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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日本期间对尼采的接受及其思想变化Ξ

黄　健

(浙江大学 中文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对尼采思想的接受 ,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特点是

在他的思想结构中又掺合着较浓厚的现代主义思想元素 ,形成了一种拨正进化论思想的内在动

力。进化论和现代主义的两种思想元素的交织 ,使鲁迅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既使他的思想充

满悖论 ,形成一种张力 ,也使他获得一种思想创新能力。尼采的“权力意志”、“惟大士天才”,以及

有关卓越个人、独特个体的学说 ,都对鲁迅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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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南京求学期间鲁迅通过对进化论思想的接受 ,获得了思想发展的第一次重大飞跃 ,大

大开拓了他认识现代文明的视野① ,那么 ,1902 年东渡日本求学之后 ,鲁迅又通过对尼采思想的接

受 ,获得了思想发展的第二次重大飞跃。其中 ,最显著的变化特点是 ,鲁迅由此逐步地完成由传统

的知识结构向现代的知识结构、传统的思想谱系向现代的思想谱系、传统的依附型人格向现代的独

立型人格的历史性转变 ,进而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型当中 ,能够为现代中国探寻一条“外至

不后于世界之潮流 ,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 ]的文化发展方略 ,以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

三样时代”。[2 ]虽然有学者认为鲁迅在日本接受尼采影响 ,主要是接受了一个所谓“日本化”的尼采

影响 , 与真正的尼采思想有较大差异 ,[3 ]但不论如何 ,鲁迅接受尼采的影响 ,则是他对接现代文化

思潮的一个新起点。一般来说 ,“进化论”所代表的近代文化思潮凸显了理性主义的主导作用 ,而尼

采所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则具有较浓厚的非理性主义元素。② 鲁迅在日本通过对尼采的接

受 ,改变了他原先以进化论 (理性主义)为主导的单一思想结构。换言之 ,进化论和现代主义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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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非理性主义 ( Irrationalism)不等于非理性 (irrational) 。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学说 ,其特点是主张通过
对人的直觉、本能、潜意识的重视 ,来探讨理性所不能穷尽的认识领域 ,故非理性主义通常含有“为理性所不能理解
的”、“用逻辑概念所不能表达的”思想涵义。非理性主义的兴起 ,既是对工业文明社会的一种认识和反思 ,也是对
人类未来发展的时代呼唤和预言。它改变了以往西方哲学以理性主义为中心的单一发展模式 ,开创了新的哲学思
维方式 ,为现代哲学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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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谈到接受进化论影响时说 :“哦 ! 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

么想 ,而且想得那么新鲜 ? 一口气读下去 ,‘物竞’、‘天择’也出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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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同时交织在鲁迅的思想结构之中 ,既使他的思想充满悖论 ,形成一种张力 ,也使他获得了思想

创新的能力 ,使他的思想发展总是能够迅速对应现代文明 ,展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独立

性和批判性的价值立场和思想风采。鲁迅坚持以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点 ,同时又广泛吸收现代主义

及所包含的非理性主义元素 ,以拨正理性主义的局限 ,这使他在现代中国发展的特定时期 ,总是能

够以一种总体超越的思想态势 ,“对于中国的社会 ,文明”,“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4 ]

一

在日本求学时通过对尼采的接受 ,鲁迅开始认识到转换传统的知识谱系 ,建立全新的知识结构

的重要性 ,正如他后来指出的那样 :“孔孟的书我读的最早 ,最熟 ,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5 ]相对

现代文明的知识谱系来说 ,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具有为内陆性农耕文明体系所规约而形成的一种

整体性、体悟性和经验性的特点。相比较而言 ,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在基本的文化机制、知识结构、

体系和话语及其表述上都与西方相异 ,因而在现代西方文明获得世界发展主导地位的时代 ,中国传

统的知识谱系就不可避免地遭遇来自西方的整体性或曰全面性的冲击 ,并将有可能导致中国传统

体系、体制的崩溃 ,除非中国传统能够成功地完成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可以说 ,对现代中国而言 ,一

个有着千年历史的知识谱系 ,将面临着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封闭走向开放 ,以及如何完成自身

变革的问题 ,因为这已成为现代中国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首要问题。

受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并走向现代文明的影响 ,当时大批的中国留学生来到日本求学 ,鲁迅是

