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真的，才是美的
吴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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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以美来感动受众 ， 所以对

艺术作品的鉴赏称为审美活动。 但“美 ”

不可能孤立地存在 ， 它必须和 “真 ”与

“善”结伴而行，相互依存。于是有了“真、

善 、美 ”之说 ，而且 “真 ”与 “善 ”还置于

“美”之前。 这就是说，只有真实的、引人

向善的东西 ，才是美的 ，否则 ，就成为它

的对立面：假、恶、丑。

但在中国文学中，真实性曾是一个大

问题。 鲁迅曾写过一篇杂文：《论睁了眼

看》，就指责“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

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

的勇气。 ”比如：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

子佳人小说作家是早就感到了的，这才有

“私订终身”的诗文和戏剧出现，但明末作

家便闭上眼睛， 并这一点也加以补救，说

是“才子及弟，奉旨成婚”，这样就一点问

题都没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

否中状元，而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作

善降祥”的古训，六朝人本已有些怀疑了，

他们作墓志 ，竟会说 “积善不报 ，终自欺

人”的话，但后来的昏人，却又瞒起来，尽

写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作品，“使读者

落入诬妄中， 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

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红楼梦》中的

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

较敢于写实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 无论

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

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蓬的和尚。 和尚多

矣，但披这样阔斗蓬的能有几个，已经是

‘入圣超凡’无疑了。 至于别的人们，则早

在册子里一一注定， 末路不过是一个归

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 读者

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 然而后来

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

‘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

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

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 ”……鲁

迅在列举了许多例子之后，得出了一个结

论，认为这是一种“瞒和骗的文艺”。

这种“瞒和骗的文艺”的产生，有认识

论上的根源。 即作家不是从现实生活的实

际情况出发来写作，而是以某种理念为依

据，规定什么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什么

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 在过去长期的封

建社会里，这个通行的理念，就是孔子所

说的“礼”。 《论语·颜渊篇》中说：“子曰：非

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这个“礼”，孔子看得很重要，克己复礼，天

下归仁， 这是他行仁政的根本立足点，凡

是不合这个 “礼 ”的 ，作家们就看都不能

看，听都不能听，更不用说去言，去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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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经是中国的哲学，孔子是大成至圣

