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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马克·吐温讽刺艺术比较

张　艳　蕊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与美国现实主义作家马克 ·吐温在小说创作中都广泛运用了讽

刺的艺术手法 ,于幽默诙谐的语言、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批判以及经典典型的塑造中 ,呈现出相似

与相异的美学格调。鲁迅以启蒙者居高临下的角度 ,塑造了一系列精辟复制旧中国国民劣根性的

典型形象 ,呈现出形而上的思辨色彩 ;马克 ·吐温则以一名生活的积极参与者身份 ,把美国资本主

义世界各种社会现象、各个阶层的阴暗面网罗笔下 ,讽刺对象包罗万象 ,表达出强烈的情感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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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小说创作一向以冷峻辛辣著称。一般认

为 ,鲁迅的讽刺笔法既承接了中国以《儒林外史 》为

代表的讽刺文学的传统 ,又吸收借鉴了外国文学的

某些手法 ,尤以受俄国的果戈里、契诃夫的影响较

大。除此之外 ,细读鲁迅的小说 ,又让人想起一位美

国作家 ,一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产生世界影响

的“幽默大师 ”———马克 ·吐温。在美国作家中 ,马

克 ·吐温是鲁迅加以介绍、推崇的为数不多的几位

作家之一。两位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家

基于正义感和责任感的诉求 ,在创作中都选取了相

同或相似的幽默讽刺手法 ,颇有研究价值与意义。

一、现实主题与典型塑造

被称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之父的马克 ·吐温以

幽默诙谐、善讲故事崛起于文坛 ,其写作之时恰值美

国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 ”。一方面 ,经济迅猛

发展 ,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越来越明显 ;另

一方面 ,官场黑暗 ,社会各界腐败滋生。此期的文学

开始走向市场 ,大众化倾向明显 ,逐渐远离了美国文

艺复兴时期“高雅 ”的文学传统。

做过报社记者的马克 ·吐温以短篇报道、随笔

和故事开始其创作生涯。他的创作根植于当时盛行

的“乡土文学 ”和西部“幽默文学 ”土壤 ,早期创作多

根据民间故事传闻写成一些迎合大众趣味的作品 ,

主要以幽默对象的滑稽可笑为幽默源。这一时期 ,

他作品中的讽刺意义较为温和 ,更多注重故事情节

的荒谬绝伦、怪诞奇特 ,以博大众一笑。随着创作的

深入及阅历增加 ,小说讽刺锋芒逐渐加强 ,轻松愉快

之“幽默 ”一变而为针砭时弊、控诉社会人生。

综观马克 ·吐温一生创作 ,其讽刺对象包容万

象 ,涉及各个阶层、各种社会现象 ,重点落在金钱的

腐蚀力量、新闻界的乌烟瘴气、政界的腐败等三个方

面。

对金钱之伟力极尽夸张讽刺之作有《三万元遗

产 》、《百万英镑 》、《腐蚀了赫德莱堡的人 》。《三万

元遗产 》讲述一对夫妻被想象中的金钱所迷惑吸

引 ,在幻觉中一步步偏离了正常生活的轨道 ,最终美

梦破灭 ,一命呜呼。《百万英镑 》则写尽了世人对金

钱的崇拜。由于一张百元大钞 ,主人公立刻由人人

不屑一顾的流浪汉变成了备受尊重崇拜的社会名

流。对金钱腐蚀力量表现最为深刻的则是《腐蚀了

赫德莱堡的人 》,该小说是马克 ·吐温讽刺揭露最

强烈、幽默艺术最完美的一篇作品。小说开篇就着

力渲染赫德莱堡是名闻遐迩的最诚实最清高的市

镇 ,享有“不可败坏的 ”美誉 ,甚至赫德莱堡人外出

找工作时其籍贯就是最可靠的保证。之后故事急转

直下 :一个在赫德莱堡受到侮辱的外乡人为了报复 ,

设计了一个寻找“恩主 ”的绝妙计划。他以一袋金

币为诱饵 ,设置了重重迷津 ,使得赫德莱堡镇十九位

道貌岸然的公民撕下了诚实、善良、仁慈、大度、高洁

的假面 ,露出贪婪的原形。他们分别收到透露消息

的信之后 ,尽管心里都明白自己没有做过此等好事 ,

并不是所谓的“恩主 ”,但为了占有金币 ,都揽下了



“恩主 ”的名分。让我们欣赏一下作者笔下金钱世

界中的众生相吧 :

