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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反传统的一员猛将，在反礼教、废文言、批判国民性等方面，他

的观念和态度激进勇猛。但是，面对几千年的旧传统，鲁迅也有感到为难的时候，显露出“本性

上的脆弱和潜伏的矛盾”①的一面。例如，他谈及家庭解放问题时，就表达了“愿意平和”和“随

顺长者”的意愿。

需要指出的是，讨论鲁迅的家庭解放叙事，有必要辨析不同文体的表达差异，追问 ：我们谈

论的是他杂文中的家庭解放观念，还是他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建构？二者是具有一致性，还是构成

了互补或对照的关系？鲁迅涉及家庭解放叙事的小说和杂文，所用的笔名不一样，相关小说署名

愿意平和，孩子难救
——由杂文、小说的对读探析鲁迅的家庭解放叙事

李永东

【内容摘要】　鲁迅的家庭解放叙事，有着文体的差异。他的杂文中所表达的家庭解放观念，与他小说

中所描述的家庭伦理故事构成了互文关系。把他的小说和杂文进行对读，以杂文诠释小

说，以小说反观杂文，有助于把握鲁迅在家庭解放问题上的思想结构和观念悖论。鲁迅

在杂文中所透露的“愿意平和”“随顺长者”的态度和依赖“亲权”解放子女的观念，

决定了他的小说讲述家庭伦理故事的方式。他的杂文表达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

观念，而小说构设的却是“我们现在怎样做儿子”的故事；他的相关杂文秉持进化论的

立场，而相关小说则流露出怀疑论的心态，由此形成了鲁迅的两种家庭伦理构想。而其

小说中“觉醒的人”由新返旧的伦理故事，证明了“随顺长者解放幼者”观念的虚妄。

不同文体的对读，不失为拓展鲁迅创作“内部研究”的重要方式。

【关  键  词】　鲁迅　对读　家庭　解放　五四

【作　　者】　李永东，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重庆  4007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半殖民与解殖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BZW138）

① 方璧（茅盾）：

《鲁 迅 论》，《小

说月报》第18 卷

第 11 期，1927 年 

11月。

·纪念鲁迅诞辰 140 周年·

微信公众号



160     总第三八三期

“鲁迅”，相关杂文则署名“唐俟”，暗示了其不同的家庭伦理态度。

鲁迅在杂文中所透露的“愿意平和”“随顺长者”的态度和依赖“亲权”解放子女的观念，

决定了他的小说讲述家庭伦理故事的方式，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和命运走向，是他的杂文中家庭解

放观念的别样演绎。鲁迅的杂文表达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观念，而小说构设的却是“我

们现在怎样做儿子”的故事。可以说，在家庭解放叙事上，鲁迅的杂文与小说具有互文性，可以

对照来读，以杂文诠释小说，以小说反观杂文。通过鲁迅杂文与小说的对读，会发现鲁迅在家庭

解放问题上，陷入了自我伦理体验与社会现实状况共同造就的困境——愿意平和，孩子难救。

“解放”浪潮中鲁迅杂文的家庭变革观念

五四时期“新思潮勃发以来，国人争说解放”，①“解放”的声浪，“像钱塘江潮水般的涌 

现”。②1919 年前后不仅形成了讨论“解放”的热潮，而且出现了以“解放”命名的杂志，《解放与改造》

（半月刊，1919 年 9 月创刊）、《解放画报》（月刊，1920 年 5 月创刊）先后在上海面世。关于“解

放”的言说，不乏迫切激越的声音。针对思想解放，1920 年梁启超给出的忠告是 ：“既解放便须

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③《兴华》杂志的一篇论说，直接以“宣战”的姿态提倡“解放”，

包括向礼教宣战，向风俗习惯宣战，向不平等的制度宣战，向政治法律宣战，向古董式的国粹宣战，

向偶像式的经典宣战，向不彻底的人生观宣战，尤其是“人人向着自己的内心宣战”。④彻底解除

身内身外的束缚，成为五四时期“解放”论说的主调。

五四时期的“解放”言说，涉及各个方面，包括专制、礼教、男权、旧习俗、迷信观念、偶

像崇拜等，这些都需要以“解放”的观念立场对其进行审视与改革。当然，讨论最多的还是礼教、

家族制度和妇女问题。

鲁迅在杂文和文论中，对“解放”有过一系列的表述。粗略统计，鲁迅的杂文和文论，出现“解

放”一词的共有 40 余篇。鲁迅使用“解放”一词，最早是在 1907 年创作的《摩罗诗力说》一文

中。该文介绍修黎（今译“雪莱”）的诗剧《解放之普洛美迢斯》（今译《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时，

