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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野草》中的“笑” 

朱崇科 陈 沁 

摘 要： 通读《野草》中的笑(声)话语，我们不难发现，借助“笑”的力量，鲁迅呈现出 

对德性的弘扬，尤其是对牺牲，美好等层面的坚守，同时又有对非堕落存在状态的考问 

和自律性的思考；同时，借助批判他人、自我及人类身上的劣根性多管齐下，鲁迅呈现出 

“笑”的多重功能与繁复意义指向，其 中也不乏 自我安慰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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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说 ，嬉笑怒骂或反讽 (Irony)等风 

格／手法 已经成为鲁迅文学书写 的重要策略 ，乃 

至妇孺皆知的成功标签之一。“笑”作为其 中相 

当重要的现象或手法 自有其独特功能，这一点无 

论是在小说还是在其他文体中都显而易见，而在 

“鲁学”的近乎地毯搜索式研究中亦被关注过。 

如有论者指出，在其小说中，“在鲁迅笔下， 

对笑的描写，常常是刻划人物性格的一种手段”， 

比如阿 Q摸小尼姑光头后表现出“九分得意的 

笑”，酒店里的人们也表现出“十分得意的笑”，此 

种得意的笑 ，可以呈现 出阿 Q和看客们一样的无 

聊、无耻和欺负弱小的个体和群体劣根性；“有时 

也是展现人物历史的一种方法”，比如《伤逝》中 

子君笑的变迁可以呈现出她在压迫下从反抗逐步 

走向妥协乃至死亡的过程；“有时还作为揭露反 

面人物的武器来使”，比如嘲讽《肥皂》、《高老夫 

子》的主人公；“有时还是鲁迅小说构思的重要线 

索”，如《孑L乙己》中的角色各种笑的连缀推动了 

情节的发展。 

有论者还借 助西方理论把鲁迅小说 中的 

“笑”书写类型分门别类处理，自有其洞见。论者 

指出 ，鲁迅小说 中的笑大致可分为装饰型 、反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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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布尔列斯克(burlesque)”型三类：鲁迅所说 

“装点些欢容”形成装饰型的笑，又可以分成即兴 

式的讽刺、“场景滑稽”、“意境滑稽”，而鲁迅的小 

说中此类书写近乎 比比皆是 ；“言在此而意在彼 ” 

构成反讽型的笑，诸如《孔乙己》、《风波》、《端午 

节》、《社戏》、《肥皂》、《离婚》、《高老夫子》、《幸 

福的家庭》、《怀旧》等篇都属于这一类；而“夸张 

的滑稽模仿”是布尔列斯克型的笑，主要体现在 

《阿 Q正传》和《故事新编》等小说上，具有非正统 

性、思想／想象自由、强调物质元素等特点。④ 

而同样，在杂文书写中，笑及其话语②亦卓有 

成效、令人瞩目，尤其是它嘲讽的层面、及时性、宽 

度也 比小说显得酣畅淋漓 ：一方面，鲁迅杂文具有 

众所周知的强悍战斗力——似匕首、如投枪；另一 

方面，它往往又可以在各色笑中温柔一刀，比如其 

升华版的“刑名师爷”式讽刺性的喜剧式的语言， 

张力十足，不只是引人发笑，同样借此将对手、反 

动政府和封建文人的错误、丑恶乃至群体的国民 

劣根性大力鞭挞(甚至有时也对同类缺陷或劣根 

性进行诙谐式提点)，让读者在各种各样的笑声 

中进一步认清事物／事务的真相／本质，当然也很 

容易感觉到鲁迅在嬉笑怒骂文字背后的情感介 

入 、诗性凝练 与洞若观 火，这种 书写可谓 比比皆 

是，近乎是常识，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夏济安在他著名的《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 

