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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绝望: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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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是鲁迅的选择,使得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人生之足第一次被安放在可靠的心灵大

地上。不过, 这心灵大地不是心灵的光明, 而是心灵的黑暗。他把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

的荒谬的审美体验,破天荒地带给了中国有史以来生存其中而且非常熟悉的美学世界。心灵

黑暗的在场者,成为新世纪美学的象征。而鲁迅的来自铁屋子的声音,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

第一个在场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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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美学的 20世纪,是王国维与鲁迅的世纪。

而王国维、鲁迅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则是中国美

学的创世纪。不过, 在他们之间, ! 个体生命∀所导
致的结果又有其不同。在王国维, 个体生命的发现

使得他成为开一代新风的中国现代的美学之父。

同时,个体生命的发现也使得他成为打开魔盒并放

出魔鬼的中国现代的美学潘多拉。个体一旦诞生,

生命的虚无同时应运而生。由此而来的痛苦, 令王

国维忧心如焚、痛不欲生。个体生命确实! 可信∀,
但是却实在并不! 可爱∀; 人生确实就是痛苦,但是

难道痛苦就是人生? 王国维绝对无法接受,于是不

惜以审美作为! 蕴藉∀与!解脱∀的暂憩之所,结果为

痛苦而生,也为痛苦而死, 整个地让出了生命的尊

严。在鲁迅,则有所不同。虚无的全部根源在于自

由意志,个体的全部根源也在于自由意志。因此,

可以通过放弃自由意志以致贬损自我的尊严, 也可

以通过高扬自由意志以提升自我的尊严。既然个

体生命只能与虚无相伴而来,那么担当生命也就是

担当虚无,而化解痛苦的最好方式, 就是承认它根

本无法化解。显然,这正是鲁迅的选择。

因此,应运而生的绝望 ,在鲁迅而言 ,就正是对

于!痛苦∀的大彻大悟。早年的鲁迅也曾揭起启蒙
主义的大旗,以 ! 立人∀与! 取今复古, 别立新宗∀的

激愤之语警世 ,应该说,那时的他还只是一个儒家

古典英雄;但是他很快就进入了那座著名的! 铁屋

子∀ ,枣树似的!沉默与无所为∀, 长达十年的无语,
目睹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们的纷纷倒下, 他不

再以启蒙者自命,而是从早期的启蒙主义话语中退

场,进入了自身的在场,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 黑暗
闸门∀。在此之后, 直到作为! 破落户∀、! 病叶∀和

! 野草∀的晚年 ,鲁迅都一直处于一个不断下滑的生
命斜面。他的生命轨迹,也就是一个不断由中心向

边缘的主动自我放逐的轨迹。一切都是令人惊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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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一切都没有意义,一切都不可能。而且, 真正

的危机并不是来自社会层面 ,而是来自心灵黑暗,

这使得鲁迅不得不直接面对那些曾被千百年来的

中国文化所深深掩埋着的自身生命的! 虚无∀问题,
那些在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中所无法感受到的全

新的荒谬体验 ,那些来自!无物之阵∀的莫名的无法

抵御的生命震撼。! 独有叫喊于生人中, 而生人并
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 ,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

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 我于是以我

所感到者为寂寞。∀ [ 1] ( P417)人生中可哀可痛者, 有过
于此耶? 这怎么能够不让他绝望? 绝望 ,实在就是

这个世界赐予鲁迅的礼物。

然而,接受这一馈赠也并非易事。在先后拒绝

了儒道佛耶等慰藉方式之后 ,鲁迅事实上已经毫无

依靠。他也曾想到! 当土匪∀ ,想到自杀乃至杀人,
也想到隐姓埋名地躲到乡下去! 玩玩∀ , 还想到! 以
谎言∀作盾牌来抵挡黑暗与空虚, 想到通过! 钞古

碑∀把自己诱惑到别样的世界,总之曾像王国维那
样! 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 1] ( P48) ,但最终
还是没有因此就畏葸不前。儒道佛耶不足以支撑

