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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狂人日

》小考

——以其隐藏的主题为中心——
松冈俊裕 著
松冈俊裕 李丹丹 中岛晖 译
关键字：狂人 ,真的人 ,月亮 ,改革者 ,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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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关于写作《狂人日记》的意图，鲁迅本人阐述为：
“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
“[《呐喊》所收作品的执笔动机是 ]想起来，大半倒
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
威罢”（
《自选集•自序》
）
。该作品的主题，一般看法认为：在于批判和暴露黑暗社会（即“食
人社会”）支配下的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同时声援改革者。笔者也赞同这一看法。只是这种
看法也并不全面。鲁迅的小说，在有主要主题的同时往往还隐藏着一个个人的主题。比如描写
爱情与利己主义相矛盾的作品《伤逝》
，实际上作品中暗藏着这样的个人主题：建人有了新的
爱人而遗弃妻子芳子（日本人，旧姓羽太），鲁迅代替建人、作人将真相告知芳子，作品中鲁
迅谴责虽出于无奈却由此成了建人的同谋者的自己，并对被遗弃的芳子表示了怜悯之情（参照
。为了加深对鲁迅作品世界的理解，除了主要主题，也有必
三宝政美《鲁迅〈伤逝〉试论》1）
要关注并解明作品中的个人主题。
就《狂人日记》来说，首先领会出作品中实际上有着鲁迅文学核心——
“回心”（即文学的
自觉）的存在的是竹内好（
《鲁迅》）
。伊藤虎丸发展了竹内好的观点，指出该作品是“作者脱
。然而遗憾的是鲁迅的
离青春及建立自我的纪录”（
《〈狂人日记〉——狂人的治愈纪录——》2）
生活轨迹与作品的关联仍未被充分阐明，因而作品的个人的主题也仍旧“未见天日”
。关于这
个问题，给与笔者启示的是三宝政美的《写作〈猫与兔〉•〈鸭的喜剧〉之鲁迅》3一文。三
宝政美在该文中谈到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结婚问题，阐明了鲁迅最初反对二人结婚，后来谅解
了他们，从而双方关系得以缓解的经过。笔者于该文中得到启发，直觉地认为，鲁迅以反对二
人结婚为直接契机，唤起了所谓的作为加害者的“犯罪意识”(即“回心”)
，《狂人日记》第
十二章中借主人公“狂人”之口将这种意识坦白出来；另外还有，第十一、十二章中借助“狂
人”与“兄”与“妹”的框架，祈求自己过去曾加“害”过，或是现在正在加“害”的人们，
特别是芳子与建人的原谅。
关于果戈里的《狂人日记》
、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安德列夫的《血笑记》等外
国文学对鲁迅《狂人日记》产生的影响，请参看先行研究的成果 4。本论中以建人与芳子结婚
问题为重点，将至今为止很少被提及的有关鲁迅个人的经历公布于世，考察其与作品内容的关
系，从而发掘出隐藏于作品的个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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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狂人”的原型
《狂人日记》最大的特征就是除去“序”外，全作品都通过“狂人”之“眼”进行描写。
在设定“狂人”之“眼”之时，有一件给了鲁迅灵感，但迄今未受到十分关注的“事件”
。
“事
件”发生在民国初年鲁迅在北京任政府官员时期。在文章中介绍了该“事件”的是其弟周作人
（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一部《〈呐喊〉演义》之六《狂人是谁》
）
。
[
“狂人”的原型实际上是存在的，但 ]并不是“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
，病愈后也
不曾“赴某地候补”，只是安住在家里罢了。这人乃是鲁迅的表兄弟，我们姑且称他为刘
四，向在西北游幕，忽然说同事要谋害他，逃到北京来躲避，可是没有用。他告诉鲁迅他
们怎样的追迹他，住在西河沿客栈里，听见楼上的客深夜橐橐行走，知道是他们的埋伏，
赶紧要求换房间，一进去就听到隔壁什么哺哺的声音，原来也是他们的人，在暗示给他知
道，已经到处都布置好，他再也插翅难逃了。鲁迅留他住在会馆，清早就来敲窗门，问他
为什么这样早，答说今天要去杀了，怎么不早起来，声音十分凄惨。午前带他去看医生，
车上看见背枪站岗的巡警突然出惊，面无人色。据说他那眼神非常可怕，充满了恐惧，阴
森的显出狂人的特色，就是常人临死也没有的。鲁迅给他找妥人护送回乡，这病后来就好
了。
据《鲁迅日记》记载，该事件发生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鲁迅写作《狂人日记》序的大约一
年半之前。鲁迅与十月三日突然收到寄自于山西省五台的阮和孙（也写作和荪、和森）信。
寄和荪信。（十月四日）
寄阮和孙信。（同月九日）
晚得和孙信。（同月十四日）
晚寄和孙信。（同月十五日）
得和荪信，廿五日发。（同月二十九日）
上午得久孙信廿四日发。午后往警署。晚又往警署。久孙到寓。（同月三十日）
寄和孙信。……下午久孙病颇恶，至夜愈甚。急延池田医士诊视，付资五元。旋雇车
送之入池田医院，并别雇工一人守视。（同月三十一日）
下午赴池田医院。（十一月一日）
午前赴池田医院。……晚往池田医院。（同月三日）
晚往池田医院。夜寄和荪信。（同月四日）
晚往池田医院付诸费用泉，又为买药足一月服，共银三十三圆。夜风，呼工蓝德来。
（同月五日）
黎明起，赴池田医院将久孙往车驿，并令蓝德送之南归。给蓝德川资五十元，工泉
十元，又附一函。（同月六日）
寄和荪信。（同月八日）
上午得和孙信，四日发。（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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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寄和孙信。（同月十三日）
上午得久孙信，九日越中 [绍兴 ]发。蓝德自越还，持来梦庚函。复与工泉十元，从
季上叚之。（同月十四日）
寄阮梦庚信。……下午得和孙信，十日发。夜覆和森信。（同月十五日）
得和荪信，十三日发。（同月十七日）
得和孙信，廿一日发。（同月二十六日）
寄和孙信。（同月二十九日）
往东京制药会社，为久孙买药三种，量杯一具，五元（十二月五日，在上海）
得久孙信，廿一日发。（同月二十四日，在绍兴）5
鲁迅母亲鲁瑞的大姐嫁给绍兴府上虞县啸唫的阮有俊为妻，得子四人。和孙（本名文同）
和久荪（也写成久孙、久巽、九孙，本名文恒）是其三子和四子 6（即久荪当为鲁迅的表兄弟。
。
周作人所以将久荪的假名起为刘四估计便是因为他排行老四）
。梦庚是长子罗孙７（本名文曜 8）
和孙和久荪当时同在山西当幕友。和孙最初的来信中，可能有这样的内容：弟精神异常，声称
要去北京，抵京以后请费心关照。鲁迅承诺与久荪共住，并带他去看熟识的池田医师（日本
人）
。可能医嘱最好回故乡静养，鲁迅护送久荪回绍兴。梦庚的信中必定对鲁迅照顾弟弟深表
了感谢。不久为了兼庆母亲花甲之寿，鲁迅时隔三年回乡。途中在上海为久荪买药。久荪最后
的信中必定对买药一事表示了感谢。据鲁迅日记记载，此后鲁迅与久荪仅有过数次通信来往，
与和孙一直到鲁迅去世的一九三六年为止却没有中断过交往。
正如周作人所记载（前引《狂人是谁》
）
，该“事件”对《狂人日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影响具体为：正常的哥哥（和荪）与狂人的弟弟（久荪）登场；狂人弟弟所患随时要被人
杀害的被害妄想症；狂人的眼神非常恐怖而且眼神里充满了恐惧，（这一点在作品中，这种眼
神用来描写吃“狂人”的人，并非描写“狂人”本人，但是如果“狂人”用镜子照照自己的脸，
那么当然他的眼神也当是恐怖且充满恐惧的，因为“狂人”也是“吃人的人”中的一人）等。
鲁迅在其事实上的处女作《狂人日记》中，在展开上述主题之际，从其独特的美学角度上也没
有采用直截了当、不加装饰的手法，而是从上文所说的“事件”中得到启示，采用狂人的日记
体的形式以求展开主题。然而，将“事件”作为基本状况设定之一写入作品时，即使是小说，
也有着暴露家族之耻的危险。鲁迅也必定想到这个问题，并且因此犹豫不决。作为作家的鲁迅
与作为普通人的周树人，这同一人物的内心必定充满了矛盾。最后虽然决定按原计划的方针写
作，但是为了避免双方关系产生裂痕，鲁迅决定先得到阮家的谅解。要得到阮家的谅解，与病
人本人久荪是不能够沟通的，那么因这起“事件”而与鲁迅加深了亲密感的哥哥和荪，当然是
最好的人选。鲁迅与和孙，在研究者认为鲁迅执笔《狂人日记》时期通过两封信。第二次通信
是鲁迅先写给和孙的，这是少有的，和孙回了信，鲁迅又寄信给他。
上午寄和森信。（
《鲁迅日记》一九一八年三月八日）
夜得和荪信，十九日发。（同月二十二日）
上午寄和孙信。（同月二十六日）
这几封信可以分别理解为委托书、认可书、感谢书。同年中，在之后的六月仅有一次通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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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孙寄信给鲁迅，鲁迅回了信。从登载《狂人日记》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行日期（同
年五月十五日）推断，认为其内容是和孙读了《狂人日记》之后的感想，这应当不会错的。