那袋金币被放在讲台前面的一张小桌子上 ,全

厅里的人都可以看到它。厅里大多数的人都死盯着

它看 ,露出欲火中烧的兴趣 ,馋涎欲滴的兴趣 ,恋恋

不舍和动人感情的兴趣 ;十九对夫妇中的一小部分

人凝视着它时 ,则露出那种亲切、爱怜、‘以物主自

居 ’的神情 ,而这少数人中的一半男士 ,都在不住地

默默记诵着答谢众人的喝彩和祝贺而发表的那篇动

人的致词 ,准备等一会儿站起来发言。这些人中 ,不

时会有一位从他的坎肩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 ,偷偷

地向它瞟上一眼 ,好将它记得更牢一些 [ 1 ] ( P240) 。

面对金钱 ,自诩为清白、正直的社会栋梁们都暴

露出其如炽欲火。他们都以为钱已到手 ,提前安排

花费的计划 ,有的甚至预先赊账。即使公认为“清

白无暇 ”、“纯洁、善良、正直、清廉 ”之化身的人 ,也

仅仅是出于侥幸才保全了名声 ,却原来就没有一个

真正的、表里如一的好人 ! 轻松幽默的叙述中 ,流露

出一种无可奈何、极度失望的悲观情绪。

作者的悲观失望还不仅仅局限于此 ,在《布洛

克先生写的新闻报道 》、《我如何主编农业报 》、《田

纳西州的新闻业 》和《一次接受采访 》等一系列小说

中 ,马克 ·吐温又把讽刺的矛头对准了新闻界。对

新闻自由幌子下充斥其间的不知所云、黑白颠倒、混

淆是非等丑恶现象作了看似荒诞实则力透纸背的刻

画。《竞选州长 》可说是在政党控制下的新闻界指

鹿为马、扰乱视听的一个极端体现 :主人公本来声望

颇佳 ,但一参加市长竞选 ,一下子被扣上了“无耻的

伪证制造者 ”、“蒙大拿的小偷 ”、“盗尸犯 ”、“酒疯

子 ”、“肮脏的舞弊分子 ”和“可恶的讹诈者 ”等六项

罪名。美国新闻界的“自由 ”可谓发挥到了极至 ,同

时揭开了美国选举制度黑暗内幕的冰山一角。

此外 ,马克 ·吐温在小说中对种族制度、愚昧风

俗、人类本性中的丑恶面都一一于幽默讽刺中无情

揭示。总之 ,那个时代的弊端 ,很少不被他嘲弄、讥

笑、讽刺过。美国政府那些不光彩的事情 ,都成了马

克 ·吐温口诛笔伐的靶子。

鲁迅与马克 ·吐温由于各自时代和所处环境及

个人美学趋向的原因都选择了幽默的笔法 ,二者都

没有流于幽默的浅层次 ,都在幽默的外衣下包蕴了

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吐温那里 ,这种深刻的社会性

表现为对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的主题再现。在鲁迅这

里 ,则具体体现为对各色人物典型的形象塑造。

鲁迅在小说中大致塑造了这么几类人物 :被毒

害成废物的旧文人 ———《孔乙己 》中的孔乙己和《白

光 》中的陈士成等 ;愚昧麻木的看客 ———《孔乙己 》

中取笑欺侮孔乙己的众人 ,《明天 》中的蓝皮阿五、

红鼻老拱 ,《风波 》中的七斤以及众乡民 ,《示众 》中

的胖子、长子、孩子、秃头等 ;伪道学家、封建卫道士

之流 ———《肥皂 》中的四铭、《高老夫子 》中的高尔

础、《祝福 》中的鲁四老爷、《离婚 》中的七大人等。

鲁迅非常注重创作的社会效果与现实意义 ,他

对当时林语堂等人“为幽默而幽默 ”的观点非常不

满 :“‘幽默 ’”既非国产 ,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 ’

的人民 ,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

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 ,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 ,