把诗剧题目中的“unbound”一词译为“解放”，称赞雪莱为“抗伪俗弊习以成诗”的“精神界之

战士”；⑤在论及拿破仑对英国诗人拜伦的深刻影响及其自身的功业时，也用到了“解放”一词 ：“拿

坡仑使命，盖在解放国民，因及世界，而其一生，则为最高之诗。”⑥

“解放”这一概念，在鲁迅的杂文中有着多重表意指向，归纳起来主要有这几种情形。一是

关于子女解放问题的，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 年）、《随感录二十五》（1918 年），以及“随

感录”《四十》（1919 年）、《四十九》（1919 年）、《六十三 “与幼者”》（1919 年）。二是关于妇女解

放问题的，最有影响的为《娜拉走后怎样》（1923 年），其余还有 1925 年针对女师大风潮发表的《坚

壁清野主义》《寡妇主义》《忽然想到》等文。三是对庸俗、投机文人的嘲讽，1933 年曾今可在《新

时代》月刊提倡“词的解放”，格调低下，引发鲁迅撰文予以讥讽，他在《曲的解放》《序的解放》《伪

自由书后记》等文中嘲笑曾今可“硬以‘管他娘’与‘打打麻将’等屁话来实行其所谓‘词的解

放’”。⑦四是认为卑贱的“堕民”虽然身份“解放”了，但奴性未改，这一点在《我谈“堕民”》（1933

年）、《病后杂谈之余》（1935 年）有所论及。五是针对工人、农民等无产者的解放问题，认为无

产者需要从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才会产生“真正的平民文学”，⑧“无产

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⑨六是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文字游戏”，他们把“死刑”（《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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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1931 年）、“枪毙”（《写于深夜里》，1936 年）、“孥戮”（《逃名》，1935 年）

等说成是“解放”，借以掩饰其暴力行径，并促使人们在笑谈中淡忘。由此可见，鲁迅对“解放”

问题有着持续的关注。单就明确使用了“解放”一词的作品而言，鲁迅在清末和 20 世纪 30 年代

的杂文和文论中，多为只言片语捎带论及“解放”问题，而他集中、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则是在

五四时期的杂文中，且主要论及家庭伦理的解放，形成了他关于家庭解放的系统看法。

家庭伦理的解放，涉及中华民族根本性的文化变革和深层次的社会改造。1900 年前后日本学

者所著、并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支那文明史论》一书就特别指出，欧洲的物质文明输入近代中国，

并不会动摇中国固有文化的根基 ：“欧洲之文化，即科学之进步，机械之发明，物质之改良，倍

倍助支那固有之文化。［……］于支那帝国，实与以无限鸿大利益也。”①而真正威胁传统中国的

根基，并将给中国带来剧变的为“个人主义”：

若夫欧洲之个人主义，与支那之家族主义于根本不相容。此以个人主义基础之法国民法，于

支那决其为断不欲施行者。若万一施行之，支那国民之基础家族制度，不出百年，渐渐破坏，是

将来汉族命运之所悬也。②（注 ：原文无标点，此为笔者所加。）

在日本学者看来，家族制度为中国“国民之基础”，而来自欧洲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的“家

族主义”根本不相容，故难以推行，如果推行，则将给民族命运带来难以预料的结果。时至五四，

陈独秀也意识到“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正因此，他才断言“伦理的觉

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③陈独秀的“断言”，是根据传统中国以“三纲”为伦理政治之

大原而得出的。我们知道，“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构成了家族制度的基础。因此，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家庭伦理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是根本，也是最难决断的。

五四时期激进的家庭解放观念，认为家庭的存在是痛苦之源，主张“打破家庭”。④比较之下，

鲁迅的“愿意平和”的家庭改革主张，就显得冷静持重得多。在鲁迅的杂文中，“解放”一词出现

最频繁并且构成为核心观念的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 年）一文。鲁迅写这篇文章的本意

是“研究怎样改革家庭”，触碰“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这就需要挑战“父为子纲”

的观念，“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⑤但他之所以最终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个题目，多少

包含了对以“孝”为核心的传统家族观念的让步，一是避免让固守旧伦常的“圣人之徒”听了害怕，

二是考虑到中国的老年人中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一时不能觉悟、难以接受。在让步与务实的

双重考虑下，他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以自我“心以为然的道理”，决定谈谈像他这一类觉醒者——“我