第二章

迅的月亮意向

“狂人”发狂（实际上是恢复理智）
，是由于时隔三十年看到了“很好的月光”
。
“狂人”在
有月亮的时候感觉精神爽快，没有月亮时精神沉郁。觉醒的“狂人”在梦中质问（第六章）
“吃人的人”的同伙青年（其实是“狂人”自身，但是“狂人”没有意识到）时，也是在明亮
的月光下。笔者认为，《狂人日记》中，月亮是“不吃人的人”的“真的人”的眼睛的象征。
因看到了“真的人”的澄清的眼睛——即月亮，主人公的心灵得到洗涤，渐渐开始“开眼”。
鲁迅其他小说中的月亮也基本被赋予了同样的“职责”
。鲁迅小说中的月亮，是被作为或让出
场人物发狂，或让其觉醒，或让人回想起“幼年时代的甜美世界”的工具来描写的（参照新岛
。鲁迅这样的月亮观让人联想起西洋人的月亮观。在西洋，例如英文的
淳良著《读解鲁迅》9）
l
u
n
a
t
i
c（狂人）
、法文中的 l
u
n
a
t
i
q
u
e（带有狂气的）的语源都是拉丁文中的 l
u
n
a（月亮）。
由此可见西洋人认为月亮有使人发狂的作用。对于西洋人来说，月亮不单纯是鉴赏的对象，他
们在月光下冥想、反省而觉悟，或者接触了月亮的毒气而出现恶魔性或者发狂。顺便说一下，
笔者认为是鲁迅作品的《玻璃神》（改编德国作家豪夫的童话《冰冷的心》的作品）10中，为了
一己的欲望，被植入了“冰冷的心”
，犯了杀害了母亲的大罪的“彼得”
，被“玻璃神”教诲后
改过自新，忏悔其所犯的罪行的时候也是在月光下。鲁迅的月亮观通过文艺书籍或者医学书籍
而受到了西洋人的影响，这该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鲁迅对月亮报有特别的关心，不仅体现在小说中，也体现在日记中。《鲁迅日记》中，从
开始记日记起的一九一二年五月至《狂人日记》写就的一九一八年四月的仅六年中，就有十五
次关于月亮的描写。现将其中几个主要的例子列举如下。
晚与季市赴谷青寓，燮和亦在，少顷大雨，饭后归。道上积潦二寸许，而月已在天。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
（同月八月二十二日）
阴历中秋也。……晚铭伯、季市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
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同月九月二十五日）
蔡谷卿以电话来要晚餐，遂至其寓，…… [归宅 ]途次小雨，比到大雨。今日是旧中
秋也，遂亦无月。（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五日）
[雨。星期，又旧中秋也，休息。……许季上来。许季市贻烹鹜一器。（一九一四年
十月四日）]
旧历中秋也，休暇。下午许铭伯先生来看《永慕园丛书》
。晚季市致鹜一器，与工四
百文。夜月出。
[旧历中秋，休息。（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二日）]
朱蓬仙、钱玄同来。张协和来。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极佳。
铭伯、季市各致肴二品。（一九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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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看到月亮，特别是看到中秋“明月”，很自然地喜爱它的美，这毋庸置疑，同时也必定思
及过去与未来，或反省或对未来寄予希望吧。笔者在上述引文中，特别关注最后一项。
“狂人”
看到“很好的月光”而感到精神分外爽快的《狂人日记》的开头的记述（第一章），应该就是
依据当时的体验而来的。张勋复辟事件后，钱玄同探访鲁迅，劝其写文章，鲁迅与钱玄同围绕
着“铁屋”进行了交谈后，同意写文章。这个时期的鲁迅日记中的“月色极佳”，多么具有暗
示性（并且那日钱玄同来访并共进了晚餐）。因为看到了中秋“明月”
，鲁迅构思了《狂人日
记》的开头，并且决心写作《狂人日记》，这种设想绝非离奇。这个中秋“明月”便是鲁迅决
心实行竹内好所说的“回心”的契机。