其中一员。来日本之后 ,鲁迅的眼界大为开阔 ,以往相信进化论 ,使他对中国面临的问题形成了自

己的价值判断立场和标准 ,新的知识结构也开始建立 ,但对于近代中国生存与发展所遇到的深层次

问题 ,他依然找不到解决的最佳答案。譬如 ,相信进化论 ,鲁迅认为科学能救治中国 ,并一生都坚持

这一信念 ,但同时他对科学及其理性的绝对功能又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指出 :“为当防社会入于

偏 ,日趋而之一极 ,精神渐失 ,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 ,人生必大归于枯寂 ,如是既久 ,

则美上之感情漓 ,明敏之思想失 ,所谓科学 ,亦同趣于无有矣。”[6 ]从思想发展上来说 ,鲁迅产生这种

忧虑 ,与他在日本接受尼采的影响 ,认识现代主义及其所包含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学说不无关系。

西方自进入工业文明以来 ,强调理性的知识学说一直占据思想界主流。在被称作“理性的时

代”的 18 世纪 ,启蒙思想家在以“理性之光”反抗“上帝之光”时 ,指出万物皆应服从理性法则 ,认为

理性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 ,也是每个人的天赋 ,具有威力无比的力量 ,建立一个永恒正义的

理性王国 ,乃是人类的神圣使命 ,如黑格尔就认为人类所有的精神形式只有在“理性的顶峰”(绝对

知识)才能得以完成。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 ,近代西方唯科学主义盛行 ,人们把科学看做知识、智慧

和真理的唯一合理形式 ,把对理性的崇拜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理性一举成为“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

主”,并主宰着整个世界。由此 ,理性在逐渐演化成技术理性中 ,形成了一种准宗教的信仰形式 ,并

构成对人性的奴役。这种情形引起了西方思想界的反省 ,受卢梭的影响 ,康德就展开了对理性的反

思。他认为必须要为人的道德理想、精神信仰、自由意志立法 ,将它与知识、科学、理性分别开来。

到了 19 世纪 ,现代主义哲学则开始对理性进行全面批判。叔本华对“人本质上是理性的”这一观点

给予了强烈的批判 ,指出“意志是第一性的 ,最原始的”,理性只是“作为意识为满足因维持他的多种

需要而有的复杂的目的的工具”。[7 ]尼采则将非理性的本能看做人性的本质 ,并用浪漫抒情的方式

向世人发出惊世骇俗的言论 :“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并大力宣扬“强力意志”、“酒神精神”、

“超人”等主张。他以音乐为例指出 ,音乐艺术以其“非理性的本质”直接诉诸于生命的内核 ,惟有这

种源自生命本体的意志和精神 ,才能展现生命力的强大 ,生命的意义将在自由意志的流淌、狂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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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醉中 ,与世界万物融为一体。因此 ,他宣称要“心情激动地叩击现代和未来之门”。[8 ]

现代主义的兴起 ,引发了西方知识谱系的又一次更新。鲁迅正是在日本求学时通过对尼采的

接受 ,接触到这种更新的西方知识谱系 ,进而开始调整他以往只“相信进化论”的知识结构。在日本

弘文学院学习期间 ,鲁迅便开始阅读尼采的著作。他逐渐认识到尼采的“非物质”、“超人”、“权力意

志”等学说的独异性 ,像尼采所主张的只有“坚定个性”的人才能立足于世 ,把艺术看做“权力意志”

的表现形式 ,艺术家“即高度扩张自我、表现自我的人”等等 ,都与以往的进化论学说不同。尼采的

这种建立在桀骜不驯的人格与个体意志的思想学说 ,给鲁迅以新鲜而强烈的思想震撼。在《文化偏

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里 ,他大力推崇尼采 ,指出尼采“不恶野人 ,谓中有新力 ,言

亦确凿不可移”,[9 ]并将尼采定为“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在他看来 ,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发展以

施蒂纳为开端 ,经叔本华、尼采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种建立在“个人”亦即“权力”的主张 ,使

鲁迅对整个现代主义思潮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并由此深深地感到转换知识谱系、建立新的知识结构

的重要性。①

二

知识谱系的现代转换 ,知识结构的调整和建构 ,使鲁迅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地 ,其

特点是现代主义及所包含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元素开始植入鲁迅的思想结构之中。

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学说 ,进化论与现代主义对世界的总体认识、评判和把握都存在着重

