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1180 五色的異端·紅

魯迅路口

一

2002 年又一次去了紹興。該看的上一次早已看過，若有

所思的心裡有些寂寞。城市正在粉刷裝修：拆掉剛蓋好的大

樓，改成黑白的紹興色。可能是由於天氣的原因吧，這一回

頭頂著萬里晴空，總覺景色不合書裡的氣氛。在魯迅故居門

口，車水馬龍根本不理睬遠路的遊客；滔滔河水般的群眾之

流，擦著製作的假烏篷船一湧而過。我猶豫著，最後決定不

再買票進去。

與其說是來再一次瞻仰遺跡，不如說是來復習上一次

的功課。那一次在冬雨中，我們走過了一條條街道，處處辨

認著遺跡和背景。那幾年我潛心南方的遊學，事先讀足了記

載，到實地再加上草圖筆記。我辨認著，小街拐角座落的秋

瑾的家，青苔沾濕的青藤書屋，還有山陰道、會稽山、古史

傳說的夏禹陵。濛濛冷雨中的修學令人愉快，追想著那些日

子，盼著再重複它一次。

雖然我明白這是一處危機潛伏之地。漸漸地我們終於明

白了，這個民族不會容忍異類。哪怕再等上 30 年 50 年，對

魯迅的大毀大謗勢必到來。魯迅自己是預感到了這前景的，

為了規避，他早就明言寧願速朽。但是，畢竟在小時代也發

生了尖銳的對峙，人們都被迫迎對眾多問題。當人們四顧先

哲，發現他們大都曖昧時，就紛紛轉回魯迅尋求解釋。我也

一樣，為著私人的需要，尋覓到了這裡。

反省著對他的失言與敗筆，我常自戒不該妄談魯迅。

無奈乏於參照，於是又令人生厭地轉回這裡。我已經難改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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癖，別人更百無忌憚。那麼多的人都在議論魯迅，那麼多的

人都以魯迅為飯碗，那麼多的人都自稱魯迅的知音 — 這種

現象，一定使他本人覺得晦氣透了。

不知到了譭謗的時代，一切會怎麼樣。

同伴是本地人，對是否進去參觀無所謂。我也覺得要看

的都看過了，門票要 40 元呢，或者就不進去了吧。路口上，

車聲轟轟人聲鼎沸，不由你過分地斟酌徘徊。於是胡亂決定

離開，心裡一陣滋味索然。

就這樣，這一次在紹興過魯門而未進。雖然腳又踩過這

塊潮濕土地，端詳過秋瑾的遺墨、進入了徐錫麟的臥室，我

沒有邁過那個路口。我想保護初訪的印象。冬雨的那一次我

夾在一群小學生裡一擁進了三味書屋，後來就親身站到了百

草園。那時的感覺非常新鮮，自己的小學生時代、以及自己

孩子的小學生時代一霎間都復活了。那不是來瞻仰偉人的故

居，而是回到自己的孩提時代。一股那麼親近的衝動，曾在

人流擁擠中幼稚地浮現。

從魯迅家的大門口邁步，左右轉兩個彎，隔一兩條小

街，原來三百步之內，就是秋瑾的家。

初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我心中不由一驚。他們住得這

麼近！⋯⋯果然還是要到現地，才能獲得感受。我不住地遐

想。彼此全然不相識是不可能的，即便沒有借鹽討火做過親

密鄰里，也會由於留學一國彼此熟識。若再是朋友，就簡直

是攜手東渡了。

後來去了徐錫麟的東埔鎮。冬月來時，以為東埔路遠

不易到達，這一回才知東埔鎮就在眼前，公路水路都不消

一陣功夫。這麼說，我尋思著，烈士徐錫麟的家鄉就在咫

尺 — 這幾個人，不但是同鄉，而且是同期的留日同學。

站在路口上，我抑制著心裡的吃驚，捉摸著這裡的線索。

一切的起源，或許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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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05 年是秋瑾留學日本的次年，其時魯迅作為她的先

