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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人物 新文学先锋·纪念文学革命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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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22日夜，旧历除夕。
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内的绍兴会馆

里，身为教育部佥事的鲁迅，躲开了外界的喧
嚣，独坐冷室，整理旧书，抄录碑帖，殊无换
岁之感。

鲁迅来北京五年了，工作繁忙，生活孤
寂。青年时期激昂慷慨的热情，完全被深沉的
忧郁和艰难的探索所代替了。但他的思想是愤
激的……

思想的河流蕴积，任何堤坝拦挡不住。溯
流而上，滴滴思想之水，皆折射着鲁迅在人生
转折时的思考和执着……

“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

的呆子，坏呆子，

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
时光的指针拨转到1907年7月，在日本的鲁

迅参加了浙江同乡会举办的追悼徐锡麟、秋瑾
大会。徐锡麟于7月6日，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
被捕，于安庆门前慷慨就义；15日，秋瑾于绍
兴古轩亭口壮烈牺牲。鲁迅惊悉消息后，极为
愤慨。在追悼大会上，他坚决主张打电报到北
京，痛斥清政府的暴行。

徐、秋两人，同是鲁迅光复会的盟友。
1904年，鲁迅在仙台学医，寒假期间与东京的
浙江革命机关联系，参加以蔡元培组建的“军
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为基础的光复会，从事革
命反清活动。

“清末，一个个白面书生都成了壮士、烈
士。蔡元培与陈独秀、章士钊等革命者在密室
中学习制造炸药等武器，准备暗杀清廷大员。
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代。”李新宇先生在谈
及清末时，如是评价。

“那个时候，光复会曾派鲁迅回国。回国
干什么？从事暗杀清廷大员的活动。鲁迅接受
了，他回去想了想后，又要找领导人说，自己
完全可以回国搞暗杀。可是有一个问题，希望
听到领导人的回答：‘我死了，我母亲怎么
办？’当时的领导人一想，还是算了，干脆不
用他了，然后派秋瑾等人。”多年研究这段历
史，李新宇娓娓道来。

1907年的东京，各种思潮涌动，孙中山、
梁启超、章太炎等思想家在引领不同的潮流。
彼时，鲁迅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到日
本两年以后日语过关了，他没有在东京闹腾，
而是一头扎到仙台去了。他很有独立性，一开
始就表现得很强。我们从思想层面看，鲁迅接
受的东西比较复杂，他整体选择了革命，可是
他又不是一个激烈的革命派。如果他热血沸腾
回国执行暗杀，可能就不是鲁迅了。”

1907年前后，鲁迅打定主意，走文艺道
路。当他从仙台回到东京后，见到同为绍兴老
乡的挚友许寿裳时，告诉对方说：“我退学
了。”

许寿裳很不解地问：“为什么？你不是学
得正有兴趣，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鲁迅踌躇一下，终于说：“我
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
医学所能治疗的？”

两人相对，苦笑。
鲁迅那时候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

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
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
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
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当然要推文艺，
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从此，鲁迅走上了决心利用文艺唤醒人
民，改造社会的新征途。“实际上他选择了一
条根本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路，他是没有考虑
自己怎样挣碗饭吃。文艺确实是一条很遥远的
路。那时想让中国人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是
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有价值、尊严、权利，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人在日本问他，在中国做
什么事儿最赚钱？他很认真地想了半天说，造
反。可他没有选择造反，而是选择了那么虚的
一条路，那么远的一条路。”李新宇分析。

多年以后，鲁迅挚友许寿裳曾经问过他，《离
骚》中最爱的是哪几句？鲁迅不假思索，马上答出
下面四句：“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高丘无女，即回望故国、茫然无同道之人
的意思。这个典故，鲁迅曾反复引用。如果
说，上下求索代表鲁迅精神中的一面，哀高丘
之无女，则代表了另一面：明知无望，依旧锲
而不舍，以无望为希望。

