一种新的文化正统

渐渐确立起来。胡适之就开始写关于什么是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了。对于这些追

溯起源、竞相命名的方式，鲁迅始终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他的目光是冷嘲

的。他知道新文化运动的成立先是由于那些诅咒和谩骂，后是由于新文化运动

的衰落-自封的领袖们坐稳了领袖的地位，便可以从容挑剔这场运动，以便占据

新的潮头了。在他的眼里，追溯起源、重新命名的时刻其实也就是这场文化运

动衰落的时刻，就像民国成立的同时，民国也就衰落了。这种观察自身置身的

运动的方式，其实源自鲁迅的历史观。 

正因为如此，怎样理解鲁迅文学的起源，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鲁迅的文

学既非来源于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激昂情绪，也不是因为他要发起一个什么新

文化运动。他的文学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他是何以成为这样一个"五四"新文

学的代表人物的呢？我们今天把他称为"新文学之父"，但都是从儿子的角度谈

论父亲，而很少讨论在儿子诞生之前，父亲是如何存在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我们的文学的父亲是从哪儿产生出来的呢？若没有儿子的视角，父亲就只

能从虚无中诞生了。鲁迅在这篇《<呐喊>自序》中对自己的文学的根源做了一

个平易却并不容易解释的交代。 

《<呐喊>自序》是给一个小说集写的自序，时间是 1922 年，落款是 12 月

3 日。从文体上看，这是一个回忆性的散文。《呐喊》是 1923 年北新出版的，

后来到 1926 年又随《乌合丛书》一起再版。在他写自序的时候，《呐喊》中

的小说已经发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终于要结集出版了。这篇自序是要说

明：我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这些小说是从哪里来的；自序用了一个讲故事的

写法，就是讲自己的事情，从文体上说，就是一种纪实性的散文。自序，似乎

是要自述源起，纪实性散文虽然是散文，但以纪实的方式展开，那我们是把它

当成一个确凿的事实的交代呢，还是也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看待呢？这是一个

文体的问题，也是一个阐释的问题。 

对于一个文学的文本来讲，无论它多么写实，我们都不能够把它当成写实

来看待。这是一个追忆的文章，追忆就是重构，而重构也意味着省略、强化和

其他新的要素。因此，我们需要在记忆与遗忘或追忆与省略之间去阅读这个文

本-追忆就是从记忆的海洋中浮现出某些孤岛，而不能将全部的记忆和盘托出。

记忆是和遗忘相伴随的，而遗忘包含了不自觉的成分，又包含了有意识的省

略。人们喜欢强调记忆的重要性，但遗忘是人的生活中更为基本的方面，而省

略则构成了心理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与凸显其实是相互支撑的。鲁迅一生

当中写追忆的文章是最多的，他最好的文章、最漂亮的文章，也是最有味道的

文章，差不多就是追忆的时候写的。比如说，他的很多集子的序和跋都写得特

别漂亮。他给《坟》写的题记我们昨天已经读过，还有一篇更出名的是《写在<



坟>后面》，那时候他已经远在厦门，韵味很深。对于这些文本，都存在着如何

解读的问题：一方面，喜欢追忆的人也趋向于静而不是动，鲁迅不但是内敛的

人，而且也被动型很强，他很少主动去发动什么伟大的运动。因此，如果要写

一个关于鲁迅的小说恐怕不大好写，拍电影或排戏剧更难，因为少有戏剧化的

情节与行动。对他的观察，要通过他所经历的种种事件，看他在遭遇每一事件

时的态度、变化和坚守来进行。光说他年轻的时候骑过马、爬过竿，这样一点

点事谁都可以做，不能作为英雄业绩来看待；但另一方面，内在性、被动型人

格并不是缺乏戏剧性、缺乏行动，而是说这些戏剧和行动都发生在具体的情境

中，发生在很难被察觉的内心转化里，不会即刻外化和呈现。就文本而言，这

些戏剧性和行动的症候在哪里呢？就在他的叙述中的省略、强调或淡化之中。

因此，我们在分析文本各要素的关系的同时，还要通过这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

互文性分析，揭示这些省略、强调、淡化及其含义。 

 

