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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最为偏爱的《故事新编》，作为

一种戏拟文本，鲁迅辗转北京、厦门、广

州、上海四地，仅仅创作出八篇，却前后跨

度十四年。在给友人的信中，他一再强调

自己不太爱惜身体……依我的理解，他并

非厌世，而是身不由己。

这八篇小说，我是当随笔来读的，一

次次爱不释手，源于鲁迅调皮的文笔，始

终蓬勃着的少年气，以及沉浸式的浪漫。

一个将古书读透的人，写起拟古的文

体，信手拈来——巧妙的架构，灵气飞溅

的对话体，简直取人性命。每读一遍，便

激赏一次，真是爱惜得很。

酷夏，心不静，气必不顺，个人计划中

的书稿，始终无法往前推进，心浮气躁之

余，除了听听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

以外，唯靠读书静心。

如此，重读《故事新编》。

一

这一小本薄书，犹如鲁迅精心熬制的

一钵原汤，冬天时的我喝一瓢，滋味殊

异。酷夏时节的我再喝，依然元气不尽。

无穷调皮的句子之中，精湛的细节之外，

略微往深了究，却是一片沉痛……

《补天》的热烈，《铸剑》的魔幻，《奔

月》的不堪，《非攻》的悲辛，《起死》的绝望

……常读常新。

《奔月》作为唯一一篇关乎爱情婚姻

的，确乎大不堪。后羿一出场，便是做小

伏低状，连同他的马，仿佛被主人所感染，

每日打猎归来，一望见了宅门，就放缓了

脚步，并且和背上的主人同时垂了头，一

步一顿捣米一样。

面对整日吃乌鸦炸酱面的尴尬局面，

后羿也是有苦难言，并非自己缺乏高超射

技，要怪只怪飞禽走兽早已绝迹……嫦娥

并非善茬，简直磨人精，丈夫外出打猎终

日，日暮归家，第一声呼唤的便是她，明

明听闻，只似理不理地看他一眼而已。

这位美丽妇人天生不懂得体恤人，却一

直惯于“PUA”自己的丈夫，想必心上早

已不存爱了？

久而久之，每日黄昏收工回家的后

羿，难免一副猥琐模样，小心翼翼，察言观

色。端坐闺房的嫦娥，一直没有好脸色给

他，总是抱怨不停。他们是不对等的，一

直彼此这么地消耗着对方。

忽一日，后羿决心骑马多走一段路，

试试运气——可能遇见一只飞禽。终于，

他远远看见小路尽头一只松鸡在动，弯弓

搭箭而去，末了，却是射死了老婆子家的

一只老母鸡，那支箭不偏不倚正洞穿了母

鸡的心脏——看看，后羿这精湛的箭术。

满心欢喜的后羿与老婆子一番交涉后，答

应以十只白面炊饼换下这只鸡，想着可以

炖一钵鸡汤给心上人换换口味了，谁知到

头来一场空……

趁他离家空隙，嫦娥偷吃了唯一一颗

仙丹，早已上天去了。

气呼呼的后羿对着月亮连发三箭，遥

远的月亮也只抖了一抖。无奈的他吩咐

丫鬟赶紧给自己做一盘辣子鸡，烙五斤饼

来……并且也要给他的马喂四升白豆。

可怜的他痴心不死，想着吃饱好好睡一

觉，明天再去道士那里要一副仙药，吃了

追上去……

鲁迅于《补天》篇中，将自己登峰造极

的想象力小试牛刀。他一贯擅于剖析人

性，写尽人类劣根性，这个深深扎根于现

实的人及时抽身，利用一己才华借助神话

的双翅，尽情驰骋于拟古的文本之中。

鲁迅有杜甫的一面，也有李白的一

面，后者确乎来源于天赋。

二

《出关》《非攻》《起死》三篇，分别创作于

1934年、1935年。他生命的烛焰渐萎，将生

动调皮的调子略微往里收一收，满纸沉郁了。

《出关》篇，我曾读过几遍。自以为懂

了，实则并不太能领会，直至昨夜重读。

老子整日呆木一样枯坐。某日，孔子

来访，大吐苦水，自己读过了四书五经，去

拜见了七十二位主子，谁也不采用……当

日，老子谈兴大振，反复说了一通“道”理，

孔子如受当头一棒，爬起来告辞。

三个月后，孔子又来拜访。说自己这

一时没有出门，一直在想着，想通了一点：

“鸦鹊亲嘴，鱼儿涂口水；细腰蜂儿化别个；

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我自己久不投

在变化里了，这怎么能够变化别人呢……”

