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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塞万提斯小说的现代性建构
X

赵月霞,王吉鹏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  要:塞万提斯和鲁迅都在不同意义上开创了现代文学,他们的小说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实现了双重现代性建

构。本文对塞万提斯和鲁迅在现代小说创作中独特的开创意义与内在源泉进行比较,试图凸现他们在世界文学史上

的独特价值,认识文学创作的本质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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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万提斯是 16世纪西班牙杰出的文学家,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巨匠, 这样两位不同时

代的作家却在时空的经纬中交织、共鸣,鲁迅曾读过塞万提斯的5堂吉珂德6的节译, 并先后在5二心

集#中华民族的堂吉珂德们6、5南腔北调集#真假堂吉珂德6、5集外集拾遗#3解放了的堂吉珂德4后

记6等文章中都对堂吉珂德形象有精辟的论述和内在民族性的生发。由此可见,鲁迅的创作深受塞

万提斯的影响, 他们之间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鲁迅和塞万提斯的小说创作都在不同意义上开创了现代文学, 为世界现代文学的发展开拓了

更为广阔的天地。塞万提斯被狄更斯、福楼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誉为现代小说之父, 5堂吉珂德6是

欧洲传统叙事文学向现代小说转型时期出现的最早的成果之一,为欧洲近代长篇小说模式的形成

奠定了基础。而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他的5狂人日记6以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成为中国现代

小说的伟大开端,此后的小说集5呐喊6和5彷徨6又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之作。鲁迅和塞万提斯

的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实现了双重现代性建构。本文对塞万提斯与鲁迅在小说创作中独特的开创

意义与历史渊源进行比较,试图凸现两位文学巨匠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并在比较中寻求内

在源泉,认识文学创作的本质内蕴。

一、深远内蕴的开拓者

塞万提斯和鲁迅都是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反对将小说看作是/消遣0,而是要积极地/为

人生0。塞万提斯认为,文学/应该是一种人生的镜鉴, 风俗的范型。0[ 1]鲁迅也说,他的写作/必须是

-为人生. ,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0 [2]。在严肃的创作态度的指导下,他们对小说内容上的深入阐发开

启了一代文学的革新大门,他们在对以往固有题材的利用与解构,对人物内在精神病痛的开掘与深

入,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洞悉与体悟等方面,显示了惊人的一致性。

首先, 塞万提斯和鲁迅都善于对题材的革新与拓展。塞万提斯的5堂吉珂德6是对骑士小说的

有意模仿。当时骑士小说的文体是西班牙一种流行的文学模式和社会成规,它拥有自中世纪以来

所形成和流传的骑士制度、骑士精神这样稳固的文化力量和文学传统积淀的审美定势。但是塞万

提斯的模仿,意在反讽,是在借一种有着广泛受众群体的形式,来言说自己全新的文学理念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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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5堂吉珂德6创作的宗旨是/攻击骑士小说的影响, -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0
[ 3]

,小说

中一切曾是骑士小说中视为神圣、崇高、正义、诡奇的事情都成了被嘲弄、侮辱、讽刺和否定的对象,

越是在/骑士小说0和/骑士精神0被极力描述之时,我们越是看到了一种渗透力极强的消解意义,使

一切化为虚有。可是塞万提斯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不是在无聊的揶揄中哗众取宠,而是

在解构中孕育着自己的思想情感。对于骑士小说这一传统的文学题材,他的/摹拟0具有双重性:他

并非单纯地否定/摹拟0的对象,在文学创作的形式上, 他否定/骑士文学0, 但在利用这一形式中,融

会与此却难以彻底决裂。塞万提斯在内心情感上倾向于那净化、美好而神圣的骑士精神,借助这一

理想精神来完成现实的思想归宿 ) ) ) 人文主义理想。就这一题材的利用与解构,既而重建来说,塞

万提斯的小说跨越了骑士小说传统本身而进入了另一个层次,他宣判了它的死刑,然而又在死亡中

注入了新生的渴望, 消解了过去,但却建立了未来的意义。

谈到创作题材的变革也许鲁迅的更为彻底。鲁迅在论及中国文学的变革时, 首先提到文学题

材、主要表现对象的变化。他指出, /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脏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

