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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新文学回顾 

‘‘ 养成人的道德 ，实现人的生活’’ 
回望五四文学 

王 凤 仙 

摘 要： 五四文学革命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在“人的文学”理念之下，五四文 

学展现出不同于以往文学的新特质：对生命存在的探询、对底层平民个体的关注、性与 

灵的个人化书写。这些新特质又构成 了新的传统 ，影响与启示着五 四以来 中国文 学的 

发展 与 流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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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 12月，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在《新青 

年》上发表，文章一开头便提出：“我们现在应该 

提倡 的新文学 ，简单 的说一句 ，是 ‘人的文学 ’。” 

从此“人的文学 ”成为五 四新文学 的 口号 以及后 

人认识 五 四文学 的标 签。在 这个 口号 或标签之 

下 ，五 四文学是如何思考 “人”、如何关注“人”、如 

何书写“人 ”的呢?讨 论这些 问题不仅 有利于我 

们更好地认识五四文学 ，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 

识五四新文学传统在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影响与流 

变。本文即围绕以上几个具体问题，对五四文学 

进行 回顾与解读 。 

一

、 对生命存在的探询 

鲁迅在《论睁了眼睛看》中说：“中国人的不 

敢正视各方面 ，用瞒和骗 ，造 出奇妙的逃路来 ，而 

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 的怯弱 ， 

懒惰 ，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 ，即一天一天 

的堕落着 ，但却又觉得 日见其光荣。” 因为 国人 

不敢正视真实 ，“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 

骗的文艺来”，他呼吁作家们“取下面具真诚地、 

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 作为五 四文坛“凶猛 

的闯将 ”，鲁迅创作伊始 即“凶狠 ”地揭开 了中国 

人生命存在的“瞒和骗”状态 。《狂人 日记》以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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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 5卷第 6期。 

② 鲁迅：《论睁了眼睛看》，《鲁迅杂文全集》(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 67页。 

③ 鲁迅：《论睁了眼睛看》，《鲁迅杂文全集》(上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年版，第 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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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象征、荒诞、变形的现代主义手法，通过两组对 

比形象揭示了两种不同的生命存在状态。一组是 

“病”中“狂人”与“狂人”周围人的对比；一组是 

“病”中“狂人”与“病愈”“狂人”的对比。“病”中 

“狂人”实际象征“真人”，真实 自由状态的人 ；“狂 

人”周围的人与“病愈”的 “狂人 ”，实际象征“瞒 

和骗”的自欺欺人的人。学界往往强调《狂人 日 

记》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揭示，鲁迅说：“《狂 

人 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比果 

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① 

我们看到了鲁迅对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的揭露， 

也不能忽视其阐释中的尼采超人哲学背景 ，因而 

再进一步探究其暴露“弊害”的用意，不难发现 

《狂人日记》的最终指向是“立人”，这里的“人” 

指独立 自由之“真人”。 

茅盾在《读(呐喊)》中谈到他读《狂人 日记》 

时的感觉 ： 

那时我对于这古怪的《狂人 日记》起 了 

怎样的感想呢，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大概当 

时亦未必发生 了如何 明确的印象，只觉得 受 

着一种痛快的刺戟 ，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 

然看见 了绚丽的阳光。② 

张定璜在《鲁迅先生》一文中也谈到《狂人 Et 

记》的阅读体验： 

两种的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 

界!在《双秤记》、《绛纱记》和《焚剑记》里 

面我们保持着我们最后的旧体的作风，最后 

的文言小说 ，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 ，最后的 

浪漫的情波，最后的 中国人祖先传来的人生 

观。读了它们再读《狂人 日记》时，我们就譬 

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 日 

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⑧ 

两位评论家的阅读体验中都不约而同地感受 

到了“光”，他们所感受到的“阳光”、“夏日炎光” 

实际是一种“存在之光”。“存在之光”的照耀使 

人进人一个澄明的世界，让茅盾感觉“受着一种 

痛快的刺戟”，让张定璜感到“两个不同的世界”。 

对生命存在状态的关注与审视普遍存在于鲁 

迅的创作中。《示众》勾勒了一群在本能性“看” 

的动作中活动着的人，他们的存在状态似物体，混 

沌无觉，是一种不思考、不选择 的“事实性”存在 。 

阿 Q们则沉醉在“儿子打老子”、“我比你以前阔 

多了”的价值假象中，回避真实，拒绝判断，逃遁 

在“瞒和骗”之中自欺欺人。吕纬甫、魏连殳等知 

识分子的生命存在则在自由与自欺的撕扯中呈现 

分裂状态。与《示众》、《阿 Q正传》、《孤独者》等 

小说相比，《伤逝》对自我存在的追问是更深一层 

的探寻。当涓生认为 自己不再 爱子君 的时候 ，他 

鼓励 自己说出“真实”：“我在苦恼 中常常想 ，说真 

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 

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不 

独不是这个，连这人也未尝有!”然而说出“真实” 