文学运动研究》一书中指出：“鲁迅未能以他对无 

意识的了解创作出一部巨著，或许是因为他的恐 

惧，因为他全力挣扎，想要摆脱那些梦境。诚然， 

他对光明的信念最终未能驱散黑暗，但也至少抵 

挡住黑暗的致命引力。希望纵使虚无，终究甜过 

暗夜的梦。”③某种意义上说 ，夏济安 采用 了较高 

的世界级文学的标准，把鲁迅置于尼采、卡夫卡等 

人的段位上进行比较和期冀。但我们也可以从另 

一 个层面进行反思，《野草》本身的创作和生产或 

许就不是要达到夏济安期待的方向——它很可能 

也是鲁迅对内心阴暗面部分克制之后的“原生 

态”呈现，鲁迅先生就是想部分暴露也慰安，他未 

必想通过宗教或其他精神面向实现彻底救赎，因 

此其《野草》更是一部灵魂肉搏的结晶，也是一种 

力的诗性哲学，甚至也是坦露疗伤的文学病历。 

从此角度看，《野草》恰恰是鲁迅特色的现代文学 

经典 。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经典 

的《野草》，其中的笑(声)书写同样值得仔细探 

勘，尤其是其间的“笑”往往颇为难解，也因此更 

需要深究 。但相当遗憾 的是 ，这方面的专 门探究 

并不多见；偶有论者，如陈安湖，相对富有联想性 

地在论述某篇时兼及其他并对其相似性加以只言 

片语，如提到《死火》第一次“哈哈”出现时，论者 

论述到 ：“发笑者 是 ‘我 ’，也 可 以说 就是作 者 自 

己。这是看穿了冰谷统治者的伎俩而发出的纵声 

大笑，含有强烈的讽刺和鄙夷的意味。这样的笑， 

在《野草》中常常是可以看到的。这是作者常用 

以揭穿敌人伪装的武器。《死后》⋯⋯含义也一 

样。这 ‘哈哈 ’一笑，恰如一支利剑 ，刺 进 了敌人 

的心脏，使他们无所遁形。”④虽然有些新意，算得 

上一家之言，但也不乏先入为主的偏执和简化之 

嫌，上述的“哈哈”其实同时也有提醒注意和情绪 

宣泄的味道。 

毋庸讳言 ，《野草》中的笑(声 )话语和鲁迅小 

说、杂文中的描写既有相似性、相通性，又有差异 

性。比如它f门可能都指向了对各色国民劣根性的 

大力挞伐以及对自我的深刻解剖，但由于《野草》 

的独特性，比如相对晦涩、歧义／奇异 ，也因而让其 

中的笑声话语在解读与诠释 时更显芜杂 ，甚至有 

些突兀和发散，而在结构设置上，《野草》中的笑 

(声 )书写更多是散居分布 ，未必对大的结构推进 

作用重大，虽然在有些篇章中偶露峥嵘。如《题 

辞》一文中，“但我坦然 ，欣然。我将大笑 ，我将歌 

唱”。这一句中的“大笑”“歌唱”出现了三次，重 

复 、排比、回环 ，对于作者 的情绪抒发有强化性 ，亦 

对于篇幅推进呈现出特别的韵律感；而《死火》中 

“哈哈”第一次出现时，可以将笔墨暂时荡开，从 

① 陆芸：《在笑噱中直面社会与人生——略论鲁迅小说中的笑》，《浙江学刊》，2001年第 1期。 

② 这里的话语(discourse)主要是指围绕某类主题展开的历史形成过程、相关认知过程、社会关系和思想形式等总 

结，它往往也包含了其运作轨迹和文化权力机制。具体可参朱崇科著《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 ：“实人生”的枭呜》(北 

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绪论和文内论述。 

③ 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中译本，第 134页。 

④ 陈安湖：《<野草 >释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 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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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设的冰谷世界进入了幼时的经验世界，亦有情 