第三章

作

改革者的

迅

觉醒的“狂人”要改造“吃人的人”
,首先从“吃人的人”之一、自己的兄长着手 ,但是这
种尝试以失败告终。
“狂人”分析其原因时 ,意识到自己也是“吃人的人”成员之一。为此 ,
“狂人”从觉醒到自觉的过程是鲁迅“在
“狂人”认为无法面对“真的人”11。伊藤虎丸认为：
留学期间以接触了西欧近代文艺为契机，获得了最初的文学自觉”之后 ,体验过数次“寂寞”
、
反省和直视自我，而认识到“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呐喊•自序》)的自
身经历。他的“英雄”行为 ,毫无疑问地表现在东京留学期间的作品《文化偏至论》、《魔罗诗
力说》和《破恶声论》之中，中华民国成立 (一九一二年 )之后著的《越铎•出世辞》
、《望华
国篇》、《尔越人毋忘先民之训》和《国民之徵何在》也可看到其一端。此中的后三篇最近在大
连图书馆发现 12。与《狂人日记》有关的，尤其有意思的为《新约圣书•马太传》中 ,将“吾
水沃汝 ,汝其悔改”作为副题的《望华国篇》
。失去“灵明”
、沉迷“物欲”
、
“残贼”(残害 )
同胞等等，
“顽迷之民” 的“华土之人”长年做着这样的“罪恶”
、
“耻辱” (最近的恶行以袁
世凯和冯国璋为例 ,陶成章是牺牲例 )之事。鲁迅要求这样的“华土之人”，凭借“悲哀之力”
而“自觉”,呼吁“汝其悔改 !
”
。鲁迅这样的姿态无疑就是劝告“吃人的人”
“你们立刻改了 ,
从真心改起”(《狂人日记》第十三章 )的“狂人”的姿态。
把“狂人”发现自己是“吃人的人”之一后深感罪恶的文字描写部分与鲁迅反省后认识到
自己不是“英雄”的《呐喊•自序》中的描述对比着来看，两者确实都具有“独自觉醒意识”
(即“指导者意识”
、
“英雄意识”)
，都有从“被害者意识”中解放出来 ,认识到“自己”和
“他人”同样是生活在受着多重束缚的黑暗社会 (即“食人社会”
)中的“国民”
。不同处是后者
没有对“犯罪意识”的自省。考虑到《狂人日记》里“狂人”抱有的“犯罪意识”的分量，这
个不同点是不容忽视的。伊藤虎丸没有明确表明鲁迅从“英雄”到“普通人”的时期 ,新岛淳
良认为 ,
“袁世凯专政的成立后 ,请鲁迅到教育部任职的教育部长蔡元培辞职［一九一三年］
，
由此鲁迅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强者’
”(新岛进一步认为 ,
“这种自己既不是指导者 ,也不是
英雄 ,只是国民成员之一的认识 ,诞生了文学家鲁迅”
。也就是说 ,新岛和伊藤同样在鲁迅从
“英雄”变成“普通人”这一事件中读解了鲁迅的“回心”［即“狂人”的“犯罪意识”］)
。那
么新岛如何解释鲁迅从“英雄”变成“普通人”后 ,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购买大量有关
佛教的书籍 ,并且自费出版了《百喻经》这一事实的呢？ 鲁迅真正开始致力于佛典的是一九一
四年四月 ,《百喻经》的刊行于一九一五年一月。触使鲁迅接近佛典的 ,当然有“革命和与革
命相伴的鲁迅自身的苦恼、与朱夫人的关系为座标轴的家庭问题等”(山田敬三著《鲁迅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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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这里也包括着周建人的结婚问题吧 )
。另一方面鲁迅也必定考虑到以佛教来教化民众。
《百喻经》的刊行分发 (一五○部 )与其说单纯为了古典研究 (参照小川环树《鲁迅的古典研究
——以其前半生为中心》［收于《鲁迅选集•导读鲁迅》——岩波书店 ,一九五六］等 )
,不如
说应考虑为其主要目的在于试图间接教化民众。此两项工作 ,与《望华国篇》相比略低调些 ,
但意欲使他人悔改的意图并无变化。也就是说 ,应考虑为鲁迅并不是一时完全抛弃了“英雄意
识”的 ,而是在“英雄”和“普通人”之间动摇 ,最终定位于“普通人”
。致使鲁迅彻底抛弃这
种“英雄意识”的 ,是以收集佛典和《百喻经》刊行后“沉默”时期为界限 ,鲁迅渐渐清楚地
表现出的“犯罪意识”。这种“犯罪意识”清楚地呈现出来的直接契机是反对结婚“事件”
，这
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阐述。

第四章

反

婚“事件”

