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丹青：笑谈大先生 

 

 

今天在鲁迅纪念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讲到一半，他要是走

进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别

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

人。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鲁迅的性格、脾

气，不管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

怕不多了吧？  

 

然而全中国专门研究鲁迅、吃鲁迅饭的专家，据说仍有两万人。所以要想比较认

真地谈论鲁迅，先得穿越两万多专家的几万万文字，这段文字路线实在太长了，

每次我读到这类文章，总是弄得很茫然，好像走丢了一样。可是翻出鲁迅先生随

便哪本小册子，一读下去，就看见老先生坐在那里抽烟，和我面对面！  

 

我不是鲁迅研究者，没有专门谈论鲁迅的资格。今天晚上孙郁先生给我大面子，

叫到这里来，怎么办呢，自己想个话题讲讲？想不出来，就算有什么意思要来讲，

一到鲁迅家，就吓得不敢讲；讲鲁迅先生？那么多人已经说过他了，还有什么可

讲？  

 

所以你在鲁迅纪念馆不谈鲁迅、谈鲁迅，我觉得都不恭敬，都为难。  

 

我知道自己是属于在“鲁迅”这两个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种十分私

人的关系，才好开口谈鲁迅。可是我和老先生能有什么私人关系呢？说是读者，

鲁迅读者太多了；说是喜欢他，喜欢鲁迅的人也太多了；天底下多少好作者都有

读者，都有人喜欢，那都不是谈论鲁迅的理由。最后我只能说，鲁迅是我几十年

来不断想念的一个人。  



 

注意，我指的不是“想到”（thinking），而是“想念”（miss），这是有区别的。譬如

鲁迅研究者可能每天想到鲁迅，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想念他——我们会想念一位

亲人、恋人、老朋友，可是几十年想念一位你根本不认识的人，是怎样一回事？

出于什么理由？  

 

在我私人的“想念名单”中，绝大部份都是老早老早就死掉的人，譬如伟大的画

家、音乐家、作家。在这些人中间，不知为什么，鲁迅先生差不多是我顶顶熟悉

的一位，并不完全因为他的文学，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我曾经假想自己跟这个人

要好极了，所以我常会嫉妒那些真的和鲁迅先生认识的人，同时又讨厌他们，因

为他们的回忆文字很少描述关于鲁迅的细节，或者描述得一点都不好——除了极

稀罕的几篇，譬如萧红女士的回忆。  

 

可是你看鲁迅先生描述他那些死掉的朋友：范爱农、韦素园、柔石、刘半农等等，

就比别人回忆鲁迅的文字，不知道精彩多少。每次读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我立

刻变成鲁迅本人，开始活生生回想那些死掉的老朋友。他那篇《范爱农》，我不

晓得读过多少遍，每次读，都会讨厌这个家伙，然后渐渐爱他，然后读到他死掉

——尸体找到了，在河水中“直立着”——心里难过起来。  

 

我们这代人欢喜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

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书。从五十年代开始，鲁迅

在中国被弄成一尊神，一块大牌坊。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反正我后来

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

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一声不响，

浑身痱子”，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子喜欢鲁迅呢？今

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

片，当然是按照四九年后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

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

样子，各有各的性情与份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

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同志，真是相貌堂堂。

反正现在男男女女作家群，恐怕是排不出这样的脸谱了。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

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伯生、丁墨村、诸民谊押赴公

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

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照片上却是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

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有资格看不起汉奸，

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周作人被押

赴法庭，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

你会说那种神色态度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

判的大人物在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１９７９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

风、聂甘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

模样全都坍塌了，无一例外地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那种模样，还不如

丑陋，还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一点最后的尊严。这批文

代会代表索性不是文艺家，不是名人，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

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

相，还居然愿意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我想，鲁迅先生不会去

参加那样的会议的。  



 

这时我就想到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和他们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卖