节丰富和推展作用，而第二次“哈哈”的出现却又 

出人意表 ，对于结局的构设不乏推助 。 

整体而言，恰恰是因了《野草》意义的繁复性 

和独异性①，我们更将论述焦点锁定在其笑声话 

语 的意 义指 向上。简单 而言 ，如 果采 用 关键 词 

(key words)总结法，《野草》中的笑(声)话语主要 

有三个指向：1．德性。笑喻示和象征了一种道德 

高度，或是可能的牺牲与升华，或是对美好／豁达 

的素质拥有等。2．理性。这毋宁更是对存在中 

的非堕落状态的描绘和反思 ，其中既有 自律 ，又有 

坚守和考问／强化。3．劣根性。其间亦不乏对各 

种劣根性的挖掘与批判，其中既包括个体与群体， 

又包括 自我解剖 。 

德性 

某种意义上说，《野草》不仅包含了鲁迅的哲 

学理念 ，是鲁迅直面 自我的篇什 ，而且 同时也寄托 

了鲁迅对某些建设性、褒扬性理念的弘扬，尽管这 

些理念在《野草》中被呈现的程度有异。简单而 

言，德性在鲁迅的思维中无疑颇为复杂，既有其相 

对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倾向，但同时又难免对儒家 

伦理中类似于“大我”的“为公”精神和坚守原则， 

同时也不乏对西方现代性中新型的道德伦理的接 

受和弘扬。在本文中，笔者更愿意认同麦金太尔 

(Alasdair MacIntyre，1929一 )的观点，“德性必定 

被理解为这样的品质：将不仅维持实践，使我们获 

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也将使我们能够克服我 

们所遭遇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从而在对相 

关类型的善的追求上支撑我们，并且还将把不断 

增长的自我认识和对善的认识充实我们。”②易言 

之，德性成为我们实践、超克自己的精神支撑与良 

善资源。 

(一)牺牲／升华。《野草》首篇《秋夜》不仅 

奠定了整本集子的情感／意义基调，而在笑 (声) 

书写上亦别具一格。文本中的笑也有不同层次， 

比如，虚假的自以为是 ，同时借此向帮凶及被统治 

者们展示威严与所谓内涵，因此(夜的天空)“他 

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 

霜洒在我 的园里 的野花草 上”。如 ，在 冷峻的环 

境中对美好的某种可能性的瑟缩期待 ，当然也可 

能是一种 El我积极暗示与激励 ，(极小 的粉红花) 

“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 

着”。 

当然特别引人注目和颇具争议的还有“夜半 

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 

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 ，没有别的人 ，我 

即刻听出这声音就 在我 嘴里 ，我也 即刻被这笑声 

所驱逐 ，回进 自己的房。灯火 的带子也 即刻被我 

旋高了”。张洁宇认为，无论是枣树，还是奇怪的 

笑声，都是“一个带有分裂特征的‘我’。如果把 

‘我 ’看作作者本人 ，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我 自己不 

知道笑声出于 自己的 口中。而如果 把这个 ‘我 ’ 

看作作者 自画像 中的形象 ，就很容易 理解了”③。 

而在李何林看来，“‘我’很欣赏枣树的英勇战斗 

和天空的狼狈，他情不自禁地，也是不自觉地吃吃 

地低声笑了，对天空的狼狈相有些痛快”④。陈安 

湖也持类似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讥讽 的笑”⑤。 

李玉明则别 出心裁 ，更 进一步 ，指 出 ：“这是一种 

嘲弄 的笑声 ，暗示着一种消解的倾向，一种对枣树 

所作出的挑战的人生选择的解构趋 向和否定倾 

向。并且，整部《秋夜》情绪脉络的演变也透露出 

这种解构倾向。”⑥ 

在我看来 ，这种笑声具有多重含义 ，既有对广 

阔而阴沉的夜空(而非对枣树的努力对抗)的嘲 

讽和解构，又有对 自我 的激励和确认 (通过分身 

的貌似“异”的方式，宛如《呐喊·自序》中对同道 

的喝彩，“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 

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至于我 的 

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 ，是可憎或是可笑 ，那倒是不 

暇顾及的”)，同时也是对 自我存在 、乃至牺牲与 

反抗精神的赞许。 

① 有关单篇分析可参朱崇科著《<野草 >文本心诠》，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② 麦金太尔著，龚群等译 ：《德性之后》，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 277页。 

③ 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 <野草 >细读与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 46页。 