“人立而后凡事举”，

“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高丘无女，易水萧萧，鲁迅孑然独行。
“如果是一个从小饿怕了、穷怕了的贫家子
弟，他会这样想吗？精神上面有比较高追求
的，往往都不是来自最底层的草根。草根首先
考虑的是生存的问题。鲁迅家族前后的落差，
从公子到社会底层的跌落，对他的精神成长来
讲，受一点折磨的确不是坏事。”李新宇说，
“鲁迅的那个家，给他好多正面的影响。文化
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可对孩子的成长，真
是重要。我常常给学生讲，鲁迅的少年时代，
他家有一种很多面的文化。他的祖辈都读圣贤
书，以理学为核心。晚清那个开放的氛围，一
直没影响到周家。可他家的教育又比较开放，
他的视野不光是教科书。还有一种东西，对他
成为文学家、思想家是有帮助的，那就是绍兴
地方文化系统，从他奶奶到他母亲都信佛，还
有阿长等给他讲的民间故事。一个家庭的文化
不是清一色的，这对孩子没坏处。”

“什么是精神贵族，鲁迅才是真正的精神
贵族。”李新宇谈道，“现在很多人不赞同鲁
迅的态度，说他居高临下地看大众。他就是居
高临下，他从来没把自己看作一般的芸芸众
生。谁也不会奖赏他、鼓励他，他也要改造国
民性，克服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愚昧。”

虽千难万险，吾往矣。“你看鲁迅在1907
年前后写的那一系列文章。他太另类了。大家
都在追求民主，他马上想到的是多数对少数，
想到个人自由。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可多数
要是愚昧的，怎么能靠得住。大家都知道丘吉
尔那句‘民主只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民主
好吗？确实不一定好。”李新宇介绍道。

“在鲁迅看来，如果全国老百姓都那么愚
昧的话，选出来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总统。即
使少数人很清醒，看好了一个更好的人选，可
就是选不上，因为决定不了票数。110年前，鲁
迅就有这样的思想。”李新宇由衷地佩服鲁迅
的犀利。

“那时候，社会上大多数人跟现在一样，
盯着钱，盯着物质。而鲁迅和别人不一样，他
更注意精神，充分注意到个人自由的意义和价
值，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
数’。如果没有强大的自我，是没有力量敢于
和众人作对的。”李新宇说。

“他对大多数人不信任，因为他感觉大多
数中国人是被愚弄、被牺牲的。”李新宇说，
1907年，鲁迅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
排众数”与对民主的看法结合在一起，在《文
化偏至论》中提出“立人”的命题：“是故将
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首在立人，人立而
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
神。”

可鲁迅为自己选择的这条路，走得却很艰
难。他和周作人兄弟两个人苦苦地翻译国外小

说，编成《域外小说集》小书。“大为失败。
第一集(印一千册)卖了半年，总算卖掉二十册。
印第二集时，数量减少，只印五百本，但最后
也只卖掉二十册，就此告终。总之，在那年开
始，也就在那年结束，只出了薄薄的两集。于
是第三册只好停版。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
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
幸着了火，我们的书和纸版，都连同化为灰烬。我
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也就完全消失
了。”1932年，鲁迅在给好友的信中，如是谈及已
成为“珍本”的《域外小说集》。

“当一天和尚，钟我总要撞，

而且用力地撞，认真地撞”

“工作和自己的理想追求完全一致那是很
少的，如果能沾边就算极好，如果互相不排
斥、不矛盾就算不错。”李新宇谈及工作与理
想，古今同理。

1909年8月，因经济条件不允许，从日本归
国的鲁迅，经挚友许寿裳推荐，到浙江两级师
范学堂任初级师范部的化学课程与优级师范部
的生理学课程教员。

后来，鲁迅的同事和学生评价他道：“做
事常从远处着眼，可是也以认真的态度从小处
下手。”“他提倡种树，别人都笑他傻；因为
树要十年才长成，那些人却主张‘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鲁迅先生提起这件事时，却说，
只要给我当一天和尚，钟我总要撞，而且用力
地撞，认真地撞。”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因好友
许寿裳的推荐，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
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他又
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做教育部的官员应该说跟文学沾边了。
这个‘佥事’一职在鲁迅看来，倒也不算是区
区，他觉得这个官不小。那时鲁迅的工作要审
查戏曲、鉴定小说等，离文学又近了。那时候
他还在想着自己1907年选定的路。不放弃宣传
的机会。到哪里有机会演讲，就讲文学、艺
术、画画，尽管有时候听众很少。”

冥冥中似乎有注定。“鲁迅在日本留学
时，没有跟随孙中山、梁启超，也没有效忠大
清。他弃医从文，追随章太炎，因为章太炎的
人格和学问。”