们”——现在如何“做父亲”。觉醒者即“解放”子女的人，这篇文章可以看作启蒙者的自我言说——

鲁迅并不奢望唤醒全体国民，也无意于全面、迅速颠覆家族制度和孝道观念。

鲁迅对于早晨听到乌鸦叫“总须颓唐半天”的迷信守旧老人，抱着理解的同情，并不强求他

们解放子女。家庭长者改变不了旧习惯，“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

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此后幸福的度

日，合理的做人。”⑥这是鲁迅关于家庭改革的经典论述，采取父亲主动“解放”子女，而不是子

辈反抗父权、破除家族制度的方式。这与五四青年主动出击、反抗权威的“解放”主张形成了对照。

正如李大钊对“真正的解放”所做的解说 ：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

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

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⑦（注 ：原文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

① ② 中西牛郎：

《支那文明史论》，

普 通学书室译，

上海：商务印书 

馆，1901 年，第56 

页，第57页。

③ 陈独秀：《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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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 期，191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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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卷，第134页，

第135页。

⑦ 守 常（李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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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评论》第30 期，

1919 年 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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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未做修改。）

“别人把我们解放出来”与“我们自己解放自己”，是两种解放路径。显然，在家庭伦理的

变革上，尽管鲁迅主张幼者本位，但选择的是父亲把子女解放出来的路径。子女的解放问题，

鲁迅寄希望于父母的“爱”。这是一种出自本性的爱，由爱出发，“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

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①在生产、教育、解放三个环节中，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

做父亲》一文中重点讨论了“解放”。他以推心置腹、苦口婆心的说服方式，打消“父母”的各

种疑虑，主张完全“解放”孩子。总之，“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

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②由于觉醒的人既要“解放幼者”又要“随顺长者”，可一旦遇上那些

不肯解放子女甚至还不准儿子解放孙子的长者，鲁迅虽然觉得是个问题，但也束手无策，他说 ：

“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③这是“随顺长者”的家庭改革者无

法回答的问题，只能留待时间去解决。四年之后，鲁迅面对女高师的学生所做演讲，在家庭解

放问题上仍然主张“平和的方法”：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

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

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

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④

鲁迅清醒地意识到，在中国家庭中“亲权”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他的家庭解放观念和路径取

决于上，即寄希望于觉醒了的父母。鲁迅把家庭改革的使命交给了觉醒的父母，而觉醒的父母挺

不好做，因为不但要“解放幼者”，还需“随顺长者”。这是鲁迅作为“历史中间物”的生命体验

及其启蒙观念在家庭解放问题上的体现。

在家庭解放问题上，鲁迅的杂文不是着眼于改造父辈的旧家，而是寄希望于“觉醒的人”解

放自己的子女，即“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⑤而尼采却说，“为你们的孩子们，你们

当矫正了你们是你们的祖先的孩子。你们当如是救济了所有的过去 !”⑥确实，觉醒的“我们”不

挣脱家族制度的牢笼，不从父辈的旧家中解放出来，如何解放自己的孩子呢？这既是一个现实伦

理难题，也是一个文学叙事难题。

小说的家庭叙事 ：“觉醒的人”怎样做儿子

论到鲁迅小说的家庭解放叙事，我们首先就会想到《狂人日记》。鲁迅坦言《狂人日记》“意

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⑦小说把“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归结为“吃人”，可谓触目惊心、

振聋发聩。在家族叙事中援引易子而食、割股疗亲的历史典故，使得小说对父权和“孝”观念的

批判达到了极致。根据谭桂林的解读，《狂人日记》前七节的叙述重心在诅咒“吃人”，后六节的

叙述重心在劝转“吃人”。⑧也就是说，这一篇锋芒毕露地批判礼教“吃人”的小说，在家庭解放

叙述上，采取了类似于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劝说”话语策略。然而，批判家族制度

和礼教之后，在五四新文化的时空中如何解放家族子弟呢？日记前“小序”中的“候补”（清代官制）

一词所暗示的故事时间不过是障眼法，为作者的现实批判态度涂上了一层防护色，但狂人病愈“赴

某地候补矣”一语，表明鲁迅的态度是悲观的。“小序”涉及兄弟、同学、朋友的情谊，写得挺

有人情味，也表明狂人已重返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因而小说结尾“救救孩子”的呼吁，多少显

