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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比较鲁迅与雨果文学创作母题的异同, 两位大师的文本话语尽管具有不同的时空差异和各自的

民族性特征, 但其文本语义都浸透着人类不可或缺的基本精神, 即人本精神 ;而人本精神的核心和本质即是

以人为本 的价值判断和行动准则。正是这种人本精神的血脉流贯在两位文学大师的创作中, 熔铸成文本

创作的基本主题和核心内涵,至今凸显着不朽的认识价值和文学艺术审美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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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文学 人学 巨匠, 鲁迅执著如恶

鬼、呕心沥血地燃烧自己的生命辛劳笔耕,都只为

揭出病苦 、引起疗效 ,不仅自己改名 树人 ,

还强调中国要 生存两间、角逐列国 , 其首在立

人 ;当务之急是掀翻旧中国人肉的筵宴 救治国

人 ;确信 人立而后事举  以人为本 的创

作目的和创作主题聚焦出 民族魂 的魂魄

人本观念是鲁迅创作思想的核心, 人本精神是他

文学创作的核心主题,亦为本文的中心论题。

在这一点上,鲁迅与号称 法国文学国王 的

雨果颇为神似, 人本精神的红线贯穿于两位大师

文学创作的始终。尽管一位是现实主义巨匠, 一

位是浪漫主义宗师, 但两位 神交 不浅。鲁迅最

早的译著 哀尘 就是雨果的作品 千里姻缘

一线牵 ,靠的是人本精神的红线。这一最基本的

共性特征,表现在两位大师的文学和社会实践活

动中, 特别是体现在文本创作的语境 (典型环境 )

特征、语义 (典型形象 )特征和视界 (审美批评 )取

向上。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这是大师认识论、

方法论和价值观 三合一 在其文学创作文本话

语中聚焦成的 中心题旨 : 为人、为立人寻找社

会定位;探寻真善美的人文精神升华的基点; 确定

人在文学审美价值体系中的 人本 核心和根基。

为人、立人是两位大师文本创作话语中语境、语

义、视界特征 三合一 的结晶, 凸显的是人本精

神主题。这里,我们通过对雨果 巴黎圣母院 和

鲁迅 阿 Q正传 的个案剖示进行深入比较研究。

个案一: 巴黎圣母院 轴心旋转对照组合

结构 凸显的人本主题

从文本话语的语境特征来看, 巴黎圣母院

的时空结构框架是以中世纪法国路易十一统治时

代为背景,以巴黎圣母院内外为活动舞台, 以爱斯

梅拉尔达为轴心的动态对照组合结构。从文本话

语的语义内涵和视界取向来看, 小说发表于 1831

年, 作者用 人道主义的三棱镜 透视法国社会生

活, 揭露鞭挞教会、封建王朝扭曲人性, 摧残真善

美的丑恶行径,通过奇诡的想象、夸张的对比手法

表达自己的人道主义激情。小说的人物情节多元

对照结构贯概全篇。语境特征对照: 宗教盛会人

流鼎沸的开篇与少女枉死凄楚悲凉的结尾, 崇高

壮美神圣的教堂与阴森恐怖罪恶的绞刑架; 语义

特征对照:两个法庭、两种审判, 平等自由、见义勇

为的乞丐王国与虚伪倾轧、血腥暴虐的上流社会;

视界取向:鞭挞假恶丑, 颂扬真善美, 突出作者作

为反封建的民主斗士深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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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人本观念创作主题。

个案二: 阿 Q正传 的 三型互套闭锁驱动

结构 蕴涵的人本主题

阿 Q正传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

作用, 是由小说的认识审美价值决定的。而这审

美价值之 人本 精魂又是由文本话语的语境特

征和语义内涵凸显的。

经典的文学批评理论认为, 小说通过塑造 典

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 反映社会生活。而这 典

型环境 正是文本审美评论的语境特征 (结构框

架 ) ; 典型形象 则集中体现于语义特征 (结构内

涵 )。 阿 Q正传 创作于辛亥革命后,以半殖民

地半封建旧中国下层贫苦农民为典型,运用简笔

白描和漫画式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段,凸显他们的

苦难、辛酸、挣扎、无望的自我救赎和无奈毁灭的

悲剧人生,从而揭示 国民性 病态人格和人的精

神困惑,其深层语义内涵振聋发聩,撼人心魄。小

说主角阿 Q堪称不朽的典型。作者不仅惟妙惟肖

地活画阿 Q的鼻、眼、细辫子、破毡帽、癞疮疤

更主要的是发掘 国人的灵魂 , 将一个积弱积

贫、苦难深重、难以赎救又必须救治的病态灵魂

解剖 给人看。几千年封建专制观念的浸润,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物质、精神的双重奴役,使置身

