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着“鲁迅小道”，追寻他的日常足迹与精神力量
本报记者 郑周明

第三届“鲁迅文化周”上海举行

“鲁迅的文学从来没有离开他所处的

时代和社会，鲁迅研究也不应该成为书斋

里自说自话的学问。 从这个意义上讲，鲁

迅研究仍然具有无限的潜力，鲁迅的资源

既需要不断挖掘， 更需要向社会广泛传

播。 ”近日于上海鲁迅公园内鲁迅墓前举

办的“鲁迅纪念日公众纪念活动”上，中国

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在致祭文中写道。

84 年前的 10 月 19 日，鲁迅在上海逝

世，万人送行。 自 1936 年起，在鲁迅纪念

日举办鲁迅公众纪念活动成为惯例，2018

年开始，虹口区委宣传部、鲁迅文化基金

会联合主办“鲁迅文化周”，共同追忆鲁迅

史迹，共同品读鲁迅作品 ，从而共同感知

实践鲁迅精神，今年第三届“鲁迅文化周”

随着“鲁迅纪念日公众纪念活动 ”拉开帷

幕。 活动现场，还演唱了由鲁迅之孙、鲁迅

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以鲁迅 《自题小

像》中诗词为主题委托创作的歌曲《我以

我血荐轩辕》，上海文艺界嘉宾，虹口抗疫

医护代表、学生及市民群众代表百余人参

加活动，共同缅怀纪念鲁迅。

鲁迅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自他在世之

时便遭遇了激烈的争论和诸多误解，他一

以贯之的文学观，他对国家与民族的观念

乃至对青年无条件的支持以及在文学现

代性方面的探索，并未得到公众同步的理

解，由此围绕在他身上的讨论一直持续至

今，并在网络上不断形成热点。 正如阎晶

明所言，无论“神话鲁迅，污名化鲁迅，碎

片化、八卦式误读鲁迅，此起彼伏，莫衷一

是”，他的底色都是“一个追求文学的社会

作用、精神力量，从而始终拒绝象牙塔里

的写作趣味的文学家”。

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理解 “鲁迅文化

周”， 或许会对鲁迅的当代意义有更多感

受。 从 2018 年开始策划举办的“鲁迅文化

周”， 突破了关于鲁迅在文学层面的探讨

形式，将鲁迅精神融于上海红色文化和海

派文化之中，将学术与创意相结合，呈现

更多鲁迅在当下的精神存续。 为期一周的

第三届活动中， 就有鲁迅精神对话会、寻

访“鲁迅小道”、鲁迅主题新书发布、“鲁迅

与新时代左翼文化精神”纪念左联成立 90

周年座谈会等线下活动以及情景剧《鲁迅

在上海》、“世界之鲁迅”画展、鲁迅的七堂

语文课等线上活动。 在以“发扬孺子牛精

神，为人民鞠躬尽瘁”为主题的对话会活

动中，来自上海鲁迅纪念馆、左联纪念馆

的专家学者，围绕新冠肺炎战“疫”中显现

出的抗疫精神，进一步阐释“鲁迅精神”对

于中华民族在面临挑战而勇毅前行的激

励作用。 对话会还邀请到上海市第三批援

鄂医疗队队员、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的抗

疫医护代表洪艳，分享了援鄂期间的感人

故事。

在第二届“鲁迅文化周 ”期间正式推

出的“鲁迅小道”特色项目活动今年得到

了优化升级 ，也邀请周令飞、阎晶明以及

众多专家学者共同寻访“鲁迅小道”，全方

位体验鲁迅生命中最后十年在虹口的生

活轨迹。 从景云里到多伦路，从拉摩斯公

寓到内山书店，短短千米内，有六处场所

是鲁迅在虹口日常生活与活动交友所在

地。 此前，只有“大陆新村鲁迅故居”和“中

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开放，为了

再现当年鲁迅生活的真实之路，虹口区通

过整合、租赁、置换、合作等方式，在景云

里、拉摩斯公寓、内山书店、多伦路上分别

寻找合适场所，打造了这条“鲁迅小道 ”。

“鲁迅小道” 的起点从鲁迅到上海后的第

一个居住地景云里开始，通过“鲁迅与景

云里文化名人”的陈列，展现他与茅盾、叶

圣陶、柔石、冯雪峰、陈望道等一批文化名

人的往来。 鲁迅曾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会址纪念馆”发表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