①②③⑤ 鲁迅：

《我们现在怎样做

父亲》，《鲁迅全

集》 第1 卷，第

141页，第145 页，

第145页，第135页。

④ 鲁迅：《娜拉

走后怎样》，《鲁

迅全集》第1 卷，

第168页。

⑥ 尼采：《查拉

斯图拉如是说》，

楚图南译，长沙：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1987 年， 第

254—255页。

⑦ 鲁迅：《〈中国

新文学大系〉小

说二集序》，《鲁

迅全集》第6 卷，

第247页。

⑧ 谭桂林：《〈狂

人日记〉与现代

生 命 伦 理 的建

构》，《安庆师范

大学学报》2020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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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些空洞，这空洞的呐喊，有着“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①的用意。作为一篇大量

借用象征、隐喻手法，并依靠狂人呓语构设家族制度之恶的小说，其态度的激越尚能维持。一旦

涉及家庭生活和伦理关系的写实状态，一旦进入同时代的家庭伦理故事，鲁迅“愿意平和”的态

度就显露出来了，“救救孩子”并未找到出口。

小说这种虚构文体，理应适合构设“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伦理解放故事。但是，在鲁迅

的小说中，先觉醒的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的新伦理构想，并没有得到呈现。小说中的“父

亲”，如《药》中的华老栓，《祝福》中的四叔，《故乡》中的闰土，《狂人日记》中的“娘老子”，

都是老一套，丝毫不肯改变。民国初期的乡村，自然还不到“解放”子女的时候，《风波》中的

九斤老太只是感叹“一代不如一代”，满地疯跑的孙女六斤，最后也被老规矩收服，“新近裹脚”，

“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②城里的父亲同样固守旧家族的权力秩序，《伤逝》中的子君因大胆

自由恋爱，北京的叔父已不认她这个侄女，远在家乡的父亲也不愿放生自己的女儿，他是“儿女

的债主”，归家的子君笼罩在他“烈日一般的严威”③中抑郁而终。《肥皂》中的伪道学四铭与儿

子学程的关系，仍是旧式父子的模式，父亲的“庭训”雷打不动，儿子在父亲面前唯唯诺诺。四

铭属于《娜拉走后怎样》所提到的那类父亲 ：“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 ；现

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④在四铭与学程的父子关系中，我们看到的是

从未变更的父权。鲁迅在杂文中呼唤的“人之父”，在小说中找不到相应的形象，而且“人之子”

也逃不过被人们“钉杀了”⑤的命运。

在小说中，那些“觉醒的人”，鲁迅并未给他们安排“父亲”的角色。《孤独者》中的魏连殳，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长明灯》中的“疯子”，都是独身。《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还处于未

婚状态。《伤逝》中的子君与涓生同居却没生孩子。《幸福的家庭》中的青年夫妇虽有孩子，但小

孩只给年轻的父母增添了烦恼和纷乱，因而男主人公所拟想的“幸福的家庭”是不如没有孩子好。

鲁迅的小说并未真正触碰“觉醒的人”怎样做父亲这个话题，或许源于他在五四时期还没有为人

父的经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随顺长者解放幼者”的观念本身充满悖论。

既然鲁迅的家庭伦理叙事并未提供“觉醒的”父亲形象，那么，家庭解放的故事便只能依靠

“觉醒的”儿子来完成。实际上，鲁迅的小说倒是热衷于书写“觉醒的人”如何做儿子。觉醒了

的人，如狂人、魏连殳、吕纬甫，以及《祝福》《故乡》中的“我”，小说都只给他们安排了“儿

子”的角色。仿照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的标题，可以说鲁迅在《孤独者》《在酒楼上》

《狂人日记》等小说中，讲述的是“我们现在怎样做儿子”的故事。然而，“觉醒的人”以“儿子”

的身份进入家庭伦理的叙事中，他们不是继续“开辟新路”，⑥而是成了折翼的天使，跌回旧势力、

旧伦理的罗网中 ；父母、祖辈也不是“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

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⑦相反，长辈成了儿孙自由奔突的路障。鲁迅在杂文中表达的“各

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的伦理主张，与小说中“儿子”所陷入的家庭伦理困境，恰恰构成了对照。

这些觉醒的“儿子”原本是鲁迅所指望的“做父亲”的新人，但鲁迅没赋予他们“父亲”的身份

以解放孩子，而是让他们在“随顺长者”的伦理情感中挣扎、沉沦。

作为“儿子”身份的“觉醒的人”，之所以难以持续展开自我解放的行动，是因为他们在代

际关系的处理中“愿意平和”，甘愿“随顺长者”。完全的自我解放需要“无挂碍”，⑧以“属己”