帐，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

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

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

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

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付样子，你能想象么？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勉强衔接着西方十八、九世纪末。人家西方十八、

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斯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

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哥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

者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好样子，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 —现代中国呢，

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

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

摆出去，要比他更有份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

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付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

他要是长得跟肖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

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那把长胡子，或者象沈君儒那样光脑袋，古风是有了，毕竟

还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地“五四”；非常地“ 中国”，又其

实非常地摩登„„我记得那年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

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

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

子里的儒雅凝炼，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

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五彩缤纷比下去；

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伟大地位，他的模样已经被印刷媒体塑造

了七十多年，已经先入为主成为我们的视觉记忆。是的，很可能是的，但我以为

模样是一种宿命，宿命会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子，是应该写写《战

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Ｑ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

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

文人看相，说是“妥斯托耶夫斯基一付苦相、尼采一付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

氓”„„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子

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也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肖伯纳

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

不是鲁迅会讲话，而是他看得起肖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

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

意见不必证得同意，不过是自己说说而已。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

国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这个词，说来有点轻佻，这是现在小青年随口说的话，形容鲁迅先生，

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

只好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

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是愤怒激烈、疾恶如仇、“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

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

这些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仿佛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地能够将鲁迅放回他生存的时代和 “语

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意识形态涂料，比较平实地看待他。

那么，平心而论，在他先后、周围，可以称作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

实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敢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欣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

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孙中山订立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建共产党，蔡

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力乡村建设 „„这些人物不

论成功失败，在中国近代史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

之上。  

 

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杨杏佛、李公仆和闻一多，更别说真正

造反的大批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则要论胆量，论行动力，论献身的大勇，论牺

牲的壮烈，更在鲁迅之上。即便在右翼阵营，或者以今天的说法，在民国“体制”

内敢于和最高当局持续斗争、不假辞色的人，就有廖仲凯、傅斯年、雷震等等一

长串名单。据说傅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财政部长，他与蒋介石同桌吃饭，

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奈何——这

种事，鲁迅先生一件也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就从来没听说鲁迅和哪位民国

高干吃过饭。  

 

或者说，以上人物多是政治家，鲁迅先生是文人、作家、思想家——这说法也对

也不对。须知民国是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书生问政，书生干政，

多得是，譬如傅斯年本职就是教授。和民国许多文人一样，鲁迅一辈子叫喊国事

天下事，可是你说他热衷政治，他既不入国共两党，也不做官；你说他是个文人，

他却私下和当时的乱党交接甚密，还入过左联。就拿他常被通缉这件事来说，将

鲁迅和政治家比较，也不算怎样地不恰当。  

 

要说斗士，我们先得假定鲁迅斗争的对象，并不一定就是错的，而鲁迅也并不全

部是对的。这样看来，当年和鲁迅先生斗过较量过的大小“匹夫”，数也数不过

来，他们也是“斗士”，也凶得很呀。我看过一本鲁迅研究专著叫做《鲁迅：最



被诬蔑的人》，全是报告人家怎样对鲁迅咒骂批判吐口水。然而这本书的观点，

仍设定鲁迅“政治上正确”，仍然没有将鲁迅放在当时的语境中看待——长期以

来，我们不是总在猜测鲁迅先生要是活在今天会怎样么？阿弥陀佛，还是将鲁迅

放回他的时代吧。在他的时代，他可以做胡塞尔所谓的“坏公民”——据说，白

色恐怖时期，鲁迅曾经认真地向革命者打听严刑拷打究竟怎样滋味，可见他是准

备吃苦头的。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出门不带钥匙，意思是横竖死了算了。然而他

到底从未挨过整，挨过打，没蹲过一天班房。我们渲染他怎样地避难、逃亡，其

实那正是鲁迅的奢侈与风流，鲁迅属蛇，蛇最会逃，而且逃到租界去。  

 