后，他随即又陷入另一种虚空：“我不应该将真实 

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 

谎。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个 

沉重的空虚。谎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然而临末， 

至多也不过这样地沉重。”④不说出 “真 实”，是虚 

空，说出“真实”后，依然是虚空，什么是涓生得以 

存在的自由与真实?小说的后半部分“真实”、 

“虚伪”、“虚空”、“空虚”等词语出现了二十几次 

之多，实乃是借情爱关系探询自我存在之路。散 

文集《野草》更是对存在之思的集 中书写。《过 

客》中的过客一直听从“前面的声音”往前走，那 

“前面的声音”即是内心深处的本真，过客跟随自 

己内心的声音向前走，走的过程中成就了自我存 

在的价值，回应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 

要到哪里去”的追 问；与过客形成对 比的是老翁 ， 

老翁也听到过内心深处的声音，但他选择了逃避， 

“我不理他，他也就不 叫了，我也就记 不清楚 

了”。⑤ 有意无意地无视或忘却，使老翁逃遁在自 

欺状态中，远离了自己的本真存在。独立于天地 

之间“铁似的”枣树(《秋夜》)，“直刺着奇怪而高 

的天空”，“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在反抗虚 

无、穿透虚假中“成为自己”。《墓碣文》、《死火》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杂文全集》(下)，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 1129页。 

② 雁冰(茅盾)：《读(呐喊)》，《时事新报》副刊《文学》，1923年第91期。 

③ 张定璜：《鲁迅先生》(上)，《现代评论》，1925年第 1卷第 7期。 

④ 鲁迅：《伤逝》，《鲁迅经典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 170、173页。 

⑤ 鲁迅：《过客》，《鲁迅经典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 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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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都是对 自我生命存在的审视与呈现。 

胡适在努力于文学形式改 良的同时，也关注 

“个人”的生命存在状态。小说《一个问题》中的 

朱子平 ，为了家 中的生计而找工作 ，为了面子与母 

亲的意愿而结婚 ，从工作 到结 婚 ，从结婚 到生孩 

子，每一步都是使自己成为别人要他充当的角色， 

使自己的生活按别人要求的样子定下来。后来这 

种“为他 的存在”终于让他怀疑 ：“人生在世 ，究竟 

是为什么的?⋯‘像我这样养 老婆 ，喂小孩子 ，就算 

做了一世的人 吗?”①这种存在之思是周 围“得意 

的人”与“不得意的人”都逃避的问题，与《狂人 日 

记》中的“狂人 ”一样 ，朱子平的追问也被大家认 

为是“疯子”。傅斯年发表在《新潮》杂志的《一段 

疯话》中写道 ：“在现在社会里寻求 ‘超人 ’，只有 

疯子担当得起。疯子 的思想 ，总比我们超过一层 ， 

疯子的感情，总比我们来得真挚，疯子的行事，更 

是可望不可及的。疯子的对于社会有一个透彻的 

见解 ，因而对于人生有一个透彻 的觉悟 ，因而行事 

决绝不受世间习俗的拘束。我们精神健全——其 

实是精神停顿—— 的人 ，只知道社会的形式 ，不知 

道社会的内心 ，只知道人生的形迹 ，不知道人生的 

意味，看见精神异常—— 其实是精神发扬—— 的 

人 ，便 以为疯 颠。”②被公众认 为 的“狂人 ”与“疯 

子”，实际是追求成为 自己的人。傅斯年认为中 

国社会“沉闷寂灭到极点了，其原因确是疯子太 

少 了”。呼吁社会 能多一些 “疯子 ”，多一些觉悟 

的人，多一些真实自由的人。 

周作人在 阐释“人 的文学 ”概念时说 ：“却不 

知世上生了人 ，便同时生了人道 。无奈世人无知 ， 

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人兽道鬼道 

里去，旁皇了多年，才得出来。正如人在 白昼时 

候 ，闭著眼乱闯 ，末后 睁开 眼睛 ，才晓得世上有这 

样好阳光 ⋯⋯”⑨“睁开眼睛”的五四作家立在 

“阳光”之下 ，首先 面对 的是 “我是谁”、自我存在 

价值何在等终极问题，存在之思普遍存在于五四 

文学中。叶圣陶的小说《隔膜》选取了“相逢”、 

“饮宴”、“闲聚”三个 日常生活场景 ，在这些 日常 

交际中，“我”看到 自己的客套与雷 同：“我若取笑 

自己，我就是较进步的一张蓄音片 ，或是一封印刷 

的书信 。”④“我”一方面看 到 自己言不 由衷 的虚 

伪 ，一方面又不知道离开这些“言不 由衷 ”如何表 

达 自己，自己所想到的任何话语“必然是字典上 

所有的几个字 ，喉咙里所能发 的几个音拼缀而成 

的”⑤。 日常言语把“我”包裹成了傀儡 ，在这种 自 

欺状 态 中，“我 ”与周 围世 界 “疏远 ”、“隔膜 ”。 

《隔膜》是作家对人日常行为的审视与怀疑，对真 

实 自我的找寻。瞿秋白的《心的声音·错误》由三 

个意识流片段构成 ，作品一开头写桌子 ：桌子是怎 

样 的存在 呢?“方 的”、“斜 方块 的”、“两条 腿” 

的、“黯沉 沉的”、“黄澄澄的”、“亮 的”、“黯 的”， 

到底哪个是桌 子的真实 呢?结果 “都错 了”。接 

下来的片段便是写“我”：哪个是真我呢?六年前 

的“我”?现在 的“我”?明天要到三贝子花园 的 

“我”?但是“都错 了!”最后一个 片段写两个孩子 

争论 ，月亮是天生 圆，天天圆，天天有 呢?还是有 

时圆，有时缺，有时没有呢?在看似毫无关联的三 

个片段 中，实际上贯穿的是作者的存在之思 ，是作 

者对自我的怀疑，对 自我真实存在的追问。《赤 

都心史·生存》则写了一个梦，梦中的猫说起了人 

话 ，并对“我”及整个人类进行 了一场痛斥 ：“你可 

知道，每一国的文字都有‘讹言’一词!可是我们 

‘非人’的字典上却没有这一个字。本来也没有 

字，更没有字典。哼⋯⋯”⑥人常常骄傲于对知识 

的占有和文化 的创造 ，而猫却通过“讹言 ”一词揭 

穿了被知识文化所遮蔽的生命存在的虚无。猫对 

“我”嘲笑：“你并没有 ‘活着’，你不过‘生存着’ 