輩，已在日本滯留了兩年。不知他們是否做好了思想準備，

國家興亡與個人榮辱的大幕就在這一年猝然揭開，並與他們

的每一個人遭遇。

一件大事是日本政府與清朝勾結，為限制留學生反清

政治活動頒佈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應該注意，取締

一語在日語中主要意為「管束、管理」）。此事引起軒然大

波，秋瑾的表現最為激烈。

諸多論著都沒有涉及當時留學生的反應詳情；但參照

（比如 80 年代末以來）留洋國人的多彩面孔，我想當時的諸

多精英一定也是形形色色。冷眼看著中國留學生的樣相，日

本報紙《朝日新聞》發表社論，嘲笑中國人「放縱卑劣，團

結薄弱」。湖南籍留學生陳天華不能忍受，他以性命反駁蔑

視，投海自殺。

與他們氣質最近的日本作家高橋和巳，對此事的敘述如

下：

陳天華的抗議自殺，最富象徵地表現了投影於政治

中眾多之死的、文化傳統與傳統心情的方式。

1909 年，日本的文部省公佈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規

則》。不用說，這是應清朝的要請，限制留學生革命活動

的東西。當時，《朝日新聞》侮蔑地批評那些反對《取締

規則》、進行同盟罷課的中國留學生，說他們「出於清國

人特有的放縱卑劣的意志，其團結也頗為薄弱」。陳天華

痛憤於此，寫下了絕命書，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殺。

他在《絕命書》中說，中國受列強之侮，因為中國

自身有滅亡之理。某者之滅，乃自己欲滅。只是中國之

滅亡若最少需時十年的話，則與其死於十年之後，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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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今日。若如此能促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共講

愛國，更臥薪嚐膽，刻苦求學以養實力，則國家興隆亦

未可知，中國不滅亦未可知。

他區別了緣於功名心和責任感的革命運動，要求提

高發自責任感的革命家道德。�1

每讀這一段故事我總覺得驚心動魄，也許是由於自己也

有過日本經歷。陳天華感受過的歧視和選擇，儘管程度遠不

相同 — 後來不知被多少留日中國學生重複地體驗過。只是

一個世紀過去到了這個時代，陳天華式的烈性無影可尋了。

在一種透明的、鉅大的擠壓之下，海外中國人的感情、公

論、更不用說行動，日復一日地讓位給了一種難言的曖昧。

陳天華的孤魂不能想像：男性在逢迎和辯白之間狡猾觀察、

女人在順從和自欺之間半推半就。

陳天華已經死了，活著的還在爭論。在侃侃而談中學

人們照例分裂；有的是學成救國派，有的是歸國革命派，我

想更多的一定是察顏觀色派。身為女性言行卻最為「極端」

的秋瑾那時簡直如一個「恐怖主義者」，面對糾纏不休的

同學，她居然拔刀擊案，怒喝滿座的先輩道：「誰敢投降滿

虜，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而在場者中間就有魯迅。

顯然秋瑾不曾以魯迅為同志。或許她覺得這位離群索居

的同鄉太少血性，或者他們之間已經有過齟齬。大概魯迅不

至於落得使秋瑾蔑視的地步？在秋瑾的資料裡，找不到她對

這位鄰居的一語一字。

我更想弄清當時魯迅的態度和言論。但是諸書語焉不

詳，本人更欲言又止。漸漸地我開始猜測，雖然不一定有

過爭吵和對壘，大約魯迅與同鄉的秋瑾徐錫麟有過取道的分

�  高橋和巳：〈暗殺者 哲學〉，《孤立無援 思想》所收，旺文社

1997 年，第 193~1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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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或許魯迅曾經對這位男裝女子不以為然；她太狂烈，熱