总之，鲁迅的时代，爱国志士与英雄豪杰，多了去了，只不过五十多年来，许多

民国人被我们抹掉了、贬低了、歪曲了、遗忘了„„在我们几代人接受的教育中，

万恶的“旧社会”与“解放前”，除了伟大的共产党人，好像只有鲁迅一个人在

那里左右开弓跟黑暗势力斗。鲁迅一再说，他只有一枝笔，可是我们偏要给他弄

得很凶，给他背后插许多军旗，像个在舞台上唱独角戏的老武生。  

 

现在我这样子单挑个所谓“好玩”的说法来说鲁迅，大有“以偏盖全”之嫌，但

我不管它，因为我不可能因此贬低鲁迅，不可能抹煞喜欢鲁迅或讨厌鲁迅的人对

他的种种评价。我不过是在众人的话语缝隙中，捡我自己的心得，描一幅我以为

“好玩”的鲁迅图像。  

 

什么叫做“好玩”？“好玩”有什么好？“好玩”跟道德文章是什么关系？为

什么我要强调鲁迅先生的“好玩”？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

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超越层层叠叠仿佛油垢一般的价值判断与意

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当我在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会不断不断发笑。

成年以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我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

——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

迅能够给予我，我相信，他这样写，知道有人会发笑。  

 

随便举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在《看萧与看萧的人们》中，记录宋庆龄通知鲁



迅说，萧伯纳到了上海了，正在哪里吃饭，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鲁迅于是写道：

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但这里面有一层需要说却又不好说、说不好就很不

好玩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萧是大人物，鲁迅知道自己也是大人物，不去见，

或赶紧去见，看得很重，或存心看轻，都没必要，都不恰当，都不大方。其实鲁

迅是想要见见的，又其实不见也无所谓。现在人家来了，邀请也来了，那么：有

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这意思很深，也很浅，很率性，也很得体，他当时那么想了一想，事后这么写了

一笔，很轻，很随便，用了心思，又看不出怎样地用心思，然而有这么一笔在——

后来便写他去了，居然坐在那里看萧和众人吃饭，等等等等——这就是我所谓的

好玩，很不起眼的两句话，我年轻时读到，不注意，中年后读到，心里笑起来。  

 

太多了。鲁迅先生的文句中，布满这类不起眼的好玩，轻轻地，或者放纵地，故

意的，或不是故意的，随时想到，随时好玩，随手写下来，因他是通体的、彻头

彻尾的好玩，所以他知道自己好玩，不放过一行文字，在那里独自“ 玩”。所

以除了“好玩”，鲁迅先生另一个偶尔被提到的特质，就是非常寂寞，因为他好

玩了一生一世，结果大家把他看成个很凶很苦、一天到晚发脾气的人。这一层，

鲁迅真是很失败，他害了好多读者，也被读者所害。  

 

诸位可能知道：我常会提起胡兰成。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因此他成为一个旁观

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鲁迅的年代，是个小辈，没有五四同人对鲁

迅的种种情结与偏颇。四九年以后，他的流亡身份，也使他没有国共两党在评价

鲁迅、看待鲁迅时那种政治意图或党派意气。所以他点评鲁迅，我以为倒是最中

肯。他说，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 刁”，鲁迅真

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迭宕自喜”。  

 

“迭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



俗地翻译成“好玩”。然而“迭宕自喜”也罢、“好玩”也罢，都属于点到为止

的说法，领会者自去领会，不领会，或不愿接受的，便说了也白说。我今天要来

强说鲁迅的“好玩”，先已经不好玩，怎么办呢，既是已经在这里装成讲演的样

子，只好继续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  

 

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中宣部为了拍摄电影《鲁迅传》，

邀请好些文化人的谈话录，当然，全是文艺高官，但都和老先生认识，打过交道。

我看了有两点感慨。一是鲁迅死了，怎样塑造他，修改他，全给捏在官家手里。

什么要重点写，什么不可以写，谁必须出现，谁的名字就不必点了，等等等等，

这就可见我们知道的鲁迅，是硬生生给一小群人捏造出来的。第二个感触就比较

好玩了：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

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夏衍是老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