于非人社会语境中的国人处于主子与奴才对立、

共生状态中, 形成 主奴性格 。对主子驯良, 是

奴性; 而对穷人狂吠想摆主子架势,正如阿 Q被压

在底层衣食无着、挨打受辱,却反转身来欺负小尼

姑 中心人物阿 Q的 主奴性格 及 精神胜利

法 等国民性痼疾, 是 典型环境 中的 典型

性格 。

阿 Q正传 三型互套闭锁驱动结构 将阿

Q们困囿在 苦难 自救 回归苦难 盲

目再自救 直至死亡 的多重怪圈里做封闭曲

线运动。外部环境大网套牢, 内部又被自己观念

之网捆牢,根本无法冲破困厄, 所以, 阿 Q的自救

成了苦恼的轮回, 直至归于尘土。人的价值无异

于一抹微尘, 生存还是毁灭 , 不能不做出

抉择。这是何等深邃的 结构内涵 。特别是小

说最后 大团圆 的结尾, 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蕴含着无数的潜台词:阿 Q们不革命,未庄便永远

是赵太爷、钱太爷们的黑暗王国;阿 Q们自身若不

改造, 阿 Q式的革命者难保不变成新的赵太爷、钱

太爷 革命也将被这些新贵们推到 一塌糊涂 不

可收拾的境地。事实上, 当一个人没有安身立命

的经济基础时,很难谈到精神境界的提高; 而当一

个人在精神上不能自我把握时, 他的物质努力很

难有积极意义。实现人的革命 唯人立而后事

举 人本主题是周树人先生思想体系的核心,

也是其文学创作的核心,也正是 阿 Q正传 认识

审美价值的核心。

综上可鉴,两位大师的文本话语尽管具有不

同的时空差异和各自的民族性特征, 但文本语义

都浸润着人类不可或缺的基本精神, 即人本精神,

而人本精神的核心和本质即是 以人为本 的价

值判断和行动准则。表现在文学作品中, 也正是

二者文本创作的基本主题和核心内涵。

二

作为 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主潮的一代宗师,

雨果的人本精神在文本创作中体现为, 用人道主

义 真善美的三棱镜 来折射社会生活, 凸显美

丑、善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 对下层群众的苦难

艰辛饱含深切的人文关怀; 同时因找不到解决问

题的办法, 而产生对 宗教宿命 、自然宿命 和

法律宿命 的深沉诘问。雨果创作的人本主题

多借助光怪陆离的情境和色彩斑斓的浪漫主义华

彩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使人本主题在聚焦真善美

的文学审美层面上彰显,代表了 19世纪浪漫主义

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准。但是, 雨果的人本精神强

调 人道 至上,甚至认为 绝对的革命原则 之上

还有一个 绝对的人道主义原则 , 真可谓 人本

位 的极致。恰恰在这一点上, 凸显出 法国浪漫

主义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的民族性特征和时代

局限, 19世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雨果的人本精

神相依共存的矛盾、复杂性, 也尽在其中了。

小说 阿 Q正传 在体式和内容上的创新, 体

现了作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匠鲁迅的 人

本精神 的深化和提升。作为 民族精神苦难的

发现者 、历史中间物 的灵魂拷问者, 鲁迅不仅

揭示下层民众人生的苦难, 更深入发掘其精神苦

难和苦难的荒诞轮回的病痛。如上所述阿 Q性格

与行为中诸多二元对立元素的纠结, 对立性的双

方在互相颠覆和嘲弄中消解了阿 Q要求改变现状

的积极意义,使有意义的行为无意义化 无望

的自我救赎 将人推进欲哭无泪、欲罢不能的境

地 浸润在彻骨的悲凉之境 不能不对社会说

58 张柟:鲁迅与雨果创作之人本主题比较



不 ,同时也要对 国民性痼疾 说 不 。鲁迅深

知性格决定命运,在某种特定意义上说,国家民族