自此，老子就没有了话。两人好像两

段呆木。

末了，孔子一面照例很客气地致谢了

老子的教训，一面起身告辞。

孔子走后，老子叹一口气，颓唐地觉

得自己该走了。

面对庚桑楚的不解，老子剖析：孔丘

已经懂得了我的意思。他知道能够明白

他的底细的，只有我，一定放心不下。我

不走，是不大方便的。

庚桑楚依然懵懂，深觉老子与孔子正

是同道呀，还走什么呢……

老子拜拜手：我们还是道不同。譬如同

是一双鞋子，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

老子还预测，孔子以后不会承认他这

个先生的，背地里只叫我老头子的……庚

桑楚奉承老子看人不会错。老子强调一

句：不，开头也常常看错。

老子骑青牛到函谷关，被尹喜拦住，“强

逼”老人家留下五千言《道德经》，才放了行。

老子骑牛而去，一忽儿尘土逐步而

起，罩着牛和人变成灰色，再一会，也只有

黄沙滚滚……

昨夜读这篇，竟是余哀沉痛……当真

鲁迅自况？似乎确实伤了心，才要借老子的

出走来安慰一下精神上万分孤独的自己。

三

《非攻》篇，塑造着墨翟奔走楚国劝说

楚王放弃侵略弱宋的一片慈悲苦心，令人

动容，蒙太奇一样的镜头：墨子包几十个

玉米窝窝头，日也不歇往楚国赶。一双布

履走破，撕下衣襟把脚包起，继续走。墨

子是带着历史使命的一个孤独的哲学老

头，他要拯救宋人于水火……

墨子何尝不是鲁迅的精神化身？当

时多少帮闲文人围攻他讥讽他拿了“卢

布”？一腔孤勇的他何其孤独呢。

《起死》篇，让人触摸到一个作家的心

冷成灰。《非攻》里还有一口热气在。最后

一篇《出关》里，依然有蓬勃的少年气。终

于，身心俱疲的一个伟大灵魂，茫茫大江

去不还。

老子留给人们的，永远是函谷关前渐

行渐远的背影，行走于暗夜时分。

鲁迅也是“夜”，一片四面环水的孤

岛，无一叶小舟可达，唯一的知己瞿秋白

不在了，他永远是“月光如水照缁衣”的孤

冷。北京时期任职于教育部做着一份闲

差，失眠的他，对着白壁抄碑至夜深，后来

避走厦门、广州，直至定居上海，心境愈发

颓暗，偶尔回一趟北京探母，依然深夜“只

一人，坐于百静中”。苏东坡在最狼狈之

际找到了精神支撑——陶潜，一路被贬，

一路产出“和陶诗”。

读鲁迅日记、书信，确乎找不到一点

蛛丝马迹，什么才是他的精神支撑。

《起死》篇，是说庄子有一天走在路

上看见一个骷髅，他心善嘛，召唤来天

庭的大神，把这个骷髅搞活了，原来竟

还是五百年前死的，身上衣裳朽烂无

存。这骷髅一直缠着庄子要衣穿，并一

口咬定，是庄子打劫了自己……庄子没

奈何，吹笛子唤来警察，说了一番理，脱

身而去了，然后，这个骷髅以赤身裸体

无法见人为由，继续纠缠警察要衣穿。

通篇对话体。

鲁迅到底要表达什么呢？

庄子好比他自己，将一个“死了”五

百年的肉身唤醒，可是，该肉身不但不知

恩，反而怪罪自己，无非，身边没有人，肯

定是你偷了我的衣裳哉。最后，无奈的

庄子失望而去了，也还吓唬无衣可穿的

人，若再纠缠，我还要唤来大神，让你变

成骷髅。

死了五百年的骷髅，你如何唤得醒？

在这五千年的泥淖中挣扎过的无数骷髅，

也是更多的鲁迅唤醒不了的，启蒙是一条

无尽的道路。

四

《故事新编》的脉络，分明成为了鲁迅

的心迹。作于1922年的《补天》——女娲

也是鲁迅的另一种自况了，契合着他一开

始“弃医从文”的志向。后写大禹《理水》