二 寂寞的能动性与呐喊的被动性 

过去中国有个文学批评家叫李长之，他在鲁迅逝世前夕曾评论说：鲁迅一

生有很多变化，但这些变化大多非主动发生，而是对他偶然碰到了这件事或那

件事的反应或回应。在考察了鲁迅一生的几次重要转折之后，他这么说： 

我们可以这样说，倘若不是陈独秀在那里办新青年，鲁迅是否献身于新文

化运动是很不一定的；倘若不是女师大有风潮，鲁迅是否加入和'正人君子'的'新

月派'的敌斗，也很不一定的；一九二六年假若他不出走，老住在北平，恐怕他

不会和周作人的思想以及倾向有什么相远，他和南方的革命势力既无接触，恐

怕也永久站在远处，取一个旁观、冷嘲的态度，是不会太向往，也不会太愤恨

的；一九二七年假若他不是逃到上海，而是到了武汉，那么，也许入于郭沫若

一流，到政治的漩涡里 去生活一下；一九二八年一直到一九三○年，假若他久

住于北平，则也敢说他必受不到左翼作家的围剿，那末，他也决不会吸收新的

理论，他一定止于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不驯的战士而已，也不会有什么进步；--

然而，这一切都不是的，事实乃是陈独秀办了《新青年》，女师大有了风潮，

一九二六年他离开了北京，一九二七年从广州到了上海，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

年他没有打算再久住北平，所以，他成就了现在的鲁迅。环境的力量有多大。5 

但是，这些话也是可以反过来说的。李长之又补充说： 

然而，我们更必须清楚，就是倘若不是鲁迅的话，他不会把环境这样选择

着！不是鲁迅，不会在会馆里寂寞地抄古碑，已经作佥事了，他满可以心安理

得地作官，然而他不，他感到寂寞，他偏驱除不净那些少年时受自农村社会的

悲凉的回忆，他于是呐喊！不是鲁迅，他可以安稳地教书，学潮可以不理，然

而因为是鲁迅，他又不耐了，绅士们的纸冠，他也必得戳一戳，结果被迫，结

果得出走。随便逃走也就好了，但他还有新的梦想，要治两年的学，于是到了



厦门，在厦门能耐的话，他可以像林语堂似的，在那儿停一停，然而他不，他

终于是鲁迅，他痛恨于 "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苦恼于一般人之"语言无味

"，他以"离开了那些无聊人"，"心就安静得多了"，所以他就又被广州的情形所

诱引，而到了广州。......求刺戟，要生气，这也只有鲁迅那样的人才如此，所

以他终究久住于上海了，因此，他始终没脱离了作战士。一个人的性格，对于

环境的选择又多末明显。6 

    说鲁迅被动，似乎与我们通常的印象不一样。鲁迅的一生发表了很多跟别

人论战、对骂的文章或集子，看起来很好斗。但是，鲁迅很少主动去骂人，大

多是被别人骂了以后，或者是被别人的文字、行径刺激之后，他开始回骂或论

战。许广平曾回忆说，鲁迅也是择其重要的而加以回击，许多事情他是不理

的，并非锱铢必较。他虽然被动，但一旦卷入，却不依不饶，你骂我，我就陪

你骂到底，大部分人熬不过他。他的一生与论战相伴随，一直到临死，他还说"