罢了。”在猫 的审视下 ，“我 ”虽然 “生存着”，但不 

过一个虚空。“我”被笼罩在人造 的亮光下 ，本真 

的自己“藏在别人 的皮毛里”。“自欺”与“讹言” 

是这些作品的主题词 ，人从动物界中超拔而出，而 

又在与人与社会的共处 中，不断丧失着本真与 自 

由。五四作家开始怀疑自我的日常存在状态，找 

寻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与意义。 

被鲁迅誉为 “中国最为杰 出的抒情诗人”冯 

至，在《北游》中问自己：“我生命的火焰可曾有几 

次烧焚?／在这几次的烧焚里 ．／可 曾有一次烧遍 

① 适(胡适)：《一个问题》，《每周评论》，1919年第 32期。 

② 傅斯年：《一段疯话》，《新潮》，1919年第 1卷第 4期。 

③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 5卷第 6期。 

④ 叶圣陶：《隔膜》，杨君选编 ：《叶圣陶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年版，第 l5—16页。 

⑤ 叶圣陶：《隔膜》，杨君选编 ：《叶圣陶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5—16页。 

⑥ 瞿秋白：《赤都心史》，凡尼、郁苇选编：《瞿秋白作品精选》，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 ，第 370—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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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身?／二十年中可有过超越的欢欣?／可经过 
一 次深沉的苦闷?／可曾有一刻把人生把定，／认 

定 了一个方针 ?／可真正地读过一本书?／可真正 

地望过一次 日月星辰?／欺骗 自己：我可曾真正地 

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①成仿吾在《我想》 

中寻找本真：“啊，不尽的潮流!／我不堪再 同你 

跑多／我要于你的范围以外，／求我的真存在；／啊， 

让我作一个 Wanderer里。”②都是诗人对 自我存 

在状态的反省与审视，对生命存在的探询。自欺 

与自由、生与死、存在与虚无等等“人生究竟”问 

题，成为五四作家的“天问”。冰心在《“无限之 

生”的界限》中，直面生命的虚无 ：“死呵，你是一 

个破坏者 ，你是一个大有权威者!”“我想到这里 ， 

只觉得失望，灰心，到 了极处 !—— 这样 的人生 ， 

有什么趣味?纵然抱着极大的愿力，又有什么用 

处?又有什么结果?到头也不过是 归于虚空 ，不 

但我是虚空，万物也是虚空”。③ 庐隐不停地追 

问：“人生到底做什么?⋯⋯牵来牵去，忽想到恋 

爱的问题上去，——青年男女，好像是一朵含苞未 

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 

人，芬芳的气息，足以满足自己，迷恋别人。但是 

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 

能躲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那么人生到 

底做什么?⋯⋯其实又有什么可做?恋爱不也是 
一 样 吗?青 春 时互 相 爱 恋 ，爱 恋 以后 怎 么 样? 

⋯ ⋯ 不是和演剧般，到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 

呵!”④汪敬熙的《谁使为之》⑤中“我”的朋友临终 

质疑：“我这一生为什么活着?”“我的精神都白费 

了”。庐隐的小说中、冰心的诗文 中、王统照的 

《童心》中、冯至的《北游》中⋯⋯都有对人之存在 

的追问。 

“存在之光”全面刷新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 

学，是五四文学之“新”的重要特质。这种新的特 

质又构成了新的传统，启示与影响着 30年代、40 

年代以至当下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在 30年代沈 

从文的《边城》、老舍的《离婚》、萧红的《生死 

场》、《呼兰河传》、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曹禺的 

剧作、卞之琳的诗歌中，在 40年代张爱玲的《传 

奇》、钱钟书的《围城》、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 

汪曾祺的《复仇》以及冯至、穆旦、九叶诗人的诗 

歌中，都贯穿着对生命存在的思考与探寻。 

二、对底层平民个体的关注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 

建设“国民文学”，1919年 1月周作人发表《平民 

文学》，进一步提出“平民文学”的概念，认为平民 

的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二者的区别在于 

“它普遍与否，真挚与否”，“世上既然只有一律平 

等的人类，自然也有一种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 

所以要以“普遍”、“真挚”的文体记“普遍”、“真 

挚”的“思想与事实 ”。⑥ “平 民文学 ”背后是 自由 

平等的精神，其对平民生活的关注目的“乃是想 

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而 

且，为了强调个体生命的平等，周作人又进一步解 

释：“平民文学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慈善这 

句话，乃是富贵人对贫贱人所说，正同皇帝的行仁 

政一样是一种极侮辱人类的话”；平民文学精神 

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平民文学所说，近在研究 

全体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决 

不是说施粥施棉衣的事。平民的文学者，见了一 

个乞丐，决不是单给他一个铜子，便安心走过。捉 

住了一个贼，也决不是单给他一元钞票放了，便安 

心睡下。⋯⋯他所注意的，不单是这一人缺一个 

铜子或一元钞票的事，乃是对于他 自己的与共同 

的人类的运命”。⑦ 周作人的平民文学是基于个 

体平等理念之上，对同为“人类中间”一个体的平 

民生活的书写。五四文坛出现了大量书写底层平 

民的作品，鲁迅的农民题材小说，王鲁彦、王统照、 

彭家煌、台静农等作家的乡土写实小说，胡适、刘 

半农、徐玉诺等人的诗歌等，都表现了对底层平民 

个体的关注。 

五四作家关注底层平民个体的灵魂“病苦”。 

鲁迅笔下 ，阿 Q麻木、自欺 ，闰土、七斤愚昧、 

① 冯至：《冯至诗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 71—72页。 

② 成仿吾 ：《诗十六首·我想》，《创造季刊》，1922年第 1卷第 1期。 
③ 冰心：《“无限之生”的界限》，卢今等编：《冰心散文》(中)，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 271—272 