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 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0 [4]从鲁迅这里开

始出现了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大众的刻画,其中对固有题材的颠覆与解构也是鲁迅内容创新之一。

5狂人日记6的写作仍旧显示了如同塞万提斯那样迂回的创作风格。5狂人日记6中的/疯人0是在科

举制度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 他的疯狂呓语与怪异行为展示了一个懵懂中觉醒的知识分子的怀疑

与惶恐,但文末这个/清醒0的狂人却再次/疯狂0, 走上了赶考的道路。鲁迅利用了科举制度下知识

分子的固有形象体系,历经困苦,但追求金榜题名的信念不变。从中可见鲁迅与塞万提斯的创作有

异曲同工之处:鲁迅在小说的开篇精心设计了一个文言体的/小序0, 承继落后的文字表述, 表面看

来是文学革新的不彻底, 事实上鲁迅正是要在古文与白话的对比中, 推进白话运动的同时, 也在明

确地表明两个叙述者的不同立场:附着于封建社会的古文表现的是一个/正常人的世界0,而新思想

代表的白话则飞动着一个/疯人0的身影,最后,像堂吉珂德那样,狂人/觉醒0了,他去候补官员了,

将一切化为乌有中对小说的题材进行了嘲弄与颠覆, 回归原点的无奈以更深沉、更内敛、更绝望的

方式完成了对/学而优则仕0的否定。

其次,塞万提斯和鲁迅的小说创作都将人物精神作为艺术创作的灵魂所在。他们塑造的艺术

形象不仅是由于人物的生动鲜活和民族个性,使作品充溢着人性的灵动之气和艺术的流动之感,而

鲜活在读者心中,更关键的是将人物内在的性格深入到人类普遍的精神血质中, 他们是个性鲜明

的、不可取代的个体,也是有着人性普遍意义的芸芸众生的代表。

堂吉珂德的执著与疯狂, 正是 16世纪人文主义理想和现实社会冲撞、扭结之下的精神代表。

他游侠冒险并不是为追逐世俗利益,而是为实现心中的骑士理想, 用行动匡正时弊,他的理想体现

了天主教教义的终极价值,更表现出人文主义一般的思想观念:热爱自由, 主张平等, 崇尚天性,厌

恶罪恶。堂吉珂德的坚定信仰和执著追求与现实对他的不断嘲弄与摧残,不仅是变革时期的西班

牙民众心灵的映现与精神的反照, 同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精神特点。塞万提斯

告诉我们:堂吉珂德的遭遇并非他自己独有,他所负荷的乃是全人类的共同痛苦, 是人性的弱点。

而这本该属于全世界的最沉重的负荷却压在这位世界上最瘦弱不堪的老人身上。高尔基曾说: /不

可克服的障碍阻止了劳动者的自由创造。可是过去一向是有堂吉珂德的, 而且直到现在还有;他们

心里不管怎样要干出美好、不同凡响的事情来的那种从古就有的愿望没有熄灭。0
[5]
在生活中,每个

人都无法完全逃避堂吉珂德的荒唐。不同的是,我们都会在理想中飞翔,但失败了,最终不免回到

地面,可固执的堂吉珂德却一如既往,战斗不息。如果说, 堂吉珂德一生是在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而战。不如说他是在为虚无和求证而战,他一次次在现实的愚弄中伤痕累累, 但仍旧挥戈前进,他