④ 李何林 ：《鲁迅 <野草 >注解》，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 24页。 

⑤ 陈安湖：《<野草 >释义》，第 19页。 

⑥ 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 >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 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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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题辞》中，作者亦颇有激情的提及，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陈安 

湖认为：“这是对敌人践踏、删刈的憎恶和蔑视， 

表现了作者坦荡的胸怀和豪迈的战斗风度。”①在 

我看来，这里的“大笑”最少有两重含义：一是对 

表面的野草命运的笃定、认同乃至部分赞扬，因为 

野草必然要遭遇践踏、删割和各种挫折；二是对人 

生阴暗、凶险中坚守者(包括 自我)的激励与表 

态 ，我们必须坚守位置。 

(二)豁达／美好。前述《秋夜》中的小粉红花 

的“笑”虽然孱弱，但其实也不乏对美好的简单憧 

憬与向往。而在《过客》中，这种对美好理想／目 

标进行确认 (identify)和坚守 的倾 向更加 突出和 

复杂。鲁迅在写过客的笑时，也有不同的场景和 

用意。小女孩告诉过客前面为何路时提及，“那 

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去看 

他们的”。过客的反应是“(西顾，仿佛微笑)”。 

毋庸讳言，这里表达了过客对小女孩描述过的未 

来和 自己既定 目标和理想 的向往 ，虽然不能完全 

确认 。其中，所谓的 “西”当然也有 丰富含义 ，既 

有对现状 的否定，“回到那里去 ，就没一处没有名 

目，没一处没有地主 ，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 ，没 

一 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 

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同时也有对西方现代 

性的坚定追求。② 而下文提及的“没一处没有皮 

面的笑容”作为和“西”对立的存在，则是反映出 

过客对伪善等劣根性的憎恶与厌弃。 

当过客返还小姑娘她 的布片时 ，小姑娘拒绝 

了，“(惊惧，退后)我不要了!你带走!”过客的反 

应是，“(似笑)哦哦，⋯⋯因为我拿过了?”这里的 

笑表示歉意、自嘲和示好，也是对充满希望和爱心 

的小姑娘的善待。当老翁建议把布片“挂在野百 

合野蔷薇上”时，小姑娘“(拍手)哈哈!好!”不必 

多说，她对这种把爱心转换成大 自然的装饰和点 

缀表示高度赞同。而正是对理想虽然彷徨却不乏 

有意味的坚守、对美好非常尊重却又拒绝同情之 

爱，可以让过客更坚定前行、轻装上路。如人所 

论 ，这时候过客的前行，“是在甩掉 了种种沉重 的 

牵累，剥离了层层胶着的情感纠缠以后，是在经历 

了思想上情感上的大分裂大痛苦大矛盾大搏斗的 

心灵煎熬过程，并最终战胜了自我的前提下开始 

的，因而又带有一种深沉的坚如磐石的韧性挑战 

倾向!”③ 

同样，鲁迅对美好的关注还体现在《死火》 

中，如前所述，第一个“哈哈”的出现推助了情节 

的进展，但其实也不乏对诸多美好瞬间(包括和 

更指向无意间获得的“死火”)难得定格的喜爱， 

“这是一种积极明亮的声音 ，表达了对于得到 ‘死 

火’的欣然情态，同时也表现了与‘死火’相类似 

的性格”④。某种意义上说 ，这里的“哈哈”所涉及 

的快意美好与“死火”共享了类似的气质。 

《希望》中两次出现的“笑的渺茫”字眼其实 

也是一种美好，是和青春并列的可以珍存的事物 

之一，虽然它未必完美，但毕竟是美好的，而且本 

身可以对抗“青年的消沉”。当然，如果从更高的 

层面看，鲁迅对美好的、豁达的质素的褒扬其实背 

后的核心理念也是“立人”，虽然方法上可能不乏 

遗憾与批判策略，如人所论，“《野草》从多个角度 

提出了实施立人思想的具体途径，或抨击歪劣文 

风、或弘扬‘傻子’正气，或痛恨看客无聊、或激励 

青年奋起，或揭露御用文人嘴脸、或表达真诚与爱 

意，或批评军阀政府、或同情受难民众，或批判孔 

孟之道、或赞扬战士韧战，或怒斥世俗染缸、或歌 