大差异。进化论致力于世界总体秩序的维护 ,强调稳定性 (渐进式演化) 、谐和性和统一性 ,而现代

主义侧重于世界的差异性 ,注重对象性的主体感知和把握 ,关注个性、差异性、矛盾性或对立性。现

代主义通常将世界看做一种流动的、不断变化的过程 ,冲突、对立是它的显像 ,源自主体的“力”、“意

志”则是它的本质。鲁迅通过对尼采的接受 ,认识到了现代主义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 ,指出 :“盖五

十年来 ,人智弥进 ,渐乃返观前此 ,得其通弊 ,察其黑甚暗 ,于是氵孛焉兴作 ,会为大潮 ,以反抗破坏充其

精神 ,以获新生为其希望 ,专向旧有之文明 ,而加之掊击扫荡焉。”[10 ]

在现代主义看来 ,理性不能作为世界的标准 ,理性主义的最高精神支柱已然坍塌 ———“上帝已

经死了 !”上帝也同样要接受审判。尼采大胆地质问 :“上帝到哪里去了 ?”他还借一个狂人之口大声

地喊道 :“我老实对你说 ,我们杀了他 ———你和我 !”[11 ]杀死了上帝 ,摒弃了理性 ,尼采将宇宙看做源

源不断地创造卓越的生命个体的“永恒之流”,指出世界就是要在这种永远奔腾的生命之流中 ,展现

卓尔不群的生命个体的意志。在他看来 ,生命不会因为个别生命的消失而中止 ,因为生命意志展现

的是生命力的意志 ,这是真正的“权力”或曰“强力意志”,它无坚不摧 ,无往不胜。他宣称 :“一个生

命体首先想要发泄其力量 ———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 ———自我保存是它的间接的通常的结果之

一。”[12 ]

鲁迅赞同尼采的主张 ,在《摩罗诗力说》中 ,他就认为 :“平和为物 ,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

者 ,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 ,外状若宁 ,暗流仍伏 ,时劫一会 ,动作始矣。”[13 ]在鲁迅看来 ,世界发

展的永不枯竭之动力就来自生命之“力”和“意志”。他高度赞扬拜伦的“一剑之力 ,即其权利 ,国家

之法度 ,社会之道德 ,视之蔑如”的精神 ,指出“权力若具 ,即用行其意志 ,他人奈何 ,天帝何命 ,非所

问也。若问定命之何如 ? 则曰 ,在鞘中 ,一旦外辉 ,彗且失色而已”。[14 ]显然 ,生命之“力”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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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尼采影响 ,鲁迅的兴趣进而扩展到整个德国文化。在“弃医从文”来到东京后 ,他将学籍转入东京独逸语
学会所设的德语学校 ,打算能够更好地利用德文阅读和翻译德国作品 ,其中也包含将来有机会赴德国留学深造的
愿望 ,只是后来由于二弟周作人在日本结婚 ,母亲与三弟生活需要他来负担 ,他才不得不放弃了留学德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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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鲁迅洞察和评判世界的一个新的视角、方式和标准。

在尼采的“超人”学说中 ,鲁迅获得了重新审视中国国民性的启示 ,提出了“精神界之战士”的主

张 ,并规定其是一种独异性、强力型的人格指向。他指出 :“人必发挥自性 ,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

惟此自性 ,即造物主。惟有此我 ,本属自由 ; ⋯⋯自由之得以力 ,而力即在乎个人 ,亦即资财 ,亦即权

利。”[15 ]在“五四”时期 ,鲁迅又明确将其定性为“个人的自大”,也即“独异”,是“对庸众宣战”。他

说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

化竞争失败之后 ,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

“党同伐异 ,是对少数的天才的宣战 , ⋯⋯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 ,可以夸示于人 ,所以把这国拿来

做个影子。”如果说在尼采那里 ,“超人”是充分展现生命力和具有生命意志的人 ,那么 ,鲁迅则将“超

人”与建构全新的中国国民人格联系到在一起。他明确指出“个人的自大”,“大抵有几分天才 , ⋯⋯

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 ,又为庸众所不懂 ,所以愤世嫉

俗 , ⋯⋯但一切新思想 ,多从他们出来 ,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 ,也从他们发端。”[16 ]