一九一一年 ,周作人与日本妻子信子 (羽太芳子的姐姐 )从留学的东京回国。翌年五月 ,
为了帮忙生孩子 ,芳子 (当时十五岁 )远渡中国，与绍兴的周家还是单身的建人 (二十三岁 )
,
两人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好感。对此在北京的鲁迅一直持坚决反对态度。以下参考着三宝政美
的调查资料 ,来看看两者和解的经过。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鲁迅收到周作人的来信 (十日发 )
,同封信中有信子、建人、芳
子的信 (三宝认为收到信的日子为十五日 ,是打错字了 )
。建人和芳子的恋爱之事应该就在此
时告知了鲁迅。对此 ,鲁迅十五日发出了回信 (
“上午寄二弟并二弟妇信 ,附与芳子及三弟笺
各一枚”［
《鲁迅日记》
］)
,但这封信的内容可能不尽如人意 (三宝氏认为 ,鲁迅对两人的来信
置之不理 ,不情愿地在十二月一日发出了回信 [给建人 ]
。这大概是误解 )
。之后 ,鲁迅与建人
有过多次书信来往 ,都未谈出结果来 ,从一三年四月起中断了书信来往。六月十日鲁迅突然收
到了芳子的信 (附在周作人信内 )
，也许这就是三宝氏所说的“请成全我们”的“告白书”
。但
这不单单是直言而诉的告白书 ,笔者推测还有类似表达“即使不成全我们 ,我们也要在一起”
的决心的内容。鲁迅痛感有直接说服并让他回心转意的必要 ,首先于十四日发出了回信 (寄给
作人的信也在内 )
,十九日急忙赶往绍兴。鲁迅将建人带出去给予说服 ,结果以不成功告终。周
家反对两人结婚的只有鲁迅。他为此苦恼，有时难以入睡 (
“夜不能睡 ,坐至晓”［
《鲁迅日记》
七月二日］
。
“小舅父大病 ,三弟守视之 ,夜不睡 ,予亦同坐至三点钟”［同月十四日］
。
“夜不
睡”［同月二十六日］)
。七月二十七日离乡。日记有“以孑身居孤舟中 ,颇有寂聊之感”
。建人
和芳子于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在既是家长又为长兄的鲁迅缺席的情况下举行了结婚仪式。
鲁迅为何如此反对两人的结婚呢 ?
三宝氏认为 ,
“鲁迅认为互为兄弟姐妹的结婚形式不佳 ,更何况住在同一个大宅院里 ,考
虑到母亲与朱氏 ,不愿再扩大信子的势力 ,因此不赞成此婚姻。同时也必对作人夫妇极为赞成
并在私下帮忙之事耿耿于怀。从鲁迅个人的角度看，若笔者的推测——作人结婚时鲁迅向羽太
家低了头——正确的话 ,鲁迅必然不愿为建人的事再次低头”
。
鲁迅是否如三宝所说抱着这样的想法还是个疑问 ,即便真是这样 ,只是因为这样的理由而
反对两人的结婚 ,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 13。鲁迅本人不得已和母亲选中的人结了婚 ,因而对于
作人和信子的自由结合 ,他像自己的事一样高兴地促成了二人的婚事。鲁迅如此强烈反对建人
和芳子的结婚 ,一定有相当的理由。因此 ,当然不应该是因为芳子太年轻。在此 ,做一个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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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推测：建人已有未婚妻 ,而且 ,鲁迅作为家长参与定下了这门亲事。总之 ,笔者推测建人已
有结婚对象 (此事的真假 ,最好的办法是问建人本人 ,可是类似这样隐秘的事情能否得到答案
是个疑问 )
。以下以此推测为前提进行讨论 ,鲁迅肯定以为建人必定跟那位女性结婚 ,出乎意
料建人变心 ,这必使鲁迅无比吃惊。鲁迅对建人的变心表示非常愤怒 ,同时对深受心灵创伤的
对方女性与其家里人 ,表示深深地抱歉。建人希望鲁迅认同他与芳子结婚 ,并拜托鲁迅帮他取
消婚约 ,但被鲁迅拒绝。因遭到鲁迅的反对 ,建人芳子的感情反倒更深。
建人的未婚妻到底是哪位 ?笔者认为是鲁迅母亲的亲戚的女儿 ,有可能是母亲鲁瑞的弟弟
鲁寄湘 (
“小舅父”)的女儿。鲁迅滞留绍兴 (上文提及 )期间 ,
“小舅父”曾几次从城外的安
桥头村来访城内的周府。作为家长的鲁迅对二人的订婚之事应有参与。建人虽然与表妹青梅竹
马 ,但她并不是建人最理想人选 ,因此芳子的出现 ,使建人自然地与其疏远。鲁迅在绍兴期间
这门婚事可能被取消。
“小舅父”滞留在周府时 ,患了一场“大病”,
(发病的第二天“小舅母”
来看望 ,七月二十一日病愈回家 )
,这大概是忧郁过度病倒在床。发病当日 ,直到拂晓 ,守在病
床边的不是别人 ,正是建人的理由，也就此明白。
新的爱情的萌芽 ,必然带来的是旧的爱情的破裂。事到如今已经不能拆开建人和芳子让建
人和未婚妻结婚，若逼迫当事人 ,会有新的悲剧出现。无奈鲁迅最终同意解除婚约 ,认可了建
人和芳子的结婚。虽然认可两人结婚 ,可是对建人不满的感情仍在。鲁迅认为拈花惹草的建人 ,
早晚会一样找个情人抛弃芳子 (对芳子没有愤怒的心情 ,反而同情她爱上了这种男人 )
。鲁迅
与建人音信隔绝的状态从绍兴返回北京后依然持续 ,结婚时只有过两回书信来往 ,以后没有任
何联系。
鲁迅与建人夫妇的关系 ,经过了建人长子冲的出生 (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和去世
(一九一六年七月十八日 )
,渐渐修复。大概是为了庆祝母亲花甲之寿 (同年十二月十三日 )的
准备之事 ,关系明显好转。建人专程赴京与鲁迅商量此事 (
“表糊房舍 ,以三弟欲来”［
《鲁迅
日记》同年九月三日］,同月五日至十月十二日滞留 )
。从此鲁迅与建人之间恢复了书信往来。
或许想到为了庆祝之事芳子忘我操劳 ,鲁迅前往绍兴的前一天在考顺胡同专程为她买了一双十
四元的皮鞋。这大概是出于感谢她平日对母亲和自己费心 ,也出于自己曾反对而未参加结婚仪
式的歉意。十五日庆祝活动告一段落后芳子因操劳过度病倒了。鲁迅回北京后 ,寄给芳子回家
乡疗养费用一百一十元。之后 ,给东京的芳子寄去“蜜枣一盒”及回国路费 ,对此 ,芳子也寄
回“煎饼二盒”。这样双方的关系终于和好。

