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
事悦 读· W A N G S H I· 輥輰訛 责编/?滢莹 技编/黄 海

E-mail:zyy@whb.cn
2021.1.7

《女儿与父亲》

赵婕/著
漓江出版社
2021 年 1 月版
父女共处的经历确实持久

地、 深刻地影响着女性生活的方
方面面。 本书用 “童年”“人生抉
择”“触动灵魂的悲欣”三个板块，

收纳女儿对父亲的感恩、深爱、追
忆、 怀念……在这样的情感梳理
中，身为女儿的作者，对家庭亲情
有了更深厚、更透彻的体悟，进入
生命又一重境界。

《理想与情怀》

樊希安/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1 月版
本书为出版感言集， 共分五

辑， 是作者任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总经理之后， 对三联书店
发展方向、谋篇布局、重点工作、

内部建设、 实施方法等方面思考
的一个个片段。 这些经验是鲜活
的、从实践中得来的，既可“录以
存照”，作为历史的印记，也对出
版业同道有借鉴意义。

《旧时燕》

程章灿/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1 月版
南京这座千年名城 ，何以成

为“文学之都”？或许从千年流传
的典故中，从南京人心领神会的
词汇中，可以一窥端倪。 旧时燕
子、金陵王气、虎踞龙蟠 、青骨成
神 、 六代乌衣……文史专家程
章灿从这些千年流传 的 典 故
中 ，从文学历史的诉说中 ，解读
南京的历史文脉 ， 寻觅城市的
文化之根 。

鲁迅、都市与东亚
王春

藤井省三先生关于鲁
迅的研究，一直颇为学界重
视，尤其是他对《故乡》的讨
论 （《鲁迅 〈故乡 〉阅读史 》，

新世界出版社 2002 年版），

更是备受好评，他独特的理
论视角和个人体验都丰富
了学术讨论的空间。如果说
当时他所呈现的是“鲁迅的
模仿和创造以及中国 ‘《故
乡》阅读史’的变迁，与中国
的社会历史密切相关，通过
《故乡》 阅读史可以生动地
把握现代中国的脉络 ”，那
么在此基础上将研究重点
从中 国 转 为 “鲁 迅 与 日
本 ”，则显示出作者视野的
扩大 ，因为 “日本作家模仿
鲁迅所建构的文学史以及
日 本 鲁 迅 文 学 阅 读 的 变
迁 ， 也同样与日本社会的
历史紧密相关 ， 通过日本
的 《故乡 》阅读史也可以切
实地把握现代日本历史的
流动轨迹 ” （同上 ）。 而其
《鲁迅的都市漫游 ：东亚视
域下的鲁迅言说 》，则将整
个东亚都纳入了讨论的范
畴 ， 这一循序渐进的演变
理路 ， 可以看出作者研究
深度与广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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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以都市漫游为核心，那

么自然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概

述鲁迅自身的游历轨迹，一是以

不同都市（国家）为中心，考察在

东亚范围内鲁迅所产生的影响。

就前者而言，藤井省三指出：“从

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一生也是

一场遍历东亚都市的旅程。 他的

旅程从故乡绍兴开始 ， 历经南

京 、东京 、仙台 、北京 、厦门 、广

州 、香港 ，于 1927 年到达上海 ，

并在这里度过最后的十年岁月。

显然，鲁迅及其文学的独特个性

与气质， 与这些都市密切相关。

要叙述鲁迅，则必须关注他所遍

历的都市。 ”也就是以地点为线

索 ，串联起鲁迅的生平 ，这些对

于自幼即要学习鲁迅作品的中

国读者来说，未必会很陌生。 但

是 ，在藤井氏的叙述中 ，仍有很

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我们知

道 ，在 《朝花夕拾 》所收录的 《父

亲的病 》中 ，鲁迅不乏对传统中

医的嘲笑和讥讽 ，《呐喊·自序 》

更是说“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

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但

藤井提到，鲁迅同期有一位留日

学医的朋友 ，他曾回忆说 ，鲁迅

对中医有很高的评价，并曾极力

主张中西医结合，由此也能看出

其复杂的面向。 《父亲的病》中的

陈莲河即是当时绍兴的名医何

廉臣 ， 至今仍受到当地人的称

赞。 藤井认为：“如果说是那些平

庸的中医导致了父亲不治身亡，

那么 ‘我 ’对传统医学的彻底否

定也就具有了赎罪的意义。 在我

看来 ，这篇作品 ，可以说是鲁迅

对传统进行批判的一篇宣言。 ”