自己,他就转而依靠自己的人格力量 与黑暗势

不两立的人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格(为此,区

别于王国维的从叔本华那里汲取了! 意志∀ ,鲁迅转

而从尼采那里汲取了! 意力∀)。这意味着: 盾牌的
后方是生命的虚无, 盾牌的前方是出路的虚无, 要

博击这双向的虚无, 惟一的姿态就是在绝望中站

立。这正是鲁迅的最为卓绝之处。由此 ,把自己一

生都置于不施麻醉的绝望之中的鲁迅才不仅是现

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 ,而且是现代中国在 20世纪

所树立的不屈丰碑。他就是以这种绝望中的站立,

引导着我们来到新的生命入口,面对着无限的可能

与无限的远方。

必须强调 ,区别于王国维的痛苦, 鲁迅的绝望

的殊异之处在于根源的厥如。王国维的敏锐在于

意识到了痛苦的存在 ,但是却总是要去寻找根源,

因而这痛苦在终极意义上却是对于生命的消极否

定,但是在鲁迅看来,不但人生就是痛苦 ,而且痛苦

就是人生。它无根可寻无源可溯。! 无所谓有∀、
! 无所谓无∀、! 希望之为虚妄, 正与绝望相同∀、! 唯
虚无与绝望乃是实有∀。在这方面, 鲁迅继王国维

的! 个人∀之后提出的!中间物∀思想值得注意。! 一
切事物,在转变中, 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

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 ,都有中间物 ;或者简直

可以说 , 在进化 的链 子上, 一 切都是 中间

物。[ 1] ( PP285- 286)在个体诞生之前,人们供奉的是! 普
遍、永久、完全, 这三件宝贝∀, 这无疑是在用! 棺材

钉∀钉死自己 ,使自己萎缩为失却生命力的! 末人∀
(传统文化所谓! 圣贤∀、! 善人∀、! 君子∀其实都是
!末人∀ ) , 而! 中间物∀强调的却是!现在∀、! 当下∀、

! 有限∀、!缺陷∀、! 偏至∀、! 环子∀、! 桥梁中的一木一
石∀、! 速朽∀,等等。这意味着: 重要的不在于成为
什么,而在于成为的自由。就个体而言 , ,一切都无

一例外地是中间物,一切都是有限 ,一切都是! 由此
到彼∀ ,一切都是中断与无可奈何地逝去。与其躲
进! 普遍、永久、完全∀三件宝贝中, 毋宁! 化为泼

皮∀、! 寻野兽与恶鬼∀、做! 速朽∀之!野草∀ , !他知道
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 ;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

后还是秋。∀[ 2] ( P162)因此,人类的出路就在于能够勇

敢地说出! 无出路∀, 就在于在无路之路中夺路而
走,在歧路中夺路而走。而究竟是天堂在前还是地

狱在前, 却根本不予考虑。! 走∀已经不仅仅是手
段,同时也成了目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就蕴涵于这

漫无目的的! 走∀。! 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
就是#坟∃ ∀; !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 1] ( P284)这
样,痛苦之为痛苦在鲁迅就成为一种积极否定 ,生

的意义就在于意识到了痛苦、死亡, 意识到了绝望。

而绝望也不是对于痛苦的超越, 而就是人生的背

景,只有面对绝望才是面对生命, 既然个体惟有! 痛

苦∀、个体就是! 痛苦∀, 那么直面痛苦, 与! 痛苦∀共
始终,则是必须的选择。而这,正是鲁迅的选择。

不言而喻, 正是鲁迅的选择, 使得古老的中华

民族的人生之足第一次被安放在可靠的心灵大地

上。不过 ,这心灵大地不是心灵的光明,而是心灵

的黑暗。从!悲凉之雾, 遍被华林∀到!绝无窗户而

万难破毁的∀! 黑屋子∀,鲁迅实在堪称!爱夜的人∀,
并且乐于领受! 夜所给予的光明∀。在中国文化中,
没有一条路可以通向! 真的人∀。中国也只有! 官

魂∀与! 匪魂∀ ,而没有灵魂。而心灵的黑暗也并非
20世纪的困境,而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常态。

二

由此, 鲁迅把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荒谬

的审美体验 ,破天荒地带给了中国有史以来生存其

中而且非常熟悉的美学世界。心灵黑暗的在场者,

成为新世纪美学的象征。而鲁迅的来自铁屋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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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在场者的声音。

所谓心灵黑暗的在场者 ,意味着通过一种在场

的体验, 毁去中国有史以来始终原以为! 是∀的牢

笼,把中国有史以来就始终加以掩饰的荒谬存在真

实地还原为荒谬存在。这同时也意味着从既定的

启蒙者的在场体验中退场。启蒙者事实上与传统

美学异曲同工 ,通过对于自身人格优势的强调, 把

自己凌驾于启蒙对象之外和之上, 并对之给予启

蒙。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在场体验却并非如此,它

是与启蒙对象共同置身!铁屋子∀, 不但无法启人之
蒙,而且无法自救于!铁屋子∀之中。彼此之间的差

别,仅仅在于! 惊醒∀与! 昏睡∀之间。而且,由于! 铁
屋子∀! 万难破毁∀且! 绝无窗户∀, 因此他们的结局
也就仍旧是共同的, 那就是! 闷死∀。显然, 这种身