页。 

④ 庐隐：《海滨故人·庐隐小说精选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 42页。 

⑤ 汪敬熙 ：《谁使为之》，《新潮》，1919年第 1卷第 1期。 

⑥ 仲密(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1919年第 5期。 

⑦ 仲密(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1919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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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从 ，爱姑 决心 与夫家 斗争 到底 ，但 在 “知 书达 

理”的七大人面前不 自觉地顺服，祥林嫂一生命 

运坎坷 ，最后在迷茫、凄凉中离开世界。鲁迅呈现 

了底层农民世代遗传的灵魂麻木之“病”，也呈现 

了底层农民灵魂无处安放的精神之“苦”。与阿 

Q、闰土等农 民的麻木不同，祥林嫂一直在不断反 

抗 自身的生存处境，她的灵魂之“苦”在于精神支 

柱的一次次坍塌。丈夫去世后，祥林嫂不满婆婆 

欺凌，逃到鲁四老爷家做工，虽然辛苦但很快乐； 

可不久被卫老婆子强行卖给贺老六，反抗过后的 

祥林嫂在与贺老六安稳的家庭生活与天伦之乐中 

重新找到归 宿 ；可好景 不长 ，丈夫与孩子相继死 

去 ，她带着丧夫失子 的痛苦 ，再次来到鲁家做工 ； 

与上次在鲁家的境 遇不 同，鲁 四老爷开始把她看 

作不详之物 ，她把 自己挣得的所 有工钱换成银元 

捐了门槛，希望在周围群体的认同中重新找到归 

宿，可鲁四老爷并不认可她，失魂落魄的祥林嫂终 

于被鲁家赶出了家门；流浪于街头的祥林嫂仍然 

在思寻 ，向“见识得多”的“我”追问：“一个人死 了 

之后 ，究竟有没有魂灵 的?”我们 多从外部找寻祥 

林嫂悲剧 的原因 ，认为政权 、神权 、族权 和夫权 四 

条绳索把她推向绝路 ，却很少注 意到她灵魂深处 

对精神归宿的找寻 ，实际上祥林嫂不乏反抗与斗 

争精神，而真正使她垮掉的是灵魂的无所归依。 

鲁迅看到底层平 民中灵魂麻木的状态，同时也看 

到底层 平 民 中作 为 “一 个 单体 ”的灵 魂深 处 的 

苦痛 。 

在鲁迅影响下，一批年轻的作家王鲁彦、彭家 

煌 、台静农 、许钦文、蹇先艾 、许杰等把 目光投 向乡 

土，走进了底层平 民的精神世界。王鲁彦 《菊英 

的出嫁》中菊英的母亲耗费多年的精力与积蓄， 

只为死去十年的女儿办一场体面的婚礼 ，铺张、热 

闹的“冥婚 ”场面反衬 出菊英母 亲生存 的荒诞与 

生命价值的虚无；《阿长贼骨头》中的痞子阿长 自 

作聪 明、自欺 欺人 ，令人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蹇先艾《水葬》中的骆毛因为偷了东西被乡人押 

