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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鲁迅与但丁都是本民族最伟大的作家。他们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但在精神上却具有一致性。 野

草 与 神曲 是他们的忧愤之作,凝聚着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抗争,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与探索以及个人的

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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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 Xun and Dante ar e the most famous writers in t heir countries! literary histor ies. Alt hough they liv ed in different coun

tr ies and times, they have many similar ities in terms of spiritual wor ld. Weeds and Divina Commedia are t heir famous w orks, w hich

embody their consider ation and explo rat ion about the fate of mankind, their indiv idual emotional experience as well as their attention

to t he dark society and their strugg le against t he dark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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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他的创作为中

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丁是意大利最伟大的诗

人,其 神曲 是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杰作。鲁迅生活于 19

世纪末期至 20 世纪前期, 但丁则生活在 13 世纪后期至 14

世纪初期, 两人所处的年代虽然相差好几百年, 但精神上却

有一致性。但丁是鲁迅最为敬服的作家之一, 他的 神曲 对

鲁迅一生都有深刻影响。鲁迅曾多次谈到但丁和他的 神

曲 , 并且收藏有他的诗集以及有关 神曲 的画集。

早年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之时, 就注意到了意大利文

学,尤其推崇但丁。1907 年写 摩罗诗力说 时, 鲁迅引用英

国作家卡莱尔的话,高度评价了但丁的作品对民族统一所起

的重要作用 : ∀得昭明之声, 洋洋乎歌心意而生者, 为国民之

首义。意大利分崩矣,然实一统也, 彼生但丁( Dante Alighier

i) ,彼有意语。大俄罗斯之札尔,有兵刃炮火, 政治之上,能辖

大区,行大业。然奈何无声? 中或有大物, 而其为大也喑。

(中略)迨兵刃炮火, 无不腐蚀, 而但丁之声依然。有但丁者

统一,而无声兆之俄人, 终支离而已。# [ 1] ( P64)在此,鲁迅高度

评价了但丁的创作对意大利统一的重要作用。

在 马上日记之二 中, 谈到物以稀为贵时, 鲁迅说: ∀ 假

如在欧美留学, 毕业论文最好是讲李太白, 杨朱, 张三; 研究

萧伯讷,威尔士就不大妥当, 何况但丁之类。# [ 2] ( P345)

鲁迅青年时代已经读过 神曲 。在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

事 中,鲁迅曾谈到读 神曲 的感受。∀ 回想起来, 在年轻的

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 虽然敬服那作者, 然而总不

能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丁, 那 神曲 的 炼狱 里,

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 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 推上峻

峭的岩壁去。这是极吃力的工作, 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

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

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 [ 3] ( P411)

到了晚年, 中国社会的黑暗又一次使鲁迅联想到 神

曲 , 想到但丁笔下的地狱。∀我先前读但丁的 神曲 , 到 地

狱 篇, 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 但到现在, 阅历加多,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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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