在其中的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在场体验不仅与传

统美学存在着截然的差异 ,而且即使从新世纪的美

学革命、文学革命来看,鲁迅也是截然不同的! 另一

个∀。所以他才强调,对于新世纪的种种所谓启蒙,
自己! 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 ,只是给热衷于此道
者! 助助威∀[ 2] ( P455)。内心咀嚼着的其实是与尼采

一般! 苦的寂寞∀即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在场体验。
有什么比!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却仍旧不知所往和
活着但却并不存在更为! 寂寞∀的呢? 他一再提示,

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是! 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
催人留心,协加以疗治∀, 显然,他已经将自己排除
在! 疗治∀者的行列之外, 只是!暴露病根∀和!催人

留心∀而已。
鲁迅为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体验所做的最为

精辟的比喻 ,是在! 铁屋子∀之后花费十年才找到的
!野草∀。在荒原与地狱之上, ! 野草∀是惟一的存
在。这无疑是对中国有史以来的自身生存状态的

一大发现。首先 , ! 野草, 根本不深, 花叶本不美∀,
与有着高大躯干、花叶和果实的乔木相比, 野草的

惟一存在显示着生命的荒芜。倘若生命只能以野

草这样一种原始形式存在 ,并且作为惟一的存在形

式存在, 生命进化的悲哀与荒芜无疑也就显而易

见。其次,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

装饰的地面∀ ,则揭示了生命荒芜的真正根源。贫
脊荒芜,始终没有生长出任何的希望,但是却偏偏

以生命的外表来美化自己 ,偏偏以种种虚假的繁荣

加以掩饰, !地面∀的虚伪与无耻无疑也就同样显而
易见。又次, !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 不生乔木,
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造成生命的荒芜状态

的,不仅仅是他人, 而且也是我自己。以如此荒芜

的生命状态面对生存, 而未能为它播下乔木的种

子, ! 这是我的罪过∀。最后, ! 地火在地下运行, 奔

突;熔岩一旦喷出, 将烧尽一切野草, 以及乔木 ,于

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 欣然。我将大笑, 我

将歌唱∀。鲁迅多次明确表示 , 他! 是讨厌天国

的∀ [ 3] ( P638) ,而! 只要枭蛇鬼怪∀ [ 4] ( P274) , ! 且去寻野
兽和恶鬼∀[ 5] ( P200) ,而且偏偏要在地狱边生长野草。

鲁迅之所以青睐野草 ,就在于它以直接的方式 ,向

世界公开了生命的全部秘密。而且,如果它一旦毁

灭,自然也就是与地面的荒芜同归于尽。这正是鲁

迅所期待的, 也正是! 野草∀所期待的 ,因为!地面∀
根本就不配拥有生命,哪怕仅仅是野草。

而所谓心灵黑暗在场者的声音 ,则是对于心灵

黑暗的真实呈现。就批判现实的激烈而言,在鲁迅

的时代,应该说并不以他为最,但是就对于心灵的

黑暗的真实呈现而言,却无疑应该以鲁迅为尊。转

向对内的否定一切,却是以他为最。向自己也向世

界说! 不∀,在中国的 20世纪,无人能出其右。正如

鲁迅所说: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 因为我常常觉得唯

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冠冕堂皇的论述和说辞,
装神弄鬼的历史目的论, 历史进化的憧憬、美好未