第五章

藏的主

双方的和解后，了解到芳子性情善良及在周府辛勤操劳 ,鲁迅对芳子的歉意及反对她们结
婚的自责心情日益增强。原本芳子就没有过错。芳子对鲁迅反对自己的结婚并没有生气 ,而是
为鲁迅不能理解两人的感情感到痛心。对建人充满愤怒的鲁迅 ,没有余心去了解芳子专注的感
情。鲁迅的谢罪心情主要是对芳子而言 ,对建人也不是没有谢罪之意。若是鲁迅 ,大概即使另
有意中人 ,也不会把自己的心意告知对方 ,而是与已定好 (被定好 )的人结婚 ,这就是鲁迅当
时的生活方式。但是 ,建人选择了新的生活方式。鲁迅必定这样反省了自己：姑且不谈建人对
芳子吐露真情实意之前 ,那么在两人之间产生感情之后 ,即使压抑着对建人的不满 ,也要祝福
两人的结婚，难道这不是作为家长及长兄应该做的吗 ?自己预测了两人的将来 ,但是这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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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杞人忧天。自己实在做了对不起两人的事。至今以来自己总是要求别人悔改 ,应该悔改
的难倒不是压制两人感情的自己吗？此时 ,鲁迅的脑海里 ,浮现出各种自己过去和现在犯下的
“错误”(比如 ,与朱安无感情的结婚 ,让她处在半死半活的状态中 )
。所犯下的各种“错误”
引起鲁迅的“犯罪意识”
。
“犯罪意识”使鲁迅痛切地意识到自己也是“吃”与“被吃”的旧社
会(
“食人社会”)的一员 ,进一步深入地认识了旧社会的结构体系。
芳子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底病愈返回绍兴。七月一日 ,发生了张勋强迫总统黎元洪辞职 ,让
宣统帝复位的事件 ,即所谓的张勋复辟事件。此事件于同月十二日以失败告终（败给段祺瑞的
讨伐军）
。该事件暴露了中华民国基础的薄弱 ,使进步派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很大震惊。八月鲁
迅和作人在日留学时的共同朋友钱玄同来探望寄宿在绍兴会馆的周氏兄弟 (同年四月作人成为
北京大学国史编辑部的编辑人员 )
，劝说二人执笔写作。结果鲁迅写作了《狂人日记》,周作人
翻译了希腊诗人 T
e
o
k
r
i
t
o
s的牧歌《两个割稻的人》和英国评论家 W
.
B
.
T
r
i
t
e
s的《陀思妥夫斯
奇之小说》等。鲁迅在此作品中指出中国社会即是儒教伦理支配下的“食人社会”的图式 ,这
个“食人社会”是一个“吃”与“被吃”的相对社会，欲以此声援当时改革者。这是此作品的
主要主题。可是 ,自知自己也有过“吃人”的经验的鲁迅不能够将此主题作为一般论而直截了
当地表现出来。于是有必要将自己的痛处坦白于世 ,自己也是“吃人的人”成员之一，欲以此
祈求自己过去加“害”过和现在正加“害”的人 ,尤其建人与芳子的原谅。鲁迅对于芳子 ,采
用了“兄”或者“狂人” (即鲁迅 )
“吃了”其“妹”(芳子是鲁迅的弟妹 )之肉的形式 ,对
于建人采用了“狂人”(即“弟”＝建人 )痛斥“兄”(即鲁迅 )
,
“兄”心甘情愿地接受痛斥
的形式 ,承认“非”在自身 ,欲表达没能当面表示的谢罪之意 14。
鲁迅若不明示自己所犯之“罪”
，便不能作为“改革者”开始新的出发。《狂人日记》的主
人公“狂人”病愈后作为候选人到地方赴任 ,也就是说 ,
“治愈”后回归社会 ,依然故我。另
一方面 ,作者鲁迅通过写作《狂人日记》,在《狂人日记》中表明了自己所犯之“罪”
，可以说
精神上得到安慰 ,实现了“回归社会”
,即得以作为“改革者”重新开始。表明鲁迅作为“改革
者”再出发的是文末“救救孩子……”的呼吁。这种本来只是很空洞的呼吁 ,被作者鲁迅持有
的“吃了”人的“犯罪意识”及“赎罪意识”赋予了一种真实的色彩。笔者认为 ,“救救孩子
……”的呼吁 ,是忏悔自己所犯之“罪”与欲赎“罪”的痛苦中 ,鲁迅发出的呻吟。这就是笔
者所说的隐藏的主题 ,也就是个人主题。