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 3] ( P502)可见, 神曲 给鲁迅留下

的印象非常深刻。

对于但丁的著作, 鲁迅也有收藏。留学日本时期, 他曾

购买了德译本的 %新生&和但丁抒情诗歌总集 。他虽然没

有但丁的名著 神曲 , 但却收藏有德日两种版本的 神曲画

集 (法国图版画家陀莱画) , 并在 ∀ 连环图画#辩护 中,专门

提到陀莱和他的 神曲 插图。

野草 是鲁迅的散文诗集, 神曲 是但丁的代表诗作,

是意大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篇。两部作品是作家深味社

会的黑暗与生命的残酷之后的产物, 是他们探讨民族、人类

命运的伟大著作,同时也是他们个人情感、心境的投射。

一、对黑暗现实的抗争

野草 与 神曲 都诞生于本民族最为黑暗与混乱的历

史时期。 野草 写作于 1924 年至 1926 年, 这是中华民族历

史上一个黑暗的年代。政治上, 各地军阀连年混战, 给人民

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文化上,五四运动陷入了低谷, 新文化

革命的统一战线被分化、瓦解。面对黑暗现实, 鲁迅感受到

一种深刻的孤独、寂寞。 神曲 创作时期, 意大利政治上正

处于分裂状态,各城邦因利益之争经常发生冲突, 教皇也插

手各城邦的斗争,教皇和皇帝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党派

斗争给意大利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教皇插手党派之争使局

势更加动荡不安。但丁创作 神曲 的意图就是为意大利寻

求一条出路。特殊的时代背景孕育出了这样两部伟大的作

品。它们都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为民族的

革新与发展探寻着出路。

野草 是鲁迅投向黑暗社会的投枪、匕首。在 题辞

中,鲁迅说: ∀ 我自爱我的野草, 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

地面。#这地面也即当时的社会现实。在对黑暗现实的描写

方面, 鲁迅采用了地狱这一意象隐喻中国的社会现实。 失

掉的好地狱 中几经变迁的地狱是当时社会变迁的写照。无

论是魔鬼坐镇下的废弛的地狱,还是人类统治下秩序井然的

地狱,鬼魂们的命运都一样。鲁迅以此说明政权的更迭对黑

暗的现实没有丝毫改变,从而对当时军阀混战的黑暗现实予

以抨击。 野草 中的许多篇章都是现实斗争的产物。 淡淡

的血痕中 写于三一八惨案之后; 一觉 则作于奉天派和直

隶派军阀作战的时候。

但丁笔下的地狱阴森、恐怖, 正是现实人间苦难的象征。

通过与地狱中众多灵魂的直接对话, 但丁揭露了意大利黑暗

混乱的现状, 抨击了各派斗争给佛罗伦萨带来的灾难。在

地狱 第六篇中,但丁通过猪哥之口, 道出了 1300 年至 1302

年佛罗伦萨党派之争造成的混乱动荡的社会现实: ∀ 你的城,

充满了嫉妒和怨恨, 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我也就生

长在那里。#∀ 长久的争论以后, 他们将要流血,森林派将要把

别的一派赶出去。三年以内,这一派又要打倒, 别的一派依

仗了一个人的力量抬起头来。他们长久地趾高气扬, 把他们

的敌人压在脚底下,虽然敌人已经含羞忍辱, 哭哭啼啼,他们

也不生怜惜。# [ 4] ( P26)

同为抨击现实, 野草 含蓄隐秘, 神曲 鲜明直接。鲁

迅在 野草 中采用了象征手法, 曲折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思

想。但丁更为直接, 他把意大利比喻为娼妓, ∀ 奴隶的意大

利,痛苦的住所, 暴风雨中没有舵工的小船,你不再是各省的

女主了,而是一个娼妓!# 他对动荡的社会现实痛心疾首:

∀ 在你所记忆的年月之中, 你更换了多少次的法律、钱币、官

吏、风俗, 革新过多少次市政府的委员! . . . . . .你是像一个躺

在床上的病人,除却展转反侧以外, 尚有何法可以减少痛苦

呢!#他对战争深恶痛绝,大声质问: ∀ 在你的境内是否还有一

块干净的和平土地?#

鲁迅与但丁在抨击现实、针砭时弊的同时, 也为民族探

寻着革新之路。鲁迅希冀的是个体的觉醒与反抗, 但丁则寄

希望于一个英明的皇帝来统一意大利, 结束纷争, 希望人类

以理性约束自我。

鲁迅在 野草 中提倡一种韧性战斗精神, 呼唤叛逆的勇

士、执着的战士反叛这黑暗的人间。 秋夜 中的枣树, 落尽

了叶子,枣子也被人打得一个不剩, 只剩下干子, 还带着∀ 从

打枣的竹梢所得的皮伤#。在与天空的对峙中,它毫不畏惧,

∀ 一无所有的干子, 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

天空, 一意要制他的死命#。 影的告别 中彷徨于明暗之间

的影,明知黑暗会吞没他, 却∀ 愿意只是黑暗#。 过客 中的

过客,既不愿意停下来歇息, 也不愿意回转去, 只是一味地

走。韧性战斗精神需要锐利的眼光, 刺破一切虚伪的面纱,

洞见所有造化的把戏,唯此, 才能在反抗的道路上坚持到底。

这样的战士 中的战士, 走进无物之阵时, 眼前所见的没有

刀,没有枪, 没有血, 只是一式的点头、好听的名号,但他没有

被这些假象迷惑, 而是举起了投枪,掷向敌人。这样的战士,

才是真正伟大的战士。在 淡淡的血痕中 ,鲁迅大声疾呼叛

逆的勇士出现,改造这惨苦的人间: ∀ 叛逆的勇士出于人间;

