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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回忆
——— 无意识所演示的鲁迅的纯文学创作
刘彦荣
（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心理学研究表明，无意识活动在时向上通常表现为一种“回溯性”，鲁迅的纯文学创作明显可见这
种无意识活动的特征。无意识活动以其从遮蔽到敞开的运行轨迹，富于表征性地将鲁迅的纯文学创作分为两
个阶段，潜在地演示了作者的精神史和时代的思想史的一些重要方面，同时也为文学创作中无意识的介入方
式及其与意识消长关系的某种规律的探寻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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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and Memories
———Unconsciousness Represented by Luxun’s Pure Literature Creations
LIU Yanrong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Psychological researches show that the unconscious activities usually present “retrospectiveness”in the direction of time． Luxun’s pure literature creation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conscious activities obviously． The unconscious activities divide Luxun’s pure literature creations
into two stages characteristically，potentially demonstrates the writer’s some important contents in the
history of spirit and times thought，and provides valuable materials for exploring the law in literary
creations as well．
Key words： Luxun； unconsciousness； retrospective； literary creations
一般说来，文学创作是一个意识与无意识相互作用的过程 。不过现代文艺心理学更加重视无意识
对于创作的意义。特别是经过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观察实践和理论建构的推动 ，人们对无意识的认识更
加普遍和深化。阿恩海姆认为，虽然说，“没有意识和理性的预先进行的那一番苦心煎熬，无意识推理
就无法达到自由的相互作用 ”，但是，“无 意 识 的 推 理 往 往 能 够 解 决 意 识 苦 心 思 考 而 不 能 解 决 的 问
［1］（ P288）

［2］（ p6）
卢卡契甚至认为： “剥夺创造中的无意识活动就等于完全取消了创造 。”
关于鲁迅文学创作的界域，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① 而作者本人对此也多有矛盾处，由于场合

题”。

①

争议的焦点即： 鲁迅的杂文能否看作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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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态度。① 这里，我们取鲁迅在文学场合的立场，以《呐喊》、《彷徨》、《野草》、《故事新
编》和《朝花夕拾》等五本集子为对象，考察无意识对鲁迅文学创作的推动和建构的意义及其作品的某
种精神内涵。为避免争议，保证论题的相对集中，特于“文学创作”之前，缀一“纯”字。

一
欧阳凡海将鲁迅的创作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是根据过去的生活经验，严格地加以再组织的类型；
第二是过去未久的身边的材料，较为直接地反映的类型； 第三是回忆童年生活，直接加以记录的类型； 第
［3］（
四是运用历史材料来写作的类型。” 三卷P988） 他认为，这四种类型在《呐喊》中都已出现： 第一类有《狂人
日记》、《孔乙己》、《药》、《明天》、《阿 Q 正传 》及《风波 》（ 还应加上《白光 》———笔者注 ） ； 第二类有《头
发的故事》、《端午节》、《兔和猫 》及《鸭的喜剧 》（ 还应加上《一件小事 》———笔者注 ） ； 第三类有《故乡 》
和《社戏》； 第四类有《不周山》。“《彷徨》可以说是一、二两种类型交互着发展的时期。…… 在《彷徨 》
时期，他仅第三个类型以《风筝》和《好的故事 》（ 还应加上《雪 》及稍后的《朝花夕拾 》———笔者注 ） 与第
四个类型，以未曾实现的唐明皇历史长篇小说 （ 稍后有《铸剑 》和《奔月 》———笔者注 ） 轻轻闪了一闪。
然而这也就是说，这第三、四个类型，虽然一直来都还是只在鲁迅的创作构成中占了不重要的地位 ，却是
［3］（
一脉相传，未尝中断过的。” 三卷P988）
欧阳凡海关于鲁迅创作四种类型的分析和归类都有不够周密处 ，但却为我们研究鲁迅创作中的无
意识活动提供了某种线索。心理学研究表明，无意识活动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在时向上的回溯性或
［4］（ P6）
“向后运动”。
虽然弗洛伊德和荣格对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各有偏倚 ，但他们对无意识活动的
回溯性或“向后运动”的看法是一致的。 弗洛伊德就认为，无意识“所回溯的时期是原始的，有双重意
［5］（ P153）
在现代文艺心理学的视域中，第一、二种类型是创
义： （ 一） 指个体的幼年； （ 二） 指种族的初期 ”。
作的常态，它们构成鲁迅作品的主体； 第三、四种类型是非常态，它们在鲁迅的作品中不占主要位置 。也
就是说，当作家处于正常的创作状态的时候 ，他对无意识活动是无所察觉的，这时无意识处于某种遮蔽
状态； 一旦作家意识到这种倾向及其内容时 ，也就预示着无意识向意识、审美向现实的返回，这时已经敞
开了的个体和种族的童年记忆由于理性的收敛而成为无意识活动所残留的遗迹 。 在这四类作品中，审
美价值最高的是第一类作品； 然而，第二类作品与第三、四类作品的关系也清晰可见： 正是由于对现实的
接近、关注，使得作者的现实理性逐渐加强，从而抑制了无意识的进一步发展而向意识返归 。
创作中的无意识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 ，其与意识之间的彼此隐现消长是常有的事，不过，当
这一过程行将结束之时，往往表现为无意识向意识敞开并为意识所解释 、所安排的情形。 第三、四类作
品在鲁迅的创作中虽然不占主要位置 ，却以其向童年和远古的回溯性特征，标示出无意识发展的轨迹。
从《呐喊》结束时《社戏》、《不周山 》的闪现，经过《彷徨》、《野草 》的遮蔽状态，最后又在《朝花夕拾 》和
《故事新编》中浮现，从而将鲁迅的创作明显分为两个阶段。 它们共有的特征是： 无意识活动都呈现出
由遮蔽状态走向向意识敞开的明显趋势 。
不过，对文学创作具有推动和建构意义的是处于遮蔽状态中的无意识 ，而在鲁迅那里又表现为种种
不同情状： 《呐喊》时期，正值五四高潮，无意识活动被严密地监控在意识所许可的范围，心灵所谋求的
主要是个人无意识和时代精神的融合。《彷徨》、《野草》时期，却逢五四退潮和兄弟失和，鲁迅又一次陷
入巨大的苦闷和孤独之中，无意识活动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由个人无意识向着集体无意识掘进。
①