命运决定于 国民性 。因此要改造社会, 必须改

造人, 使沙聚之邦转为人国 ,必须使 残缺人格

走向健全 改造国民性正是当务之急。因为

要立国、先立人, 人立而后事举 从 悲天悯

人 的人道主义同情上升到 救人 、立人

取向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历史新高度和价值新视

界,从而把人本精神推上了 20世纪人本观念的制

高点, 并成为 21世纪人才强国战略、人才发展战

略的先声和启示录。显然, 鲁迅的人本精神超越

了 19世纪的人本精神。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文学审美评论, 特别是跨

时空的文学比较评论,应当是认识论、方法论和价

值论的综合评价体系建构过程, 这里借典型个案

剖示 以一斑窥全豹 。在此基础上, 我们再对两

位大师文学创作的人本精神从语境特征、语义特

征和视界取向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

三

雨果 ( 1802年 - 1885年 )的一生,几乎横亘了

法国的 19世纪。作为誉满全球的大作家, 他的作

品和岁月一样丰饶, 被誉为 法国的文学国王 。

从十几岁就有诗作问世到 29岁 巴黎圣母院 问

世,雨果撑起了 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大

旗。随着时代的推进, 社会风云变幻和自身的成

长、成熟,雨果的思想创作矛盾复杂,但其文学创

作的基本特征是以浪漫主义手法表达人本主题。

特别是 1848年革命后, 在近 20年艰辛的流放生

涯中,他创作了 悲惨世界 海上劳工 笑面人

等脍炙人口的经典名著。他自己强调自己创作凸

显的是 本世纪的三个问题: 贫困使男子潦倒,饥

饿使女子堕落, 黑暗使儿童羸弱 的重大社会主

题、人本主题。被压迫与被损害者成为他最关注

的典型形象。如命运坎坷的冉 阿让、血泪交迸

的芳汀、苦难凄惨的柯赛特 沙威的冷酷与凶

残,是戕害民众的法律的象征, 而米里哀主教的博

爱仁慈,是道德感化力量的化身。及至以法国大

革命为题材的 九三年 仍是 人本主题 。雨果

在肯定革命的同时, 强调 在最高的革命原则之

上,还有一个最高的人道原则 , 可谓雨果的 人

道之最 、人本至尊 , 其实是无现实基础的、作

家一厢情愿的浪漫主义造景

为了实践其人本观念, 雨果在 海上劳工 中

描写了吉里亚特这个以捕鱼为生的劳动青年的宿

命悲剧。他在与自然力抗衡中创造出人间奇迹,

但最终还是葬身大海。雨果在该书的序言中强调

人类面临着三种宿命: 宗教宿命, 像 巴黎圣母

院 所揭示的那样; 自然宿命, 像 海上劳工 所揭

示的那样; 法律宿命, 像 悲惨世界 所揭示的那

样 都是难以抗拒的。所以,他在愤怒抨击 人

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 的社会现实的同时, 却强调

要改变这一切,任何法律制度、一切暴力手段只能

助长仇恨、滋长邪恶, 只有像 悲惨世界 中的

冉 阿让、米里哀大主教, 九三年 中的郭文那

样以道德感化消除社会弊病,以仁爱代替压迫, 以

德报怨, 才能化解仇恨和矛盾。人道之善必胜, 这

才是雨果人本精神的内核, 也是其语义内涵和价

值取向的聚焦点。

同 19世纪的雨果相比较, 从语境特征来看,

鲁迅及其文本创作是 19世纪末 20世纪上半叶中

华民族社会变革时代的产物。确切地说, 鲁迅是

一位 站在新旧世纪文学断裂带上的新世纪

作家 。

青年时代的鲁迅具有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思

想, 辛亥革命后曾有短暂消沉的 荷戟独彷徨 ,

但很快又奋然前行。特别是 五四 运动后, 更是

执著如怨鬼 似地以笔的匕首、投枪, 为民族解

放在文坛上冲锋陷阵, 同时完成了自身的转变和

飞跃,从民主主义革命者成长为 20世纪中华民族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透视鲁迅文学