无法忍受自己的信念在现实面前这样的不堪一击,不能原谅自己轻易的放弃自己的理想、妥协退

让。在他看来如果他毕生追求、为之历尽坎坷的信念和真理被否定了的话,那他的存在就没有了意



义。可是人在追求中真的是有目的、有极限的吗? 我们真的是在向理想的世界行进吗? 对人自身

的怀疑使人恐惧迷失,所以他们以激烈的、夸张的方式向外在世界发起进攻,以此缓解自我否定与

怀疑的精神分裂,于是世界在人的眼中幻化了,世界成了人的假象敌人, 同时也只有自己明白事实

上他们是在为虚无而战, 为自己的不确定而战。塞万提斯在5堂吉珂德6的文末引用瓦尔特5心智分

析6的话: /这个世界不过是个疯人院, 人生其实是一出逗乐的喜剧,是演出来让人发笑的 , , 0由

此,我们不再有理由嘲笑堂吉珂德,因为我们都在自我的坚定追逐中又迷失了自己, 存在即是虚无,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堂吉珂德。

鲁迅笔下的每一个个性人物都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积淀,都是国民精神的大扫描,是

对人性本原的深刻探索, 是生命关怀意义的外化表现。鲁迅曾对他塑造的人物解释道: /我的方法

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 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倒象是写自己,又象是

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0[ 6]5祝福6中的祥林嫂是封建制度的殉葬品,是旧中国妇女悲剧人

生的血泪写照, 在祥林嫂浑浊的目光和惶恐的追问中,生发着人类渴望归属的愿望,甚至不惜以做

奴隶来换取这样的归属与安定。5伤逝6中涓生的徘徊不定、焦躁不安、挣扎矛盾是五四时期追求理

想而最终幻灭的青年的化身,是对生活与爱情的永恒话题的再次追问,是对真实与谎言、束缚与解

放、生存与死亡的人生主题难以求证与定论的困惑与不解的精神辨证。鲁迅自己说,他之所以要写

5阿Q正传6是因为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精神来0, 并且说/我还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

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0[ 7]在小说开始连载时,沈雁冰就指出,阿 Q是/中国人品性

的结晶0, 三四十年代人们也强调阿 Q/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0 [8]无论是从启蒙意识上说, 还是从

阶级的分析立场来谈,阿 Q都被确认为/国民性弱点0的典型。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阿Q/求诸

内0的精神基质是一个/个体生命0存在所面临的一切生存困境的本能反应:生存的逼迫、归宿的惘

然、死亡的恐惧、新鲜的体验都是人基本的生活欲求,当不断挣扎努力,仍连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欲

望都难以满足时,人只能无可奈何地返回自身。如恩格斯所说: /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

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 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0 [9] , 并借此维

持自己的正常生存, 在这个意义上, /精神胜利法0的选择是无可非议的。但这种选择不仅不能改变

屈辱和失败的人生境遇, 只会在自我的精神慰藉中原谅自己,最终成为现实的奴隶。抛弃/精神胜

利0人将难以生存,可秉承/精神胜利0, 人又成了奴隶, 不成其为真正的人, 这是一个万劫不复、绝望

挣扎的深渊,是无可奈何的命运轮回。鲁迅正是对这一生存状态的正视,而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

一个重要侧面, 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时代、民族的意义与价值。

二、创新形式的先锋

鲁迅和塞万提斯的开创性不仅表现在他们反映内容的特别和深广上,他们在小说的形式探索

上同样有着不凡的表现。从他们文学形式的创新来说,我们仍旧可以发现他们一些相似的地方:悲

喜剧交融的创作方法、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方面前人已有详细而深入的论

述,这里就鲁迅与塞万提斯的叙述策略、主体精神的渗入两个方面来进行探索。

首先, 他们在小说的叙述方式上都善于使用多人称、多视角融合的叙述方式。塞万提斯的5堂

吉珂德6采用由主要行为角色串联若干故事的连缀式结构, 这是流浪汉小说和骑士传奇中常见的。

但与流浪汉小说不同, 5堂吉珂德6抛弃了主人公自述的俗套,而采用第三人称, 小说主人公由流浪

汉小说中既是叙事者又是行为主角演化为单纯的行为主角。这样同声调的叙述为小说增强了真实

性和艺术感染力,但与此同时, 塞万提斯还颠覆了传统的单一人称叙事结构。在他的小说中,叙述

者自身不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摄像师,而是亲疏有致,叙述人称不断变化,一个叙述者的叙述中包