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 记得一切深

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 深知一切已死、

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 他将要起来使人

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 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但丁把结束党争的希望寄托在英明的皇帝身上, 显然有

其思想的局限性。他希望政权和神权分而治之, 这一思想在

其政治理论著作 帝制论 中已经阐释过了。但丁认为教皇

和皇帝都是太阳,教皇掌握神权, 皇帝掌握政权, 教皇不应该

干涉世俗政权。在 神曲 中,但丁对教会干预世俗政权的现

实给予了抨击 ,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一向有两

个太阳, 照明两条路径:一是尘世的, 一是上帝的。现在呢,

一个太阳遮没其他一个了; 宝剑和十字架都拿在一个人手

里。#∀ 今日罗马教堂, 把两种权力抱在怀里, 跌入泥塘里去

了,她自己和她所抱着的都弄污秽了!#但丁把干涉世俗政权

的教皇置于地狱之中, 忍受酷刑的折磨,把贪婪、残暴、买卖

圣职的教士、牧师等都打入地狱。对于现实中人性的扭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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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落, 但丁希望用理性来约束, 引导他游历地狱和净界的维

吉尔就是理性的化身。

二、对人类命运的哲思

野草 与 神曲 作为两部伟大的作品 ,除了对现实的批

判之外,还有更深刻的哲学内涵, 两部作品之所以伟大,与它

们深邃的思想和对理性、自由意志、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分

不开。两位作家都有着深重的罪恶感, 都体味到生命的绝望

与残酷,并且承当起这绝望与残酷。

虽然中华民族没有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但鲁迅无疑是

一个有着深重罪感的人。他始终在关注着人性的弱点与缺

陷,反思着民族的积弱, 探寻着解放的途径。他把四千年的

历史概括为∀ 吃人# , 狂人在抨击吃人社会的同时, 也认识到

自己的罪孽 ,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 今天才明白, 我也

在其中混了多年# , ∀ 我未必无意之中, 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

肉#。[ 1] ( P432)没有正视绝望与虚无的勇气, 就不会写出 野草

这样的作品。正如王乾坤所说: ∀ 无论如何不能说, 坟 、呐

喊 、彷徨 、野草 是逃出炼狱之外培植的乐感主义的花圃

艺苑。用 野草 的说法, 充其量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

色的小花! # , 墓碣文 中∀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 于天上看见

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 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这几句

话,与但丁 神曲 中地狱之门上的文字并没有多大的∀ 东西#

之别。[ 5] ( P189)

野草 为我们呈现的是浓黑的悲凉。希望、光明、天堂、

来世等美好的概念都被消解了。鲁迅眼中的世界, 是∀ 深

渊# , 是∀ 无所有# ,是∀ 无所希望# , 总之, 是一个荒谬的存在。

影的告别 中影的要么沉没在黑暗里, 要么消失于光明中的

无所着落, 就是人类荒谬命运的真实写照。∀ 有我所不乐意

的在天堂里, 我不愿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 我不愿

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 我不愿去。#

这是对希望彻底的消解。

但丁以他丰富诡谲的想象力,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恐怖阴

森的地狱景象。身处地狱深渊的罪人受着各种残酷的刑罚,

他们被怪犬撕咬, 被火雨烤, 被沸腾的沥青湖煮. . . . . . 肉体

的疼痛永无止境。更为悲惨的是, 地狱是一个万劫不复之

地,他们永无翻身之日。在地狱之门上, 写着这样的文字:

∀ 你们走进来的, 把一切的希望抛在后面罢!#

直面生命的残酷与绝望,是鲁迅与但丁一致的选择。在

野草 与 神曲 中, 两个忧郁的灵魂都在寻求着应对的途

径。鲁迅在体味绝望与残酷中反抗, 在反抗中获得解放, 野

草 体现了鲁迅的生命哲学: 反抗绝望。面对生命的残酷与

绝望,鲁迅没有消极退隐, 也不盲目乐观, 而是与绝望搏击。

他既不沉湎于往日的回忆中,也不寄希望于将来, 他所执着

的是现在、当下。人何以获得解救, 他的回答是反抗, 是

∀ 走#。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鲁迅否决了一切希望、光明, 把

人推向绝望之境,并在无所希望中反抗, 在反抗绝望中获救。

过客 是残酷人生的真实写照。过客不知道从哪里来,

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不知道怎样称呼自己, 一切都处于无

所知的状态。他对人生的黑暗有深刻的体察, 当老翁劝他回

去时,他说: ∀ 那不行! 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 就没一处没

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 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 没一处没