的个体价值的实现为目标，而随顺长者的“孝”观念，则要求他们以“异己”（长辈）的意愿的满

足为宗旨，二者无论如何都有所冲突。鲁迅在杂文中认为父母对于孩子“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

① 鲁迅：《〈呐喊〉

自序》，《鲁迅全集》

第1 卷，第441页。

② 鲁迅：《风波》，

《鲁迅全集》第1

卷，第499页。

③ 鲁迅：《伤逝》，

《鲁迅全集》第 2

卷，第129页。

④ 鲁迅：《娜拉

走后怎样》，《鲁

迅全集》第1 卷，

第169页。

⑤ 鲁迅：《复仇

（其二）》，《鲁迅

全 集 》 第 2 卷，

第179页。

⑥ 鲁迅：《我们

现 在怎 样 做 父

亲》，《鲁迅全集》

第1 卷，第145页。

⑦ 鲁迅：《随感

录·四十九》，《鲁

迅全集》第1 卷，

第355页。

⑧ 鲁迅：《〈伪自

由书〉前记》，《鲁

迅全集》第5 卷，

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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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牺牲的”，①这种牺牲基于“天性的爱”，“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②鲁迅对理

想父母的要求，是一种混合着血缘亲情、无私道德、生物进化论、幼者本位的观念，正如谭桂林

的评价 ：“老的让道给年轻人走，这是对自然和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有利于种族的进化，而那

个能够填平阻挡年轻人前行的深渊的死，是种族进化的必须，也是种族进化的有益的主体行为，

悲壮而积极。”③不过，父母之爱，尤其是母爱，无论来自旧式老人还是觉醒新人，都会转换为子

女所承受的“恩”。这种由“爱”转化成的“恩”，子女只有以“孝”来补偿父母和平衡自我伦理

情感。对于新旧过渡时期的觉醒者而言，母爱与尽孝的关联是一种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道德自

觉。“孝”的后面紧随着“顺”，其结果就是“随顺长者”。这就是那些作为“儿子”的“觉醒的人”

面临的家庭伦理困境。

在鲁迅的小说中，只有失去母亲的觉醒者，在反叛传统和个人解放中最为勇猛。《长明灯》中“疯

子”的父母已过世，可谓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正因为摆脱了孝顺父母的心理重负，他才毫无挂碍，

拥有“信仰的践履力”，④敢于孤身对抗庸众，无畏无惧，坚决要吹熄长明灯这一传统观念的象征

物。他的这一举动引起吉光屯村民的公愤，却无法将他“送忤逆”，因为只有直系长辈才有资格

“送忤逆”。在《伤逝》中，关于子君与父母之家关系的叙述，只出现了守旧、威严的父亲和叔父，

没有叙及她的母亲或祖母，子君也没有感受到来自父亲之家的温情。她最初自己选择婚恋，反叛

父权，后来则是被父权所禁锢，抑郁而终。但她的死与爱的牢狱、孝的挣扎无关。失去经济地位

的子君，像离家出走的娜拉一样，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只不过子君是作为女儿，回到了威严的

父亲之家。“疯子”和子君都不必为“随顺长者”而苦恼，面对礼教或家族的压迫力，都曾表现

出决绝的反叛，而不是像鲁迅在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中所声言的“愿

意平和”地面对旧式家长。

与此对照，为母爱所累的觉醒者，则陷入了家庭解放的困境中。《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

酒楼上》中的吕纬甫、《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他们作为觉醒了的“儿子”，有着与“疯子”、子

君所不同的家庭伦理体验。他们虽然早已没有父亲，但是在家庭伦理关系中，他们需要直面凌驾

于他们生命之上的绝对存在者——母亲。母亲，正是鲁迅的杂文谈及家庭改革、解放孩子时主张“愿

意平和”“随顺长者”的对象。这源于年少失怙的鲁迅自身的家族伦理体验。⑤母亲对儿子的“爱”，

儿子对母亲的“孝”，二者相互纠缠，阻止了觉醒者独立人格和勇猛人生的完成。1925 年鲁迅给

赵其文的信中写道 ：

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

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

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⑥

到了 1933 年，鲁迅仍在杂文中感叹慈母是儿子勇猛人生的羁绊 ：

《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

几天之后，我偶然在《自由谈》里看见一篇文章，其中说的是每日使婴儿看看遗照，给他知道曾

有这样一个孕育了他的母亲。我立刻省悟了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笔，想做一篇反对的