含另一个叙述者的叙述, 构成多视角、多人称的叙述特色。5堂吉珂德6第一叙述者杜撰了写这本书

的阿拉伯作者, 这位不懂阿拉伯文的第一叙述者请了一位摩尔人将这个故事从阿拉伯文翻译成西

班牙文,由此阿拉伯作者成了第二叙述者,摩尔人成了故事的第三叙述者。除此之外,在叙事的过



程中,作者还别有用心地造出叙述的空缺或不足, 插入其他颇有可信度的史料。如在上卷的最后一

章中, 当传记作者找不到真实的记载时, 引用了拉#曼却保留的传说, 得知了堂吉珂德的行踪,又从

一位老医生的羊皮纸的手稿上发现了用西班牙文写成的有关堂吉珂德的许多事迹。这样,在作者、

叙述者、原书的作者、译者、地方传说和地方文献之间存在许多层面的不确定性,多重叙述避免了叙

述的单一性和话语的霸权性, 建构了一个深远而广博的意义空间。

鲁迅的小说叙述者也呈现了多样化、多角度的特点。5孔已己6的小说叙述者选择可谓独巨匠

心。作家既没有以主人公自叙的角度展开,也没有将酒客作为旁观叙述,而是介入了一个对世事还

懵懂不清的酒店/小伙计0作为叙述的角色。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 不仅目睹了孔已己可笑而悲

惨的人生,同时也将看客的麻木与残酷一览无余。当小伙计也/附和着笑0时,隐藏在背后的作者的

主体态度在审视中将小伙计推向了叙述边缘,读者逐渐在心理上开始向隐含作者靠拢,使小说在理

性的关注与介入中获得了深沉的厚重感。读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与人物置身于这样复杂的小说叙

述网络中,呈现出既非单一的,又是动态的复杂心理、情绪、美感反应, 显示了鲁迅非凡的艺术创造

力。这一特点在5阿 Q正传6中有更充分地表现。在第一章5序6中作者一方面以传记人全知全能

的身份出现,既而又极力声称自己对所传之人的并非全知, 阿 Q姓什么, 名字怎样写, 籍贯在哪里

都不清楚, 叙述者对人物命运的冷漠是对全知叙述的嘲讽。在小说阿 Q进城的那一节中, 叙述者

也并非了然, /在未庄再看见阿 Q出现的时候,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人们都惊讶, 说是阿 Q回来了

, , 0 [10]鲁迅这样远距离、多视角的冷漠叙述并没有削减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相反, 在疏远中一

个隐含的主体精神在逐渐突出和占据主要地位,但它却含而不露,游离叙述之外正是为了深入叙述

之中。

其次,鲁迅和塞万提斯小说创作都将作家主体精神深入文学的创作形式之中。塞万提斯的5堂

吉珂德6在开篇就写道: /他活着是个疯子,死了却是个智者0,这一告白连贯了整部小说, 最后,小说

以年老的堂吉珂德在病床上的幡然悔悟作结, /我从前是个疯子,现在头脑清醒了 , , 0。有的学者

认为这一处理消解了堂吉珂德的人生意义,也使小说的深层内涵化为乌有。但我认为这样的理解

有些片面。小说的这一处理集中体现了塞万提斯主体精神的渗入, 集中体现了作家自身的分裂与

困惑。/疯狂0了一辈子的堂吉珂德在临终前作者从理性的层面对他的行为给以定论,可这一结论

并非是对理想和人生意义本身的消解, 而是堂吉珂德在认识到理想实现之艰难,认识到自己力量之

薄弱之后在感情上重重的失落与悲伤。堂吉珂德是一个清醒的人, 在理智上他明白只有面对现实

才能生活,然而在情感上对他来说,没有了理想,生命也就归结为零, 这样的处理是作者塞万提斯无

奈的叹嘘,分裂的心灵写照。塞万提斯的思想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他/既反对封建制度,又缅怀中世

纪;既追求进步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 又对没落的骑士小说精神有所留恋0。[ 11]但他同时又受到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 他的思想在新旧体系的升华与净化中融合在一起,所以他对