家联盟的意见》， 与柔石等革命青年建立

了深厚的友谊，而这里也是“鲁迅小道”的

第二站，今年恰逢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90 周年，左联会址纪念馆也完成了修缮维

护， 以全新展陈 “红色文化之旗———‘左

联’与中国左翼文艺运动”重新对外开放。

阎晶明在参观过程中表示，鲁迅的活动轨

迹经过精心梳理和提炼，为公众呈现了丰

富的现场感体验。

为了让民众对“鲁迅小道 ”有更深入

的体验，虹口区还推出了涵盖中英日三种

语言文字的网页动态导览，对每一处场所

都进行了图文讲解，而内置的“鲁迅小道”

手游以鲁迅为第一人称视角，通过文化知

识问答、通关互动等方式，吸引民众在互

联网上隔屏感受“鲁迅小道”与鲁迅精神。

近年来，虹口依托区域内丰富的红色文化

资源，加强发掘研究，不断开拓创新，力求

在新时代丰满鲁迅的精神内涵，丰富鲁迅

故事和文化内容。 “鲁迅文化周”今后也将

坚持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探讨鲁迅

精神的当代价值，让虹口成为鲁迅精神的

永存之地、弘扬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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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下的青年学子而言，阅读

20 世纪初充满 “五四 ”精神的作品

究竟是否有现实助益？ 这个话题，

在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的 “与 20

部经典的上海相遇———青年学子

品读文学经典大赛 ” 中屡屡被谈

及 。 在上海市作协举行的 2019-

2020 青年学子品读文学经典大赛

获奖作品发布会上 ， 二等奖获奖

者、来自复旦大学的崔瑞琪的经历

也许可以代表一批参赛学子的心

声———大二时，她曾经写过以郁达

夫为主题的论文，但当时并不能真

正理解作品的她内心觉得小说甚

至有些无病呻吟的意味。 去年有机

会出国交流后，她感受到了文化隔

阂和孤独苦闷，并在郁达夫的小说

《茫茫夜》 中获取了某种共通的情

感，才把有感而发的评论作品投给

了大赛。 “希望获奖可以作为一点

鼓励，当生活中遇到相似困境的时

候可以从中获取一些抚慰，并且有

勇气结合自身感受重新阐释经典

作品，在日渐崇高化而被束之高阁

时让它焕发活力。 ”

发布会上宣读了一二三等奖

作品共计 25 篇，入围奖共 201 篇。

此外大赛组委会推选出组织奖 10

家。 “两年一届的大赛至今已经走

过了六年，我们积累了各类获奖文

字超 28 万字， 将来会推出一本书

作为积累。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理事长孙颙表示。 上海是中国现代

文学的发源地 ，回顾往昔 ，由巴金

先生和王元化先生所设立的上海

文学发展基金会初衷就在于关注

现代文学的经典著作，曾以 130 多

卷、总计 6000 余万字的《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展现上海文学的深厚底

蕴和辉煌成果。以大赛为契机，年轻

学子得以重新进入这些经典文本的

场域， 这些作品又构成了与当代生

活的衔接， 形成新的阐释空间与叙

述活力， 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充满

了双向性与开放性， 并使得大赛在

全国范围的文学赛事中拥有着独特

地位。

“青年学子品读经典大赛已经

举办了三届， 赛事简单来说就是两

句话：接续文脉，不断展现青年学子

和前辈文脉的渊源；培养新人，及时

发掘和培养文学评论、 文学写作人

才。 ”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

主席王伟说。 20 部经典文学与学子

的相遇，不仅是书面的遇见，更是思

想火花的相遇， 是加强精神联结的

相遇，也是传统和现实碰撞的相遇，

“我们不仅通过作品回味一百年前

的时代， 也要结合当代人的心理和

所面临的社会课题， 回过头看那个

时代留给我们的经典作品是否提供

了答案， 这个相遇也是内容非常丰

富的相遇。 ”王伟表示，三届大赛所

展现出的人文的格调、文学的趣味、

文脉的传承和审美的引导， 使大赛

具有了特殊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第

三届赛事启动于“五四运动”百年之

际， 参赛作品中也能够充分感受到

文学经典给青年学子所带来的精神

滋养，“正是历史上无数闪亮的瞬间

照亮了无数人，至今仍在保持光芒，

不断照耀着我们今天的人生。 ”