在教育部工作之余，鲁迅校《嵇康集》，
研究佛经，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刻《百
喻经》，经常去琉璃厂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等等。这一切，都滋润着
鲁迅对文艺的思索。

1917年5月，北京正在流行着猩红热，教育
部有一位同事因此致死。不巧的是，刚到北京
一个月的鲁迅二弟周作人，便患上此病，鲁迅
四处求医问药。

有惊无险，周作人身体上的疾病很快过去
了，但紧接着精神上却受到了一个更为强烈的
刺激，这就是发生在1917年的张勋复辟。

1917年6月14日，安徽督军张勋利用黎元洪
与段祺瑞的矛盾，率五千辫子兵，借调停为名
进入北京。经过半个月的准备，他于7月1日撵
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
称此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
这一倒行逆施立刻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抗议。

7月3日，鲁迅冒雨前往教育部宣布辞职，
以示愤慨。很快，段祺瑞率军队攻入北京，与
辫子军短兵相接。7月7日，为避难鲁迅和周作
人移居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

7月12日，段祺瑞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张勋
逃入荷兰公使馆，短暂的复辟丑剧就此落幕。7
月16日鲁迅返回教育部工作。张勋复辟只持续了
十二天，但留下的阴影却难以消散。鲁迅写于
1920年10月的小说《风波》就是以这一事件为背
景的。鲁迅后来说，“辫子还有一场小风波，那就
是张勋的‘复辟’，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
来的。我曾见他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
没有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

这一事件让原本消沉的鲁迅更加消沉，他
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
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
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很快鲁迅
走出了消沉，开始呐喊。

“《新青年》来了。可北京有

几个有准备的人？准备最充分

的一个人物就是鲁迅。他是从

十年前，就做准备了”
为鲁迅提供呐喊“喇叭”的人，正是“我

认鲁迅为畏友，他的文章似大刀”的陈独秀。
1917年1月，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

长，他创办的《新青年》也随之由上海迁往北
京东安门箭杆胡同九号。

1915年，追随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陈
独秀，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陈独秀
是很有个性的人物。那时人们谈的都是社会热
点，他却独具慧眼，发现了更重要的东西。他
办杂志，读者就是青年，给他们讲讲怎么做
人。他不谈时政，而是给年青人讲人生道理，
讲民主共和国的国体，讲国家的官员和老百姓
是什么关系。”李新宇介绍道。

“实际上，直到1915年，陈独秀才意识到
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陈独秀说我们有这样的
民族和国家，不能只怪袁世凯，还要怪有这样
的老百姓。这个时候陈独秀和鲁迅都看到了，
是老百姓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按当时的法律规
定，不管犯法还是有嫌疑，已不能让人下跪、
不能打板子，可阿Q被抓后，还是自己跪下来
了。”李新宇解释道。

陈独秀的强烈愿望与青年杂志惨淡的发
行，构成啼笑皆非的对比。搬到北京后，他非
常希望《新青年》得到发展壮大，而北大等高
校教师们的加入让他找到了通道。

事实上，鲁迅等待《新青年》这样的发声
平台，已有十年了。周作人刚到北京，鲁迅就
给了他几册。阅读之后，周作人的感觉是并无
多少特色。经过张勋复辟的刺激，周作人觉
得：“中国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光只是
‘文学革命’实在不够，虽然表现的文体改革
自然是连带的应当做到的事，不过不是主要的
目的罢了。”这也是鲁迅的想法。

张勋复辟事件让陈独秀也认识到思想革命
的必要性，《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开
始走向深入。

“终于有了这样的一份刊物，一看那些文
章探讨的完全是他思考过的问题，他想的还要
深刻，还要全面。他怎么能放过这个机会。这
个历史的会合，他肯定不会放过。鲁迅走入
《新青年》是必然的。”李新宇介绍道。

可当时已是37岁的鲁迅，有着自己的顾忌。
“虽然很想加入《新青年》，可直接去找人家，好像
不大能放得开。还在等着。”李新宇分析道。

打破僵局的是鲁迅的老同学钱玄同。
鲁迅和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期间皆师从章

太炎。鲁迅记载下了在章太炎寓所的榻榻米上
听讲的情景，以及钱玄同不禁“前席”，爬到
先生面前请教的情景，以致钱玄同还得了个
“爬来爬去”的雅号。

当时，已是《新青年》活跃成员的钱玄同
深知鲁迅的水平和思考。“一切机会只属于有
准备的人。《新青年》来了，这个是立马成名
的机会。可北京有几个有准备的人？准备最充
分的一个人物就是鲁迅。他是从十年前，就做
准备了。这时候他必然是一拍即合。”