任何一种思想都持有一种批判继承的态度,这种体系本身使他感到没有归宿感。而道德败坏、信仰

解体、腐朽堕落的社会现状和塞万提斯多年的坎坷人生让他明白了理想的难以实现, 于是, 塞万提

斯义无返顾地徜徉在与理想的激战中, 最后终感到自身的迷惘, 作者本身陷入了信仰的危机和价值

虚无的无奈中。

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对中国国民的素描画,也是鲁迅自身的心灵史。每一部小说都或多或

少映现着鲁迅的个人足迹。也正因为如此,在鲁迅研究界常有对小说中的/我0的考证与追问,他是

不是就是鲁迅自己? 这足以看出鲁迅在小说中主体精神的介入。5祝福6中那被祥林嫂逼问得无处

逃身的知识分子, 5故乡6中满怀眷恋归乡而负载沉重的绝望离乡的游子,无论在人生经历还是思想

内涵上都书写着鲁迅的个人历史。5在酒楼上6和5孤独者6表现得更为明显, 小说的主人公和/我0

就是/自我0的两个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 是鲁迅自身矛盾心理的心灵对话和相互驳

难。魏连殳/独头茧0的命运让魏连殳、祖母、/我0有了深层的生命联系, 也是鲁迅对自己命运的追



问与思索。/我0与魏连殳的争论: /孩子的天性0、/孤独的命运0、/人活着的意义0仿佛就是鲁迅一

个人在喃喃自语,咀嚼生命的矛盾与困惑。

三、创作内在源泉的相通

塞万提斯和鲁迅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学巨匠,从文学的继承与交流的角度来说,鲁迅在学习外

国文学中塞万提斯必然会对鲁迅有一定的影响。然而,我们单从影响研究来看他们的创作就会抹

杀他们之间的个性特征, 也不能从根本上认识他们的独创性。鲁迅是在吸收借鉴基础上的再创作,

他融会了自身的体验与民族性,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由此, 从平行研究的角度深入开掘也可以发

现两位大师的暗合。从他们的家庭出生、生活背景、艺术影响、以及相关论述等历史渊源中寻找他

们创作一致性的内在原因,有助于认识文学创作的规律性。

首先, 两位文学巨匠生活和创作的时代虽然不同, 但他们的历史境遇和社会状况却十分相似。

16世纪末的西班牙和 20世纪初的中国都是处于一种风雨飘摇、衰微没落的变化时期。陈旧而失

去活力的腐朽统治已难以促进国家的发展与壮大,而新兴的资本主义却以摧枯拉朽之势有力地渗

透和颠覆着摇摇欲坠的上层秩序。这时的西班牙和中国都是一个病态的没落的社会,但也是一个

充满新的机遇与挑战,充斥着变革的思想碰撞、开放的过渡时期。鲁迅和塞万提斯生活的社会形态

都是病态畸形的,同时又是转折过渡的历史时期, 这样的相似境遇不仅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个人生活

经历,价值取向、政治世界观, 更直接的是促成了他们以文学创作的方式进行思索与实践,表达自己

对国家和社会的观念和思想, 也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涂抹了相似的理性色彩和深广的社会蕴涵。

其次,相似的家庭出生与人生经历让鲁迅和塞万提斯选择了文学创作。他们都曾有家道败落

的童年经历。塞万提斯的祖先曾是贵族,但到父亲这一代已经沦为外科医生。高贵的家族血统对

其贫寒潦倒的家境多少含有一点讽刺的意味,随同债务缠身的父亲四处流浪成为塞万提斯童年生

活的全部。1569年, 仅有一年多校园生涯的塞万提斯成为了红衣主教胡利奥#阿克夸维瓦的随从,

前往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游历了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米兰等地,阅读了大量的文艺复兴

时期的作品。随后, 塞万提斯就以一个威武英勇的沙场骑士走上了为西班牙而战的征途,历经人生

众多磨难。战争的经历让他深入到社会的底层直接而具体地体会到国家、社会的没落,人民生活的

艰辛与困苦,海外游历的经验开阔了他的视野,为传达自己的人文理想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尽管,