一个都不宽恕"。但他的执着态度的起点却多是被动的。不仅是论战，就是其他

的许多事情，从写作《呐喊》、《彷徨》，变成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个小说家

的代表，到奔赴广东的革命策源地，再到上海时期加入"左联"，每一回都是被

别人逼出来的。他从来没有准备发动文学运动，或宣称搞左翼文学运动。他不

是一个组织者，也不是一个自己非得要做什么事的人。在"左联"的时代，别人

把他拖出来做盟主，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时期，也是别人把他拖出来写小说。 

他的文学写作有很强的被动性。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题为《呐喊》，题目好像战

士冲锋一样，但其实他的"呐喊"很勉强。从根本上说，他不想喊，认为喊亦无

用，可是被别人一说或一刺激，就忍不住还得喊一声。结果他真的喊了一声，

比别人声音都大，接着就不停顿地喊了好多声。这一连串的喊声就成了现代文

学之父诞生时的标记。这里有一个理解鲁迅的大困难，就是他到底是怎么变

的？是如何从觉得不必喊、喊亦无用转向连串呼唤？换句话说，鲁迅的动力到

底是什么？他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动力的？因为他有这个被动性，他每一次都是

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想要去做一件事，而每一次起手做时又都旋即失败，所以等

到过后他去回忆的时候，笔端都有点窝火的感觉。 

昨天讲《破恶声论》的时候说到文本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寂漠为

政，天地闭矣"。这是一种很大的寂寞。年轻的时候爱说寂寞呀寂寞，整个宇宙

都是寂寞，但不满之态溢于言表。等到中年的时候再说寂寞，鲁迅没有早年说

寂寞时的那种浩叹的口气了，毋宁是说自己已经渐渐地安于寂寞了。寂寞不是

宇宙和世界的状态，而是自我存在的状态。他的笔调写到这里，有沉痛，但没

有激昂。在鲁迅的追忆文字里面，《纪念刘和珍君》很突出，那是一篇有非常

大的沉痛压在里面的文章，你阅读时，仿佛感到那沉痛要穿破纸面喷薄而出，

而作者却拼命地压抑着不让它冲将出来。文本因此而具备了沉甸甸的力量。这

是鲁迅文字上的魅力所在。 



但《<呐喊>自序》不同于《纪念刘和珍君》那样的文字。在进入文本之

前，我先简单地回顾一下鲁迅写作之前的一段背景。注意到鲁迅这个时期的重

要性的，是前面提及的李长之，而对这个段落加以更深入阐释的，是日本学者

竹内好。竹内好可以说是日本的鲁迅研究之父，也是现代日本思想史上一个很

重要的人物。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在鲁迅传记中，最弄不懂的部分是他发表

《狂人日记》以前在北京的生活，即林语堂称作'第一个最质朴的时期'。这是什

么意思呢？"他又接着解释说： 

我认为对鲁迅来说，这个时期是最重要的时期。他还没有开始文学生活。

他还在会馆的一间"鬼的屋子里"头钞古碑。没有任何的动作显露于外，"喊"没有

爆发为"呐喊"，只让人感受到正在酝酿着呐喊的凝重的沉默。我想象，鲁迅是

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

西。7 

"回心"是一个特别的概念，我们后面分析"弃医从文"时还会专门讨论。竹内

好说："我想象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他此后的思想趋向，都是

有迹可寻的，但是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却只能

认为是形成在这个时期的黑暗里。"8 所以他说，如果要理解鲁迅的话，就需要

理解从 1912 年到 1918 年，也就是鲁迅写作《狂人日记》之前那几年的时间

里，鲁迅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 

在这个时期，鲁迅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我们不妨做一个最简略的概括。

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是教育总长，他邀请鲁迅-那时还只

是周树人-去教育部工作。鲁迅因此从浙江跑到南京去做教育部的部员，然后没

有几个月就随中央政府转到北京来了。这几年他一直在教育部工作，先做科

长，后做佥事，相当于处长这样一个中低级官僚的位置。如果阅读他的年谱的

话--年谱的写作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做年谱的人，在把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写出

来的同时，还会标注出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你会发现，在

那段时间里，那些民国初期的重大事件几乎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二次革命，

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他都经历了，但从未卷入，我们只是在他后来的小说

中发现这些事件的印迹，可以探知这些事件在他心里留下过深刻而长久的烙

印。深刻而长久，却波澜不惊，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这些事件与文本的形

成之间，没有戏剧性的故事，只有这些事件的烙印逐渐发酵、变异的心理过

程；如果鲁迅后来没有加入《新青年》的运动，也不会成为文学家，这些痕迹

也大概就像从未发生一般而彻底消失。 

每次重大事件爆发的时候，志士仁人们奔走南北，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

民国史的写作充斥了这些内容。但鲁迅似乎停在那儿，天天上班，下班回家以

后躲在闹鬼的屋子里头钞古碑，要不然就跑到琉璃厂去找各种各样的旧书。他

生活在与这些事变各不相关的世界里。这些工作与他受教育总长蔡元培委托担



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有一定关系，因为他的职责是主管图书馆、博物馆、

美术馆等事务，以具体推进"以美术代宗教"的方针，但他沉浸于古籍的状态恐

怕并非工作所致。他的好朋友，曾经同住在绍兴会馆的老友许寿裳回忆说："自

民二以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过多少

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他又"整理古碑，不但注

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图案，......也是考证精审，一无泛语"。9 这种沉迷于"无

意义"的事情而又极认真的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颓废。我说"无意义"，或许有

人会反对，毕竟校勘《嵇康集》还有些意义，但他校勘、抄录的精细，与他记

录一文、一厘的方式也差不多，后者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随便打开鲁迅日记，

1913 年年末，12 月 31 日晚上，鲁迅在灯下仔细地录下了"癸丑书帐"，全部是

古典文献，并在末尾记上"本年共购书三百十元又二角二分，每月平匀约二十五

元八角五分，起孟及乔峰所买英文书籍尚不在内。去年每月可二十元五角五

分，今年又加增五分之一矣。"10 再看《甲寅日记》1914 年 4 月 4 日，"晴，

风。午后往留黎厂神州国光社买《古学汇刊》第八期一部，一元五分，校印已

渐劣矣。又至直隶官书局买《两浙金石志》一部十二册，二元四角。"1118

日，"晴。下午往有正书局买《选佛谱》一部，《三教平心论》、《法句经》、

《释迦如来应化事迹》、《阅藏知津》各一部，共银三元四角七分二厘。次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往有正书局买《华严经合论》三十册，《决疑论》二册，

