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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但丁精神和鲁迅精神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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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的物质进步, 总离不开精神进步这一重要层面, 更离不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对个人、民族 ,乃

至整个人类的清醒、自觉的批判, 但丁精神和鲁迅精神便是这种文化的体现, 而鲁迅冲破了东西文化的隔膜,体现

出更广泛意义上的超越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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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人物, 尽管他无法成为一个时代的

代表, 但他却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特别是在

新旧交替的时代,那便是来自于对整个时代文化的

和人类精神命运的思考, 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的精神

关爱。 在人类物质进步的发展历程中,离不开精神

进步这一重要层面, 而个人、民族和人类在精神文明

的发展历程中, 离不开这种自觉的批判精神、忏悔意

识和进取意志。! [ 1]
( P3)但丁精神和鲁迅精神便是这

种文化物质的体现。他们的异曲同工之处似乎在破

译着某种文化密码,而鲁迅精神所体现出的超越则

摆脱和打破了东西文化的隔膜, 走向了一个更广阔

的文化领域。

一

综观整个欧洲文化史,中世纪是最黑暗的时期,

正如恩格斯所言:  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

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法律一扫而

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基督教成了整个中世纪文化

的绝对权威,而且也使一切文化都染上了宗教色彩,

人被上帝的 光辉!所淹没,人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只

剩下对上帝的膜拜。而但丁, 这个诞生在中世纪文

化沙漠中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在古希腊古罗马

文学的引导下, 不仅发现了人,而且对人, 对整个民

族和人类做了一次彻底的自省和批判。当我重新打

开∀神曲#,从新的视角去审视它时,我发现了但丁精

神。 但丁精神,其基本特征就是深刻、崇高、锲而不

舍的自我批判、自我忏悔、自我完善的自觉意识以及

对全民族,全人类道德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思考和关

切。在人类物质进步的发展历程中离不开精神进步

这一重要层面,而个人、民族和人类在精神文明的发

展历程中,离不开这种自觉的批判精神,忏悔意识和

进取意志。![ 2] ( P5)

∀神曲#是一次特殊的 旅行!, 虽然勾画的是一

个虚幻的世界,但却塑造了一个个真实的灵魂, 在一

次次对话中昭示出人的愚蠢、虚伪、罪恶; 人类最大

的敌人是人自己; 人类的自我伤害超过了所有的自

然力量, 而三界艰难的旅行正是寻找人类自我拯救

的途径,所以∀神曲#的价值远远超越了文学狭隘的
范畴,而体现出更深刻的文化意念 ∃ ∃ ∃ 对人及人类

的自省和批判。而但丁精神的人文主义内核,也作

为欧洲文化的遗传基因世代相继。所以在整个欧洲

文化史上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 它的每一次文

化进步都会有一个或多个像但丁那样伟大的思想家

或文学家站出来对历史和整个人类做一次自觉的深

刻的自省和批判。启蒙时期的卢梭、歌德,批判现实

主义时期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 现代的尼

采、叔本华、卡夫卡等。而欧洲文明的高度发达正是

这种清醒的人文主义直接作用的结果。

然而但丁精神却带有欧洲文化双重人文主义的

色彩。1265年但丁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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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刻苦的自学成为欧洲中世纪少有的几位博学大师