有皮面的笑容, 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 我不

回转去!#他不仅认识到这世界的黑暗, 也认识到自身的罪

恶,他诅咒一切, 包括自己, ∀ 因为我就应该得到诅咒#。他没

有沉沦于罪恶感中, 也没有凌虚高蹈于世外, 而是勇敢地承

担起了一切,用∀ 走#这一行为来反抗这一切。过客不知道前

方将会遇到什么, 不知道结果如何, 也不想知道, 他只是走,

走就是他的目的,就是他存在的意义和反抗世界的手段。

神曲 的创作, 除了要给意大利指引一条出路外, 还旨

在为人类探求出路,它蕴涵着但丁对人类处境的忧虑和对理

想境界的追求。 地狱 、净界 、天堂 构成了一幅人类不

断探索的历程。 地狱 展示了人类的困境, 净界 是人类洗

涤罪恶,完善人性的所在, 天堂 是理想的人生境界。但丁

为我们设计了人类走向自由的途径: 理性与信仰。理性帮助

人类认识罪恶,洗涤罪恶, 信仰则引领人类到达理想的境界。

在探求人类出路的过程中,鲁迅与但丁都十分推崇自由

意志,强调人的主体性, 认为人具有选择能力, 人应该为自己

的行为负责,这种理性精神有利于人认识自身的弱点, 不断

超越自我。

鲁迅始终高扬着主体精神,在对人性弱点的揭露与批判

中肯定人自身的力量。人之所以为人, 就在于他具有主体

性,具有认知和改过的能力。正如 战士和苍蝇 中所说: ∀ 有

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 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

蝇。# [ 2] ( P38)苍蝇永远也无法超过战士。 死火 中那一团死的

火焰,如果不燃烧, 不久就会冻灭, 如果燃烧, 很快会烧完。

无论哪种选择,结果都是通向死亡。但两条路的意义完全不

同,前一条是被动等待, 后一条则是主动反抗。死火最终选

择了燃烧,它不愿坐等死亡的来临, 用最后的一搏完成了生

命的价值。过客何尝不是如此, 无论回头, 停下, 还是走, 生

命都只朝向一个方向: 死亡。但他不愿妥协,不愿放弃, 最终

选择了不停地走,用走来反抗生命的绝望, 在走的过程中获

得人生的价值。

除了对主体性的高扬和自由意志的肯定, 鲁迅的理性精

神还体现在严于自我解剖。鲁迅在审视世界的时候, 也在审

视着自己,在解剖他人的时候, 也在解剖着自己, 而且这种自

我审视与解剖更为严厉,有时甚至达到自虐的地步。 野草

就是鲁迅对自我灵魂的咀嚼与审视。 墓碣文 中, ∀ 有一游

魂,化为长蛇, 口有毒牙。不以啮人, 自啮其身, 终以殒颠#,

这游魂,是鲁迅自身的写照。过客在诅咒他人的同时也诅咒

自己。 风筝 中的∀ 我#反思自己对小兄弟精神的虐杀,万分

懊悔, ∀ 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丁认为理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之所在, 人∀ 不应当象

走兽一般地活着, 应当求正道, 求知识#。在 神曲 中, 当诗

人在人生的中途迷失于黑暗的森林里时, 引导他走出迷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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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理性的化身维吉尔,诗人藉此说明 ,人类要获救, 理性不可