去执行“水葬”，一路上看热闹的队伍浩浩荡荡， 

“骆毛的后面还络绎 地拖着一大群男 女，各式 各 

样的人都有，五花八门的服装，高高低低的身材， 

老少不同的年纪”①。却都是一样地麻木 ，被葬人 

骆毛也无动于衷 ，“理所 当然”地被拥着走向河边 

服刑 ，平静地叙述中乡人灵魂 的麻木与生命 意识 

的淡漠展现得淋漓尽致。彭家煌的《怂恿》、《活 

鬼》，台静农的《烛焰》、《蚯蚓们》，许钦文的《疯 

妇》、《鼻涕阿二》，许杰的《惨雾》等小说都展示了 

宗法文化禁锢 下 乡人灵 魂的麻木 与非人 的存在 

状态。 

五四作家关注底层平民个体的生存困苦。 

早在 1918年，胡适等人就开始关注城市底层 

贫民的艰辛生活。胡适诗歌《人力车夫》写少年 

车夫的穷困：“车子!车子!车来如飞。／客看车 

夫，忽然心中酸悲。／问车夫：‘今年几岁?拉车 

拉了多少 时?’／车夫答客 ：‘今 年十六 ，拉过 三年 

车了，你老别多疑。’／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 

不能坐你车 ，我坐你 车，我心 中惨 凄。’／车夫告 

客 ：‘我半 日没 有生 意 ，又寒 又 饥 ，／你 老 的好心 

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 

不管 ，你老又是谁?’／客人点头上车 ，说 ：‘拉 到内 

务部西。”’②沈尹默的同名诗歌通过坐车人与车 

夫的冷热对比，呈现了车夫生活的辛苦 ：“人力 车 

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 ，／ 

身上冷不过。／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 

往下堕。”⑧郁达夫的小说《薄奠》叙述了一个洋车 

夫的悲惨命运。洋车夫靠拉车勉强养家糊口，为 

了买辆 旧车 以省掉车行 的租钱 ，从早晨到半夜拼 

命拉车接活，后来却出了事故被大水淹死，妻子含 

泪求“我”买 了一辆 纸糊 的车烧给他。作 家切 己 

体察，写出了“普遍”、“真挚”的“思想与事实”。 

后起 的年轻作家将眼光聚焦到 自己所熟悉的 

乡镇农村，真实地再现 了农村底层平 民的凄惨生 

活。王统照《湖畔儿语》通过流浪在湖畔的孩子 

小顺之 口呈现了一个底层贫民家庭生活 的无奈与 

辛酸。小顺父亲由一个铁匠沦为 “伺候偷吸鸦 片 

的小伙役”，继母 “因为支持全家 的生 活，而受最 

大且长久的侮辱”，“作着最苦不过的 出卖肉体 的 

事”，tl,Jl顷每 晚只能饿着肚子游 荡在苇塘边 。许 

钦文《石宕》中的石匠们为了生计不得不冒着随 

时被砸死、累死的生命危险超负荷劳作，文中的九 

个石匠有的过劳咳血病亡 ，有 的被砸死或活埋在 

石窟之 中，他们的惨死令家人痛不欲生 ，而更可悲 

的是父亲死了儿子继续 ，哥哥死 了弟弟接替 ，他们 

① 蹇先艾：《水葬》，《蹇先艾短篇小说选》，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 1—2页。 
② 胡适：《人力车夫》，《新青年》，1918年第 4卷第 1期。 

③ 沈尹默：《人力车夫》，《新青年》，1918年第 4卷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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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世代代处在这种“死路”一条的悲惨境遇中。 

王思玷《偏枯》中的刘四得了偏枯病之后再不能 

养家糊口，大儿子被卖给庙里当和尚，d,JL子不得 

不送人，妻子带着二儿子去给地主当奶妈，小说 

“用了很细腻的手法描写一对贫农夫妇在卖儿卖 

女那一瞬间的悲痛的心理”①。五四诗歌也有很 

多对农民生活的书写，如徐玉诺《农村的歌》：“粮 

食谁甘便卖?＼家中没有一粒米，＼锅中水沸着!＼ 

寒风刺刺的逼人，＼冬天的霜＼已经弥布在晨间了。 

、单衣不主贵，、不褴也透风!”②等等，展现了为最 

基本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底层贫民的艰辛。 

五四作家们还关注到当时的农民工群体。王 

任叔《疲惫者》中的运秧，年少外出佣工，在外遭 

尽欺侮，依然穷苦，中年后又衣着褴楼地回到本 

乡。因年老力衰很少有机会被雇用 ，他 只好住祠 

堂，常常是喝清水吃青草叶充饥。李渺世《买死 

的》中的全贵，长年在外奔波劳碌，虽然打工积攒 

了点钱，但返乡路上不幸惨死在列车之下，身上的 

钱也被车站的人抢走，贫病交加的妻儿翘首期盼 

终归成空。潘漠华《乡心》中的木匠阿贵背负着 

沉重的债务外出打工，可是打工的日子仍然十分 

艰难。《晚上》中的高令本是个穷苦的青年佃农， 

他租的田被地主收回后，被迫去当了轿夫。一个 

风雪天抬轿时他一脚踏空，跌伤了坐轿人的脚，遭 

受 了一顿打骂后 ，再也没人叫他抬轿 了。他对生 

活彻底绝望，从此开始酗酒放浪，在酒精的麻醉中 

“无理胡涂的度 日”。离开家乡外出谋生的农民 

工们，依然在生存线上艰苦地挣扎，并没有改变自 

己的穷苦命运。学徒少年群体的悲惨生活也得到 

五四作家们的关注。利民《三天劳工底 自述》中 

的少年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当学徒，可是沉闷压 

抑、没有尊严的学徒生活让他无法忍受。何道生 

的《学徒》、许志行的《师弟》都书写了学徒少年屈 

辱的、毫无人身自由的悲惨处境。刘半农也有诗 

页。 

歌《学徒苦》：“食则残羹不饱；夏则无衣，冬衣败 

絮!／腊月主人食糕，学徒操持臼杵!／夏 日主人 

剖瓜盛凉，学徒灶下烧煮!／学徒虽无过，‘塌头 ’ 

下如雨。／学徒病，叱日‘孺子贪惰，敢诳语!”’③ 

形象地描绘 了贫困学徒的生活图景。 

五四作家们走进了车夫、匠工、农民、农民工、 

学徒工等平民个体的日常生活中，以前所未有的 

广度与深度真实地再现了底层平民的生存景象， 

“给我们看一看真切的活的人生图画”，他们“自 

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在书写中以切己体验 

表达了 自己的真情实感 。④ 

五四作家不仅关注底层平民的灵魂“病苦” 