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 ’和‘讨便宜 ’。”[ 2 ] ( P35) 坚决

反对把幽默仅仅理解为“滑稽 ”与“发笑 ”,认为幽默

不应该是“为笑笑而笑笑 ”的艺术 ,主张幽默要有深

刻的社会内容。在具体的人物塑造过程中 ,鲁迅综

合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 ,使得这些表面上荒唐可笑

的人物呈现出个性分明的形象特征及深刻的社会内

容。

《幸福家庭 》中的青年作家 ,生活在动荡不安的

社会 ,置身于并不幸福的家庭 ,却在构思一部“幸福

家庭 ”的创作 ,可笑的幻梦在劈材、买菜、孩子哭闹

声汇成的现实纷扰中愈发可笑复可哀。在对伪道学

家讽刺时 ,鲁迅更多借重于冷嘲。《补天 》中那个小

人 [ 3 ] ( P254)
,其言语的冠冕堂皇与心理的龌龊形成绝

妙的对比。与此类似 ,《肥皂 》中的四铭口中念叨世

风日下、道德沦丧 ,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 ,但脑海中

却念念不忘并反复重复流氓调戏孝女之语 :“⋯⋯

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 ,好得很哩 !”还下意识地买了

肥皂。小说中还有一个幽默的细节 ,更揭示其深入

骨髓的虚伪本质。当四铭“伸筷子去夹那早先看中

的一个菜心 ,可是菜心已经不见了 ”[ 3 ] ( P163)
,训斥儿

子的理由也不像口中说的那样冠冕堂皇。表面是看

是由于夹走了父亲看中的菜心 ,实际更根本的原因

则是内心对孝女龌龊的想法勾起了对现状的不满。

在这一点上 ,其妻的眼光是犀利的。

在鲁迅小说中 ,不能不提其最著名的人物形

象 ———阿 Q。此一人物形象及其象征意义 ,是很多

研究者专门研究过的。在此 ,主要探讨一下鲁迅是

怎样用幽默的笔触活画出愚昧看客之典型特征的。

以其最著名的“精神胜利法 ”为例 ,鲁迅以一系列具

体事例为其定义 :“我们先前 ———比你阔得多啦 !

你算什么东西 ! ”[ 4 ] ( P79)
这是与别人口角时的自抬身

价 ;忌讳自己的癞疮疤以至发展到炫耀 :“你还不配

⋯⋯”[ 4 ] (81)
;被别人殴打 ,也能找到安慰 :“我总算被

儿子打了 ,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 ⋯⋯”[ 4 ] ( P81)
等等。

总而言之 ,无论是怎样尴尬的处境、怎样悲惨的遭

遇 ,阿 Q都自有一套本领化腐朽为神奇 ,能把身体

上、心理上的诸多不舒畅都化成一个“心满意足 ”。

这一“精神胜利法 ”之所以如此妇孺皆知、如此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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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 ,除了鲁迅对人性的深刻体察之外 ,恐怕更得益

于他驾驭语言的功力。借助于这种极尽夸张、幽默

的生动描绘 ,所谓“精神胜利法 ”纤毫毕现。在具体

且富有代表性的事例、语言再现中 ,每个人都可以找

到自己的某些影子 ,不由人不会心地苦涩一笑。

“多乎哉 ? 不多也”、“回字有四种写法 ”等寥寥

几言 ,写尽了孔乙己之类酸腐文人的可悲可叹。对

于受过一些新式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软

弱与动摇 ,则用“马马虎虎 ”、“敷敷衍衍 ”、“差不

多 ”等言语形象揭示。

二、美学风格

马克 ·吐温的讽刺据说曾使“整个欧洲的形象

受到毁灭性的破坏 ”,可见其讽刺之力度及影响之

深广。而对于鲁迅来说 ,其讽刺艺术且不说使杂文

成了“匕首”、“投枪 ”之类的利器 ,只讲其小说中对

各式人等的深刻把握及一针见血的嘲弄 ,就令很多

人惴惴不安了。

但同样是用幽默的语言包蕴着深广的社会内

容、起着讽喻的效果 ,马克 ·吐温的小说与鲁迅的小

说读起来却是两种味道。前者多让人畅笑、大笑、笑

出眼泪 ,最后在迸发的“教诲意义的文字 ”中停留 ;