缺少,惟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走上正途。与理性不可分割

的是自由意志。但丁十分强调自由意志, 认为人类具有辨别

善恶的能力, 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假使世人果然走

了邪路, 这个原因是在你们, 应当在你们里面找出来。#人有

选择善恶的能力, 因此, 他们必须承担选择的后果。这是对

个体人格的肯定。

虽然鲁迅与但丁都十分推崇理性, 但拥有了理性, 人类

就可以获救吗? 理性真的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吗? 理性

是否也有自身的缺陷? 从 野草 与 神曲 中可以看到,鲁迅

与但丁对理性本身也产生了怀疑,并认识到它的局限性。

鲁迅对理性发出的疑问在 墓碣文 中欲知本味的游魂

身上可见一斑:

∀ . . . . . . 抉心自食, 欲知本味。创痛酷烈, 本味何

能知?. . . . . . #

∀ . . . . . .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 ,本味

又何由知. . . . . .#

创痛酷烈时,无法知本味, 痛定之时, 心却已陈旧, 本味

仍然无法知。理性的审视无法知晓本味。 立论 更是对理

性的嘲讽。说谎的得到感谢,说必然的却遭打, 这俨然是一

个混乱的世界,如果既不想说谎骗人 ,又想保护自己, 只好什

么都不说, 这种失语状况正是理性带来的后果, 这不是对理

性的颠覆吗? 与此篇类似的是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所谓

的聪明人善于明哲保身, 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 真正的勇士

却被称为傻子。角色的换位不也是理性使然吗?