尾

章

两个弟弟都实现了恋爱结婚 ,并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 ,鲁迅看到这些会有怎样的心情呢 ?
自己和朱安婚姻生活是有名无实的。由长辈决定的婚姻也有幸福的，然而据周作人而言 (《知
堂回想录》六四《家里的改变》)
：
“新人极矮小 ,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言谈也仿佛颇不合
情理 (
“下午得妇来书 ,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 ,颇谬”［
《鲁迅日记》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
十六日］，重点号为引用者加 )
。鲁迅从开始就本能地讨厌朱安 ,明明厌恶可是结了婚。新岛淳
良认为 ,至少婚礼当天 ,两人之间有身体上的接触 ,鲁迅将这种没有爱的性行为在《狂人日记》
以吃人肉的形式表现出来。笔者不赞成此主张。笔者认为婚礼当天甚至连身体上的接触都没有。
连夫妻间的会话 、书信来往都没有，何能谈上身体上的接触呢 (上述的朱安来信非常罕见 ,对
此鲁迅也未回信 )
。鲁迅忍受着没有爱的婚姻生活的痛苦，向往着由自己做主决定的婚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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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诗《爱神》(一九一八年 )和《随感录四十》(一九一八年 )中的口语诗《爱情》足以表现鲁
迅的心情。可是 ,这对于鲁迅来说终归是“梦想”
。即使另有相爱的人 ,鲁迅也不能抛弃朱安 ,
选择爱人。对他来说 ,和朱安有着婚姻关系时 ,不会另找恋人。因为这样意味着重蹈祖父孚公
因纳妾而置家人于痛苦的覆辙。因此 ,鲁迅唯一的选择便是任命地忍受旧式的没有爱的婚姻的
痛苦。对他来说这是赎“罪”的方法之一 ,同时 ,继续让朱安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的作法，又
不可避免地反复着从前对老人及年轻人犯下的“罪”
。
一九一九年 ,鲁迅和作人把家乡的家人接到北京 ,开始了家族共同生活。但是 ,几年后 ,
先是鲁迅和作人夫妇失和分居 ,之后 ,更具讽刺性的是 ,建人到上海任职后另寻新欢 ,抛弃芳
子和孩子 ,鲁迅梦想的“幸福家庭”接连破裂。与作人夫妇的失和是鲁迅意料之外的 ,至于建
人夫妇 ,鲁迅在不赞成两人恋爱时期曾担心喜新厌旧的建人会抛弃芳子 ,这个担忧竟然成为了
现实。鲁迅理想中的“自由恋爱”而结合的身边的例子就是弟弟们的婚姻。然而这些婚姻或堕
落于充满嫉妒和利己主义的生活 ,或脆弱不堪一击。这样的现实成为促使鲁迅从《狂人日记》
的“犯罪意识”和“赎罪意识”中解放出来的重要的直接原因。鲁迅从“犯罪意识”和“赎罪
意识”中真正得到解放时 ,鲁迅的“爱”——与许广平的恋爱和结婚——初次成立。

注 (引用文中的［］为引用者注。)
1
2

《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三十二集 (一九八○年十月 )所载。
原载世代群评社《道》一九七四年七月号 ,同作者著《鲁迅与终末论现代现实主义之成立》

(龙溪书舍 ,一九七五年 )所收。
3

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创刊号 (一九七八年三月 )所载。

4

估计鲁迅东京留学期间曾阅读过的书籍中有二叶亭四迷译、果戈里著《二狂人》(《新小说》

一九○七年三月号所载 ,《可尔克［C
a
r
c
o
］集》［一九○七年］所收 )
。小说描述梦想建设
“世界救济所”的狂人与敬仰他的狂人的故事。笔者认为此作品给予鲁迅的《狂人日记》很大
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可望另起篇阐述。
5

鲁迅此时回乡 ,主要目的是为了参加母亲花甲之年的庆典。

6

据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 (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所收《与鲁迅

在绍兴有关的人物》中的“阮有俊”之项 (根据世懋堂《越州阮氏宗谱》
、《周作人日记》辑
录整理 )
。
7

根据《鲁迅全集第十五卷［日记］
》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所收“人物注释”中的“阮

梦庚”之项。
8

与注 (
6
)相同。

9

晶文社、一九七九年。

1
0

参照拙译《树人作玻璃神 (附解题文 )
》
(《文艺展望》第十五号［筑摩书房，一九六七年十

月］所载 )及拙文《〈玻璃神〉(树人 )翻译后日谭》(载于《热风》第七期 [读鲁迅会，一九
七五年九月 ]
）
。
1
1

参考丸尾常喜《〈难见真的人 !
〉考——关于读解《狂人日记》第十二节末尾的笔记》(《热

风》第四号［读理解鲁迅集会，一九七五年九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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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参照彭定安、马蹄疾《〈越铎日报〉署名“独应”的四篇“古文”为鲁迅佚文考》(《辽宁大

学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五期所收 )
。二人认为《望越篇》也是鲁迅的佚文，但他们仿佛不知
道周作人保留有该文原稿 ,早在《知堂回想录》九十五《望越篇》中就介绍过该文 ,并指出该
文为他的作品 ,鲁迅曾对原稿加以修改的事实。是周作人的作品还是鲁迅的作品 ,严紧地说，
要根据修改的程度，虽然不阅读原稿很难判断 ,但从文章的内容来看 ,笔者认为是作人的作
品。
1
3

笔者以前在《周作人——宣统三年辛亥夏之归国》(《野草》第二十二期［中国文艺研究会，

一九七八年九月］所载 )中论述弟弟建人和信子的妹妹芳子的结婚问题时说，鲁迅认为这样
会使羽太家取代周家 ,因而加以反对。在这里加以订正。
1
4

笔者认为两人领悟到了鲁迅的这种心情。描写对建人的“犯罪意识”的作品中有《我的兄

弟》(《自言自语》七 )
,和以此改编的《风筝》
。作者描述了儿时把建人将要做好的风筝踩坏 ,
成人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懊悔并希望得到弟弟的原谅 ,但是建人早已将此事忘得一干二
净的事。这其中映射着鲁迅反对结婚事件的忏悔的心情，这样看该不会错的。
本稿为昭和五十六年度文部省特定研究经费支援下的共同研究《东•西文学•精神世界的
爱与死》的成果之一。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补记
笔者将本稿寄出后 ,得知邱文治在其著文《鲁迅名篇析疑》(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
中的《狂人日记》一《本篇小说是怎样孕育成的 ?
》中，根据《鲁迅日记》(一九一六年、十、
十一月 )和周作人的《狂人是谁》(前引 )中的描述，已经指出阮久荪为“狂人的主要原型”
的事实。邱氏又指出 ,久荪有“母亲大人漆下，泣禀者 :繁峙县张知事性柔弱，寻常事大抵哥
哥代定主意，是以爱恨者甚多。此次繁邑绅商各界，密议决定，设计陷害，各捐资金，沿途贿
属，竟将哥哥与弟致之死地。情不胜细述，将来报上自有登记……”之文面的绝命书，拜托鲁
迅将其送到老家。