与生存的困苦，也细心体察他们的存在体验。鲁 

迅《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失去唯一的儿子之后，坠 

人到极大的虚空里 ：“太大的屋子 四面包围着他 ， 

太空的东西 四面压着他 ，叫他 喘气不得。”⑤回想 

有儿子陪伴的纺纱光景：“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 

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⑥而现 

在儿子死了，她觉得 自己的屋子“太静，太大，太 

空”，“苦苦的呼吸通过了静和大和空虚，自己听 

得明白”。⑦王统照《生与死的一行列》中，穷苦一 

生的老魏死了，乡邻们为他送葬。刚二是专门为 

人扛棺材的行家 ，“我看惯 了棺材里装死人 ，一具 

一 具抬进 ，一具一具的抬 出，算不 了一 回事 。就是 

吃这碗饭 ，也同泥瓦匠天天搬运砖料一样 ”⑧。可 

是邻居老魏不声不响地死，让他“心里似乎有点 

事了”⑨。送葬归来的路上，大家轻松多了，然而 

“脚步却越发迟缓起来”，“总觉得回时的一行列， 

不是来时的一行列了，心中都有点茫然，一路上没 

有一个人能说什么话”。⑩ 老魏劳碌的生与寂寞 

的死，让他们各自想到自己的生与死，忽然感觉到 

了人生的茫然。徐玉诺《祖父的故事》中，面对生 

存困境，好强的祖母把不满发泄到失去劳动能力 

①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全集》(第 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 471 

② 徐玉诺 ：《农村的歌》，秦方奇编：《徐玉诺诗文辑存》(上)，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 16—17页。 

③ 刘半农 ：《学徒苦》，《扬鞭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2页。 

④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J、说一集)导言》，《茅盾全集》(第 2O卷)，北京 ：人民文学 出版社，1990年版，第 465 

鲁迅 ：《明天》，《鲁迅经典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4页。 

鲁迅：《明天》，《鲁迅经典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4页。 

鲁迅：《明天》，《鲁迅经典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4页。 

王统照：《生与死的一行列》，艾津编：《王统照代表作》，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00页。 

王统照：《生与死的一行列》，艾津编：《王统照代表作》，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00页。 

王统照：《生与死的一行列》，艾津编：《王统照代表作》，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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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祖父身上 ，在祖母歇斯底里地发泄中，人生于世 

的悲凉与寂寞倾泻开来：“一会儿，明月像清水一 

般从东南天角上照过来 ，在一 团一团的黑影里将 

祖母 的额上映出一道 白光 ，看见清泪晶莹莹的从 

她 眼中流出来 。凉丝丝的秋风从林梢上带着几片 

落 叶吹过来 ，吹得人心神颤栗 ，引起一种衰老与寂 

寞的感想和恐怖。”①《乡心》中的阿贵带着妻子来 

杭州城里打工 ，但是打工生活却萧条而落寞 ，“出 

乡来 ，也总如此住住 ，究竟有什么好呢?”②他们漂 

泊在城市里 ，无奈而孤独。五 四作家体恤 底层平 

民个体的生命情感 ，在作 品中呈现 了底层平民个 

体作为 “一个 单 体 ”置 于世界 中的存 在 体验 与 

感受。 

正如有论者所言 ：“只有到了五 四运动前后 ， 

中国文学才与平民的生活 、平民的思想 、平民的精 

神、平民的人生发生了普遍关联，不再只记英雄豪 

杰 的事业 、才子佳人的幸福 ，更多记载了世间普通 

男女的悲欢成败 。走 向平民，成 了五四文学异于 

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⑨五 四作家对底 

层平民的关注，直接影响了 30年代的左翼文学、 

40年代的大众文学 ，一直到 当下 的底层 写作，都 

承传着五四平民文学精神。 

三、性与灵的个人化书写 

周作人在《人 的文学》中阐释 ： 

我们所说 的人 ，不是世 间所谓 “天地之 

性最贵 ”，或 “圆颅方趾”的人 。乃是说 ，“从 

动物进化的人类”。其 中有两个要点，(一) 

“从动物”进化的，(二 )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承认人是 一种 生 物。他 的生 活现 

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 
一 切生活本 能，都是 美的善 的，应得 完全 满 

足。凡有违反人性 不 自然的 习惯制度 ，都应 

该排 斥 改正 。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 

物。他 的内面生 活，比别 的动物更 为复杂 高 

深 ，而且逐渐向上 ，有能够改造 生活的力量。 

所 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 的基 

础 ，而其 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 ，终能达 

到 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 的余 留，与古代 

礼法可以阻碍人性 向上的发展者 ，也 都应该 

排 斥 改正 

这两个要点 ，换一句话说 ，便是人的灵肉二重 

的生活 。 

在这里周作人细致地分析 了人性的灵肉二重 

性 ，认为“违反人性不 自然 的习惯制度”与“阻碍 

人性 向上的发展者”都应该“改正”。五 四文学中 

性与灵的个人化书写 ，即是“人 的文学 ”理念下的 

创作实践 。 

五四作家对性与灵的个人化 书写 ，首 先表现 

为身体欲望的表达与隐秘心灵的展露。 

郁达夫的《沉沦》首开了五四小说身体书写 

的先河。郁达夫在出版 “自序”中说 ：“第 一篇《沉 

沦》是描写着一个病 的青年 的心理 ，也 可 以说是 

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面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 

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J-,说刚 

问世时 ，因其 “惊人 的取材 、大胆 的描写 ”曾引来 
一 片讥讽嘲骂，周作人发表《沉沦》一文，为其作 

了有力的辩 护。周作人说 ：“所谓灵 肉的 冲突原 

只是说情欲与迫压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 

以为灵优而肉劣 I．_⋯·我们赏鉴这部小说 的艺术 

地写出这个冲突 ，并不要它指点出那一面 的胜利 

与其寓意。它的价值在于非意识地展览 自己，艺 

术地写出升化的色情 ，这也 就是 真挚与普遍 的所 

在 。”并强调 ：“那些不知道 人生的严肃 的人们也 

没有诵读的资格。”⑥郭沫若说：“他那大胆的自我 

暴露 ，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 的背 甲里面的士大夫 

的虚伪 ，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 ，把一些假道 

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⑦《沉沦》因其 

真诚与坦率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上海泰东书局 

将此书连续印了十余版，成为五四时期的一部畅 

销书。 

《沉沦》是作者自身体验与感受的个人化表 

① 徐玉诺 ：《祖父的故事》，秦方奇编：《徐玉诺诗文辑存》(下)，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418—419页。 