鲁迅晚年出于现实生存的需要，在向现实抗争的场合，极力提倡杂文。在《小品文的危机》中，他在肯定杂文的战斗性的前提

下，肯定了杂文娱人性情的功能； 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又说，杂文这种体例是“古已有之”； 在《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中，又说： “杂文
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杂文发展起来，倘不赶紧削，大约也未必没有扰乱文苑的危险。”但是在更多的正规
的文学场合，鲁迅却并没有将自己的杂文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1932 年，上海天马书店希望鲁迅出一本创作自选集，鲁迅便从《呐喊》、
《彷徨》、《野草》、《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等五个集子中选出 22 篇，编成一集出版，并明确声明： “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
这五种……”30 年代，是鲁迅杂文写作正盛之时，但他在公开及更多的私人场合，反复声称自己没有创作，原因是累于“打杂”。如 1932
年 8 月 15 日致台静农： “我亦颇麻木，绝无作品，真所谓食菽而已。”1933 年 5 月，他接受别人采访时，也承认自己没创作，主要是没有新
材料，不是不写，而是不能（ 见病高《鲁迅先生的访问记》，载《北国月刊》1935 年 1 卷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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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彷徨》在本质上是和《呐喊》同一系列的，相比之下，《野草》的无意识活动就更加活跃，也更加纷
繁错综。