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解读《父亲的

病》，显然颇有启发意义。

而鲁迅在日本的生活，因为

《藤野先生》一文，我们对其在仙

台医学专门学校的生活较为了

解 ，但 《鲁迅的都市漫游 》指出 ，

从 1902 年鲁迅踏上赴日留学的

旅程，到 1909 年归国，他在日本

度过了整整七年半的岁月，而除

了 1904 年 9 月到 1906 年 3 月

的一年半在仙台就学，他一直生

活在东京，即使在仙台读书的一

年半里，春夏冬三个长假鲁迅也

都会回到东京， 最后索性退学，

由此得出“其原因或许是因为鲁

迅一直没能忘怀信息城市东京

所特有的快感和兴奋也未可知”

的结论，也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视

角。 而更有趣的是，鲁迅在与许

广平相恋不久之后 ， 即离开北

京 ，在到达广州之前 ，他曾先到

厦门大学任教，但在那里也仅仅

待了四个半月 ：“对曾长期在东

京和北京生活、早已习惯城市文

化的鲁迅来说，厦门这个既没有

铁路也没有无轨电车的小城市

大概并不算什么宜居之地。 回想

起来，早在 20 年前，鲁迅留学生

活的仙台正好和厦门很相似，但

鲁迅在那里仅仅生活了一年半

便撤回了东京。 这样看来，也学

鲁迅在性格上更适合都市生活

也未可知。 ”通过对仙台与厦门

的介绍， 在文本上形成呼应，恰

证明作者所想呈现的是“一个摩

登的、在大都市间徘徊的别样鲁

迅”， 这也与我们所常讨论的以

描写乡土成名的鲁迅之间形成

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反差，况且都

市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质，也未

尝不是鲁迅思考、呼应与批评的

背景。

至于作者发现 《新青年》杂

志实际发行时间比通常学界认

为的 1918 年 5 月晚了一个月 ，

因此 《狂人日记 》的创作时间也

有可能是在 5 月 ，“更加值得关

注的 ，就是在 5 月份 ，北京 《晨

报》社会版还发表了一连串令人

震惊的新闻报道 ，它们是 《痰妇

食子奇闻 》《孝子割股疗亲 》《贤

妇割肉奉姑 》以及 《贤妇割肾疗

夫 》等 ”，“创作 《狂人日记 》的动

因或许就在这里也未可知 ”，也

提示我们这种以都市作为背景

的研究重要性。 而鲁迅对好莱坞

电影的热衷和国产电影的冷漠、

对外国美术和版画艺术的提倡，

都是以都市生活和文化作为时

代背景的，是立体呈现他个人形

象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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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东亚范围内来讨

论鲁迅的影响，也是藤井省三颇

为重要的关注点。 作者指出：“要

叙述现代中国，则鲁迅文学必定

不可缺席。 要叙述现代日本以及

东亚， 鲁迅文学同样不可缺席。

当我们以鲁迅为坐标来展望现

代日本和东亚时，可以清晰观察

到东亚的个性与共性。 ”这一部

分可以视为鲁迅接受史的范畴，

而作者的异域视角，俨然可以获

得某种“旁观者清”的价值，给予

我们以启发。 这里最重要的仍属

日本的鲁迅研究， 我们知道，鲁

迅终其一生，受到来自日本的很

大影响， 但同时， 在他生前、身

后，又反哺着日本的文学界和思

想界 ，成为日本许多作家 、学者

阅读和思考的原点，也成为他们

进行文学、文化乃至时代现状分

析和批判的镜子，这一现象在世

界范围内恐怕都颇为罕见。 一般

来说，最具影响力的不能不首推

竹内好及其《鲁迅》，“竹内鲁迅”