② 潘漠华 ：《乡心》，《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 129页。 

③ 岳凯华 ：《不可忽视走向平民的五四文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9日。 

④ 周作人 ：《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 5卷第 6期。 

⑤ 郁达夫 ：《(沉沦)自序》，文明国编：《郁达夫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 61页。 

⑥ 周作人 ：《沉沦》，张菊香编：《周作人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⑦ 郭沫若：《论郁达夫》，王 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 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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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大胆地呈现了青年内心的生命欲求和隐秘心 

灵的苦闷，挑战了“违反人性不 自然的习惯制 

度”，从侧面肯定了人的“生活本能”的正当性与 

合理性。郭沫若的小说也通过身体书写表达了生 

命诉求。《残春》写主人公青春期的生理冲动， 

《叶罗提之墓》、《喀尔美萝姑娘》写生命冲动与道 

德的冲突，都表达了主人公性的苦闷与生的苦闷。 

五四女作家们也开启了女性身体的欲望书 

写。凌淑华的《酒后》写了一个已婚少妇对另外 
一 男子产生的欲望。女主人公倾慕爱怜丈夫的一 

个好朋友，有天晚上三人喝酒归来，看到醉卧在沙 

发上这位男子的神态，忽然产生了想去亲吻他的 

冲动：“此时子仪正睡的沉酣，两颊红的象浸了胭 

脂一般，那双充满神秘思想的眼，很舒适的微微闭 

着；两道乌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鬓角分列；他的 

嘴，平常充满了诙谐和议论的，此时正弯弯的轻轻 

的合着，腮边盈盈带着浅笑；这样子实在平常采苕 

没看见过。他的容仪平时都是非常恭谨斯文，永 

没有过象酒后这样温润优美。采苕怔怔的望了一 

回，脸上忽然热起来 ⋯⋯”①以往文学书写 中，都 

是男性打量女性的身体，到了五四女作家笔下，女 

性也开始大胆地欣赏男性的身体。《酒后》对女 

主人公内心隐秘渴望的书写大胆而直白，从正面 

书写了“生活本能”的美与善。 

冯沅君的《隔绝》、《旅行》、《隔绝之后》、《慈 

母》等小说，也大胆地展露了两性情爱心理与两 

性情欲细节。女主人公以自我独 自的形式言说 自 

己的私密情欲，如：“你开始敢于握我的手，待走 

到了畅观楼旁绿树丛里，你左手抱着我的右肩，右 

手拉着我的左手，在那里踱来踱去，几次试着要接 

吻我，终归不敢。现在老实告诉你吧，士轸!那时 

我的心神也已经不能 自持了，同维特的脚和绿蒂 

的脚接触时所感受的一样。”②又如：“当他把两条 

被子铺成两条被窝，催我休息的时候，不知为什么 

那样害怕，那样含羞，那样伤心，低着头在床沿上 

足足坐了一刻多钟。他代我解衣服上的扣子，解 

到只剩最 里面的一层 了，他低低 的叫我 的名字 ， 

说 ：‘这一层 ，我可不能解了。’⋯⋯”③虽然女主人 

公对 自己的身体欲望不无理性控制，在性话语 的 

表达上也有意无意地作隐蔽化处理，总体呈现重 

“灵”轻“性”的情爱心理，但女性身体欲望毕竟 

“浮出历史地表”。在冯沅君的作品中，女性微妙 

的性爱心理得到正面、健康地表现，冯沅君对女性 

隐秘性心理的书写，“以崭新的趣味，兴奋了一时 

代的年青人”。沈从文在《论中国创作小说》这样 

评价淦女士(冯沅君)：“淦女士作品，在精神的雄 

强泼辣上，给了读者极大惊讶与欢喜。年青人在 

冰心方面，正因为除了母性的温柔，得不到什么东 

西，淦女士作品，却暴露了自己生活最眩 目的一 

面。这是一个传奇，一个异闻，是的，毫无可疑的， 

这是当时的年青人所要的作品，一个异闻，淦女士 

作品是在这意义下被社会认识而加以欢迎的。文 

字不如冰心的华美，缺少冰心的亲切，但她说到的 

是真正自己。她具有展览 自己的勇敢⋯⋯”④可 

见私人化写作在当时所引起的广泛关注。冯沅君 

因其“暴露了自己”、“说到的是真正自己”、“展览 

自己”被认为是“异闻”而得到年轻人的欢迎。台 

湾文学史家陈敬之也认为：“她的小说所以受到 

青年读者的重视，是因为她有着比同时代的女作 

家更大的胆量。敢于挣脱一切旧礼教的束缚，也 

敢于揭开一切虚伪 的面 目，赤裸裸的把女性 的心 

理和隐秘，于小说中为之和盘托出。”⑤ 

郁达夫、郭沫若、凌淑华、冯沅君等五四作家 

们带着创作主体 自身的生命体验与感受，大胆地 

言说了个体生命深处的私秘心理与欲望，呈现出 
一 种个人性、内在性的特征 ，这种对 自我生命内在 

状态的叙写 ，也构成 了五 四文学不同于以往文学 

的一个新的特质，并对以后的文学书写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苏青的 

《结婚十年》以及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私人化 

书写等，都是五四文学个人化写作流脉在不同时 

期的呈现与嬗变。 

其次，周作人等作家对性灵的表达，是五四文 

学性与灵之个人化 书写的另一种表现 ，是对 “人 

性向上”一面的展露，是“形上”的个人化写作。 

“性灵”，即是自我的真性情。从《美文》提出 

的“真实简明”，到《自己的园地》的“以个人为主 

人”，再到《语丝》的“大胆与诚意”，再到《雨天的 

凌叔华 ：《酒后》，《花之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第4页。 
冯沅君 ：《隔绝》，袁世硕、严蓉仙编：《冯沅君创作译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7页。 