不同于基督教人格 ,尼采的“超人”,彰显的是一种新型的人格理想。他认为“超人”是有充分的

生命意志的人 ,他们有旺盛的生命创造力 ,是人生强者 ,是“权力意志”的体现者 ,而“权力意志”则是

个体生命的自我全面肯定和不断升华。他指出 :“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 ———新颖、独特、无可比拟、

自我立法、创造自我的人 !”并强调“凡是想要获得自由的人必须先成为完全的自己”。[17 ]尼采还具

体规定了“超人”的特性 :既是超越自我的 ,又是超越一切的。在他看来 ,“超人”本质上是追求更为

强劲的生命力量。生命的价值大小 ,取决于“超人”权力意志的大小。“超人”在张扬“权力意志”当

中 ,展现生命意志 ,实现自我价值。鲁迅在尼采学说中获得了巨大的思想启示 ,使他早年在日本弘

文学院所确立的探讨中国人的人性 (亦即国民性)的思路得到了大大的拓展。①

鲁迅认为 ,如果只是单纯寄希望于人性 (国民性)的理性进化 ,并不能真正而彻底地解决中国的

问题 ,因为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这使“中国太难改变”了。[18 ]如何寻找那根彻底改变国民性的

“鞭子”,使“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和“不肯动弹”的中国“铁屋子”有所震动 ,鲁迅从尼采那里得到了

启示 ,即要彰显“个人的自大”,个体的“独异”,向愚昧麻木的“庸众”宣战 ,进行现代文明的思想启

蒙。与尼采一样 ,鲁迅扬起了“反抗”、“反叛”的旗帜。与尼采反叛基督教所采取的策略基本相同 ,

鲁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将“仁义道德”的历史比作“吃人”,将传统文明看做“吃人”的文

明 ,整个历史只不过是“人肉”筵席的厨房 ,而“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 ,至多不过是奴

隶”。中国历史也只是在“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中交替循环。[19 ]在鲁迅

的这些思想言论中 ,不难看出尼采影响的痕迹。尼采对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文化进行了整体的颠

覆。在《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反基督》等文中 ,尼采对基督教进行彻底的否定 ,认为基督教

是禁欲主义的 ,违反了生命意志 ,是虚伪的。他渴望出现一个全新的 ,基于人的生命意志的人类道

德体系 ,使人的本性得以真正的升华。同样 ,鲁迅将矛头对准主导中国文化的“儒道”两家 ,批评“儒

道诸公”造成了“一味捣鬼不知人事的恶果”,“使国人格外惑乱 ,社会上罩满了妖气”。[20 ]鲁迅和尼

采的反传统 ,其策略乃是要彰显生命意志 ,颠覆理性所强调的既定秩序 ,创造出全新的自我 ,促使国

民人格完成现代的转型。他们坚信 ,只有这样 ,新的文化才会获得无限活力。所以 ,尼采宣称 :“我

们涌向一片尚未开发的领域 ,没有人知道它的界限 ,其中充满了华丽、诡异、疑难、怪奇和圣洁 ,使我

们的好奇心和欲求有如脱缰之马 ,不可控驭。”[21 ]鲁迅也强调 :“内部之生活强 ,则人生之意义亦愈

邃 ,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 ,二十世纪之新精神 ,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 ,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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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过对尼采的接受而认识现代主义 ,让进化论与现代主义两种思想元素同时交织在一起 ,这也

在鲁迅的思想意识中挑起了一种紧张 ,形成了一种悖论式的张力 ,并导致其精神人格的相应变化 ,

使他真正地开始具有一种内心深刻孤独的生命体验。鲁迅曾引用尼采的话说 :“吾行太远 ,孑然失

其侣 , ⋯⋯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 !”[23 ]李泽厚对此曾指出 ,由于“早期接受尼采哲学作为人生观”,鲁

迅形成一种类似于存在主义的思想特征 ,我们看到的是其“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现代内

涵和人生意义”,而“这种孤独悲凉感由于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融合

在一起 ,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强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的。鲁迅也因此成为中国近现代真正最先获

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24 ]