后者却让人稍一展颜即堕入沉思 ,用一句前人已经

多次评述的话来概括那就是 :鲁迅的幽默带给人的

是“含泪的微笑 ”。

可以认为 ,这不同的审美感受是由两位作家对

作品范围的取舍及常用手法所带来的。马克 ·吐温

关注的大多是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鲁迅更关注

现实层面以下的东西 ,注重挖掘的是这种现实体现

出来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因此 ,马克 ·吐温多在写

实中变形夸张 ,鲁迅则多用象征。

在马克 ·吐温的笔下 ,现实是可笑的 ,充满不公

的各种社会现象是他着墨的对象 ,无论是对新闻界

的嘲弄 ,还是对伪善的正人君子的讽刺 ,抑或是对选

举制度、对各种愚昧风俗的揭露 ,都汇集了现实中林

林总总的丑恶与阴暗。

鲁迅与其说是一位现实生活的参与者 ,倒不如

说更像一位未知生活的探索者 ,一位用睿智的双眼

探测前路的先知。鲁迅所处的时代内忧外患、民不

聊生 ,如鲁迅一样具有济世救人、匡扶正义等责任感

的知识分子无法安之若素。他在思索社会与人生中

学会正视现实黑暗 ,正视人类重重困境与局限。他

将变革社会的热情注入其理性精神之中 ,以喜剧的

形式表现悲剧的内容。于是 ,鲁迅式的带着苦涩的

幽默、裹着冷峻的嘻笑怒骂产生了。可以说 ,鲁迅完

全是以启蒙者的身份开始其写作的。这一点在他的

第一本小说集《呐喊 》自序里早有提及。

鲁迅小说典型性人物云集也正建基于此。换句

话讲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都不是单纯具体的个人 ,而

是象征着一类人、一代人、一个民族乃至某种人类本

性。譬如阿 Q、小 D、七斤、八一嫂、祥林嫂 ,譬如孔

乙己、华老拴、夏瑜等等 ,这些人物看似随意的名字

下寄予着普遍的象征意义。孔乙己的名字联系起儒

学老祖宗孔子 ,阿 Q的名字从形式上看正是一个扎

着辫子的清朝子民 ,拿革命者鲜血治病的华老拴的

姓氏与革命者夏瑜的姓氏合起来正是华夏。名字符

号与故事情节共同缔造了小说庞大深厚的民族、文

化意义。即便是一些很含糊的名字 ,也含有某种地

域性幽默 ,如红鼻老拱 ,就源自北方老百姓的口语 ,

即把“猪 ”叫做“老拱 ”。与人物符号的象征性相应 ,

小说里反复出现的未庄、鲁镇、咸亨酒店、茂源酒店

等具体地点 ,也寄予着旧中国从乡村到城市整体环

境之意蕴。

在运用象征手法的同时 ,鲁迅也注重讽刺的写

实性。他在《论讽刺 》中说 :“其实 ,现在的所谓讽刺

作品 ,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

刺 ’;非写实的讽刺 ,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 ,也不过

是造谣和诬蔑而已。”[ 3 ] ( P844)严格阐述了讽刺的严肃

性。又说 :“‘讽刺 ’的生命是真实 ;不必是曾有的实

事 ,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3 ] ( P857)又把讽刺的对象

与当下生活中的原型作了原则上的区别。也就是

说 ,鲁迅站在启蒙者的角度 ,由于要深挖旧中国历史

文化整个深层次的东西 ,就在创作中把生活作了形

而上的概括 ,他笔下的人物也便有了形而上的广泛

的象征意义。

另外 ,鲁迅一直以《儒林外史 》为中国的讽刺小

说 ,推崇它能够“烛幽索隐 ,物无遁形 ”,所写人物

“皆现身纸上 ,声态并作 ,使彼世相 ,如在目前 ”。鲁

迅给这种讽刺以很高的评价 ,说它“无一贬词 ,而情

伪毕露 ”。他不赞赏那种如《官场现行记 》里的“词

气浮露 ,笔无藏锋 ”的写作方法 ,认为不能称之为讽

刺小说 ,而专门另起名目叫谴责小说。鲁迅在小说

创作中继承和发扬了《儒林外史 》“不着一字 ,尽得

风流 ”的传统 ,讲究含蓄 ,注重白描 ,尽量避免任何

评论和哗众取宠的成分。试看《风波 》中对赵七爷

的描述 :

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 ,又是这三十里

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 ;因为有学问 ,

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

《三国志 》,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他不但能

说出五虎将姓名 ,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

马超表字孟起。

出色的学问家知道的不过是一些最无用最不出

色的东西 ,且还做得一本正经。作者在貌似平淡、冷

静的叙述中 ,挖掘出人物行为可笑可悲而不自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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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得的性格。