二
然而，作为一种征候，童年回顾并不是个人无意识活动的主要内容 ，甚至不构成其过程的主要阶段。
推动个人无意识活动的发展和运动过程 、形成其主要内容和构成方式的，是个体曾经在现实生活中所得
的精神创伤，它是无意识活动过程的原点，对作家的创作动机的发生、文本的建构和风格的形成，都产生
深刻的影响。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开篇就指出，《呐喊 》不过是旧梦的回忆，或者说，是旧梦破灭的记忆。 对
于作者自称为“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 ”，有人从医学救国算起，继之有科学救国、文学救国等等。
这种追溯显然不彻底，不足以解释鲁迅文学创作的真正的个体心理动因及其文学世界的建构 。 事实上
《呐喊·自序》在回顾旧梦之时，最先讲到的父亲的病、家庭的破产等重要事件，都发生在作者尚未走出
家门之前，而悟得中医骗人，立下学医志愿是到了南京之后的事 。医学救国及此后的梦虽然与此前的梦
有着某种联系，却不具有本原的意义。
大量的创作实践证明，作家的早年生活对其思想和创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鲁迅所说的“青年时
候”应理解为“早年”，它包括作家离开故乡之前那一段更为重要的生活经历 。 这段故乡经验，是鲁迅人
生历史的第一幕，对鲁迅的思想、人格的形成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是其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
那么，在离开故乡之前，少年鲁迅做过哪些好梦呢？ 这方面的具体材料较少，也少有人重视而给以
科学的整理。但在一种特定的家庭、文化、社会的背景中，仍然有某种线索可寻。比如，鲁迅到南京不久
曾特地回家与周作人一道参加过当年 （ 1898） 的科举考试。 在蜕旧变新的过渡时期，鲁迅的心情可能十
分复杂。他并没有参加接下来的复试及次年的院试 ，说明到南京后新思想在鲁迅那里迅速成长 。但是，
从小生长在悬挂着“翰林”匾额、祖父曾取进士功名、父亲亦以科举考试为终生正业的封建士大夫家庭
中的鲁迅，在离开故乡之前曾有过科举仕途的美梦 ，应该说是一种很自然的向往。我们过去太强调介孚
公、伯宜公对子弟教育的开明的一面 ，却相应地忽略了在家庭和社会环境作用下的以读经作文 、以应科
考为主的正规封建教 育 对 鲁 迅 的 早 年 生 活 的 整 体 性 影 响 。 其 实，周 作 人 早 就 说 过： “这 （ 指 科 举 考
试———笔者注） 是知识阶级，那时候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的唯一正路。”“我们那时没有不是从这
条路走的，等到有点走不下去了，这才去找另外的道路的，那自然是后话。”“可是‘跛者不忘履 ’，内心
还是不免有些连恋的。在庚子年的除夕，我们作《祭书神长恩文 》，结束还是说，‘他年芹茂而樨香兮 ’，
［6］（ P48 － 53）
可以想见这魔力之着实不少了。”
又如，关于鲁迅与旧式封建家庭的关系，鲁迅后来谈到“憎恶
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 ”。 但在此之前呢，鲁迅说：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
［7］（
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 七卷P389）
前后态度是不一样的。作为封建大家族的长房长孙，日益颓败下去的家族形势，曾在少年鲁迅的心中引
起何种忧虑，激起过怎样的重振家业的责任感 ，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对于家道中衰，较之其他兄弟，鲁迅
无疑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当年他在南京花数天时间工笔抄写介孚公在狱中写给他的《恒训 》之时，心
头恐怕是另有一番滋味吧，其间是否也会偶尔发一声对旧家庭溃败的叹息呢 ？ 还有，已有学者指出，英
［8］（ P369 － 402）
在外部
雄情结是贯穿于鲁迅人格的建构和个性形成的全过程 、影响了鲁迅一生的重要因素。
环境的刺激和主体的内部状况的相互作用下 ，英雄梦在不断破灭的同时，又不断地被重构，其内涵也不
断发展变化，逐渐成为个体寻求社会理想、人生抱负的较为稳定的内心驱力 。不过，在离开故乡之前，英
雄梦是建立在中国文化所规定的“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的基础上的。 正是这些梦想的破灭，作者第一
次被推入社会、人生的炼狱之中，开始了社会理想、人生抱负的价值更新的艰难历程 。
是什么打击使得这些梦想破灭的呢 ？ 这就是由介孚公的科场案引发的家庭变故 。家庭变故给了正
在衰败下去的周氏家族最后一击 。介孚公被关押在杭州监狱； 伯宜公也被取消考试资格，并被革去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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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读挣得的秀才，不久即在惊吓和悒郁中患病而亡； 周家政治上一落千丈，经济上彻底破产。① 周作人
的《知堂回想录》，在叙述了自己出生之后，紧接着就以“风暴的前后”为题，接连三篇描述了初逢这场与
［6］（ P7 － 14）
介孚公的暴戾脾性相伴随的家庭灾难的心理感受 。
从中可以间接窥知家庭变故给鲁迅的巨大精
神打击。不过，在这场家庭大灾难中，给鲁迅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的，主要恐怕还不是灾难本身，而是造