尼采一生都是孤独的 ,如同他所描述的那样 :“孤独者的岁月悠悠过去 ,他的智慧与时俱增 ,终

于因着过多的智慧而感到痛苦。”[25 ]在尼采眼中 ,孤独乃是强者的生命属性 ,是智者的人生智慧 ,因

而强者的生命必定是孤独的。尼采说 :“在整个人类生命的漫长岁月中 ,没有比感觉到自身的独立

无依更叫人害怕的了 ;要独行 ,要感觉那份自主 ,既不能指使谁 ,也不受谁的指使 ,只是单纯地去代

表个人 ———对任何人来说 ,那不过是一种惩罚 ,而无乐趣可言 ,他注定‘要成为一个个体’。”[26 ]面对

孤独 ,尼采呼吁道 :“孤独者啊 ! 走向你自己的途程 ! ⋯⋯走向创造者的路上 ! 以你的爱与你的创

造 ,走向你的孤独吧 !”[27 ]尼采用孤独的生命体验来审视人生和历史 ,认为人生是一场悲剧 ,而人类

的历史 (主要是指西方的历史)也是一个不断下滑和堕落的历史。因此 ,每个生命的个体 ,对人生、

对历史必须具有责任感。他指责神学家只知道打着上帝的旗号 ,利用人性的弱点来宣传教义 ,指

出 :“基督教与一切柔弱的和卑下的东西携手 ,与一切失败者携手 ;它把一切与坚强生活本能相矛盾

的加以理想化以自保 ;它教人们相信精神的最高价值是有罪的 ( sinful) 的东西 ,是陷入错误的东西

———是魔道 ,它用这种方式在精神上甚至腐化最强者的理性。”[28 ]尼采在孤独中反省与开拓思想的

领地 ,强调要不断提升自我 ,完成精神人格的再造。

尼采的孤独同样感染了鲁迅。“弃医从文”之后 ,鲁迅在日本的一系列活动并不顺利 ,“独有叫

喊于生人中 ,而生人并无反应 ,既非赞同 ,也无反对 ,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 ,无可措手的了 ,这是怎

样的悲哀呵 ,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29 ]现实事件只是引发鲁迅孤独的导火线 ,敏感、寂寞和

孤独的气质是其内源性要素。作为思想先驱者 ,鲁迅的孤独是先觉者的孤独。在体察到少数的先

觉者与众多的不觉者的悲剧性对立与冲突中 ,鲁迅对孤独人生和文明衰落的人生感悟与生命体验 ,

成为心灵世界的一种常态。在这种孤独的生命体验中 ,鲁迅获得了一种思想空间的开拓。他将思

想基点确立在对中国文化、历史和社会人生的反省层面上 ,从中构筑起了“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

灵魂的思想结构与精神体系。

在现代主义视域中展开对人、人生、生命 ,对国民、国民性 (人性) ,对历史、文化冲突的深入思

考 ,鲁迅展现了他对以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为中心的终极价值的体验与思索。受尼采的影响 ,鲁迅

认为 ,处在转型中的中国 ,贸然倡导所谓的“众制”、“大群”,实际上与君主专制一样 ,会给人的个性

带来严重束缚 ,其结果将是“灭人之自我”,而“人丧其我 ,谁则呼之兴起 ?”少数的先觉者与众多的不

觉者仍处在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之中 ,“众昌言自由 ,而自由之蕉萃孤虚实莫甚焉”。[30 ]鲁迅认为 ,人

是具体的、真实的而非普遍的存在 ,是“独立的个体”,其本质在于能够“发挥自性”,即具有保持独立

性和自由的能力 ,也即“思想行为 ,必以己为中枢 ,亦以己为终极 :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鲁迅

强调 ,只有个体的人 ,独立而自由的人 ,在对现实和历史的思考中 ,才会真正拥有自身无限自由选择

的权利 ,从而做到“思虑动作 ,咸离外物 ,独往来于心之天地”。因此 ,鲁迅反对“以众虐独”,反对“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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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个性”,指出人必须“独具我见”,拥有“不和众嚣”、“不随风波”[31 ]的个性特征 ,这样才能面对众多

的不觉者去呐喊 ,最终达到“群之大觉”的理想目标。

在孤独的体验及构筑的思想领地里 ,鲁迅洋溢着一种改造国民性和寻找人的真正出路的思想

激情和精神风采。不论是主张“尊个性而张精神”,还是倡导“人各有己”、“朕归于我”,面对千百年

来专制文化的禁锢、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脱节 ,及其所形成的愚昧、麻木、无知、落后的国民