塞万提斯在文学创作的开始, 是由于残缺的手臂无力举起长枪, 考虑到生计问题而决计从事文学创

作的,但亲身经历了官场的腐朽与昏庸,他毅然辞职,放弃多年为西班牙打下一片辉煌天地的理想,

而由一个沙场骑士变成了一个文苑上的骑士,用自己手中的鹅毛笔勾画浓黑的现实, 理想的未来。

鲁迅的人生经历与塞万提斯的有惊人的相似性。鲁迅也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 祖父暗中

贿赂主考官,结果案发,由此周家败落下来。避难中乡下人的冷眼,寄人篱下的顾虑,促成了鲁迅的

早熟。随后,父亲一病不起,一面变卖家产, 一面求医买药,作为长子的鲁迅辗转于当铺和药店之

间,这不仅使鲁迅饱尝生活的艰辛与坎坷,更让他看尽世间人情的冷漠。他毅然离开这个曾经让他

感到爱和欢乐, 而现在带给他的是痛苦和憎恨的家乡,寻求别样的人们, 别样的路。在南京洋务学

堂的学习, 使鲁迅接触到了民主主义思想,同时也坚定了他救治贫穷的祖国、东去日本第二次追求

的决心。大海彼岸的远行为鲁迅从此打开了思想和人生的新天地, /幻灯片事件0让鲁迅在强烈的

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的趋势下,决然/弃医从文0, 以手中笔当投枪,刺向黑暗腐朽的封建反动统治,

以胸中爱作光源,照亮未来漫漫征途。

如果说以上两点是两位文学大家在历史层面的一种暗合的话, 那么从现实直接的联系中更容

易找到鲁迅和塞万提斯难以扯断的缘源,鲁迅的生活与创作就是最鲜明的证据。鲁迅是深受外国

文学影响的作家之一,他在谈起自己怎样做小说时说: /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

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 此外的准备, 一点也没有。0 [12]塞万提斯的5堂吉珂德6于 1922年由林纾

等人用文言节译了一部分,定名为5侠魔传6, 而鲁迅经常通读林纾的译作,所以鲁迅较早地读了塞



万提斯的作品。鲁迅曾先后在5二心集#中华民族的堂吉珂德们6、5南腔北调集#真假堂吉珂德6、

5集外集拾遗#3解放了的堂吉珂德4后记6等文章中对塞万提斯小说中堂吉珂德形象有精辟的论述

和深入的阐发。而且在 1929年,他曾计划在5朝花夕拾6后出版一本5堂吉珂德6译本,可后来因种

种原因未能实施。塞万提斯对鲁迅的影响不仅直接促成了5阿 Q正传6的诞生, 同时也作为一种内

在的思想和艺术源泉潜在地渗透于鲁迅小说的整体创作中, 成为世界文学艺术的一种规律性的探

寻,也是人类精神文化在跨越时空中的贯通呼应。

鲁迅和塞万提斯是不同时空中的两个存在客体,无论从他们的社会环境、人生经历、思想信念、

思维逻辑,乃至理想志向、心理性格来看,他们之间的差异都是十分明显的,但也正是这些差异性构

成了他们各自时代的、民族的、创作风格的独特性,而这些独特性构成了艺术创造在思想内涵、艺术

表现、精神开掘、美学观念方面的不同实质和深度,这是他们不可替代和混淆的主要依据。然而人

类文明、文化的贯通互渗、传承吸收,使中西的异质文化融会在跨越时空的艺术长河中源远流长,人

类共同的精神追问与理性思索成为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理念的作家开掘不尽的艺术深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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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e Cenantes and Lu 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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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Lu Xun and M. de Cenantes both create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different meanings. Their novels

structured model pattern of the content and style. To show their characters and values in world liter2

ature and realize the essential of literatural creation, this article is about comparison between Lu Xun

and W. de Cenantes in their novels. creation and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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