冯沅君：《旅行》，袁世硕、严蓉仙编：《冯沅君创作译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第 20页。 

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选集》(第 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371—372页。 

陈敬之：《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 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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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冲淡 自然”，周作人开始通过倡导自我真 

性情 的表现与对 自我真性情的书写，呈现真实的 

自我，“实现人的生活”。他在《自己的园地》“序 

言”中说 ：“我们太要求不朽 ，想 于社会有益 ，就太 

抹杀 了自己；其实不朽决不是著作的 目的，有益社 

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 

浅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 

胆的说出来 ，因为文艺只是 自己的表现 ，所以凡庸 

的文章正是凡庸 的人 的真表现 ，比讲高雅而虚伪 

的话要诚实的多了。”①他反对功利性 的文艺观对 

自我的遮蔽 ，主张纯粹的 自我表现 ，并反复强调 ： 

“我只想表现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并无别 

的目的。”②散文《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 

《喝茶》、《乌篷船》、《苦雨》、《若子的病》、《初 

恋》、《唁辞》、《谈酒》等，皆取材于个人生活琐事， 

在平凡琐碎 的 日常生 活中叙写 自己的体验与性 

情 。《故乡的野菜》写 由妻子买菜 回来说起荠菜 ， 

想起浙东故乡的野菜来 ，于是开始叙写故乡的荠 

菜 、黄花麦果 、紫云英几种野菜以及妇人A,JL采食 

的情景，恬静的回忆中浸润着作者淡而悠远的思 

乡之情。《北京的茶食》写在北京寻买茶食的心 

情，以及由此而来的感受：“我们于 日用必需的东 

西 以外 ，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 ，生活才 

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 ，看花 ，听雨 ，闻 

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 

上必要的—— 虽然是无用的装 点，而且是愈精炼 

愈好。”③《乌篷船》中津津有味地叙写坐船的乐 

趣：“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 

呼声 ，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 ，也都很有意思 。雇一 

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 ，可以了解 中国旧戏 的真趣 

味 ，而且在船上行动 自如 ，要看就看 ，要睡就睡 ，要 

喝酒 就 喝酒 ，我 觉 得 也 可 以算 是 理 想 的行 乐 

法。”④文章为书信的形式，写信者与收信者实为 

同一个人 ，是作者 自己与 自己的对白。《若子的 

病》写女儿生病的情景与心情 ；《初恋》写自己十 

四岁时对一个女孩子的朦胧情感；《唁辞》写孩子 

的老师齐 女士 病故 以及 由此 而来 的唏 嘘之感。 

《娱园》、《喝茶》、《谈酒》、《上下身》、《苦雨》等 

等，都是作家琐琐碎碎地展开 自己在家常生活中 

的生命体验。作者在《苦雨》中道：“倘若有人说 

这所记 的只是个人 的事 情 ，于人生无益 ，我也 承 

认 ，我本来只想说个人私事 ，此外别无意思。”⑧在 

平常事物、平常生活中书写性灵，品味生命，其个 

人化的性灵表达正是“人”之自觉的表现。俞平 

伯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西 

湖的六月十八夜》、《钱塘江大夜潮》等，鲁迅的 

《从百革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等，冰 

心 、朱 自清 、郁达夫 、废名 、钟敬文、许地山等作 家 

的性情之作，都是作家自我性灵的个人化表达。 

五四作家直抒性灵的书写 ，是“其 内面生活” 

的展现，是其“高上和平的境地”中的生命体验， 

直接影响了 30年代林语 堂、沈从 文、萧乾、师 陀、 

何其芳、李广田、丰子恺等人，以及 40年代汪曾 

祺、梁实秋、张爱玲等人的性灵写作，一直到当下， 

这种 个 人 化性 灵 书写 形 成 了一 支重 要 的文学 

流脉。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指出，倡导“人的文 

学”的最 终 目标 是 “养成 人 的道 德 ，实现人 的生 

活”，即“人人能享 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⑥ 五四 

文学对生命存在的探询、对底层平 民个体 的关注 

以及性与灵的个人化书写，即是为实现这一 目标 

所开辟 的“一片崭新 的文场”⑦。五四作家对存在 

的思索、对底层平民的关注与个人化的书写，又构 

成新的传统，影响与启示着五四以来百年中国文 

学的发展 与流变。“养成 人的道德 ，实现人 的生 

活”依然是当下文学创作的价值追求。 

(责任编辑 ：素微 ) 

①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旧序》，《周作人文集》，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 49—50页。 

②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旧序》，《周作人文集》，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 49—5O页。 

③ 周作人：《北京的茶食》，张菊香编：《周作人散文选集》，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 93页。 

④ 周作人：《乌篷船》，张菊香编：《周作人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 151—152页。 

⑤ 周作人：《苦雨》，张菊香编：《周作人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第 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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