附记
本论（日文版）原载于《东方学》第六十四辑（东方学会，昭和五十七年七月）。本文为
原文基础上修改补订后的中文版本。
作为参考资料，将中国学者杨雪瑞介绍拙论内容的文章《日本学者〈狂人日记〉的二则考
证（节译）》（载于《教学与管理（太原）
》
，一九九〇年第五期）原文附录于下。

鲁迅《狂人日记》小考

155

日本学者对《狂人日记》的二则考证
（节译）
杨雪瑞

日本的汉语学者松冈〔本文发表时姓村田——译者注〕俊裕关于《狂人日记》的创作动机
与主题，首先肯定了鲁迅先生的论述：
“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説二集导言》）
。但松冈俊裕认为，对于与主题密切相关的一些细节，人们却往往忽略了，
以致影响了对作品理解的深度。松冈俊裕的《鲁迅〈狂人日记〉小考》，在这方面的研究细微
而深刻。现节译其中两点——《狂人日记》中关于“月亮”的形象和吃了“妹子的几片肉”的
隐秘内涵，以引起国内读者更深层的思考。
关于“月亮”的形象
《狂人日记》中“狂人”——发狂实则为觉醒——是由于见到了三十多年来没有见过的“很
好的月光”。
“狂人”见到了月光就感到“精神分外爽快”
，
“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
昏”。觉醒了的狂人，进而质问“吃人的人”同伙中的青年（第八章）
，也是在明亮的月光下。
月亮，对狂人起着重要的作用，松冈俊裕认为，此处的月亮象征着“不吃人的人”，即狂人所
说的“真的人”的眼睛。狂人正是由于仰望了月亮——真的人的眼睛，被洗却了心中的污浊，
而顿然醒悟——发狂。鲁迅先生其他小说出现的月亮也起着大致相同的作用，总是作为表现登
场人物或发狂，或觉醒，或同忆幼年时代的甘美世界等的道具来使用的。
《狂人日记》中关于月亮形象的描写，很可能受了西方人月亮观的影响。例如英语的
l
u
n
a
t
i
c（狂人）和法语的 l
u
n
a
t
i
q
u
e（狂气）等，其语源就是拉丁语的 l
u
n
a（月）。月亮对于
西方人不单是鉴赏对象，他们在月光下冥想，反省，开悟，或中邪，发狂，德国童话《玻璃
神》里面，一个为了个人私欲，犯下了杀母之罪的人——被得，就是在月光之下痛改前罪的。
鲁迅对于月亮寄以特别的关心，不仅在小说中，而且通过其日记也可以看得出来。在《鲁
迅日记》中，从开始写日记的 1
9
1
2年 5月到《狂人日记》写成的 1
9
1
8年 4月的六年期间，就
有1
5次月亮登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1
9
1
7年 9月 3
0日的记载。其中记有“月色极极”和“钱
玄同来。……烹鹜沾酒作餐，玄同饭后去。
”这一天正是中秋节，鲁迅和其弟周作人的共同朋
友钱玄同，来到绍兴会馆访问周家兄弟，劝他们为《新青年》写文章。这次谈话对鲁迅影响颇
大。正是这次谈话，把他从辛亥革命后的苦闷，迷惘中唤醒，决定为打破“铁屋子”而写文章。
看着中秋的明月，思想急剧地变化和升华，正是由此构思了《狂人日记》的第一章——“今天
晚上，很好的月光……”
，产生了写作《狂人日记》的动机。这则日记，进一步说明，《狂人日
记》中的月亮及钱玄同宣传的新思想，与鲁迅先生的顿悟是联系在一起的，作品中的月亮是新
的人，新的思想的象征和使狂人醒悟的原因和契机。
关于吃了“妹子的几片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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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了的“狂人”，揭露“吃人的人”
，要让他们改悔，首先从自己的大哥下手，进而觉悟
到自己也是“吃人的人”中的一个，想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如此
感到没有脸见“真的人”
。
“狂人”这种从“自我觉醒意识”到“罪的意识”的变化，从觉醒到自觉的步履，表现了
当时的作者已由“领导者意识”和“英雄意识”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自己和他都是在黑暗社会
（即“食人社会”）几重缚束下生活着的“国民”。这种作为改革者同时有“罪的意识”的自有
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不可忽视的。而鲁迅将其“罪的意识”采取明确的形式加以表现的直接
契机，却是他反对其弟周建人与羽太芳子姻姻的“事件”
。
周作人於 1
9
1
1年随同妻子羽太信子（日本人）从留学的东京回国。翌年——1
9
1
2年 5月，
为了照顾产期的姐姐，羽太芳子来到中国，住在绍兴周家。芳子（当时 1
5岁）与独身的周建
人（2
3岁），两人之间产生了爱情。对此，在北京的鲁迅，一直持顽固反对的态度。1
9
1
3年 6
月，建人与芳子决定要结婚时，鲁迅不仅写信表示反对，而且于 1
9日急速回绍兴，做说服工
作，结果以不成功而告终。鲁迅非常生气，于 7月 1
2日离乡。建人与芳子于第二年 2月 2
8日
举行结婚仪式，作为长兄的鲁迅没有出席。
鲁迅自己，是由母亲包办，出于无奈被迫结婚的，为此，他非常苦恼。对于作人与信子的
自由结合，他非常支持，曾高兴地为他们承办婚事。可是，他为什么竟然强硬地反对建人与芳
子的婚事呢？
有人分析，可能是鲁迅不喜欢兄弟姐妹之间轻易地结婚的形式，认为不能想得过于简单，
况且同住在一个宅第内，也有种种的耽心。更令他耽心的是作人夫妇的十分赞成此事，并暗中
援助，他对这种被信子强化了的结婚愿望不感兴趣。也可能鲁迅有一种警惕：作人结婚时曾求