成灾难的原因和众人对待他人苦难的态度 。
家庭变故的直接原因，即介孚公的科场行贿，这是鲁迅毕生都不愿意在人前提起的。 讲到《呐喊 》
的由来，鲁迅是从父亲的病和家庭破产讲起 ，而对苦难的直接原因却讳莫如深 。这也正说明作为破落的
封建大家族的后裔的负罪感和自卑感对鲁迅刺激之深 。这是鲁迅的一块心病： 他曾经向往的科举仕途
原来如此腐败！ 他曾立志要拯救的家族竟有如此堕落 ！ 他以之为依托的英雄梦也随之崩坍。 那么，作
为破败的封建大家族的后裔，其出路在何方？ 有无走向新生的可能呢？ 或者说，科场案在极大地伤害了
作家太深藏的心灵的同时，也激起了生命寻求价值更新、自我超越的强烈的冲动。在这种内心驱力的推
动下，英雄梦在不断寻求更新中开始了更为艰难的历程 。
介孚公科场行贿遭人蔑视，自有其因由，而周氏家庭此后的生存境遇，却应得到人们的同情。 正是
在这种生存境遇中，鲁迅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根据现有材料，有几件事比较重要： 其一是鲁迅兄弟
在乡下避难时被人称为“乞食者”； 其二是父亲生病时，鲁迅几乎每天出入于质铺与药店，在质铺的柜台
旁受到轻蔑； 其三是在父亲死后而祖父尚在狱中之时 ，一次族中重新分配房室，鲁迅家为族中长辈所欺
负。这几件事显然具有典型意义，并在作者心智的长期感悟中被选择出来而形成某种心理表象 。 而事
实上，所谓“世人”的范围比这要大得多。介孚公的科场案当时是轰动全省、波及全国的大事件，鲁迅及
其家庭是当时人们打听和谈论的重要对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一家当时是处于世人的围观之中 。鲁
迅后来回忆自己与故乡诀别时的心情 ，就是明白地以“S 城人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 “S 城人的脸早
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的人们去，去寻为 S 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
［7］（
其为畜生或魔鬼。” 一卷P418） 这是一种怎样的情境呢？ 灾难固然可怕，但蒙受灾难之后谋求再生的过程
却更为漫长而艰难。正是在这样的人生际遇中，鲁迅处于十分险恶而难堪的境地： 一面要咬牙承当苦
难； 一面又必须面对周围人们带着轻蔑 、嘲弄的颇为愉快的鉴赏。虽然从心理学角度说，观赏、玩味他人
的苦难，确实也能给人在心理上带来某种排解和愉悦 ，而通过他人的败落或痛苦以自我抚慰，建立自足
感，乃是人类本性之一端，从而使人性趋于平庸。但是，对于被围观者来说，却是一种比苦难的打击更为
严重的精神伤害，它使得鲁迅处身于缺乏归依感和同在感的敌对世界中，而产生出一种“被孤立或无
［9］（ P19）
助”的生存焦虑。
弗洛伊德认为： “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
［5］（ P216）
自
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分配能力受到永久的扰乱 ，我们称这种经验是创伤的。”
我所由来的封建家族的腐败和在苦难中被围观的现实情境显然构成了对心灵的最高度的刺激 ，除阿 Q
的精神胜利法，正常心理的人是无法适应的。这特定的情境使鲁迅产生了十分强固的场地性心理障碍 ，
［7］（
他不顾一切地想要摆脱这一环境，“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 一卷P293） 这种姿态，
于不知不觉间踏上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告别故土向外寻求的旅程 ，而早年所受的精神创伤便也在
长期的积郁中得不到排遣而被埋入无意识之域 ，等待着喷发的时机。
读《呐喊·自序》，人们往往不很理解，为什么《新生 》的失败在鲁迅心中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寂寞和
。
悲哀 其实，就在同一场合，作家相当真诚地袒露了自己的心扉： “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 就是
［7］（
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 一卷P415） 原来在鲁迅的心目中，文学活动即英雄业绩。 这种
急欲确立自己的话语中心位置的企图 ，显示了鲁迅对确立自己理想的人生价值 、建立自我优越感的强烈
冲动，而隐藏在这种英雄情结的背后的动因 ，我认为，主要是作者早年在种种人生苦难中长期处于众人
的歧视和嘲弄之中而产生的基本生存焦虑 ，其中也包括了作为没落的封建家族子弟的羞耻感和自卑感 。
1981 年第 1 期） 、朱正《周福清科场案述略》（ 载《鲁迅
谢德铣《鲁迅家庭破产考略》（ 载《绍兴师专学报》，
① 具体情形参见王德林、
1998 年第 4 期） 及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等有关考证、回忆材料。
研究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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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取名《新生》，在寄“少年中国”寓意的同时，恐怕也隐含了自我的生命价值的更新之意吧 。 这样，作
为潜在的创作动因，在家族败落，梦想破灭后寻求生命价值的更新和超越的内心驱力，与显在的“改良
社会，改良人生”的动机相为表里。
鲁迅后来强调幻灯事件对自己的文学觉悟的意义 。幻灯事件经过作者的认读，显然包含了鲜明的
时代内容： 一是近代以来中国人任人宰割的苦难 ，一是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 但是，幻灯情境之所以对