《维摩诘所说经注》二册，《宝藏论》一册，共银六元四角又九厘。晚宋子佩

来。夜小风。写《沈下贤文集》卷七毕"。12 鲁迅不但买书，而且记账准确到

分和厘，对于印制的质量也很挑剔，这种沉迷于物的态度正是"遗忘"的准确注

释。上面这段日记提及誊抄《沈下贤文集》，规模与他誊抄《嵇康集》相差不

多，从甲寅四月六日"聊写《沈下贤文集》目录五纸"起，至 5 月 24 日止，陆续

写下，誊抄完毕。1927 年 8 月，他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说他最初

所见版本为影钞小草斋本（小草斋为明代谢肇淛的书斋名），1912 年 6 月 9

日，他从琉璃厂购得善化童氏刻本《沈下贤集》，1913 年 3 月 30 日又收到周

作人从绍兴老家寄给他的《沈下贤集》抄本二册。他用心于誊抄和校订古籍，

对于版本和印制不厌其详，其他世事不入他的脑际，于此可见一斑。我们或者

可以说这种沉迷于物的精细正是忘却或将自己疏离于自己曾经热衷的事务的方

式。 

除了沉迷于"有"之外，他还沉迷于"无"，而沉迷的方式是一样的。许寿裳回

忆说："民三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13 这里的书目

也正可为证。后来许广平有一个回忆，说他 1928 年到杭州去游西湖的时候，

有个知客僧向鲁迅大谈佛学，结果被鲁迅说倒，发现鲁迅佛教修养太深，就借

故离去了。14 鲁迅后来还跑到"佛教经典流通处"捐了二十块钱。他做这样的事

情，自然说明他沉浸之深。昨天说到 1907 年、1908 年时，鲁迅在跟章太炎学



习的期间，一边学小学也就是文字学，主要是《说文解字》，另一方面就是读

佛经。那个时候章太炎研究佛教，倡导建立宗教，1908 年，他发表《建立宗教

论》，目的无他，是为了鼓动革命。所以章太炎的佛教是为了革命的，是以无

为有或为有而无。他是个菩萨样的革命家，学佛也是革命的一部分，他主编的

《民报》登了很多佛学论文，弄得他的许多革命同道大惑不解。鲁迅在那个时

期开始念佛经，也是沿袭章太炎的路子。但是，在我们现在讨论的时期，他用

功之猛，甚于早期，读了更多佛经，心无旁骛，真正浸淫其中。但鲁迅怎么跟

别人说的呢？他尊释迦牟尼为大哲，但认为"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

不会复活了。"15 这个调子与他在日本读佛经的味道大不一样，读佛并不是因

为佛教多么重要。沉浸其中，而又并不稍带希望，这就是颓废。不是为了什

么，而只是"念经"而已，或者说为念经而念经。他能把和尚驳倒，恰恰是因为

无为而念，功夫精进了。要不然的话，不要说是他自己，就是他的老师章太

炎，也曾被人批评不是真正的佛学者。他们学佛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 

在读佛之外，鲁迅还收集各种各样的古代小说和文学的资料，为他日后的

文学史研究奠定了根基。我自己到鲁迅博物馆查过他在这个时期抄录的一些古

碑的文字，除了前面提及的《沈下贤文集》外，最重要的就是他七次校勘《嵇

康集》，全部是蝇头小楷。看到这些一丝不苟的文本时，我不由得想，一个人

的心要静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这样誊抄呢。鲁迅还收集各种各样的汉魏拓

片。那些拓片，大家也可以去鲁迅博物馆查，收藏量很大。他还有一些对美术

的喜好，我们知道他收藏汉画像，由汉画像的收藏又开始去看西方的现代主义

绘画。他的日记里面除了有关购买古籍的记录，也记载了他买高更的画，买了

孟特的《心理学》，但都算是打发时光。1916 年 4 月，他与陈师曾一起，从全

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的展品中，选出 104 种共 125 件，交给中国筹备巴拿马赛会

事务管理局运往展出。总之，你读他这个时期的日记，会发现这个人完全地静

下来了，他就在那个吊死过一个女人的院子里每天每天地钞古碑。他的文学的

发源，他的忽然的"呐喊"，就是在这样一个情景里面发展出来的。所以，怎么

理解他的第一声呐喊，呐喊是从哪来的？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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