篇，更是践行着务实趋真的精神；到了《采

薇》，是“隐”与“退”；《铸剑》则是犀利的复

仇，讲以牙还牙，也是对于威权的轻蔑与

挑战；《非攻》篇，借墨子这潭深水，倒映出

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再然后，急转直下，

写出《出关》《起死》，心灰意冷的他到底悲

观了，彻底撒手。

这个也曾壮怀激烈过的人，死去八十

六年了，依然活在文学史中。如今，我们

读他的书，就当是取暖，仰仗他人格的照

耀，争取活得积极一点。

钱红莉

夏 夜 读 鲁 迅

麦田午后，乡亲拟的形容词是
蒸，也不只是麦田，还有暑土，辣椒
园，水稻田。锄头迈过头顶，天空中
划过一个半弧，一颗汗珠落在泛白
的土坷垃上。

漠漠田土，默默丘陵，天似蒸
锅，倒扣；地似灶台，直竖。望向旷
野，一波一波气，涟漪般往天空流，
气是灰白的，波卷的，好像是青麻背
面的白，向天上流去。白阳光，自天
泄地，白热气，自地流天。都是缓缓
的，慢慢的，缓慢得如岁月静止。这
即是蒸。气波泛白，波光粼粼，我看
到天地之间，都是母亲掉在土里的
汗珠，她突然扯开喉咙：发南风，发
北风，发些风来，凉啊唧。哦嗬。

唧，是拖长音的。哦嗬，脆断。
我听到隔壁山头，我听到对面山头，

我听到背面山头，都响起这支劳动歌
谣。不是回音，是合唱。大家都撕开
喉咙，拖长号子，或齐声唤，或接腔
喊：发南风，发北风，发些风来，凉啊
唧。哦嗬。毛毛虫那根掉树杈的白
丝丝，飘荡起来；梧桐叶，翻白面了，
青面白面，交替呈现。北风没来，南
风来了。南风来到了土里，来到了田
里，来到了草莽，来到了山岭。

发南风，发北风，是乡村语言词
典，用的是发，不是吹。风，是一颗
糖，是一袋米，是一丛花，是一桶贵如
油的山泉水。发南风，发北风，是乡
亲对老天的幽默，还是对老天的幽
怨？母亲是没有文化的，母亲是不太
说笑话的，乡亲多半如母亲，闷着脑
壳干活，不写诗。新诗不写，古诗不
写，乡土诗不写，竹枝词不写。发南

风，发北风，是传说中的汉乐府不？
估计不是，母亲与乡亲，都不写诗。
劳动中脱口而已，脱口便是诗。劳动
里的所有声气，都叫诗吧。

啯咯啯咯，母亲唤狗，狗来了；哦
嗬哦嗬，乡亲喊风，风来了。风，是乡
亲们养着的一条小狗。乡下的风，热
诚，忠诚，母亲去巷口，风跟着在巷
口，多动症似的，来来回回绕膝盖，伸
着风信子；母亲去山头，或水稻田里，
风也赶脚，咬衣襟，扯袖角。到了夏
日午后，风也热着了，蜷伏在株树叶
下，蜷伏翠竹林里，自个乘凉去了。

老天到江南，先给风砌了墙，那
墙是山。两墙夹一廊，叫巷；两山夹
一廊，叫冲。江南叫山廊，多是叫冲
的，韶山冲，炭子冲，张家冲，铁路
冲。冲，是给风建的窝，有冲，就居

风，就风住陈香，就风住鲜香，有风在
里面穿穿梭梭，来来往往，黏人，亲
人，度人于春夏秋冬。

老天养着风，乡亲养着风。江
南老院子，砌房子非天女散花，老院
子是有中轴线的，两边排排砌，砌成
一条巷道，巷道生风，巷道住风。狗
住的，是圆窝；风住的，是直巷。风
喜欢住在村头巷口，聚堆子，绿树村
边合，青山郭外斜，清风巷口走，明
月话桑麻。

夏日炎炎，回铁路冲，听得背后
山坡，有伢子拄锄头于菜地，喊：发
南风，发北风，发些风来，凉啊唧。
哦嗬。

陌上花摇，山头竹摆，草动树动，
入肺入心。两腋生感觉：南风南来
了，北风北来了。

刘
诚
龙

喊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