创作文本话语的物质外壳探究其深层结构内

核 语义内涵及其特征,可以发现 立人

立国 、人的解放  民族解放 主题贯穿鲁

迅文学和社会实践始终。鲁迅的文学创作始于

为人 、为人生 、改革社会 的目的, 不仅揭露

下层的苦难 , 鞭挞 上流的腐败 , 而且在层层

解剖之下, 要掘出并根除 病根 , 赢得全民族的

解放而不是抽象的单个人的所谓 命运 。这使

鲁迅的创作较之 19世纪浪漫主义和一般批判现

实主义文学创作有着无法比拟的深度和广度, 且

具民族性特征。

鲁迅解剖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社会

和社会人及这人的国民性痼疾, 具有当时反帝反

封建的文化革命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宗教的、

道德教化式的改良 不适合当时中国国情 必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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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于是他选择

了以笔为武器的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战场,并开拓

出 20世纪人本精神的新主题, 对新文化运动作出

了开创性贡献。鲁迅创作的人本精神跨越了 19

世纪, 迈上了 20世纪的新高度。这一点是 19世

纪的雨果无法比拟的,也是 20世纪上半叶其他文

学家无法比拟的。说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

开山者 , 恰如其分; 说他是在新文化战线上代

表全民族大多数冲锋陷阵的 空前的民族英雄 ,

也不为过。这才是鲁迅创作 人本主题 语义特

征的灵魂和本质。

从文本创作的视界取向来看,鲁迅规划了 真

实的圈子 、有用的圈子 和 美的圈子 的审美

价值 三一律 ,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毕生实践

着真善美的创作价值取向。而文学的 人 学特

征告诉我们,文学的审美评价标准首先是人的美

学发现和人的解放。而人的 美学发现和人的解

放 ,究其实质, 不在雨果的宗教审美和道德审美

的悬虚、浪漫的文学造境, 而只在现实世界、现实

社会的变革中。因为 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

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而不能一厢情愿地

靠道德感化和宗教幻影去解决。在这一点上, 鲁

迅的现实主义比雨果的浪漫主义要 现实 得多。

总之,比较两位大师文本创作的语境特征、语

义特征和视界特征,可以发现两者在不同时代、不

同的民族特征和不同的创作方法之下, 凸显出个

性鲜明的文本特征,但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扣人

心弦的个性冲突,难以化解的典型环境与典型形

象的矛盾冲突,主人公云谲波诡、令人情牵意累的

命运劫难等都具有动人心弦、撼人心魄的艺术感

染力。两位大师都是文学艺术高手, 贯穿其作品

中的人道关怀、人本精神的创作主题,是他们的共

性。但雨果文本创作的人本精神是通过 19世纪

浪漫主义的三棱镜来反映法国的社会生活 的, 而

法国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鲁迅则是一位 站在新旧文学断裂带上的新世纪

作家 ,是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学

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是 空前的民族英雄 。显

然, 两位大师文学创作中人本主题的民族性差异、

时空差异以及反映在文学比较上的共性和个性差

异, 已尽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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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on Human ism Them es in Lu Xun and Hugo 'sW ritings

ZHANG N an

( Jiang su Adm in istration Co llege, Nanjing 210004, Jiang su, Ch ina)

Abstrac t: Com parising the sim ilar ities and d ifferences between Lu Xun and H ugo s' w r iting s them es, desp ite that they have

tem po ra l and spa tia l d iffe rences and d ifferent national features, the them es created by the two m asters are full of hum an ism sp irit,

the co re and essence ofw hich is va lue judgm en t and behav io ra l rules of hum anism. The human ism spir it perm eates thew ritings o f

the twom asters, becom ing the essentia l them es and co re connotation o f the ir literary creation, and h ighlights imm or tal artistic va l

ue and aesthetic tension un til today.

K ey words: Lu Xun; H ugo; hum anism spir it; contex t features; sem antic features; hor izon ap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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