甚至成为了专属名词，在八十年

代以降的大陆学界也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 ，从汪晖 《反抗绝望 》、

郜元宝 《鲁迅六讲 》等著作中均

可见一斑 （亦可参考刘伟 《竹内

好、〈鲁迅〉与近三十年中国鲁迅

研究》，《文艺争鸣》2011 年第 15

期）， 但藤井在著作中将太宰治

的 《惜别 》与竹内好 《鲁迅 》相比

较，指出“太宰治关于竹内的《鲁

迅》‘如秋霜般严峻’ 这一说法，

后来却被解释为太宰治从竹内

《鲁迅》那里‘受到了强烈冲击’。

不仅如此，这种解释还逐渐成为

神话 ”，实际上 ，在藤井看来 ，竹

内对鲁迅的许多作品多有批评，

“太宰治用‘如秋霜般严峻’来形

容竹内的《鲁迅》，想必其中交织

着同为作家的对鲁迅的同情

吧”。

藤井对竹内好的鲁迅研究

评价并不高，指出了很多问题所

在 ，如 “竹内好的鲁迅论明显具

有空洞的观念论色彩”，“在竹内

好眼里 ， 太宰治笔下的鲁迅却

‘是仅凭作者的主观而捏造的形

象———不，甚至可以说是作者的

自画像’， 如果太宰治看到竹内

好的评价，我想他一定会把这番

话掷还给竹内好本人”， 而且作

者仔细考察了竹内鲁迅论前后

差别极大，最负盛名的“回心说”

在后期已然有了某种遭到本人

否定的意味，藤井指出竹内好的

转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间的密切关系 ，所谓 “战前那种

‘先进日本———落后中国’ 的图

式发生了逆转，社会主义的新中

国在很多日本人眼里闪耀着光

芒，以竹内好等一些中国文学研

究者为主的日本人，对人民共和

国抱有无限期待，极力赞美社会

主义中国。 想起来，这也算是对

长达半个世纪以来蔑视和侵略

之历史的逆反吧”， 显然颇有见

地，可以揭示我们之前较为忽略

的事实和背景。 至于“竹内好在

战后日本研究领域的名气，使他

在 《鲁迅 》一书中塑造的那个苦

恼于政治与文学之对立的鲁迅

形象也在日本读书界广泛流传，

并驱逐了太宰治 《惜别 》中那个

富有个性 、人情味儿十足 、笑容

满面的鲁迅形象 ”的结论 ，虽然

可以见仁见智，但由此亦可以引

发我们对过去较为轻视的 《惜

别》的再思考，这种不断的反思、

修正 、再反思 ，正是学术研究持

续深入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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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竹内好的反思不

仅局限于他的鲁迅论，藤井将目

光也延伸到竹内的鲁迅翻译，通

过鲁迅原文与译文的比较，在肯

定“竹内好成功实现了鲁迅文学

于战后日本的本土化，中学教科

书也将鲁迅作品作为国民文学

进行处理 ”之时 ，也指出问题所

在，一是竹内将鲁迅的长句分解

为多个短句 ，“但实际上使用曲

折错综的长句来表达复杂交错

的思考内容，原本是鲁迅文体的

一个主要特征，把长句置换为几

个短句，使鲁迅那种原本充满迷

茫苦恼的思索变得相对简略和

明快”， 一是大胆意译，“对原著

作者鲁迅来说终究是少了一点

敬意”， 因此，“竹内的翻译也失

去了鲁迅文学的原点，即在否定

传统的同时，对现代抱有深深的

疑虑和彷徨”,这些研究对于我们

较为全面地考察、评价竹内好的

鲁迅研究都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最后，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本

质的问题，即我们今天为什么还

要读鲁迅，这里不妨来看作者的

观点 ：“为了抵抗源于欧美诸国

的殖民化，19 世纪的东亚人民从

欧美那里学来了产业化社会和

民族国家这些观念，并各自进行

了建立独立国家的努力。20 世纪

初叶 ，各国纷纷模仿欧美 ，而鲁

迅则汲取了欧洲浪漫派诗人的

个性主义和反抗精神，阐述对欧

美近代要坚持既接受又抵抗这

种主体性立场的重要性，并积极

付诸实践。 在苏联解体和东亚经

济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全

球主义正在席卷东亚。 面对这股

全球主义思潮，东亚人民只能像

昔日的先辈们那样去勇敢面对。

但我们怎样才能在保持主体性

的基础上思考和行动呢？ 我想，

鲁迅文学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很

好的答案。 ”这或许仍将并持续

是我们研究和解读鲁迅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