生“幽默的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就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叫唐弢。

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幅凶相、苦相，就私下里对他外甥说，

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谈细节），还说，譬如老先生夜里写了骂人的文章，

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见面，互相问起，照样谈笑。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一

些论敌，他与许多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谈他与郑振铎的关系）。  

 

这样子听下来，不但鲁迅好玩，而且我们看到了民国时期的文人、社会、气氛，

都蛮好玩，并不全是凶险，全是暗杀，并不成天价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我们的

历史教育是严重失实的，我们的历史记忆是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

形，历史的另一面却是给藏起来，总是不在场的。我们要还原鲁迅，先得尽可能

还原历史的情境。我说“尽可能”，因为历史经常是哈哈镜，变了形的。我们要

学会在“变形”中去找那可能准确的“形”。  

 

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较地能够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近年

的出版物，密集呈现了相对真实的鲁迅，看下来，鲁迅简直随时随地对身边人、



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江南的说法，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

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个玩笑（给刚结婚的川岛的书：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

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那

种亲昵！那种仁厚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的随时随

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

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但我们并非没有机会遇见类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这样可爱的无名智

者。我相信，在严重变形的民国人物中，一定也有不少诙谐幽默之徒。然而我所

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的效果，

决不只是滑稽、好笑、可爱，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好玩，不好

玩，甚至有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终于败给丘吉尔，因为希特勒一点不懂得“好

玩”；蒋介石败给毛泽东，因为蒋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

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豁达的，游戏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

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

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我们再回头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们——康有为算得是雄辩滔滔，可是不好

玩；陈独秀算得鲜明锋利，可是不好玩；胡适算得开明绅士，也嫌不好玩；郭沫

若算得风流盖世，他好玩吗？好笑倒是有一点；茅盾则一点好玩的基因也没有；

郁达夫算是性情中人，然而性情并不就是好玩；再说周作人，他的人品文章淡归

淡，总还缺一点好玩，论境界，我以为比他哥哥的纵横交错有声色，到底窄了好

几圈，虽然这样说法不免有偏爱之嫌。最可喜是林语堂，他在当年乱世提倡英国

式的幽默，给鲁迅好生骂了好几回——顺便说一句，鲁迅批判林语堂，可就脸色

端正，将自己的“好玩”暂时收起来——可是林语堂自己平时并不真好玩，他或

许幽默的吧，但毕竟偏于西化之后的种种自我教养，与鲁迅那种天性里骨子里的

大好玩，哪里比得过。这样地比下来，我们就可以从鲁迅日常的滑稽好玩寻开心，

进入他的文章与思想。  

 



然而鲁迅先生的文章与思想，已经被长期困在一种模式里，我来插一脚，又是不

好玩。倒是胡兰成接着说，后来那些研究鲁迅的人，“斤斤计较”，一天到晚根

据鲁迅的著作“核对”鲁迅的思想，我以为也是中肯的话。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的、匕首式的、战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

大多数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以中国的说法，叫做“游戏文章 ”，以后

现代的说法，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游戏”，所谓“愉悦 ”，直白

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鲁迅书写的种种事物，反礼教、解剖国民性、

鼓吹白话、反对强权等等，前面说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写，其激烈深刻，并不

在鲁迅之下，时或犹有过之。然而九十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翻出来看看，五四众

人的批判文章总归及不过鲁迅，不是主张和道理不及他，而是鲁迅懂得写作的愉

悦，懂得调度词语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戏性。  

 

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不看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

生不流露。这不流露，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笑话，自己

不笑的。  

 