颂一尘不染 ，或揭批心灵 阴影 、或 呼唤追求猛进 

等 ”⑤ 

二 、理性 

毋庸讳言，鲁迅给人的印象深刻的特点之一 

则是其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醒、痛苦、深刻交织而 

成的复杂性，而其多疑的性格及其思维哲学却又 

① 陈安湖：《<野草 >释义》，第 8页。 

② 具体可参朱崇科 ：《执著与暖昧：<过客 >重读》，《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 7期，第 34—35页。 

③ 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 >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第 99页。 

⑧ 张洁宇 ：《独醒者与他的灯 ：鲁迅 <野草 >细读与研究》，第 187页。 

⑤ 崔绍怀、刘雨：《论鲁迅 <野草 >的立人思想》，《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 2期，第 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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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他开拓视野、锐意思考，不争人先，但常有洞 

见。① 而在《野草》的笑(声)话语中，他同样高扬 

理性旗帜，既呈现出存在的真实状态，同时又有所 

坚守，其有关文字表述发人深省。 

(一)坚守／自律。相当别致的《墓碣文》结尾 

处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 

的微笑!”李何林认为，这是死尸化为灰尘、行将 

完全消灭时，虚无思想被消灭后的胜利的微笑。② 

陈安湖持类似观点，并认为“他以笑结束全诗，大 

大地减轻了前面渲染过多的阴暗绝望气氛，增添 

了作品的欢容和亮色”③。而张洁宇也不太肯定 

地强调其积极一面 ，“或许 我们 应该在这个 意义 

上去理解‘成尘时的微笑’中的那相对积极的一 

面吧。那个墓 中的另一个 ‘我 ’，对于死亡 ‘绝不 

显哀乐之状’，但‘成尘’时却要‘微笑’，这里面的 

深意的确值得细细揣摩 ”④。 

在我看来，这里的“微笑”具有相对繁复的含 

义：第一，是对曾经存在过的自我世界的确认与褒 

扬，“死尸”和“我”其实更是作者鲁迅两个自我分 

身的对视；第二，成尘后的“微笑”也是对苦痛和 

绝望的话别，同时又是一种自我坚守之后的逼视 

和追问 ，正因为如此 ，“死尸”才让“我 ”感 到恐惧 ， 

“生怕看见他的追随”，而不仅仅是 因为“死尸”的 

过于激烈和身上的阴暗面。 

同样值得肯定的还有《这样的战士》。尽管 

有一个惨痛的结局，战士老死，无物之阵获胜，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 

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但战士的表现却 

令人欣慰，“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 

心窝”。他的微笑呈现出他的清醒、自信、睿智与 

坚守，毕竟，此时的主体的笑可以映衬出他面对伪 

饰、虚耗、狡诈时却依然成竹在胸，这其中包含了 

智慧与确信，因此他“从容镇定，居高临下，俯视 

众生，笑看人间，于是，产生了某种喜剧效果。这 

里，深藏着战士战斗的展开方式，亦即深藏着鲁迅 

杂文的奥秘”⑤。而连续几次“但他举起了投枪” 

的强调却更显示出战士的坚守、韧性、决绝与永不 

妥协，这跟鲁迅所提及和强调的“青皮”精神中的 

闪光点是一致的，“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 

就是韧性。听说 ‘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 

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 

要两元 ，对他说这行李小 ，他说要两元 ，对他说道 

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 

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 

可以佩服 ”⑥。 

当然，值得一提的还有《死火》结尾“‘哈哈! 