羽太家帮助过，不愿为建人的是再求羽太家。如此等等。但松冈俊裕认为，鲁迅是否抱有以上
心理尚有疑问，即使有，只这些理由而反对这桩婚事，也是不可思议的。松冈俊裕大胆地推测，
作如下的探讨：建人是否已经订了婚，而且对此婚约，作为家长的鲁迅是否承担着责任呢？鲁
迅认为建人一定会与那位女性结婚，没想到建人会变心。这使他惊讶，并且因此而激怒，同时
考虑到对方女性及其家族所受的内心创伤和痛苦而感到愧疚。
那么，与建人订了婚的女子是谁呢？松冈俊裕认为可能是鲁迅母亲鲁瑞的弟弟，即周氏兄
弟的“小舅父”鲁寄湘的女儿。理由是鲁迅为建人婚姻问题在绍兴滞留期间，那位“小舅父”
曾从安桥头村来过城里周家几次，可能是为二人的婚事与作为家长的鲁迅商谈。建人和他表妹
自幼亲近，不消说是彼此很了解的伙伴，可是也许建人认为并不是理想的对象，也许由于芳子
的出现而对她疏远了。就在鲁迅滞留绍兴期间可能把婚约解除了。据《鲁迅日记》七月十四日
记：
“小舅父大病，三弟守视之，夜不睡，予亦同坐至三点钟”，十五日，
“小舅母来”。
“小舅
父”的发病，大概与因解除婚约而引起的郁气不无关系吧！
鲁迅最终同意了建人与“小舅父”的女儿解除婚约，可能是因为他看到建人与芳子的关系
已不可能切断，如果强迫建人与婚约者结婚会产生新的悲剧。不过，对于建人的不愉快感情，
却并未减少，又想到建人见异思迁，耽心他以后又会抛弃芳子。因此回到北京后，与建人不通
音信。
鲁迅和建人夫妇之间的关系，随着建人的长子冲的出世（1
9
1
5年 2月 2
5日）及其死
（1
9
1
6年 7月 1
8日）而逐渐恢复，又由于庆祝母亲鲁瑞的六十大寿而一举好转。大概为了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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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辰的准备吧，建人特地去北京找鲁迅（
《鲁迅日记》同年 9月 3日：
“表糊房舍，三弟欲来”
）。
以此为转机，鲁迅与建人恢复了书信来往。鲁迅在回绍兴的前一天去考顺胡同特为芳子买了一
双皮鞋，可能由于想到芳子为了祝寿付出劳动和表示对她素日关心母亲和自己的感谢，其中可
能也含有自己反对他们的婚姻，没有参加婚礼的谢罪心情吧？芳子在祝寿事仪告一段落的 1
5
日，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了，鲁迅回到北京后，往绍兴寄回 1
1
0元，作为芳子养病和回故乡（东
京）的费用。以后，又送给在东京的芳子“蜜钱一盒”和归来的旅费等。芳子也回送了“饼干
二盒”。这样，两方面的关系达到了和解。
双方和解后，鲁迅随之了解到芳子温和的性格和在周家献身劳动的情况，越发增强了对他
的歉意和因反对他们结婚而谴责自己的心情。本来芳子就没有过失，也没有因反对自己的婚姻
而生鲁迅的气，只是为鲁迅不理解他们的爱情而感到悲伤。鲁迅则是由于对建人的愤怒，而没
有理解她热烈心情的余地。鲁迅这种谢罪的心情，主要是对芳子而言，但也觉得对不起建人。
既然他们二人已经萌发了爱情，身为兄长又是家长的自己，不是应该抑制对建人不愉快的心情
而为他们祝贺吗？自己却是压抑他们二人的爱情，实在对不起他们。自己一直要求别人悔改，
而应该悔改的难道不正是自己吗？鲁迅一定是这样反省的。按照鲁迅当时的为人之道，即使喜
欢另一个人，也不把这个心思向对方说明，一定还与被包办的人结婚吧？由于这样的思想和为
人之道，过去犯了错误——自己与朱安没有爱情的婚姻，使朱安处于守活寡的状态，现在又在
犯着错误……过去与现在的种种都萦绕在他的脑际。很可能这种思考，使鲁迅有了“罪的意
识”的觉醒，痛切地觉悟到自己也是“被吃”与“互吃”的旧社会（即“食人社会”
）的一员，
从而对旧社会的结构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芳子病好后回绍兴是 1
9
1
7年 6月末的事。就在这一年 7月，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虽然张
勋以失败而告终，但通过这一事件却明显暴露了中华民国基础的脆弱，使很多进步知识分子受
到极大的打击。接着以后，钱玄同动员鲁迅写文章。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提出了中国社会是
被儒教理论所支配的“食人社会”的图式和这个社会是“吃”与“被吃”相对立的社会，想以
此声援当时的改革者们。这是这部作品主要的主题。可是，知道自己也有“吃过”人经验的鲁
迅，觉得虽然痛苦，但有必要亲自把自己也是“吃人的人”之中的一个揭露出来。这样做，是
想请求他过去曾经“害”过的或现在被害的人，其中特别是芳子和建人的宽恕。鲁迅以“大
哥”暗指自己，芳子是鲁迅的弟妹，通过写“大哥”乃至“狂人”吃了“妹子的几片肉”，直
接表达了鲁迅自己对芳子的负罪感。同时通过“狂人”大骂其大哥，向他们表示自己当面不好
表示的谢罪之意。这就是吃了“妹子的几片肉”的隐秘的内涵。
当然 ,鲁迅这样写 ,绝不仅仅是为了表述自己的“罪的意识”和“赎罪意识”
。鲁迅认为，
不坦白自己所犯的罪，就不能作为改革者重新做起。
“狂人”也“吃”过“几片肉”
，说明改革
者们也不免背着因袭的重担；
“狂人”坦白自己“吃人”的罪过，就是作为改革的重新做起。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和感情，小说最后一章“救救孩子……”的呐喊才那样真实，有力，那
样感人肺腑，震人心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