衷政治，出言失度。魯迅大概覺得她不能成事，也不是同

道。魯迅大概更嗅到了一種革命的不祥，企圖暗自掙扎出

來，獨立於這一片革命的喧囂。

留學日本是一件使人心情複雜的事。留日體驗給於人的

心理烙印，有時會終一生而不愈。

敏感的魯迅未必沒有感受到陳天華的受辱和憤怒，但是

他沒有如陳天華的行動。或許正是陳天華事件促使魯迅加快

選定了迴避政治、文學療眾的道路。

他的意識裡，說不定藏著一絲與鼓噪革命派一比高低的

念頭。但是時不人待，誰知鄰居女兒居然演出了那樣淒烈的

慘劇、而他自己，卻只扮演了一個「看殺」的角色！

逐漸地，我心裡浮現出了一個影子。

它潛隨著先生的一生，暗注著先生的文字。我想諸多

的研究，沒有足夠考慮魯迅留日十年釀就的苦澀心理。稱作

差別的歧視，看殺同鄉的自責，從此在心底開始了浸蝕和齒

咬。拒絕侮辱的陳天華、演出荊軻的徐錫麟、命斷家門的秋

瑾 — 如同期的櫻花滿開然後凋零的同學，從此在魯迅的心

中化作了一個影子。這影子變做了他的標準，使他與名流文

人不能一致；這影子提醒著他的看殺，使他不得安寧。

也許就是這場留學，造就了文學的魯迅。

三

隔開了百年之後，尋覓魯迅如同盲人摸象。

但仍然還有思路可循，這思路是被作品中的處處伏筆多

次提示了的。研究魯迅的事不能用顧頡剛的方法，但是一樣

需要考據。

它不像考據山陰大禹陵；那種事缺乏基本的根據，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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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真能弄得清楚。魯迅的事情與我們干係重大，它不是一

家之說壺中學術。流血的同學和魯迅幾位一體，身繫著民族

的精神。從 1903 年魯迅留學日本開始計算，整整一個世紀過

去了；1907 年徐錫麟和秋瑾死難的世紀忌日，也正在步步臨

近。應該梳理脈絡，更應該依據履歷。這履歷中，有刻意而

為的 — 他的做法，他的伏筆。

站在紹興的路口，眺望著魯迅紀念館和魯迅故居，還有

出沒著正人君子的「鹹亨酒店」，我感到了作品的明示，和

刻意的作為。

在經歷了陳天華、徐錫麟、秋瑾的刺激以後，或者說在

使自己的心塗染了哀傷自責的底色以後，後日直至他辭世的

所謂魯迅的一生，就像恐怖分子眉間尺的頭和怨敵在沸水裡

追逐一樣 — 他與這個日本糾纏撕咬，不能分離。

那以後的歷史可能是簡單的：「3.18」，「9.18」。「3.18」

在北京的執政府門前再現了紹興的軒亭口，他絕不能再一次

看殺學生的流血。「9.18」使那個日俄戰爭的幻燈片變成了

身邊的炮火，使他再也不能走「純粹的文學」道路。

不是每一天都值得如陳天華那樣一死，但是每一天都可

以如陳天華那樣去表現人格。回顧他歸國後的生涯，特別是

「3.18」和「9.18」之後，顯然他竭盡了全力。他不能自娛於風

騷筆墨中日掌故，如今日大受賞味的周作人。他不知道 — 苟

活者的奮鬥，是否能回報殉死者的呼喚。想著陳天華和徐錫

麟以及秋瑾，我感到，他無法掙脫一種類近羞愧的心情。

在中國，凡標榜中庸宣言閑趣的，大都是取媚強權助紂為

虐的人。同樣，凡標榜「純粹文學」的，盡是氣質粗俗的人。

魯迅與他們不同；他做不到狡猾其藝術、中庸其姿

態 — 而無視青年的鮮血，迴避民族的大義。但正是他曾嚴

肅地拒絕激進，選擇了一介知識分子的文學療眾道路。但是

江山不幸，文學是彷徨之路，魯迅一直掙扎在政治與文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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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3.18」，「9.18」，他不能不糾纏於這兩個結；他的交友