但丁认为仅有理性 ,人类无法达到理想的境界, 在他为

人类设计的解放途径中,除了理性, 还有信仰,而且后者明显

高于前者。当但丁接近净界的顶端时, 维吉尔消失了, 信仰

的化身贝雅特丽齐成为他的引导人, 带领他游历天堂。维吉

尔的消失、贝雅特丽齐的出现表明理性无法到达天堂, 信仰

高于理性。从但丁对维吉尔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但丁对信

仰的推崇。但丁一方面尊维吉尔为自己的老师、模范, 一方

面却把这位大师打入地狱, 用他诞生于基督之前, 来不及信

仰基督教做解释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里佩乌斯和图拉真生

前也都没有信仰基督教, 里佩乌斯生于耶酥前, 图拉真皇帝

则只比维吉尔略晚, 但是但丁却认为他们不是异教徒, 并把

他们置于天堂的木星天中, 而他们进入天堂的原因是信仰,

∀ 他们竟不是异教徒, 而是有坚定信仰的基督教徒, 一个信仰

将受痛苦的脚, 一个信仰已受痛苦的脚。#由此可见, 但丁视

信仰高于理性。

三、对个人情感的倾诉

野草 与 神曲 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与情感上遭遇种种

不幸和打击之后的产物, 都是忧愤之作, 鲁迅与但丁在创作

这两部作品时有着相似的人生遭遇, 所以在情感内涵上, 两

者也有相似相通之处,爱情、亲情与友情在作品中都有体现。

从作家的个人经历来看, 野草 与 神曲 都诞生于作家

精神上的苦闷时期。 野草 写作期间, 鲁迅心境十分颓唐。

鲁迅曾在致萧军的信中说过: ∀ 我的那一本 野草 , 技术并不

算坏 ,但心情太颓唐了, 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

来的。# [ 6] ( P531)当时中国的局势动荡不安, 军阀连年混战, 百

姓流离失所, ∀ 五四#运动陷于低潮, 许多先驱者或退隐,或消

沉,或反戈, 兄弟失和对鲁迅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还有不幸

的婚姻,如此种种, 酿出了 野草 这一朵奇葩。

神曲 写于但丁遭流放期间。但丁青年时代曾积极从

事政治斗争, 1300 年出任执法官。在其执法期间,他秉公执

法,与企图控制佛罗伦萨的教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来,

由于黑党夺取了政权, 但丁遭政敌缺席审判, 罪名是贪污公

款,反对教皇, 破坏和平, 他被判罚巨额罚款, 并且流放边境

两年。但丁拒绝判罚, 所以他又被判终身流放。从此, 但丁

便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流浪生涯使但丁饱尝寄人篱下之

苦,并且开阔了眼界 ,看到了党派之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

苦,为他写作 神曲 奠定了基础。流浪期间, 但丁十分思念

故乡,他曾写信给执政者, 希望得到宽恕, 但当政府宣布只要

他交纳罚款,真心忏悔认罪便可返回故乡时, 他拒绝了。他

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 希望用自己的知识为自己赢得荣

誉,荣耀地返回故乡。正是这一决心推动着但丁创作 神曲

这一伟大巨著。

野草 是散文诗, 神曲 为诗歌, 两种体裁都具有浓郁

的抒情性,两部作品都蕴涵着作家个人丰富的情感。除了对

社会现实的抗争,对人类命运的探求, 作家自身的情感经历

在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首先是爱情。鲁迅与但丁都曾经历了爱情的挫折。鲁

迅担着无爱的包办婚姻带来的痛苦, 但丁则苦苦单恋着自己

的初恋情人。 野草 中既有无爱的婚姻带来的痛苦, 也有找

到真爱后的惶惑与不安。 神曲 的创作则是为了纪念初恋

情人贝雅特丽齐。

作为鲁迅个人心理与情感的表露, 野草 隐隐透露着婚

姻生活的不幸。 野草 中许多篇章都充满紧张的对立情绪,

比如枣树与天空,我与求乞者, 广袤的荒野中捏着利刃互相

对立的两个人, 耶酥与钉杀者, 希望与绝望, 生与死, 爱与恨

等等,这种对立情绪隐隐透露着鲁迅夫妻之间的对立与不和

谐,可看作鲁迅不幸婚姻生活的无意识流露。 我的失恋 虽

然是一首打油诗,也可看作鲁迅对自己婚姻的不满。诗中我

与恋人关系很紧张, 两人的交流总是以失败告终, 礼物的不

合心意体现了恋人性格的不和, 兴趣的不一, 感情的不能产

生共鸣。这是一种心灵无法沟通、交流而产生的悲剧。鲁迅

自己的婚姻不正是如此吗? 腊叶 隐喻着鲁迅与许广平的

爱情,反映了鲁迅的惶惑与自卑心理,鲁迅以病叶自喻,担心

爱情的长久, ∀ 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

对,更何况是葱郁的呢。#

神曲 的创作与但丁的初恋情人贝雅特丽齐分不开。

但丁 9岁时与贝雅特丽齐见面, 并且对她一见钟情, 后来写

了许多抒情诗来赞美她。贝雅特丽齐 24 岁与世长辞后,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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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把写给她的诗用散文编成一部诗集 新生 以纪念她。在

诗中, 但丁称她为∀ 高贵的灵魂# ,想象她在天堂享受无上的

荣光。在诗集的结尾,诗人∀ 下决心不再谈论这位至圣的淑

女,待以后我能更加适合地写她的时候再写# , 他要∀ 用对于

任何女性都没有说过的话去描写她。# [ 7] ( P116)这一愿望在 神

曲 中得到了实现。

从两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两位作家追求的都是心灵相通

的爱情,都强调精神的理解与沟通。从 我的失恋 中可以看

出鲁迅对爱情的态度,他所强调的是精神上能够理解、交流、

沟通的爱情。恋人礼物交流的失败象征他们精神上的无法

沟通。在 复仇 (其二)中, 他称耶酥为∀ 人之子# , 由此联想

到 随感录四十 中人之子对爱情的呼唤: ∀ 人之子醒了;他知

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 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

恶;于是起了苦闷, 张口发出这叫声。# [ 1] ( P322)这是一个民族

的觉醒,也可以看作鲁迅个人对爱情的渴望。

在但丁笔下, 贝雅特丽齐既是初恋情人, 更是一个圣女,

是诗人理想的化身。当他迷途时, 是她托付维吉尔去帮他,

当他在前进的途中心生退意时,是她的名字鼓励着他不断向

上。他与贝雅特丽齐之间是精神上的爱恋。另外, 从但丁对

追求情欲者的处置中也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爱是精神之爱,

而不是单纯的情欲之爱。他把追求情欲者打入地狱, 同时又

对那些真诚地追求爱情的恋人们充满同情 ,当听到弗兰齐斯

嘉和保罗的遭遇时,他竟然感动得晕了过去。

其次是亲情与友情。在写作 野草 前,鲁迅经历了两件

大事,一是五四低潮, 二是兄弟失和。这两件事使鲁迅在友

情与亲情的背叛与丧失中体会到人生的残酷。五四落潮后,

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曾经的先驱者有的退隐, 有的消沉, 有

的甚至转为反动, 鲁迅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孤独与寂寞。在

%自选集&自序 中, 鲁迅曾谈到 野草 的由来: ∀后来 新青

年 的团体散掉了, 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 我又经验

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 并且落得一个

∋作家! 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 不过已经逃不出在

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 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 就写些