鲁迅产生如此强烈的震撼，除时代原因之外，我认为，也因为作者自身有过类似的人生体验 ，即幻灯情境
可能触动了作者早年的创伤性经验 ，因而产生强烈的共鸣。它对鲁迅由个人经验走向艺术审美的意义 ，
一是幻灯的画面虽然唤醒了鲁迅早年的创伤性记忆 ，但这里却是以民族灾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 当个人
的创伤性经验融入到民族灾难的形式之中时 ，作者也就从个人情感的切身利害中脱出 ，而有了某种客观
的优游与从容，这是审美的开始。二是幻灯映象极具浮雕感，包含了相当多的艺术美感，而艺术思维总
［10］（ P196）
是构型的，“艺术家的最高最独特的力量”表现在“给他的感情以外形 ”。
正是这种具有浓缩和妆
扮意味的直观性构型，在猝不及防的瞬间闪击并裹挟了作者早年生活中的某种创伤性情境 ，从而使鲁迅
产生强烈的艺术冲动。只是由于《新生》的失败，这种艺术冲动暂被压抑下来。 然而，石在，火种就不会
灭绝。这种被压抑的艺术积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找到了喷发口 。
［11］（ P40 － 46）
亚里斯多德在考察希腊悲剧时发现，“最完美的悲剧都取材于少数家族 ”的“苦难 ”故事。
勒热纳认为，甚至一些重要的理论著作都具有某种自传色彩 。而作为某种苦难酿酵的文学作品 ，则更是
［12］（ P12 /302）
“寻找迂回的途径来说不可承受之事 ”。
如果说，审美的距离感和艺术思维的构型性使作者得
以带着个人的人生经验走进时代精神的话 ，则时代精神也借助个人经验的某种心理表象得到了近乎完
美的表现，从而形成了鲁迅作品中的一个核心性情境 ———一面是人在受难，一面是人们的围观鉴赏。我
们称之为苦难模式。
在这一模式中，最惹人哀怒的是看客。早年的记忆是如此的刻骨铭心，以至于鲁迅不惜以各种不同
形式在他的小说、杂文、散文诗中反复表述。所谓改造国民性思想就是建立在对群众的这一认识上的，
鲁迅的富于鲜明个性的启蒙思想由此而生 。在作品中，围观的行为成为愚昧、麻木的精神现象的最突出
的特征，是“本根剥丧，神气旁皇”的国民劣根性的集中表现。 对看客的鞭辟入里的批判常常伴着不可
遏止的幽默和诗情，这种在悲剧的情境中透出的喜剧情愫 ，可视为是对早年所受屈辱的某种直接疏泄的
美学效应，却又与时代的启蒙风尚相重合。
但是，作为这一模式中的被围观者，却是经过了较多的改造而与实际经验有很大出入，曲折表现了
作者无意识中的某种潜念。被围观者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反抗现存秩序、拯救人类灵魂而牺
牲的先觉者或革命者，如狂人、夏瑜、疯子、基督等。在这一类人物身上，显然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价值和
自我超越的意念： 当年人们带着嘲弄的心情的侮辱性围观 ，却原来是在亵渎某种神圣和庄严，被围观者
却原来是一位拯救人类灵魂、引导人们走向自尊、自强的先知，是一位为众人的利益而斗争、推动历史进
程的战士。而先觉者必牺牲的固念，又使得这一类人物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从一个方面形成鲁迅作品
沉郁、冷峭的艺术风格。这些地方，除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意识外 ，恐怕也有作
者早年生活酿酵的某种人生况味及对自己所由来的腐败的封建家族的某种赎罪意识的影响 。
第二类是不觉悟的人们。这类人物又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如孔乙己式的没落的封建家族的后裔。
孔乙己自然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但对孔乙己的死，作者是抱有同情的，回荡在字里行间那种一唱三叹、低
回不已的哀婉之情，隐约可见作者与那个旧式家族的某种精神丝缕 。另一种是阿 Q、祥林嫂式的身受苦
难而不觉悟的群众。这类人常常是看客，但这里作者却将他们放在被围观者的位置 。这种倒置，可能潜
在地寄寓了作者对当年围观者的某种讽刺性的报复 ： 作为一个受难者，当你在围观鉴赏他人苦难的时
候，你也随时可能处于被围观鉴赏之中 。作者由此拉开一道口子，从中挖掘出一个沉默的国人的魂灵，
借此反复申述自己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不过，尽管这种批判常常表现得极其严厉、冷峻，但它究竟是以
对人物的受难地位的认同为前提的 。因此，它既与对赵太爷、鲁四爷式的人物的批判相区别而怀有深深
的同情，又与对孔乙己式的人物的同情相区别而寄寓了某种希望 。
第三类如《示众》中的犯人。其内涵是模糊不清的。你可理解为先觉者，也可理解为被社会凉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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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人。这种模糊性，为这一模式的自动归纳机制的运作提供了方便。《复仇 》两篇中，被围观者一方面
被明确表述为先觉者或个性主义者 ，另一方面也隐含了作者个人生活中的某种隐痛 ，从而显出这一框架
的极大包容性，由此向审美形态升华。
作为某种创伤性情结，鲁迅的个人无意识也应包含家庭变故之后所得的诸如不幸婚姻 、兄弟失和等
人生经验。但是，相对家庭变故的影响，它们对鲁迅创作中的无意识活动不具备原初的 、整体的意义，此
处不赘。
在与时代精神融合的过程中，作者早年的心灵创伤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相当抚慰 。 这种对心灵创
伤抚慰的意向，是诱发童年回顾的重要因素。