之一。无疑但丁濡染在一种特殊的文化 ∃ ∃ ∃ 基督教

文化氛围之中。 基督教文学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

它的人文观念自然大大有别于古希腊、罗马文学, 其

中蕴含的是一种理性化的人本意识,或者说是一种

宗教人本意识。! [ 2]
( P19)所以但丁几乎所有的文学

作品不同程度的有着基督教文化的印痕,特别是∀神

曲#。从作品的内容 ∃ ∃ ∃ 地狱、炼狱、天堂的设置, 亡

魂的安排,到作品的形式 ∃ ∃ ∃ 体裁的选择,结构的采

用以及梦幻故事的形式和象征寓意的手法等等, 无

一不是基督教式的。尽管这种宗教世界观并没有扼

杀但丁的人文主义的趋向, 但维吉尔、荷马依然 无
奈!地被打入地狱的候判所里。所以当我强烈地感

受到但丁对人类精神关爱的同时,也同时感受到了

强烈的宗教意味。而正是这种文化特质在欧洲文化

史中不断重复, 特别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托尔斯泰, 他

一生的人文主义追求, 从最初的∀一个地主早晨#中

的小聂赫留朵夫到∀复活#中的大聂赫留朵夫, 最终

还是走向了宗教人本主义。而在欧洲现代文化史中

这种宗教皈依也比比皆是。

在∀神曲#中有一个人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维

吉尔。他是但丁精神的引领者, 他不仅让但丁从精

神上摆脱了基督教的 控制!, 但同时也吸纳了古代

文化某些特质, 例如,高高在上的贵族气,他也像∀埃

涅阿斯记#和∀荷马史诗#一样,∀神曲#中几乎所有的

亡魂不是皇帝、教皇, 便是主教、贵族以及尤利西斯

式的大英雄&&我们根本看不到普普通通的劳动群

众。而这种带有明显阶级烙印和宗教色彩的人文主

义,不能不说是欧洲古典主义时期的一大特色, 卢

梭、歌德及一生都在追求平民化的托尔斯泰, 也没有

能够冲破阶级的局限。

同样,但丁在寻求人类精神崇高、完美的方法

时,在基督教中找到了答案。 道德上的净化, 便是

节欲和苦修!。[ 3] ( P65)这种在宗教中获得自救竟也

成为一种文化遗传。所以七十岁的托尔斯泰也提倡

禁欲主义, 以为是人类自我拯救的惟一归宿。而但

丁精神所体现出的对欧洲文化的引领作用极突出地

体现了欧洲文化宗教人文主义的特质。

二

林贤治在∀人间鲁迅#的扉页中说到:  历史人物

之所以伟大,正在于我们可以因他而深刻地意识到

自身的存在;在存在方式的选择中间,我们根本不愿

拒绝他的灵魂的参预,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没有

把黄金世界轻易地预约给人类,却以燃烧般的生命,

成为了千千万万追求者的精神光芒。!
综观五千年中国的文化史, 如果从人文角度去

探究的话,无疑中国文化的建构和意识远远地落后

于西方。

翻开中国的几千年封建文化史,辛亥革命前后

的中国无疑是最黑暗的。它比起欧洲中世纪的单纯

的宗教统治更复杂。封建的, 伦理的, 道德的,哲学

的,特别是文化因有的陋习扭结在一起,异化着人的

精神,侵蚀着人的灵魂。而中国文化本身不仅缺乏

对人以及整个人类的精神关注, 更缺乏对人自身缺

陷的自省和批判。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这种文化特

质。庆幸的是我们有了鲁迅。鲁迅以文学为武器,

冲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 对于欧洲文化的大

量吸纳使他摆脱了中国旧式文人的角色陈规,走向

了对中国文化以及国民性清醒而理性的自省和批

判,并成为他终身追求的人文理想。

什么是鲁迅精神? 张梦阳先生的论述是这样

的:  以文艺之∋药( 救治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的精神

之∋病( ,是鲁迅毕生的宗旨。! [ 4]
( P17)