作为大赛中评委主任， 巴金故

居常务副馆长、 评论家周立民的感

慨是“超出想象”：“作品的面向超出

了我的想象， 至少很多能完成对前

辈的理解和对话， 也显示出共情的

能力，拥有当代的感受，也有自己的

理解和感悟。 ”

连续参与三届赛事的大赛终评

委、评论家王纪人表示，本届参赛作

品水平较以往有所提高， 参赛的近

1500 篇作品基本覆盖了对 20 篇选

读篇目的品读，其中以对鲁迅《狂人

日记 》、丁玲 《梦珂 》、郁达夫 《茫茫

夜》的评论较为集中，也诞生了不少

拥有独特角度和书写方式的作品。

在对于《狂人日记》的解读中，一等

奖获奖者、复旦大学的杨兆丰表示，

如果将把《狂人日记》比喻成植物，

吃人的意象比喻为妖艳的花朵而吸

引着所有人目光， 他则将小说结局

比喻为一朵没有人注意的小花，“这

朵小花在今天的欣赏者眼里可能不

是点睛之笔，而是点缀之笔，但读者

如果错过了小花朵会非常遗憾，所

以我就写了这篇论文进行解读。”二

等奖获得者、 华东师范大学的程少

波则以郁达夫的形象当做理解中国

知识分子的一把钥匙来进行研读，

“他的一系列小说构成互文性，文本

背后都藏着一种意识的构建。 对比

于鲁迅的小说， 郁达夫更强调民族

身份的缺位和补位的纠葛。 ”

经过由十多位活跃在文学现场

的上海青年评论家、文学活动家，以

及沪上知名评论家为终评委的几轮

评选和复试， 最后产生的获奖名单

历经了层层细致和严谨的筛选。 孙

颙笑言， 青年学子品读文学经典大

赛的评委阵容“可谓强大”。 作为终

评委之一，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孙甘

露的感受是在总体文章质量提升的

同时， 也依然能看到一些前两届就

存在的问题， 如学术研究的论文写

作痕迹在参加品读大赛时如何与文

风达到平衡。“我们既希望研究成果

有相当的学术含量，又希望有一点

‘溢出 ’，这不仅是竞赛要求 ，也是

文学研究评论写作的自然要求，既

是有学术含量的研究，同时又是漂

亮的文章。 ”与此同时，当反观那些

经典的作者、如今文章的研究对象

时， 人们会发现他们本就是活跃、

有才情和在当时的时代极富创造性

的人， 这对于如何写研究他们的文

章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竞赛的

初衷， 是依托于 《海上文学百家文

库》，回望百年来现代文学的意义和

价值。 如今随着一代代人的阅读深

化， 和每一代人对于现代文学看法

的深化，有了很多新的研究材料。 ”

孙甘露说：“现代文学的作品不会改

变， 但是关于那个时代的作品研究

和关于时代的研究材料越来越多，

也使我们有了更多、更深入、更细微

的角度来理解时代。在这个意义上，

恰恰可以有新的发现和新的作为，

这也是大赛能够逐渐产生更大影响

的原因。 ”

“在品读一部作品时我们常会

说到文学性， 我认为这些具有日常

性和复杂的瞬间， 是文学给与了我

们机会， 让复杂感情进行传递和被

他人接收。 ”二等奖获得者、澳门大

学的杨宇沁说。正如大赛的宗旨，以
品读的方式亲近经典， 并真正和自

己的记忆和内心世界产生联结，经

典才真正永恒地“活”在人们心中。

“我们的生活经由文字跨越山与海

的距离去到他人记忆深处， 并通过

文学实现另一种永恒。 ”

大赛由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发

起、主办，上海市作协华语文学网承

办，《萌芽》杂志社、上海市作协云文

学网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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