文章，因为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

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⑦

鲁迅“向来的意见”也可视为他向来的家庭伦理体验。“倘有慈母”，儿子可以得到母爱的温暖，

但慈母也会成为儿子的“挂碍”，妨碍儿子的“勇猛”，即便是“反抗绝望”的精神，也“容易蹉

①② 鲁迅：《我

们现在怎样做父

亲》，《鲁迅全集》

第1 卷，第145页，

第140页。

③ 谭桂林：《鲁

迅疾病叙事与中

国现代生命伦理

的发生》，《南京师

大学报》（社会科

学版）2019 年第

2 期。

④ 谭桂林：《论

鲁迅的信仰观及

其思想理路》，《西

南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4

年第1 期。

⑤ 李永东：《颓败

的家族：家族小

说的文化与叙事

研究》，上海：上

海三联书店，2011

年，第57—69页。

⑥ 鲁 迅：《 书

信·250411 致 赵

其文》，《鲁迅全

集》第11 卷，第

477页。

⑦ 鲁迅：《〈伪自

由书〉前记》，《鲁

迅全集》第5 卷，

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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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几乎不能前进”。①慈母的存在，使得“觉醒的人”陷入做“真

的人”与做孝子的两难之中。

虽然鲁迅主张完全解放了孩子，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人”，②但他从未完全否定过“孝”。

鲁迅年少时读了《二十四孝图》之后，意识到“孝”如此之难，但并不表明他全然反对行孝。他

在杂文中反对的是“老莱娱亲”“郭巨埋儿”之类虚伪、残酷的孝道，反对牺牲子孙、对子孙的

生命成长构成威胁的孝道，而对于“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之类的孝行，他认为尚且可以“勉

力仿效的”。③母亲出自“天性的爱”，容易培植了子女出自天性的孝。由于要尽孝，觉醒者不得

不在行动上屈服于旧式家庭伦理。吕纬甫、魏连殳在社会上曾经勇猛反叛传统，但在母子关系中

都甘愿做孝子。吕纬甫曾经拔神像的胡子，争论改革中国的办法，反对诗曰子曰，但对母亲极为

孝顺，为母亲做无聊的事，大老远跑来 S 城为死去的弟弟迁坟，为邻家女孩送花，只为顺应母亲

的心愿。魏连殳“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④乡

邻认为他是“吃洋教”的“新党”，“仿佛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待到祖母去世，世上再无

关心他的人，他就为生活所迫，糟蹋自己 ：“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

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⑤《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病愈后赴某地候补的人生选择，与吕纬

甫为了母亲做无聊的事、度灰色的生涯之间，也隐约有着相通之处。

吕纬甫、魏连殳、狂人，都是由新返旧的人物。他们原本都是“觉醒的人”，尚来不及做父亲“解

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就在保守势力的围攻下，在生存的压力下，跌回旧家族伦理的圈套中。

我们可以把他们视为男版的、作为儿子的“娜拉”，其命运也未能摆脱“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⑥

的结局。“觉醒的人”由新返旧，证明了鲁迅杂文中“随顺长者解放幼者”观念的虚妄。

家庭解放理念的分野 ：杂文的进化论与小说的怀疑论

作家的创作，就个人思想情感的敞开程度而言，有着文体的差异。作家使用不同文体书写同

一话题时，其情感、观念和姿态的差异，研究者不能不察。鲁迅的创作更是如此。讨论鲁迅的创作，

需要对其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等文体的思想情感倾向做出甄别。

茅盾写于 1927 年的《鲁迅论》，就明确指出了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在观念上的分野和互补 ：“在

他的创作小说里有反面的解释，在他的杂感和杂文里就有正面的说明。单读了鲁迅的创作小说，未

必能够完全明白他的用意，必须也读了他的杂感集。”⑦茅盾进而对鲁迅的杂文和小说进行了比较，

认为鲁迅在杂文中主要“指引青年应当如何生活如何行动”，在小说中多书写“老中国的儿女”的

思想和生活。而且，他还以“对看”的方式分析了鲁迅的《幸福的家庭》《伤逝》和《在酒楼上》《孤

独者》这两组小说。遗憾的是，茅盾所开创的对读研究路径，并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学界进入

鲁迅文学的主题研究时，习惯于同时征引他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文论、书信中的材料，做