我们单是看鲁迅各种集子的题目，就不过是捡别人的讥嘲拿来耍着玩，什么《而

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真是顺手玩玩，

一派游戏态度，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

一看之下就想读，譬如《论他妈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

日记》等等等等，数也数不过来。想必老先生一起这题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

自己得意起来。《花边文学》中有两篇著名的文章：《京派与海派》、《南人与

北人》，竟是同一天写的，显然老人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

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譬如《论他妈的》，我们读着，以为是在批判国民性，其实语气把握的好极了，

写到结尾，我猜老先生写到这里，一定得意极了。  

 



中国散文中这样子到末尾一笔宕开，宕得这么恳切，又这么漂亮，真是只有鲁迅。

大家不要小看这结尾：它不单是为了话说回来，不单是为了文章的层次与收笔。

我以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非常体贴，他既是犀利的，又是厚道的，既

是猛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

一个愤怒的人同时是个智者，他的愤怒，便是漂亮的文学。  

 

有这样浑身好玩的态度，鲁迅的文章便可以尽管严肃、尽管深刻，然后套个好玩

的题目，自己笑笑——他晓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别人高，更晓得他自己站得比他

的文章还要高——站得高，看得开，所以他好玩得起，游戏得起。所谓“嘻笑怒

骂皆成文章”，其实古今中外，没几个人可以做到的。  

 

文章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也是人格的维度——愤怒、但是同时

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却忽然话说回来„„鲁

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人格的维度与张力。他的语气和风调，哪里只是激

愤犀利这一路，他会忽儿深沉厚道，如他的回忆文字；忽儿辛辣调皮，如中年以

后的杂文；忽儿平实郑重，如涉及学问或翻译；忽儿精深苍老，如《故事新编》；

忽儿温柔伤感，如《朝华夕拾》；而有一种非常绝望、空虚的况味，几乎出现在

他各个时期的文字中——尤其在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中，以上那些反差极大

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揉杂在一起，难分难解。  

 

譬如鲁迅一篇序言的结尾，佩服黄升的拖刀计，但宁可喜欢张飞的鲁莽，偷了头

去，讨厌李逵的不问青红皂白排头砍去，因此喜欢张顺的好水性，淹得两眼发白

——这一段，其实就是鲁迅天性的自白，他自己同时就可以是黄升、张飞、李逵、

张顺。  

 

许多意见以为鲁迅先生后期的杂文没有文学价值。我的意见正好相反，老先生越

到后来，越是深味“写作的愉悦”。有些绝妙的文章，我们在《古文观止》中也

不容易找到相似而相应的例。雄辩如韩愈，变幻如苏轼，读到鲁迅的杂文，都会

惊异赞赏，因鲁迅触及的主题与问题，远比古人杂异；与西人比，要论好玩，乔



叟、塞万提斯、蒙田、伏尔泰，似乎都能找见鲁迅人格的影子，当然，鲁迅直接

的影响来自尼采，凭他对世界与学问的直觉，他也如尼采一样，早就是“伟大的

反系统论者”。只是尼采的德国性格太认真，也缺鲁迅的好玩，结果发疯，虽然

这发疯也叫人起敬意。  

 

将鲁迅与今人比，又是一大话题。譬如鲁迅的《花边文学》，几乎每篇都是游戏

文章的妙品，此后报纸上的专栏文章，再也不可能请到这样的笔杆子。鲁迅晚期

杂文，尤其是《且介亭》系列，我借桑塔格形容巴特尔的词语，则老先生七十多

年前就半自觉地倾心于“写作本身”——当鲁迅闷在上海独自玩耍时，本雅明、

萨特、巴特尔、德里达等等，都还是小青年或高中生。当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

主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还是最前卫最时髦的思想体系时，当生于光绪年

间的鲁迅也自认是唯物主义初学者时，他凭自己的笔力与洞察力，单独一人，大

胆地、自说自话地，异常敏锐而前卫地，触及了二战以后现代写作的种种问题与

方式。他完全不是靠讯息、靠学习获知并实践这类新的文学观念，而是凭借他自

己内在的天性，即我所谓的“好玩”，玩弄文学，玩弄时代，玩弄他自己。  

 