三
当个人无意识在更深的心理层面复活时 ，就可能产生一种更为有力的回溯性 。如果说，个人无意识
在与时代大潮的融合中消释了许多利害因素而得以表达的话 ，则时代精神的充分倡扬也隐含着一些不
易察觉的匮乏和局限，传统资源的介入于是成为可能的需求。 这样，便在个人无意识所开拓的心理空
间，涌现出民族的远古记忆，即原始意象。《呐喊》中的《社戏》和《不周山》就显示了这种由个体的童年
向种族的初期回溯的痕迹。
荣格认为： “一个时代就如同一个个人； 它有它自己意识观念的局限，因此需要一种补偿和调节，这
［13］（ P138）
种补偿和调节通过集体无意识获得实现 。”
中国近代以来国势贫弱、民心萎顿。而帝国主义列强频频入侵，凭借其先进的坚船利炮一次次地撞
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带着近代史上的般般屈辱，累累伤痕，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面对
这样残酷的存亡现实，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的原因 ，而反思的结果最后落在文化问题
上： 既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已走到了衰败的尽头 ，已不能经世致用； 而西方文明却正显示出空前的活力和
生机。正是出于这种救亡图存的危机感和富国强民的使命感 ，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满怀着屡遭西方
先进的科技文化重创的屈辱和痛苦 ，开始了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的漫漫长旅 ，而对中国的传统文
化则经由了一个由部分到全体的否定过程 。这种否定到五四时期被推到极致。 崇西学、反传统成为时
代的主潮，这是时代救亡图存的理智选择。
然而，在打破了既有的传统价值体系之后，外来文化却很难整体性地化为人们的精神血肉 。 一方
面，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大多接受了现代教育和西方文化的浸染 ，但是，他们毕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
的社会环境中长大，且大多从小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的训练 ，传统文化对于他们来说是沦肌浃髓的，一
旦离开了歌于斯哭于斯的精神故土 ，总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人们犹如突然置身一片茫茫的荒原 ，
精神无所归依。而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而露出某种衰败之相 ，暴露了严
重的危机，使得一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对它采取了断然决绝的态度 ，但是，从人类精神结构的不同建构
上看，它可能仍存在着一些有待梳理、挖掘、认检的价值。旧的价值体系的破坏可以借助外来力量 ，而新
的价值体系的建立却有赖于自身的整理与更新 。 但是，这些却被以“科学”“民主 ”为旗帜，以崇西学反
传统为标的的时代精神所否定，而被压抑在时代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
就鲁迅而言，从文化心理结构看，作者从小就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严格训练，对中国文化的源流津
要有着自己独特的深刻理解； 在时代潮流的鼓舞下，他在向外寻求的过程中，又有选择地接受了西方文
化，这是一片中西文化交汇的精神地带 ，虽然中西文化在这里多是以矛盾、冲突的方式联系着。 关于民
族文化的重建，青年鲁迅很有主张，他曾在《文化偏至论 》中明确提出两种思路：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
［7］（
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一卷P56） 鲁迅认为，一个民族在其发展之初，总是
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的。这种原始生命力孕育了后来的文明： “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
［7］（
华，
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 一卷P64） 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中国人的这种原始生命力渐入消沉 ，从而导
［7］（
致华夏子民“本根剥丧，神气旁皇”。 八卷P32） 已有论者指出，鲁迅早年的复古倾向的核心，就是寻找中国
文化的本根，为中国人生命力日渐消沉的历史找到一个原初的基点 ，以续接远古那段生命力四溢的历
［14］（ P7）
然而随着崇西学、反传统的思潮日趋猛烈，“取今”这一思路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复古”则被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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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抑在现实理性之下而潜入无意识之域 。到五四时期，鲁迅终于以一个彻底地反传统的文化斗士的形
象而现世。
但是，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虽然为时代的批判大潮所淹没 ，然而，作为一个早已在作者的
文化心理结构中形成了一定的心理倾向的遗传因素 ，即使在五四时期，它也在作者的个人生活，诸如行
为规范、情感方式、趣味习惯等方面，有较多的留存。到了晚年，这种对故土文化的依恋之情有时也上升
到理性层面，他曾在不同场合讲过，中国文化其实自有其美丽的地方，自有其伟大的一面。① 当他病情
严重，有友人劝他到国外去做疗养时，不料竟深深地触动了他的故土之情 ，他在婉言谢绝的同时，满含感
［7］（
慨地说： “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亦可哀也。” 十二卷P39） 这种对故乡文化的情感的被压抑 ，当年在鲁迅的心
理上引起过何种程度的失衡，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我们似乎仍然不妨设问： 就在作者对本土文化取整体
性批判态度并与之决绝之时，在他的心灵深处，是否也会产生几丝隐隐的歉疚不安呢 ？ 而鲁迅的作品可
能在一些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复杂的心理过程所遗留的残迹 。
荣格认为： “艺术的社会意义正在于此： 它不停地致力于陶冶时代的灵魂，凭借魔力召唤出这个时
代最缺乏的形式。艺术家得不到满足的愿望，一直追溯到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 ，这些原始意象最好地
［13］（ P122）
补偿了我们今天的片面和匮乏。”
从鲁迅的创作看，《呐喊》时期，个人的无意识在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中得到了较好的表现 ，但也正因
为五四时期对时代精神的充分张扬 ，相应地抑制了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而《彷徨》、《野草 》时期，正值五
四退潮之后，加上家庭纠纷，使得作者又一次处于极度的苦闷 、孤独之中，在对“人间苦 ”的体味中，进入