启蒙者的身份 ,居高临下的角度 ,典型的塑造
(人物的典型性、地点的典型性 ) ,象征手法的运用

等 ,都使鲁迅小说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精神力量 ,昭

示了人性中的丑陋和传统文化中的阴暗。

马克 ·吐温所处的时代 ,正是美国不断发展壮

大的时代 ,它正像一个婴儿一样 ,充满了朝气蓬勃的

力量。生活在纷乱嘈杂中 ,自有其引人的魅力。金

矿的发现 ,淘金热的盛行 ,弄得人人心神恍惚 ,人人

都想发财。总而言之 ,那是一个充溢梦想的时代 ,是

一个喧嚣纷乱、生气勃勃的时代。马克 ·吐温是现

实生活的热情参与者 ,他与同时代的人们一样 ,脑子

里充满着发财的梦想。他一开始走上文坛 ,更大程

度上也是为了谋生 ,为了赚钱。所以 ,马克 ·吐温的

创作与那些传统的作家在开始就有一条明显的分界

线。马克 ·吐温鄙弃那些浪漫主义文风、那种过分

优雅的文笔 ,与纳撒尼尔 ·霍桑、赫尔曼 ·梅尔维尔

等人在创作上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正是这

条道路 ,却开创了美国近代文学 ,他因此被称作“文

学中的林肯 ”。他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 ,大半生混

迹于社会各个角落、各个阶层。他的小说是社会生

活的一面镜子。他以自己锐利的眼睛看到了社会的

阴暗处 ,用一支生花妙笔 ,运用一系列讲故事的技巧

以及各种艺术手法对之夸张、变形、怪诞化处理 ,在

以趣味性吸引读者的同时曲折表达自己的看法。

因此 ,马克 ·吐温的小说有很浓重的讲故事的

色彩 ,且大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故事叙述者。如

“曾使整个纽约大笑 ”的处女作小说《卡拉维拉斯县

著名的跳蛙 》,故事的讲述者叫西蒙 ·惠勒。这个

人不苟言笑 ,在别人大笑中仍能一本正经、郑重其事

地讲述荒唐可笑的事情 ,情节的荒诞加上叙述者的

面无表情造成了极强的喜剧效果。另外还有《火车

上人吃人纪闻 》、《哈克贝利 ·芬历险记 》等 ,都有这

么一位类似的故事讲述人。

马克 ·吐温小说中弥漫着一种很浓重的生活气

息。《哈克贝利 ·芬历险记 》以儿童的语气讲述 ,用

儿童的眼睛看世界 ,用儿童的心灵去感受 ,说着儿童

的语言。没有一颗童心 ,没有对生活的热情 ,那是难

以做到的。大量采用了夸张、变形的幽默笔法 ,给人

造成了强烈的印象 ,讽刺性的喜剧效果也更为显著。

《火车上人吃人纪闻 》讲述一位国会议员因为一次

暴风雪被困在火车上冻饿交加昏迷过去 ,被救醒之

后就成了个偏执狂患者 :“每次给别人讲述那次事

件 ,他就说个没完没了 ,一直要说到他所谈的那一车

人都被吃光了为止。⋯⋯那些人的姓名他都背得滚

瓜烂熟。”[ 1 ] ( P24)甚至于向人讲述吃人经历时把每个

人的肉的疏松程度、老嫩程度都详加描绘。

有论者认为 ,激情和愤慨这两种感情是对幽默

的极大损害 ,只有超然和冷漠才是诞生幽默的土壤 ,

鲁迅创作就是对这一理论的确切印证。然而 ,这只

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鲁迅如若不是对旧中国各色

人等怀着强烈的情感 ,落笔就不可能活画出那么多

“怒其不争 ”的文学典型 ,只不过情感的有效传达被

冷峻超然的思考所代替 ,生活的真实性让位于深刻、

蕴藉的形而上幽默概括。在这一点上 ,马克 ·吐温

与鲁迅恰成对比 ,其幽默的话语总是充溢着一股执

著沸腾的生命气息 ,其幽默领域里那种著名的似是

而非、夸张渲染以及恶作剧等等的运用 ,构成了一幅

幅叫人笑痛肚子的漫画 ,针对的往往是一桩桩具有

冷酷意义的事实。

当然 ,到了创作后期 ,马克 ·吐温的讽刺的幽默

性减弱 ,由轻松转为辛辣 ,最后更是转为悲观绝望。

这说明 ,在现实中一次次碰壁 ,遭到一次次打击之

后 ,生活的热爱者马克 ·吐温渐渐变得厌世了。但

也可以证实 ,马克 ·吐温始终是一个现实生活的参

与者。

如果说马克 ·吐温作品中的幽默有了严肃的讽

刺意义而使其本人迥然于那些供人消遣的滑稽作

家 ,那么 ,鲁迅就是一位眼光犀利的国民精神解剖

家 ,他以其冷峻峭拔又饱含睿智的语言刻画了一个

个鲜明的人物形象 ,集中体现了某些人群、某些性格

的典型。

鲁迅塑造的是典型 ,人物形象本身的具体生动

性都为一种抽象的概括服务 ,承载这些形象的文本

就缺少了一种现实生活的活泼 ,而有些形而上的意

味 ;马克 ·吐温的形象则更直接的来源于生活最终

又在作品中融入生活 ,更多现实的琐屑与真实的同

时少了几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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