立論橫眉悅目，都圍繞著這兩件事。而這兩件事，掙不斷地

繫在一根留日的線上。

時間如一個不義的在場者，它洗刷真實催人遺忘。鄰居

的女兒居然那麼淒烈地死了，他反芻著秋瑾逆耳的高聲，一

生未釋重負。魯迅不能容忍自己在場之後的苟活，所以他也

無法容忍那些明明在場、卻充當偽證的君子。

陳西瀅不知自己的輕薄為文，觸動了魯迅的哪一根神

經。他不懂學生的流血意味著什麼；他也不懂面對學生流血

的題目，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言行禁忌。

徐懋庸之流也一樣，他們不懂在忍受了同學少年的鮮血

以後、仍然被魯迅執拗選擇了的 — 文學的含義。他們不知

自己冒犯了魯迅最痛苦的、作為生者的選擇。

後來讀到魯迅先生在當年的女子師範大學風潮之後，

其實表示過對這種形式的反對：「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

為然」，他說官府「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

是請願，而況是徒手。」（《空談》）「我卻懇切地希望，

『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死地」》）

這正與陳天華無獨有偶。陳天華雖激烈殉命，但正是陳

天華對那份管理規則不持過激態度。他在絕命書中寫道「取

締規則問題可了則了，切勿固執。只是希望大家能振作起

來，不要被日本報紙言中了。」

激烈並不一定就是過激。雖然在這個犬儒主義國家，我

們習慣了媒體和精英用過激一語四處抹煞他人價值，但是歷

史多次提示著：胸懷大激烈的人，恰恰並不過激。

四

不知道我是否過多強調了魯迅文學中日本刺激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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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確實就在他留學日本之後的五四時期，在《新青年》的頁面

上，他突然展示了一種超人的水平和標準。他的最初也是最偉

大的作品，都與家鄉的這兩位犧牲者、與留日的一幕有關。

徐錫麟事敗後，被清兵剖心食肉一事，甚至是他文思的

直接引子亦未可知。所以就在他最早構思的時候，吃人行為

就成了《狂人日記》最基礎的結構間架。魯迅在這個開山之

作裡宣泄和清算，借著它的摩登形式。他不僅表達了所受過

的刺激，也忍不住代徐錫麟進行控訴：「從盤古開闢天地以

後，一直吃到⋯⋯吃到徐錫麟！」

接著在短篇小說《藥》裡，秋瑾被寫作了墳墓中的主人

公。作為短篇小說這一篇是完美的；故事、敘述、蘊意、人

血饅頭和藥的形象，甚至秋瑾和夏瑜，這工整的對仗。高橋

和巳聯繫他在日本棄醫從文的經歷，指出「買人血饅頭吃的

民眾，是圍觀同胞被當成間諜處死的民眾的延長。」

這樣寫的真實動機，埋在他思想最深的暗處。拋開徐、

秋二同鄉的影子，很難談論魯迅文學的開端。套用日本式的

說法，他們三人是同期的花；只不過，兩人犧牲於革命，一

人苟活為作家。我想他是在小說裡悄悄地獨祭，或隱藏或吐

露一絲懺悔的心思。

散文《范愛農》是更直接的透露。

這個特殊的作品如一篇細緻的日本檔案。當然,也如一幀

辛亥革命前後的白描。除此之外，魯迅還未曾找到任何一個

機會來傾訴私藏的心事。

范愛農是徐錫麟創辦的熱誠學校弟子，與魯迅同期的留

日學生，一個革命大潮中的失意者和犧牲者。魯迅借范愛農

的嘴和事，不露聲色地披露了如下重要細節：

徐錫麟一黨與他疏遠的事實。「你還不知道？我一向就

討厭你的，— 不但我，我們。」雖然關於疏遠的原因已無

需深究，但魯迅依然半加詼諧帶過了這麼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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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徐錫麟剖心殉難後，他在東京留學生聚會上主張