再借桑塔格对巴特尔的描述——所谓“修辞策略”、所谓“散文与反散文的实

践”、所谓“写作变成了冲动与制约的记录”、所谓“思想的艺术变成一种公开

的表演”、所谓“让散文公开宣称自己是小说”、所谓“短文的复合体 ”与“跨

范畴的写作”，这些后现代写作特质不论是否能够或有必要挪回去比照鲁迅，然

而在鲁迅晚期的杂文中，早已无所不在。  

 

而鲁迅大气，根本不在乎这类建树，根本不给出说法，只管自己玩。即便他得知

后来的种种西洋理论与流派，他仍然会做他自己——他活在一个奉唯物主义马克

思主义为最正确的时代，但是今天看来，他的许多见解和预测，比马克思主义者

更深刻、更真实、更高明－－他早就警告，什么主义进了中国的酱缸，就会变；

他也早就直觉到，未来中国不知要出多大的灾难－－因为他更懂得中国与中国

人。他要是活在今天这个笼统被称作后现代文化的时期，他也仍然知道自己相信

什么，怀疑什么。他会是后现代文化研究极度清醒的认识者与批判者。诚如巴特



尔论及纪德的说法，鲁迅“博览群书，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  

 

是的，我非常钦佩后现代文本，我们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只好借借别人的思想。

但我觉得他们似乎还是没有鲁迅“好玩”——我们中国幸亏有过一个鲁迅，幸亏

鲁迅好玩。为什么呢，因为鲁迅先生还有另一层最迷人的底色，就是他一早就提

醒我们的话。他说：他内心从来是绝望的、黑暗的、有毒的。  

 

他说的是实话。  

 

好玩，然而绝望，绝望，然而好玩，这是一对高贵的、不可或缺的品质。由于鲁

迅其他深厚的品质——热情、正直、近于妇人之仁的同情心——他曾经一再欣然

上当：上进化论的当、上革命的当、上年轻人的当、上左翼联盟的当，许多聪明

的、右翼的正人君子因为他上这些当而指责他，贬损他——可是鲁迅都能跳脱，

都曾经随即看破而道破，因为他内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与虚空，因为他克制

不住地好玩。  

 

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至今远远高于他的五四同志们，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够掩盖

他，企及他，超越他。  

 

鲁迅的话题，说不完的。我关于鲁迅先生的两点私人意见——他好看、他好玩——

就这么勉强说到这里。有朋友会问：鲁迅怎么算好看呢？怎能用好玩来谈论鲁迅

呢？这是难以反驳的问题，这也是因此吸引我的问题。这问题的可能的答案之一，

恐怕因为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的文学，越来越不好玩了。  

 

当然，这也是我的私人意见，无法征得大家同意的。我的话说完了。  

 

 

陈丹青是个极具魅力和人文素养的画家。今年三月他出走清华，在辞职报告中说：“我之请



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当我

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好象是去年吧，

我在央视《人物》节目中就领略过他的风格。当谈到谢霆锋，他说，小时候在上海的弄堂里，

如果遇到一个人带着一种神情从他们面前走过，他们会赶上去一顿爆揍。没有原因，就是看

着不顺眼。谢霆锋就属于这种。陈丹青出了三本书：《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和《多

余的素材》，我们绝对能从书里获得巨大的阅读快感。今天我看了他 6 月 5 日在北京鲁迅纪

念馆的讲演，是谈鲁迅先生的。说得太好了，太好玩了。他说：有些撩拨鲁迅的文章也许不

是冲先生的，可能是先生被神话后的“牌坊”让人看得不舒服了。他还说：你们看看新时期新

文学以来男男女女作家群，哪张脸谱能拿得出手？哪一个能有“高贵的消极”的气质？他又

说：好玩，然而绝望，绝望，然而好玩，这是一对高贵的，不可或缺的品质，先生的内心克

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与虚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