劣根性的事实 ,鲁迅从尼采那里获得启示 ,强调把个体的精神独立和自由置于思想启蒙之首位。他

建构了关于个人、个体 ,特别是卓越的个人、个体 ,乃至天才 ———“精神界之战士”的思想学说 :“是故

非不可公于众 ,公之则果不诚 ;政事不可公于众 ,公之则治不郅。惟超人出 ,世乃太平。苟不能然 ,

则在英哲。”[32 ]鲁迅并非看不起仍在昏睡的国民 ,而是坚持认为个体的独立性和自由意志 ,乃是最

终能够唤醒众多不觉者的出发点。因为这是一种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 ,民族国家独立的价值目标

和基本尺度。为此 ,鲁迅格外注重人的内部生活状况 ,也即精神生活状况 ,指出“内部之生活强 ,则

人生之意义亦愈邃 ,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而人的精神也就能够做到“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 ,

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 ;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 ,非发挥其辉光 ,于人生为无当 ;而张个人之人

格 ,又人生之第一义也”。[33 ]鲁迅强调独立的个体对于一切物质与精神之藩篱的冲决 ,大胆地追求

人的精神独立和自由解放 ,其哲学意义也就像现代主义所强调的那样 ,必须把对世界的认知基点置

于人的主体意识之中 ,从而赋予无生命意义的世界以生动、丰盈、无限的生命价值和意义。鲁迅高

扬人的主体性旗帜 ,把人的个体解放作为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和追求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的

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孤独的生命体验还给鲁迅带来了深刻的自我反省 ,让他的思想、精神和人格不断升华。鲁迅不

止一次地说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 ,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34 ]痛苦的自我反省赋

予了鲁迅以“独异”(或“特立独行”)和“自成品格”的精神和人格立场 ,并获得了跨越式的思想发展 ,

形成了同时代人所无法比拟的超前意识 ,也使他能够站在思想的制高点上 ,深刻洞察现代中国的问

题症结。在这当中 ,鲁迅也从未将自己看做高高在上的“救世主”,或“旁观者”、“局外人”。在反省

“吃人”历史的同时 ,也将自己算作是其中的一个 ,予以认真地剖析和自省。在批判历史的同时 ,也

剖析了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 ,当初虽然不知道 ,现在明白 ,难见真的人 !”他深知 ,作为历

史的“中间物”,自己的灵魂里也深藏着“毒气”和“鬼气”,[35 ]“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

魂”。[36 ]他不像前辈那样 ,如严复、梁启超、章太炎 ,勇于探索却苦于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和归宿 ,也不

像同时代的人 ,如陈独秀、胡适 ,敢于叛逆、反抗却又无法清晰地确立自身的目标来完成新的意义建

构 ,而是善于用自己的方式 ,用现代知识分子独立的“思”去认识历史 ,解构传统 ,不懈地探寻新的价

值世界和意义世界。特别是他“在”而“不属于”的两个社会、两种文化的历史“中间物”的身份 ,使他

始终是在东方和西方、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光明与黑暗之间 ,探寻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向。

鲁迅在日本接受尼采的影响 ,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 ,必须指出的是 ,鲁迅并

非接受尼采全部的思想学说。美国学者史华兹就曾指出 ,鲁迅所接受的“并不是他 (指尼采)的思想

的全部 ,而只是一些受人欢迎的感动力”。[37 ]的确 ,尼采思想的激情飞扬 ,浪漫抒情 ,深深地吸引了

鲁迅 ,使之发生共鸣 ,但更重要的是在思考和探寻中国出路当中 ,鲁迅接受的主要是尼采有关生命

力、生命意志 ,有关“惟大士天才”和相关的卓越个人、独特个体的思想学说。鲁迅的目的非常明确 ,

就是要致力于中国新文化的建构 ,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 ,创造中国历史未曾有关的“第三样时

代”———“人”的时代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鲁迅接受尼采影响后的思想变化 ,主要体现在创

造性转化传统和建设新文化的两个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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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Xun’s Acceptance of Nietzsche’Thought and His Ideological Change in Japan

HUANGJ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Zhejiang)

Abstract : It was an important stage of Lu Xun’s ideological develpmennt that he accepted Nietzsche’thought in Japan. It

was another important advance since Luxun had embraced the thought of evolutions in Nanjing , too. The two elements of the

modernism and evolution have formed a paradox and contradiction in Luxun , but they have also brought about originality to Lu

Xun’s style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 :the early thought of Lu Xun ,Nietzsche’s philosophy , evolution , moder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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