来的希望, 世纪初到处贩卖的廉价的!黄金世界∀,

启蒙者吹嘘的! 新纪元∀、!新世界∀、! 新方案∀和! 新
蓝图∀ ,都是鲁迅所不屑的! 做戏的虚无党∀的所作
所为。在他看来,中国有史以来所做的一切无非就

是剿灭! 叛徒∀和! 异端∀, 每一个思想家、文学家则
无非都是!叛徒∀和!异端∀的围剿者。而他自己,则

是惟一的例外。他直面黑暗的姿态,至今仍旧让我

们惊心动魄。人性的黑暗随着历史的黑暗的揭露

而被揭露, ! 病史∀、! 病症∀、! 病源∀也随之而被深

刻展现。在他身上集中了整个时代的全部黑暗,但

是却没有传递任何的假福音 一点也没有。由

此我们甚至可以说, 鲁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的

成功只是由于他的诚实 ,只是由于他没有像那些所

谓正人君子或者! 帝王师∀那样去! 瞒∀去! 骗∀, 而是
去做抚慰!叛徒∀的! 吊客∀, 去如实地呈现心灵的黑

暗(在一个只懂得说谎的国度,诚实就是最伟大的

思想)。卡夫卡说得何其精辟:没有人能唱得像那

些处于地狱最深处的人那样纯洁 ,凡是我们以为是

天使的歌唱 ,那是他们的歌唱。这是地狱里的天使

的歌唱 ,也正是鲁迅的歌唱。当然 ,用鲁迅的话来

说,与其称之为歌唱, 远不如说是! 叫∀, 他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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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出 没有爱的悲 哀, 叫出 无所可爱 的悲
哀∀[ 1] ( P323) , 叫出 ! 无所不爱, 然而不得所爱的悲
哀∀ [ 6] ( P197)。没有人熟悉这种! 叫∀法, 正如没有人

知道!无所有∀便是他的! 赠品∀, 没有人知道只有
! 乌黑乌黑∀。借助于! 叫∀,鲁迅不识时务地向世人
报告他所洞彻的、通常是很不吉利的发现, 从而把

他的体验撒向人间。领受这份财富并不容易, 他也

因此而成为异类。

既然心灵黑暗在场者的声音只是对于心灵黑

暗的真实呈现 ,那么审美之为审美、文学之为文学

也只是对于生命的悲剧性以及对于生命的悲剧性

反抗的表现。这意味着与王国维的根本不同, 尽管

鲁迅像王国维一样, 把审美、文学作为个体生命的

对应,但是不同的是,鲁迅没有再把审美、文学看作

苦难人生的解脱,而是看作苦难人生的强化。个体

生命通过它以! 领会天国之极乐∀、! 地狱之大苦
恼∀。同时,这也意味着与鲁迅的老师尼采的根本
不同。尼采在杀死上帝之后 ,失去了宗教与形上理

性的安慰,转而以审美、文学作为! 攫人之心∀的刺

激物、兴奋剂 ,期望以! 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的审
美、文学来对付! 萎靡锢蔽∀ ,以! 精力弥满∀的! 有力
之美∀的审美、文学来化解! 颓唐, 小巧∀的生命颓

废,因此尼采可以一生把音乐当情人,可以借助文

学来对抗他所看到的虚无与黑暗。但是鲁迅却不

然。他没有在此意义上去界定审美、文学的价值,

也并不企图用审美、文学的说谎来对付心灵的黑

暗,他的选择恰恰是正视、呈现心灵的黑暗。显然,

这一选择会使得鲁迅远比尼采要更痛苦。因为审

美、文学不但没有摆脱、超越痛苦, 而且反而更为深

刻地呈现了痛苦。鲁迅尽管偶尔也会! 聊借画图怡
倦眼∀ ,但是却全身心地沉浸到心灵的黑暗,而且把

心灵黑暗以及因心灵黑暗而起的冲突、分裂、毁灭

完全呈现给人类。

三

作为来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 鲁迅的

! 绝望∀穿透了中国的文化与历史, 也穿透了中国的
美学,并且把中国带入了新的世纪。

据说,达摩东来只有一愿,即寻一个不受人惑的

人。然而,在我看来,只有鲁迅,才是中国有史以来

的第一个不受人惑的人。遥想当年,陈独秀、蔡元培

发起和倡导新文化运动,贡献远在鲁迅之上;胡适介

绍西学、整理! 国故∀ ,成绩也在鲁迅之上;钱玄同、吴
虞反对封建制度与封建文化, 影响仍在鲁迅之上。

那么,鲁迅为什么能够成为 20世纪第一人? 为什么

堪称!独一无二∀? 惟一的原因,就是因为鲁迅始终
坚持了对于心灵黑暗的在场的体验,这使他成为中

国思想史上无法归类的一个人、一个作为异教的思

想者,更何况思考之深刻、感受之敏锐, 至今无人可

及;也因为鲁迅作为心灵黑暗在场者, 代表着另一种

声音、另一种目光,这声音,这目光,交织成世纪思想

遗产以及中国之外的另外一座高峰,考虑到中国在

这个方面的精神资源的极度匮乏,应该说,鲁迅的成

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鲁迅攀登得太高,

攀登得也太孤独,一般人已经无从企及,有朝一日广

大中国人若终于能认识到鲁迅的价值, 那真是中国

的大幸。

具体来说,古老的中国有史以来在人与价值的

维度上就存在着灵魂的缺席。灵魂视角、信仰维度

的厥如使得人在中国从不存在, 人的问题在中国也

还有待重新垂询。没有灵魂没有尊严没有声音没

有愿望 ,绝不自我提问、自我怀疑、自我负责, 身洁

如玉,无辜如羊。人类无非就永远是! 怎样服役,怎
样纳粮,怎样磕头 ,怎样颂圣∀ ,人类自身也无非就
永远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 ! 想做奴隶而不