出相互印证的综合性论述。不可否认，这种多文体文本的“合论”方式，既是通行的，也自有其价值。

但是，如果对思想主题的表达做出文体的区分，发掘不同文体相互映衬、相互发现的功能，这将有

助于进入鲁迅思想观念和情感态度的差序结构或互补关系，进而呈现鲁迅思想的立体多维面相。

鲁迅的家庭解放叙事，采取了杂文和小说两条路径，或者说，他的杂文和小说在家庭解放的

观念和态度上，构成了有分别的两种样态。这大概不是鲁迅无意中造成的，而应是有意为之。不

说别的，有关的杂文和小说所使用的笔名就不一样。杂文《随感录二十五》（1918 年）、《我之节烈 

① 鲁 迅：《 书

信·250411 致 赵

其文》，《鲁迅全

集》第11 卷，第

478页。

② 鲁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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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鲁迅：《娜拉

走后怎样》，《鲁

迅全集》第1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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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方璧（茅盾）：

《鲁迅论》，《小说

月报》第18 卷第

11期，192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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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1918 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 年）以及“随感录”《四十》《四十九》《六十三 “与幼 

者”》（1919 年）等，发在《新青年》杂志上，署名为“唐俟”或“俟”，是鲁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而 

“呐喊”时期的作品 ；小说《狂人日记》（1918 年）、《幸福的家庭》（1924 年）、《肥皂》（1924 年）、《在

酒楼上》（1924 年）、《孤独者》（1925 年）、《伤逝》（1925 年）等发表或出版时，则署名为“鲁迅”，

多为鲁迅在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彷徨”时期的作品。这两种署名背后包含了鲁迅对现实和未来态

度的差异。周作人、许寿裳、王晓明、许锡强等人都对这两个笔名的意味做过解释。①不过，就

有关家庭伦理解放问题的作品而言，署名为“唐俟”的杂文表达了解放子女的坚定意愿，多有“呐

喊”、进取、希望的意味。他为家族制度造成的生命缺憾而呼号，执意“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

即“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②的时候。而署名为“鲁迅”的小说更体现出“彷徨”、怀疑、绝望

的态度，并且更加突出儿子被母爱封存在“爱的牢狱”中的人生困境。“鲁迅”这一笔名为发表《狂

人日记》时开始使用，是在他原来使用的笔名“迅行”之前“冠了一个鲁姓，（因为他的母亲姓鲁）

又将末尾的‘行’字省去了，结果便成了‘鲁迅’”。③加上母亲姓氏的笔名“鲁迅”，首先用于揭

露家族制度弊害的小说《狂人日记》，这难道只是随意之举，只是巧合吗？这一笔名暗示了相关

小说所表现的觉醒的人“随顺长者”“怎样做儿子”的伦理构想和人生困境。

在鲁迅的家庭解放叙事中，作为思想观念倡导的杂文和作为家庭伦理实践的小说，其表现的

人生态度有所不同。五四时期的鲁迅，在怀疑论与进化论之间犹疑、切换，他的杂文和小说分别

承载了两种观念 ：他的家庭解放叙事，相关杂文秉持进化论的立场，怀抱韧性的战斗精神，坚信

年轻一代终将从家族制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相关小说多流露出怀疑论的心态，在新旧人物身上

都看不到希望，表达了鲁迅“反抗绝望”的态度。在进化论的时间链条中，鲁迅的杂文表达了清

醒而沉痛的“历史中间物”意识，这种意识投射到了家庭解放的伦理体验中。在随感录《六十三 “与

幼者”》中，他承认了自己在家庭解放进程中的“历史中间物”角色 ：

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

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

“时间不住的移过去。你们的父亲的我，到那时候，怎样映在你们（眼）里，那是不能想像的了。

大约像我在现在，嗤笑可怜那过去的时代一般，你们也要嗤笑可怜我的古老的心思，也未可知的。

我为你们计，但愿这样子。［……］”④

鲁迅引用有岛武郎的话，确认的是他自己关于家庭解放的复杂心绪。他把自我家庭解放困境

的超越，寄希望于“将来便不特没有解放的话，并且不起解放的心，更没有什么眷恋和凄怆 ；只

有爱依然存在。——但是对于一切幼者的爱”。⑤这种看法，得到了进化论的支持。进化论总是相

信未来，相信时间能够操控观念和现实的现代进程。同时，进化论隐含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无

可奈何。这就使得鲁迅小说的家庭解放叙事转向了怀疑论。正如鲁迅小说中的 N 先生，他在清末

时期对青年男学生剪辫子的态度，既觉得“没有辫子好”，又劝学生还是不剪为好 ；对于民国初

期女学生的剪发，N 先生同样并不太赞成，他深知改革的艰难与风险，因而对仅凭一腔热情想要

解放自我的青年一代发问 ：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 ；忘却了一切还有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