了更加广淼深邃的关于社会、人生的探索的大境界之中，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都有充分的表现 。不
过，《彷徨》是属于《呐喊》那种为国人所写的书系，承当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野草 》则是为自己所写的
书，思想要自由得多，无意识活动也表现出更丰富、更活跃的征候。而原型意象也随之在这些作品中大
量涌现。
说集体无意识在《呐喊》中处于某种抑制状态，却也不是无迹可循。 当然，这种迹象主要还不是指
《不周山》，而是处于遮蔽状态的原始意象，如《故乡 》中在“我 ”的脑里忽然闪出的“一幅神异的图画 ”。
它分明是一幅人类古代初民的原始狩猎图 。图中那月光下的少年，可视为是对我们民族的充满生命力
的童年的某种隐喻； 而“我”似乎看到的“美丽的故乡 ”，也含有对我们民族的早年的充满朝气和活力的
历史的象征意味。这正巧是证明弗洛伊德关于种族的初期在童年记忆中复现的说法的材料。《故乡 》
的主题无疑是关于希望的。从意识角度看，希望是在宏儿和水生，是在未来； 而在潜意识中，那月光下的
少年却更加令人神往，希望是在过去。《呐喊》中，这类原始意象也隐约出现在阿 Q 临刑前脑中一回旋
间闪烁的狼眼睛、《药》中那坟场边枯树上的乌鸦及《白光 》中的白光等少数几处，不过过于零碎隐晦而
不易解释。
相形之下，《野草》中的无意识活动显得更加积极活跃 ，也更为纷繁复杂。 一方面，个人无意识的心
理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另一方面，在个人无意识的鼓荡下，处于心灵更深处的集体无意识也开始苏
醒，从微波荡漾到汹涌澎湃，出现了大量的诸如荒野、坟场、河水、冰谷、墓穴、古尸、蛇、神魔、裸体男女、
垂老的母亲、故乡的春天、黑暗中的声音以及大片的阴影等具有原型意味的意象。《过客 》中的过客由
东向西，走向黑暗，正是无意识之路。过客从接过女孩的布片，到为前方传来的声音所呼唤而奋然前行 ，
表现出由个人无意识向集体无意识的掘进 。而多数情况下，集体无意识是与个人无意识错综交织 、混和
一气显现的，如荒野中的裸体男女、冰谷中的死火等。
在这些具有原型意味的意象中，隐含了作者对时代精神相对于《呐喊 》更为深入的潜在思考。《复
仇》明显是在沿用在《呐喊》中多次出现、并已形成稳定的意义内涵的框架 ，表现了时代的启蒙意识。 然
［15］（ P129）
“阴和阳两极对立统一的原则，正是一种原型意象”。
而，
裸体男女呈现出的阴阳交合（ 拥抱也罢，
）
，
。
，
杀戮亦然 的趋向 却又包含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潜能 这样 路人与裸体男女的相对，也就是现代中国
1 卷第 5 期） ，鲁迅 1936 年 3 月 4 日致尤炳圻（ 见《鲁迅全集》第 13
① 参见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 载 1936 年 11 月 5 日《中流》
卷第 68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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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他们的祖先的对话。但是，面对那即将开排的龙的精神的演绎 ，那密密层层地围上来的人群竟毫无
感应，他们已经丧失了对等的生命品质和行为能力 ，对话于是归于失败。而包蕴在作品中的是对我们民
族的原始生命力的丧失的深深的哀恸和遥遥的追问 。
现代中国人与他们民族那段充满生命力的历史的断裂 ，一方面固然是自身文明的发展历史中所形
，
成 一方面也由于时代的主导精神阻遏了这种对传统的认检。《颓败线的颤动 》在质疑进化论的背景
上，通过一位垂老的母亲的悲剧命运 ，表达了对“过去”“老人 ”的某种同情性回顾或认同的意向。 根据
民族学、人类学的观点，母体往往是对祖国、故土的隐喻。 片山智行认为，老妇是鲁迅在《补天 》中所描
［16］（ P218）
很是敏感。 借助于这种敏感，我们甚
写的具有“对新世界痛切需求的生命力”的“女娲的再现 ”，
至可以有理由指认老妇作为我们民族的祖先及其历史文化的象征意味 。作品先写母亲在披毛的强悍的
肉块下的颤动，后又集中写她全身在荒野上的颤动 。这种呼应，象征性地表达了如何在外来文化的刺激
下来复活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始生命力的构想 。而青年夫妇的行为则代表了时代潮流中某种对民族的历
史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在这一语境中，渗入了作者关于民族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命运的潜在思考 ： 如
果说外来文化确能带来民族的进步的话 ，则这进步难道就一定要以割断我们同自己过去的历史联系为
代价吗？ 如此，则如何解释我们现在存在的意义 ？ 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缺乏存在的价值 ，又如何来确认
眼下救亡图存的神圣性质呢？ 作品在对母亲的悲剧命运的同情和社会历史的不公的悲愤之中 ，寄寓了
对某种生命价值的虚掷和被弃置的深深的哀婉之情 。
对传统反顾的意向，有时也与对新文化先驱自身的反思纠结在一起。《风筝》以“温和与肃杀 ”为基
调，形成同时空与异时空两种情境。在同时空情境中，作品借助时代话语的幕障，通过故乡春日的温和
和风筝事件的严厉，在暴露传统文化扼杀人的自然本性的同时 ，也曲折表达它的爱人的温馨。在异时空
情境中，作品又在儿时故乡春日的温和与现实中严冬的肃杀的对照中 ，赋予风筝事件另一种象征意义：
如果说故乡的春天的风筝可以看作是对故土文化的某种隐喻的话 ，则“我 ”折断并踩扁了兄弟的风筝，
就含有对当年一代新文化先驱对故土文化的批判和决绝的象征意味 。 这是耐人寻味的： 一代新文化运
动的先驱当年理直气壮地将故乡的“没有出息 ”的风筝拆毁，若干年后，一种隐秘的咎疚的情丝依然牵
挂在那“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 ”的风筝上。
然而，当传统的负基因还在腐蚀当下的生存的时候 ，过分的反顾和认检，可能会影响到现实中的历
史进程，这是现实理性所特别警惕之处。《墓碣文 》可说是作者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一次深入的直面。
作品中那游魂已化为长蛇的墓中人及剥落的墓碑 ，显然是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是作者精神血
肉的一部分。坟墓所敞开的大缺口，象征着无意识的呈现； 而“我 ”则代表着弱化了的意识。“我 ”从大
缺口所见墓中古尸的情状，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评价 （ 即没有灵魂，失
去了生机） ，反映了对民族文化的某种虚无主义态度 ，其中也隐约可见五四的文化批判所留下的刀痕斧
迹，所谓“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通过从其自身分化出来的新文化的基因而实行 ） 。但是，问题并没有就
此了结，墓中人虽然自啮而殒，但阴魂不散，对这种自我鉴定表示怀疑，而对着茫茫大地要求“答我 ”。
这是时代的集体无意识要求重新评价传统价值的呼唤 。但是，在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面前，这是一个无
法回答的问题。理性的疑惧使“我疾走，不教反顾”，又回到意识所编派的现实中来。
关于民族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重构，《野草 》并未形成明晰的成体系的构想，却在相当的深度上感
受到时代精神的某种偏颇和匮乏 ，并受时代未得到表达的愿望的驱使，在无意识中激活了原型意象，对
中国 20 世纪初的时代精神具有某种补偏救弊的启示意义 。