得的时代∀。至于理想的人性 , 则从来就没有过。
即使作者自己, 也只是具有! 四千年吃人履历的
我∀。由此,人性真是黑暗到了极点, 丑陋到了极

点。然而人们对此却毫无察觉, 这就难免一种本质

意义上的虚伪。鲁迅形象地称之为: ! 忘却的救
主∀。! 用瞒和骗, 造出奇妙的逃路来, 而自以为正

路∀。[ 8]因此 , 如果要从历史的罪恶深渊中站立起
来,首先就必须反省自己的灵魂。众所周知, 对于

鲁迅的最为准确同时也最为简炼的评价恰恰正是

! 民族魂∀。正是他, 率先面对灵魂视角、信仰维度
的厥如,率先走进内心的荒漠并找到自由的自己,

因自由而无所畏惧, 因无所畏惧而批判自己的存

在,因批判自己的存在而质疑自己的生活, 从而揭

示生命的非存在性或者说! 活着, 但不存在∀的真

相。中国人陶醉至今的古老文明 ,终于被还原为人

性的罪恶与堕落, ! 从来如此∀也转为! 原来如此∀,
并且堵死了! 从来如此∀的逃路。能够令人无病而

死的历史的黑暗、人性的黑暗、生命的黑暗被无情

地还原。最终 ,鲁迅以自己的思考预示了中国美学

的此路已经不通,预示了那个早就在中国美学的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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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待着我们的死亡峡谷的到来。尽管鲁迅还不

是民族的摩西 ,还不能把民族带出心灵的黑暗, 但

是毕竟已经第一个揭示了心灵的黑暗, 第一个意识

到生命的荒谬存在。文天祥说: 于人浩然, 塞乎苍

冥;托马斯曼说 :我在哪里 ,德国就在哪里。而我们

也可以说,鲁迅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惟有鲁迅,

才使我们发现了民族心灵、精神、文化的真正所在,

也才使我们找到了现代地平线的真正所在。

作为来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 鲁迅的

! 绝望∀还意味着传统文化模式、美学模式的结束。

它酝酿着一种真正伟大的东西,意味着一次美学的

创世纪。它用直面痛苦代替中国传统美学对痛苦

的消解与回避 ,用个体经验代替集体的记忆,用个

人对自我的回归代替传统个人渴望被体制接纳及

这种接纳无法实现后的苦闷与失望;它坚决地回到

个体的美学 ,回到由个人建构的价值、个人体验的

意义、个人担当的责任、个人践履的信念、个人守护

的尊严、个人坚持的自我,而且,那怕这种个体要面

对存在的虚无也九死而不辞。由此,一条通向灵魂

炼狱同时又重新发现未来的道路得以铺展开来,真

正的灵魂深度、真正的人性深度开始闪烁着夺目的

光芒。

进而言之 ,寻找光明一直是美学的理想 ,可是

真正的美学却异乎寻常地! 爱∀上了黑暗。这因为

它让人发现的是两个东西 :生命的不完整以及生命

的不完整所带来的为人类所无法承受的苦难。置

身! 我的∀世界,使得美学家先行到死,地狱之门为
此提前向他们打开,并且在生命结束之前就得以与

魔鬼交谈,从而直接地面对人类的失败, 人类的希

望的无望,人类的悲剧性命运,而它所否定恰恰的

是人类的虚假的希望, 人类的自以为是的乐观主

义。在它看来, 人类无往而不浴于苦海劫波,这是

人之所遭遇并被命定必须要隶属之的世界。世界

不是碰巧强加给人类的,而是就是如此、只能如此、

必须如此。人类在其中只能背死一战, 让死亡为生

命作证,从而重返终极关怀 ,进入伟大的澄明之境。

而这,正是我们在鲁迅的绝望以及在鲁迅的来自心

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中所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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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Hsun s Despair: Voice of the Dark- Hearted People Present

PAN Zhi- chang

( News Disseminat ion Institute of Nanjing Univ 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It is Lu Hsun s choice that places the life of Chinese on the r eliable land of hear t for the first t ime. However, the

land of heart does not mean the brightness of heart but the darkness of hear t. He brings an unprecedented absurd aesthetic expe

r ience into the aesthetic wor ld that the Chinese have been living in and ar e familiar about. The dark- hearted people present

have become a symbo l of aesthetics in t he new century and Lu Hsun∃ s voice fr om t he iron house is that of the first one present

in Chinese his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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