“从1907年开始，他一直在

思考，十年磨一剑。一出手，

呈现的水平最高，光彩夺目”
1917年8月，北京城最热的季节。戴圆框眼

镜的钱玄同，开始频繁光临绍兴会馆的补树书
屋。

鲁迅原来住在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但环
境嘈杂。1916年5月6日，他搬进补树书屋，这
个有着三间房的独院一直没有人住，相传是因
为往昔院里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周作人到
北京后，鲁迅将自己原先住的补树书屋偏南朝
阳的一间让给弟弟，自己住到北头比较阴暗的
一间。

钱玄同来补树书屋拜访的目的之一是为这
份杂志约稿。他通常是午后四时到来，吃过晚
饭，与鲁迅谈到十一二点才返回北师大的教工
宿舍。

进屋后，老朋友自来相熟。钱玄同将手提的
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在鲁迅对面坐下
了。聊天的话题自然十分广泛，但中心之一便是
张勋复辟，以及造成这一历史倒退的原因。

两人最重要的一段对话，后来被鲁迅记录
下来。“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
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
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
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
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
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抛出
问题。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
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的回答也颇机智。

事实上，鲁迅对自己的失望也同样抱怀疑
态度。他回答说：“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
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
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
他之所谓可有。”

希望和路一样，走着走着就有了。鲁迅在
老朋友的劝说下，终于摆脱沉默，同意“做点
文章”，并且“一发而不可收”。

“鲁迅给《新青年》带来一份厚礼。”李
新宇说道。1918年4月2日，鲁迅作《狂人日记》，载
五月《新青年》月刊四卷五号。这是他第一次使用
了“鲁迅”这个笔名。鲁迅曾对许寿裳说，使用这
个笔名是因为“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同时又因
为“（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
愚鲁而迅速之意”。

自此，《新青年》大量刊登鲁迅的作品。
据统计，至1921年8月1日，他在《新青年》共
发表作品54篇。“他是全力配合《新青年》的
工作。在思想上，陈独秀关心的东西，他全力
配合，写了大量的随感录。他看到诗坛寂寞，
便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写了六首‘全然摆脱
旧镣铐’的新诗。”

“对整个新文化运动来说，鲁迅是一员大
将。他的小说编在一块儿，是一本不厚的小说
集，可不影响他成为大作家。从1907年开始，
他一直在思考，十年磨一剑。一出手，呈现的
水平最高，光彩夺目。”

鲁迅文字背后，闪亮的思想也熠熠生辉。
“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其他都在其次。满足
人的生命正当需求的一切行为都是最道德的行
为。是否承认这一点，正是‘人的道德’与
‘吃人的道德’的根本区别，也是现代道德观
与传统道德观的根本区别。有人问鲁迅，青年
应当有怎样的目标，他回答说：‘一要生存，
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
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
不是放纵。’在他看来，苟有阻碍这前途者，
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
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
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李新宇阐释
道，鲁迅的整体反传统和批判国民性都可以在
这里找到一个总的解释。

“鲁迅的思想，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他作品里表现的人物，丑恶的那一面，现在的
人还在表演着。鲁迅非常喜欢大家忘记他，可
大家还是忘不了他。”李新宇最后说。

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这一年，鲁迅与《新青年》结缘，次年春天，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狂
人日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鲁迅给《新青年》送来一份厚礼。他甫一登场，便光彩夺目。反观他的思想历历程，
1917年，不过是他十年磨一剑的答卷，锋刃早已磨利！在寻访了绍兴、上海、北京的鲁迅故居后，5月15日下午，本报记者来到
南开大学，专访了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与周海婴一起主编《鲁迅大全集》的李新宇先生。

鲁迅在1917：彷徨十年终呐喊
□ 本报记者 卢昱 逄春阶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本报记者在采访李新宇教授(右)。 逄春阶/摄影

上海，大陆
新村9号，鲁迅故
居。

今百草
园一角落，
旧物依稀。

北京鲁迅故居
院内两株1925年4
月5日鲁迅手植的
白丁香。

鲁迅1903年在东京弘文学院剪掉辫
子后拍摄。

上海，鲁
迅墓，绿树环
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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