向北京抗議的細節（這個細節，正與秋瑾在針對取締規則聚

會上的拔刀相應），「我是主張發電的。」

最後，散文敘述的他與范愛農的交往，表白了他對死國

難者的同學們的一種責任感和某種 — 補救。范愛農給了魯

迅補救的機會，他們的相熟同醉，都使魯迅獲得了內心的安

寧 — 窮窘潦倒的革命軍後來依靠著魯迅，這件事情是重要

的。所以，散文記錄的瀕死前范愛農的一句話，對魯迅非同

小可：「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

叫我的。」

范愛農死後，魯迅寫了幾首舊詩悼念。十幾年後寫作散

文《范愛農》時他回憶了幾句，忘掉的一聯恰恰總結了這個

情結：「此別成終古，從茲絕諸言。」

1926 年這篇散文的發表，是魯迅與日本留學生糾葛的落

幕。《范愛農》是魯迅對留日舊事的清理。他對一切最要緊

的事情，都做了必要的辯解、披露、以及批評。這是那種作

家不寫了它不能安寧的篇什。「從茲絕諸言」，我想，當魯

迅終於寫完了它以後，鬱塞太久的一團陰霾散盡了。一個私

人的儀式，也在暗中結束了。

終於魯迅有了表白自己基本觀點的機會。他借王金發異

化為王都督的例子，證明了革命之後必然出現的腐化。它更

委婉而堅決地表明了自己拒絕激進、拒絕暴力的文學取道。

在先行者的血光映襯下，這道路呈著險惡的本色。

五

陳天華死後已是百年。魯迅死去也早過了半個世紀。若

是為著喚起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許他們真的白白死了。

— 誰能相信，使陳天華投海的侮辱，其實連一句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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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說錯。「特有的卑劣，薄弱的團結」，簡直可以掛在國門

上。居然一個世紀裡都重複著同一張嘴臉，如今已經是他們

以特有的卑劣，逐個地玷污科學和專業領域的時代了。

一百年來，中國的犬儒哲學從來沒有接受陳天華的觀

點，更不用說對十足的恐怖分子徐錫麟和秋瑾。他們站在無

往不勝的低姿態上，向一切清潔的舉動冷笑。在那種深刻的

嘲笑面前每個人都又羞又窘，何況嶢嶢易折的魯迅！

或者，一部近代中國的歷史，就是這種侏儒的思想，不

斷戰勝古代精神的歷史。

但是，作為一種宣佈尊嚴的人格（陳天華）和表達異議

的知識分子（魯迅），他們的死貴重於無數的苟活。由他們

象徵的、抵抗和異議的歷史，也同樣一經開幕便沒有窮期。

過長的失敗史，並不意味著投降放棄。比起那幾枝壯烈的櫻

花，魯迅的道路，愈來愈被證明是可能的。

他不是志士，不過為苟活於志士之後而恥。由於這種日

本式的恥感，他不得解脫，落筆哀晦。人譽他是志士不妥，

人非他偏狹也不公。他心中懷著一個陰沉的影子，希望能如

陳天華，能如秋瑾和徐錫麟一樣，使傲慢者低頭行禮，使蔑

視者脫帽致敬。

後來參觀魯迅的上海故居，見廳堂掛著日本畫家的贈

畫，不遠便是日本的書店，我為他保持著那麼多的日本交際

而震驚。最後的治療託付給日本醫生，最後的摯友該是內山

完造 — 上海的日子，使人感覺他已習慣並很難離開那個文

化，使人幾乎懷疑是否存在過 — 恥辱和啟蒙般的日本刺激。

留學日本，宛如握著一柄雙刃的刀鋒。大義的挫折，

文化的沉醉。人每時都在感受著，但說不清奧妙細微。這種

經歷最終會變成一筆無頭債，古怪地左右人的道路。無論各

有怎樣的不同，誰都必須了結這筆孽債。陳天華的了結是一

種，他獲得了日本人的尊敬；周作人的了結也是一種，他獲

得了日本人的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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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了結，無法做得輕易。