四
《野草》行将结束及结束不久之时，鲁迅的创作明显向着童年事迹和历史传统两个方向分流，于是
又有了《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这也就是欧阳凡海所说的第三、四种类型。究竟是在哪一时刻，创作
主体突然发现置身于现实的境界呢？ 《一觉》可能是个阶段性标志。 这时，回顾的意向变成对材料的回
顾，现实理性在对材料的收检、整理过程中，也试图逐渐恢复某种秩序。但是，刚刚经过创作的情潮激荡
的作者的心情，似乎又不愿意马上回到现实而一路流连 ，这是由审美向现实返回途中的一个休息站 。

第4 期

刘彦荣

文学与回忆

57

《朝花夕拾·小引》写道：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 目前是这么离奇，
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
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规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前离开厦
门大学； 听见飞机在天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 我那时还做了一篇《一
［7］（
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二卷P229）
关于《朝花夕拾》，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朝花夕拾》是承接《野草》而来的。 所谓“离奇 ”，是说虽然身处现实之中，但心情仍然流连
在对创作高潮的奇幻境界的回味之中 ，故而对目前的现实一时不免有些陌生 ，而思绪却每每容易从眼前
的事实一直追溯到离开北京时的情境之中 。 所谓“芜杂 ”，就是各种新奇的意象一齐涌现的境界； 作者
想寻出一点闲静来而不能，同样说明作者的心情仍处于创作的余波的摇荡之中 。打个比方说，由无意识
怂恿着的创作中的各种奇幻境界犹如涨潮的海水 ； 意识是海岸； 而意识与无意识交汇处就是沙滩。 这
时，海水已经退潮，由涨潮带来的各类贝壳、海螺、鹅卵石等，现在已被凌乱地遗落在退潮后的沙滩上 ，以
各自美丽迷人的色彩和形状，吸引着人们的逗留、捡拾和收藏。这种境界，使得《朝花夕拾 》虽处鲁迅创
作退潮时，却带有相当的虚幻性； 写的虽是童年往事，却具备了相当多的诗的品质，是所谓“真实与诗 ”
［6］（ P723）
的统一。
第二，如果说，所谓“芜杂”，应该也包括了《野草》中那种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交错混杂的情形
的话，那么，解蔽后的无意识只剩留躯壳而成为回忆材料的时候 ，也是个人经验和种族记忆交杂在一起
的。不过在《朝花夕拾》中，写于北京的前五篇与写于厦门的后五篇是有区别的 。 前五篇是在童年的回
忆中，裹挟了许多具有集体知识和文化原型意味的文化记忆 ，如《二十四孝图》中的孝男孝女，《山海经 》
中的神话传说，民间庙会上的五猖会，迎神赛会上的活无常等等。后五篇中，民族集体记忆的材料明显
减少以至消失，而个人情感的隐念却留下了较多的痕迹，如《父亲的病 》中虚构了衍太太在父亲临终前
的床前的行为，《藤野先生》中考试风波对早年祖父的科场案的记忆的触动等等。 如果说，无意识活动
是一个由浅而深、由个人无意识向集体无意识掘进的过程的话，则《朝花夕拾 》有关个人记忆和集体记
忆的材料的构成顺序，明显地显示出一个由深而浅，由集体记忆而个人记忆，最后回到现实的运动轨迹。
第三，《朝花夕拾》表明创作高潮已过。作者说： “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 便
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 或者，他日仰看流云
［7］（
时，
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二卷P341）《朝花夕拾 》中有许多由无意识活动带来的文化原型，但大多都
是不需要经过怎样的分析即可辨别的 。 而《后记 》也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一部文学作品的后记。 它
主要对《二十四孝图》中的孝男孝女绘像及迎神赛会上的活无常形象，从古典文籍、古石室雕刻、壁画、
绘画等材料，对照不同年代的不同版本，进行了绵密、冷静、确凿的考据分析。 这是弗雷泽的《金枝 》所
做的工作，说明无意识涌现于意识的意象，已为意识所察觉、所解释、所编派了。 这时，创作过程也就基
本结束了。
《故事新编》的写作前后拉了十三年，时间、环境、心境都有一个较大的变化，作品因此很不整齐。
大体说来，有一个前三后五的问题。
前三篇与《朝花夕拾》有共通处： 都是作于某次创作高潮之后，心情尚在审美和现实的中间地带逗
留； 各种文化原型已清晰地显现于意识，但仍可见创作高潮中带来的意识与无意识相互作用的痕迹 。
《不周山》是鲁迅创作中原始意象突然闪现于意识的第一篇 ，其时作者正处于《呐喊 》创作的高潮，各种
奇幻境界不断涌现，作品构思宏大，画面瑰丽。不料中途停笔看报，为现实中的事件所牵扯，影响了创作
的心情； 而现实利害的介入破坏了作品的宏大，形成某种“油滑 ”倾向。 对此，作者甚为懊丧，决计不再
写这样的小说了。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无意识闪现于意识之时，也就是返回意识的开始，与现实
相遇是早晚的事而随时可能。中途的停顿，恐怕就有无意识遭遇意识强烈遏制的因素影响吧 。作者说，
［7］（ 二卷P341）
《不周山》“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 ”。
本来是对民族原始生
命力的一次追寻，却要打出西学的旗帜，可见动笔之初，理性的监控功能就已介入创作。从文本看，作品
虽是以女娲补天的传说为核心，但是写得最为瑰丽壮大的还是开头关于女娲造人的渲染性描写 。 女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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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满创造精神的旺盛的生命力与她所繁衍的“小东西”们的龙种与跳蚤式的对照，可能是作品的更为
潜在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当包含了作者一段为时代精神压抑的关于民族文化的思考 ： 中国古代先民
生机盈溢，其后文明渐进，而生机渐失，其最下劣者为道教。那么，我们祖先那种生机四溢的创造力究竟
剥丧于何时，流失于何方呢？ 这种顺流而下的索检的思路，也可能成为由审美回到现实的引导。 然而，
对创作高潮中的奇幻境界所留下的影像的回味究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 虽然《呐喊 》出版时作者表示
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但《野草》之后，却又重操旧业。这一方面，可能是《野草》的奇幻境界的影像本
身的诱惑，一方面恐怕也有对写《不周山 》时过早地介入现实的遗憾的补救之意吧。《眉间尺 》与《奔
月》基本上是承着《不周山》的浪漫思路而来，充满了神奇诡谲的想象。不过前者于浪漫中见伟烈，后者
则由奇伟趋向平庸。
后五篇，一篇作于 1934 年，四篇作于 1935 年。其与前三篇的区别，一是前三篇都是神话传说，而后
五篇除《理水》外，都是历史人物。这种材料的限制，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作品的浪漫主义的瑰丽奇想 。
二是前三篇对中国文化的几个重要原型基本上是给于正面表现的，《不周山》、《眉间尺 》自不待说，即便
是《奔月》，虽然写的是英雄的平凡生活，有不少反讽式的情境，而包蕴在作品中的也还是对英雄不逢
时、不遇人的悲慨。后五篇除《理水》、《非攻》外，都是取否定性批判态度。至于大禹、墨子，在作者的理
性判断中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这表明，现实理性的精神已与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取同一步调。 三是
后五篇延续和发展了《不周山》开启的“油滑”的风格，在历史情境中大量地插入现代生活的内容 。 现实
因素的随时介入，破坏了作品的浪漫诗情。按作者的说法，《故事新编 》有两种作法，或“言必有据 ”，或
“信口开河”。从后五篇作品看，其“言必有据”者多失之理性判断太强； 其“信口开河 ”者又失之介入现
实太深。这时，无意识活动已基本消失。而作为一个文学现象，鲁迅的纯文学创作也宣告结束。
要之，无意识活动富于表征性地将鲁迅的纯文学创作分为两个阶段 ，潜在地演示了作者的精神史和
时代的思想史的一些重要方面，同时也为文学创作中某种规律的探寻提供了相应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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