先师， 他的著作浸润着后世士子的心灵，

所以大家一切从观念形态的“礼”出发，要

求按“原则”行事。 直到新文化运动兴起，

孔子从大成殿的高位上跌落了下来，这才

把“礼”也顺带地打破了。 在文艺上提出了

“写真实”的要求。

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常常把新文学运

动叫作“白话文运动”，这是不全面的。 白

话文只是新文学在语言形式上的一个表

征，其实，它还有一些思想内容上的重要

特点，如：打破思想上的迷信观念，要求将

一切事物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价

值重估；打破头顶上的“天地君亲师”的重

压，要求个性解放，在文学上充分地表现

自我；反对从观念出发看问题，弃儒家的

“礼”于不顾，要求面向现实，敢于直面人

生。 这样，才产生了全新的文学。

这里， 我们暂且不谈理性的审判和个

性的解放在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 ， 只看

“写真实” 论在新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命运。

反对瞒和骗的文艺， 要求写出生活的

实情来，虽然是鲁迅喊得最响，但其实并非

鲁迅个人的要求，而是时代的呼声。 早在鲁

迅之前，他的老师章太炎就提出文学、历史

写作中的“真”的问题，与鲁迅同时代的作

家中，求“真”的人还有很多。 理论家们提出

要建立真诚的、写实的文学，而作家们也纷

纷把真实性看作自己的写作目标。 周作人

说：“既是文学作品，自然应有艺术的美，祇

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 ”（《平民文学》）

俞平伯说：“我怀抱着两个做诗的信念：一

个是自由，一个是真实。 ”（《冬夜自序》）叶

圣陶说：“我们作文， 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

话。 ”（《诚实的自己的话》）冰心说：“我平日

总想以‘真’为写作的惟一条件。 ”（《寄小读

者》）胡适在介绍易卜生剧作时，也特别强

调道：“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

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

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 ”（《易卜生主义》）

……五四文学的新面貌，就与这种“真”的

追求分不开。

但可惜，这种真实性的文学没有发展

多久，另一种观念论的文学就起来了。 这

就是普罗文学的兴起。

普罗文学的出现，自有它现实的必然

性，但它从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出发 ，而忽

视文学的真实性和审美性，却给自身带来

重要的缺陷。 比如，创造社的李初梨就否

定“文学的任务在描写社会生活”说，而提

倡写“阶级意识”论。 （《怎样地建设革命文

学》） 而太阳社的钱杏邨则从日本搬来新

写实主义， 认为艺术描写除了真实性之

外，还要强调其正确性，而且把正确性放

在真实性之上。 （《中国新兴文学的几个问

题》）这样，普罗文学家们所描写的 ，都是

经过意识形态过滤过的，也就是符合阶级

需要的材料，而非真实的生活。 而且，由于

忽视审美性的结果，又出现了严重的标语

口号化倾向。

正是从这种新的观念论出发，他们否

定了五四以来的写真实文学， 从鲁迅、周

作人，直到冰心、叶圣陶，一概骂倒，而以

鲁迅为主要讨伐对象。 鲁迅毫不退却，奋

起反击， 他所捍卫的不仅是个人的名誉，

更重要的还是五四精神。 于是展开了有名

的“革命文学”论争。 论争的文章，很多看

似纠结在个人琐事上，如“醉眼朦胧”“封

建余孽”“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等等，

那是因为“革命文学家”们用这些词语对

鲁迅施行人身攻击，鲁迅需要进行反讽之

故。 细看全部论争文章，理论上的焦点还

是集中在意识性与审美性、现实性与超越

性这两个问题上。 敢不敢面向真实，要不

要审美性， 这是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而

真实性则比审美性更重要，因为没有真实

性，也就谈不上审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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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文学论争中 ， 鲁迅的 《阿 Q

正传 》也成为重点批判材料 。 钱杏邨就

写过一篇 《死去了的阿 Q 时代 》，认为鲁

迅的作品没有现代意义 ， “只能代表清

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想 ”。

他们看不到现实生活中民众的落后性 ，

一味要求去赞颂光明 ，殊不知实际情况

远非如此 。 鲁迅当时写过两篇短小的杂

文 ： 《太平歌诀 》与 《铲共大观 》，对此作

出回应 。 有些研究者把后一篇看作是鲁

迅抗议国民党残杀共产党人的文章 ，而

大加赞扬 ，但其实 ，这两篇杂文与早期

的小说 《药 》一样 ，意在讽刺民众的麻木

状态 。 《铲共大观 》的末尾说得很明白 ：

“我临末还要揭出一点黑暗 ， 是我们中

国现在 （现在 ！ 不是超时代的 ）的民众 ，

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 ， 只要看 ‘头 ’和

‘女尸 ’。 只要有 ，无论谁的都有人看 ，拳

匪之乱 ，清末党狱 ，民二 ，去年和今年 ，

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 ，我已经目睹或耳

闻了好几次了 。 ”而 《太平歌诀 》则更直

接地将矛头对向 “革命文学家 ”的理论 ：

“近来的革命文学家往往特别畏惧黑

暗 ，掩藏黑暗 ，但市民却毫不客气 ，自己

表现了 。 那小巧的机灵和这厚重的麻木

相撞 ，便使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

象 ，变成婆婆妈妈 ，欢迎喜鹊 ，憎厌枭

鸣 ， 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 ，于

是就算超出了时代 。 ”

对《阿 Q 正传》的非议，当然不止于普

罗文学家，早在这之前，西谛就对阿 Q 那

样的一个人终于做起革命党来，提出了疑

问。 鲁迅很明确地回答道：“民国元年已经

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

相信还会有阿 Q 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

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

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

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

之后 。 ”（《〈阿 Q 正传 〉的成因 》）这就可

见，对于未来的预见性 ，只能包含在对于

现实的深刻认识中。

那么 ， 什么是 “阿 Q 似的革命党 ”

呢 ？ 请看作者对阿 Q 想像中的革命情景

的描写 ：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

跪下叫道，‘阿 Q? 饶命? ’谁听他? 第一个
该死的是小 D 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
假洋鬼子，……留几条么？ 王胡本来还可
留，但也不要了。 ……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
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
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
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 自己是不
动手的了，叫小 D 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
快打嘴巴。 ……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 。 邹七嫂的女
儿过几年再说 。 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
有辫子的男人睡觉 ，吓 ，不是好东西 ? 秀
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 。 ……吴妈长
久不见了 ， 不知道在那里 ，———可惜脚
太大 。 ”

这种描写当然不适应革命文学的要

求 ，但是 ，却很符合现实生活中的实际

情况 。

1928 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并没有争

论出一个什么结果来。 不久之后，鲁迅虽

然被推出来做左翼作家联盟的旗手，但部

分左翼作家们其实并不认同鲁迅的文艺

思想， 所以左联内部自始至终摩擦不断，

使鲁迅必须横站着战斗，以防背后射来的

冷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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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联时期，鲁迅有两句话很值得我

们注意。 一是 1933 年在《我怎么做起小说

来》中所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

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

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所

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

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

意。 ”二是 1934 年 1 月 25 日致姚克信中

说：“先生作小说，极好。 其实只要写出实

情，即于中国有益，是非曲直，昭然具在，

揭其障蔽，便是公道耳。 ”这就是说，直到

晚年，鲁迅仍坚持五四的启蒙主义和写真

实论，要求作家勇敢地揭示病苦，写出中

国的实情来，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对中国

有益。

文学上真实论和观念论的斗争 ，直

到鲁迅逝世之后，仍在继续，而且愈演愈

烈，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分析和总结。 这

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需要 ， 其实还有着

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如鲁迅所说 ：“史

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 和急进的猛士

不相干。 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

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

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

动 ，胡涂思想 ，那时也早已有过 ，并且都

闹糟了。 ”（《这个与那个》）

敢不敢面向真实，要不要审美性，这是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而真实性则比审美性更重要，因为没有真实性，也就谈不上审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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