其實即便沒有那些街談巷議，他與周作人的分道揚鑣也

只在早晚。雖然後來人們都把陳天華秋瑾徐錫麟掛在嘴上，

而惟有他深知他們的心境。從陳西瀅到徐懋庸，他的敵手並

沒有這種心理。那些人內心粗糙，睡得酣熟，不曾有什麼靈

魂的角力。而他卻常常與朋輩鬼類同行，他不敢忘卻，幾倍

負重，用筆追逐著他們。

站在路口的汽車站牌下，我突然想像一個畫面：那是冬

雨迷蒙的季節，魯迅站在這裡，獨自眺望著秋瑾的家。不是

不可能的，他苟活著，而那個言語過激的女子卻死得淒慘。

他只能快快提起筆來，以求區別於那些吃人血饅頭的觀眾。

他用高人一等的作品，以一枝投槍的姿態，回答了那個既

侵略殺戮又禮義忠孝；既野蠻傲慢又飽含美感的文化。他成功

了；他以自己的一生，解脫了那個深深刺激過他的情結。

他的了結恰似一位文豪所為 — 他沒有終結於作家的異

化。向著罪惡的體制，他走出了一條抗爭與質疑的路。他探

究了知識分子的意義，對著滋生中國的偽士，開了一個漫長

的較量的頭。

六

據說紹興市要斥資多少個億，重造晚清的舊貌。

那邊的故居門口 2002 年弄來了幾隻烏篷船擺設，彎腰鑽

進去劃到大禹陵要 45 元。魯迅的天上盧罕（靈魂）一定正苦

笑著自嘲，他雖然不能速朽，卻可以獻一具皮囊，任紹興人

宰割賺錢。

既然不打算再進去參觀，我們就到了公共汽車站。

這一站，叫做「魯迅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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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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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先生的追思，寫了這篇就該結束了；也許不該待那些

吃魯迅飯的人太尖銳，像我一樣，人都是以一己的經歷猜度別

人。人循著自己的思路猜想，寫成文字當然未必一定準確。

或許魯迅的文學，本來就不該是什麼大部頭多卷本長

篇小說，也不是什麼魔幻怪誕摩登藝術。雖然他的文學包羅

了眾多⋯⋯尤其包羅了偽士的命題，包羅了與卑污的智識階

級的攻戰。但是如果允許我小處著眼隨感發言 — 或者可以

說，他的文學不過是日本體驗的結果和清算，是對幾個留日

同學的悼念和代言。

公共汽車流水一般駛來這個路口，又紛紛駛離。天氣晴

朗，可以看見秋瑾家對面的那座孤山。

大潮早已退了，幕落已有幾回。逝者和過去的歷史都

一樣不能再生，人們都只是活在今日隨波逐流。無論蕭條端

莊的秋瑾家，或者郊外水鄉的徐錫麟家，來往的都是旅遊的

過客。他們看過了，籲噓一番或無動於衷，然後搭上不同的

車，各奔各人的前程。

這個站的車牌很有意思。好像整個紹興的公共汽車都到這

兒來了。每路車都在這個路口碰頭，再各自東西。一個站，排

排的牌子上漆著的站名，都是「魯迅路口」。這簡直是中國知

識界的象徵，雖然風馬牛不相及，卻都擁擠在這兒。

我注視著站臺，這一次的南方之旅又要結束了。

一輛公共汽車來了，人們使勁地擠著。都是外地人，都是

來參觀魯迅故居的。在分道揚鑣之前，居然還有這麼一個碰頭

的地方。我不知該感動還是該懷疑，心裡只覺得不可思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