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 ：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

① 参见周作人：

《周作人散文全

集》第12 卷，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9 年， 第

667 页；许 寿裳：

《亡友鲁迅印象

记》，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1953

年，第 48 页；王

晓明：《无法直面

的人生——鲁迅

传》，上海：上海

文艺出版社，1993

年，第 47 页；许

锡强：《鲁迅的“唐

俟”笔名的由来

和意蕴——兼及

其与陈寅恪兄长

的关系》，《读写月

报》2000 第1 期。

② 鲁迅：《随感

录·四十》，《鲁迅

全集》第1 卷，第

339页。

③ 周作人：《周作

人散文全集》第

12 卷，第667页。

④⑤ 鲁迅：《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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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鲁迅全集》

第1 卷，第380页，

第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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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①

正因为意识到社会状况尚未给五四新人提供“武器”“工厂”，他们即使观念已获得“解放”，

现实中却很有可能陷入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境地，他认为这些没有“毒牙”的青年人，还不具备对

抗传统社会以及独立生存的能力。所以，鲁迅在家庭伦理解放上，甘当由旧向新的中间一代，采

取放生孩子而不是彻底解放自我的方式。像他这样的把黄金时代预约给子孙的觉醒者，难以安然

享受解放的自由和痛快，只能在“随顺长者”的苦衷中“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直到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②他的杂文主要表现“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解放孩子 ；而小说

则主要表现“随顺长者”，“陪着做一世牺牲”。

由杂文和小说的对读揭示鲁迅的家庭解放困境，并不会矮化鲁迅，反而恰恰证明了鲁迅情感

的真诚和思想的丰富。家庭伦理的解放，涉及中华民族根本性的文化变革和深层次的社会改造，

这必将是一个缓慢而持久的过程。在五四时期，任何激进的言辞都容易脱口而出，而意识到家庭

解放之事的艰难，敢于直面困境，反而更为可贵。直到 1929 年，鲁迅给叶永蓁的小说《小小十年》

写的评论，仍然认为个人、大众的解放之途中，横亘着家族伦理的壁障 ：

一个革命者，将——而且实在也已经（！）——为大众的幸福斗争，然而独独宽恕首先压迫

自己的亲人，将枪口移向四面是敌，但又四不见敌的旧社会 ；一个革命者，将为人我争解放，然

而当失去爱人的时候，却希望她自己负责，并且为了革命之故，不愿自己有一个情敌，——志愿

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也愈多。——终于，则甚至闪出了惟本身

目前的刹那间为惟一的现实一流的阴影。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

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之前，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③

这段话是针对革命者形象的塑造而言，表面似乎对革命者行动和思想的矛盾有所批判，但鲁

迅认为“书的生命，却正在这里”，“描出了背着传统，又为世界思潮所激荡的一部分青年的心”。④ 

这段话也隐含了鲁迅自己在家庭解放问题上的困窘，个人主义向集团主义的转变之所以缺乏桥梁，

是因为家庭解放的时代命题未完成，家长权威、妇女地位仍旧。如果把这段话中的“革命者”换

成“启蒙者”或“觉醒的人”，那么，在个人主义和社会解放的大潮中，“启蒙者”或“觉醒的人”

仍然不知如何破解传统家庭权力秩序。

结语

鲁迅在杂文中所表达的家庭解放观念，与他小说的家庭伦理故事构成了互文关系，杂文和小

说分别采取进化论和怀疑论的态度进行书写，从而构成了其参差的家庭伦理构想。在家庭解放问

题上，鲁迅的杂文和小说进行了一场左右手的互搏 ：左手挥舞，星光一片，照亮解放之路 ；右手

挥舞，暗夜沉沉，梦醒后无路可走。鲁迅杂文和小说对家庭解放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叙述，就如

他的散文诗《影的告别》中的影子，其存在状态注定“彷徨于明暗之间”。⑤

把小说和杂文进行对读，能分别彰显鲁迅杂文和小说的思想情感倾向，有助于我们更立体地

把握他关于家庭解放问题的思想结构，体察他所处时代家庭解放的艰难及其家庭观念的悖论。对

读也是一种互释，以杂文鲁迅释小说鲁迅，或以小说鲁迅释杂文鲁迅，仍不失为拓展鲁迅创作“内

部研究”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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