短文, 夸大点说, 就是散文诗, 以后印成一本, 谓之 野

草 。# [ 8] ( P456) 1923 年,鲁迅与周作人决裂, 在不幸的婚姻之

外,兄弟失和再次给他沉重的打击, 他连最深沉的亲人之爱

也丧失了。这一事件让他再次体会到人类的自私与残酷, 隔

膜与孤独。

复仇 (其二)与 颓败线的颤动 是鲁迅对友情与亲情

的背叛的诅咒与复仇。两篇表现了先知与牺牲者遭背叛与

弃绝的不幸命运。 复仇 (其二)中的耶酥 ,为了替人类赎罪

而被钉杀,鲁迅对背叛者的罪恶给予了诅咒:

上帝离弃了他, 他终于还是一个∀ 人之子# ; 然而以

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

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 比钉杀了∀ 神之子#

的尤其血污,血腥。

颓败线的颤动 中的老妇人, 靠出卖肉体养活女儿, 女

儿长大后,却对她充满了怨恨鄙夷, 一家人都斥责她, 甚至最

小的一个孩子都拿着一片干芦叶, 仿佛一柄纲刀, 大声说道:

∀ 杀#。亲人的弃绝与背叛让垂老的女人伤心欲绝, 她来到无

边的荒野,在∀ 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 养育与歼除, 祝福与

诅咒#中, ∀ 举两手尽量向天, 口唇见漏出人与兽的, 非人间所

有,所以无词的言语#。鲁迅对老妇人精神创痛与心理的描

写震撼人心,这恐怕与鲁迅自己精神上的创痛分不开。

但丁也十分痛恨背叛者,他认为背叛是所有罪行中最为

深重者,把叛徒安排在地狱的最底层, 称他们是∀ 最卑下的罪

人# ,连猪狗都不如, 对他们施加最为严厉的刑罚, 以惩罚他

们的罪行。其中第一环是叛卖亲属者, 第二环是叛卖国家

者,第三环是叛卖宾客者, 第四环是叛卖恩人者。第四环又

被称为犹大环,出卖耶酥的犹大最为但丁所痛恨, 在地狱的

最底层被魔鬼撒旦撕咬着,受着最为酷烈的刑罚。

关于亲情, 神曲 主要体现为对祖先的缅怀。在火星天

中,但丁遇到自己的始祖卡恰圭达, 回忆了他参加十字军东

征并且光荣殉教的光辉业绩。这与但丁的流放生涯有关, 通

过对自己祖先的丰功伟绩的颂扬,但丁找到了自己高贵的血

统,以便在遭流放的悲惨与凄凉中寻求到一点心理安慰。

在个人情感的表达上, 野草 与 神曲 存在很大差异,

野草 隐晦, 神曲 直接, 野草 抑郁, 神曲 热烈。以爱情

为例, 神曲 中但丁对贝雅特丽齐的思念、倾慕之情大胆热

烈,从不避讳, 他总是用最优美的语言去描写恋人的形象, 对

她的言行、举止、微笑等都作了描述, 尤其是她圣洁的灵魂得

到了充分的表现。诗人对她热烈的情感跃然纸上。 野草

对情感的表达则十分隐秘。以 腊叶 为例。虽然写的是与

许广平的爱情,但全文只字不提爱字,而是采用了隐喻、象征

等手法委婉地表达心绪。爱情给但丁带来的是欢乐、欣喜、

光明,爱激励着他不断向上, 不断完善, 最终这种爱升华为对

上帝的爱,即信仰。鲁迅在爱情的道路上则走得十分艰难,

婚姻、道德的束缚让他难以抉择。他渴望爱情, 但又要顾虑

道德,他希望摆脱无爱的婚姻, 却又不忍伤害无辜, 他痛恨包

办婚姻,却只能默默吞下无爱的婚姻带来的恶果。正如他在

随感录四十 中所说, ∀ 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 良心上

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 又不能责备异性, 也只好陪着做

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 [ 1] ( P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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