在鲁迅一生的精神现象中, 有过几次大的精神

裂变,它不仅决定了鲁迅的人生选择,而且推动着鲁

迅对人的精神探求,也就是 立人!。
从 少年!到 乞食者!;往返于当铺和药铺之间

屈辱的生活,使他 第一次尝到了世态炎凉,心灵受

到严重创伤, 体验到人间主奴关系, 精神相 吃!的

 冷酷滋味!,最终决定走异路,逃异地,  病与药 ∃ ∃ ∃
这种令人感到威胁和阴森的意象, 始终扭结在鲁迅

的精神里。![ 4] ( P17)这种切肤的体验,是对国民性最

初的认识,也是最深刻的痛恨,也成为人文主义追求

的前提。

在 幻灯事件!中鲁迅看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

人在屠杀中国人时 站在周围的是一大群中国同胞,

没有愤怒,也没有哀伤, 一个个木然无所表示!。)
这

一次的裂变不仅是在异国他乡的日本而且是在极度

的痛苦中完成的。它导致了一个划时代的人生抉择

∃ ∃ ∃ 弃医从文。 一个思想成熟了,到了告别解剖刀

的时候了,既然改造国民性是整个民族事业的根本,

为什么不可以有别种的解剖刀, 痛切中国的社会病

态的灵魂呢?! 就让自己进入国民精神深处,去进行

一场不流血却也一样持久 而艰难的抗争中

吧!! [ 5] ( P153)从这一刻起周树人变成了真正意义上

的鲁迅,同时变成了一个勇敢的斗士,而鲁迅所追求

的人文主义精神也有了立足点。

 幻灯事件!以后鲁迅开始了大量的对外国文学
的翻译和介绍工作,而且持续了一生。但这种对欧



洲文化的 拿来主义!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表层的吸
纳,而是将欧洲文化的人文主义内核, 对人类清醒、

理性的批判精神、忏悔意识融汇到自己的精神追求

和文化自省中,并形成了独有的文化批判精神 ∃ ∃ ∃
 改造国民性,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 求得中华

民族在现代世界的生存和发展。! [ 6]
( P4)鲁迅和但丁

在文化精神上的交叉, 不仅仅是不同民族的共同需

要,更是人类得以进步完善,摆脱愚昧和落后的惟一

途径, 是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正如鲁迅自己所

言 致人性于全, 不使之偏倚, 因以见今日之文明

也。[ 7] ( P25)  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之间, 角逐列

国是务,首其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若其道术, 乃

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7] ( P44)而 立人!之声贯穿在

鲁迅一生所有的著作之中。

但丁精神鲁迅 拿来!变成了鲁迅精神, 鲁迅根

据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 为之注入了新的意义和价

值,使它更符合中国的特色,而且有着更高层次的超

越和丰富。

首先鲁迅精神超越了但丁精神的宗教色彩和高

高在上的贵族意味。随着∀狂人日记#的完成, 一个

又一个带有明显精神缺陷和国民劣根性的人物相继

问世:阿 Q(精神胜利法) ,祥林嫂(捐门槛) ,爱姑(反

抗的无奈) , 闰土(麻木, 不争) &&他用一个个来自

中国最底层的人物众生相完成了他对 但丁精神!的

第一次超越;彻头彻尾的人文精神代替了但丁的宗

教意味,绝对的平民意识超越了高高在上的 贵族
化!。而这种阶级超越,不仅打破了某种特权阶层的

神化,也有着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前面笔者已谈到,但丁在寻求人类精神完善的

方法时,在宗教中找到答案,而鲁迅 立人!的基本途

径则超越了但丁的 苦修,节欲!。 而在民族自救上

找到了突破口, 从而形成了一个内在的系统的思想

构架。他把握住了∋小我( 与∋大我( ,∋个性觉( ∋与群
之大觉( 的内在同一性,亦即文化心理上的同构对应

关系, 从而以中西文化的撞击为条件, 以先觉的∋个

性觉( 为突破口, 以改造国民性, 重建民族文化心理

结构为过程,以开放潜能,确立新型的民族主体为基

础,以∋立人( ∋立国( 为鹄的,构建了他的∋立人( 系统

思想的基本骨架!, [ 8] ( P6)这种对中国人以及人的主
体意识的启蒙和唤醒, 体现了鲁迅精神人文实质,所

以对中国人而言, 他不仅仅是民族的脊梁, 而且是

 民族魂!。他对中国人精神的关怀, 对中华民族强

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恐怕是在但丁精神中

所难以寻到了,更是对欧洲人文主义的第三次超越。

三

面对 21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经济利益的驱动和诱惑,使象牙塔里的精英们渐

渐失去了他们的脊梁和灵魂,所以唤醒知识分子的

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重建知识分子公众形象,推

动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 成为 21 世纪文化界的责

任。在我们关心经济、生态的同时,也应像但丁和鲁

迅那样,关心一下人的精神。我们呼唤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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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progress may not be achieved w ithout spirit progress as w ell as crit icism of g reat thinkers and

men of letters on individuals, nationatilies and even the human being . The spirit of both Dante and LU Xun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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