你们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我得意地笑着说，仿 

佛就愿意这样似的”。“哈哈”呈现出“我”的另样 

态度：他当然为选择跳出冰谷而无怨无悔乃至庆 

幸，但同样“我”又为冰谷里面缺少了“星星之火， 

可 以燎原”的死火而感到惋惜 ，某种意义上说 ，青 

白的冰谷也该是继续被启蒙和拯救的对象，如陈 

安湖所言：“如果‘死火’统统逃离冰谷，那就意味 

着冰谷永远不再有火种，火星，人们永远没有改变 

命运的希望，这倒是大不幸的事，所以作者只希望 

‘死火 ’在 冰谷 里得 到人 民的温 热 和他 们 一起 

燃烧 。”⑦ 

(二)考问。前述《墓碣文》中自然不乏鲁迅 

式“抉心自食”的深刻解剖，同样《风筝》一文也是 

一 篇对自我存在的考问。不必多说，《风筝》简而 

言之，就是一个经由回望青少年时期的风筝事件 

来深刻自责、反省，力图自我救赎却不能如愿的故 

事。当然也可以有更复杂的解读：其中既有常人 

易于看到的儿童本位观、自我批判等主题内涵，但 

同时又有为一般人易于忽视 的绵密主题—— 悲哀 

意绪，而整篇作品却是对这种意绪的化解尝试，其 

中不乏 自解的吊诡：鲁迅往往是采用 自虐式自剖 

的方式 白解 ，自解 的抽刀断水效果可想而知。同 

时，风筝意象中其实也富含了多元角色，如作为心 

绪的风筝，并非爱情指涉，而更是不可排解的愁 

① 有关鲁迅多疑及其思维特征的论述，可参刘春勇：《多疑鲁迅 ：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北京 ：中国传 

媒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 

② 李何林：《鲁迅 <野草 >注解》，第 130页。 

③ 陈安湖：《<野草 >释义》，第 137页。 

④ 张沽宇：《独醒者与他的灯 ：鲁迅 <野草 >细读与研究》，第227页。 

⑤ 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 >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第 155页。 

⑥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 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169页。 

⑦ 陈安湖：《<野草 >释义》，第 115页。 

】27 



朱崇科 陈沁 论《野草》中的“笑” 

绪；作为意义的风筝，鲁迅在处理兄弟失和、天性 

本位时都与风筝勾连，而作为叙事的风筝层面，无 

论是回忆还是虚构都起到了较好的推进作用，但 

也不乏吊诡。①《风筝》此文实际上并非是针对个 

体 的劣根性 而言 ，因为他 并没有 遗忘 自己的错 

误——“精神虐杀”，而是认真加以反省，并希望 

加以解决或补偿当年的过失。 

当“我”告知小弟当年践踏他所扎(半成品) 

风筝的事 情 时 ，他 的 回答是 ：“‘有 过这 样 的事 

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象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 

样。他什么也记不得了。”他的笑更是一种遗忘， 

虽然说不上无动于衷，但似乎和他关系不大，但对 

于满怀期待的“我”来说，这样的结果 自然令人无 

法释怀，“我”将长期背负这种自责、考问与反省 

粗暴，如果略微扩展此文的寓意，或许也呈现出鲁 

迅对周氏兄弟失和的某种祭奠和 自我精神拷打， 

这种深层的长线考问、无法终结的自责，其实效果 

和程度上不亚于《墓碣文》一时的惨痛而壮烈的 

“抉心白食”，如人所论：“《风筝》的主体立意则在 

于跨过这种负疚感 ，直接指 向 自我意识的最隐秘 

处——负载着深广的现实与历史内容并联接着个 

人战斗路途的鲁迅心态 !”② 

整体而言，在通过笑(声)话语所进行的理性 

思考 中，鲁迅 自然也指向了某些阴暗面 、绝望、彷 

徨和否定思维，但他的这种反思、反抗、坚守却更 

多是对堕落的拒斥 ，也是对虚无主义 、自私 自利等 

消极倾向的消解，好比在《影的告别》中呈现出影 

的悖论性——无地彷徨 ，也否认 了未来黄金世界 

的可能性，但它还是选择肩起黑暗的闸门，与黑暗 

同归于尽 ，如人所论 ：“‘影 ’虽然也否定 了‘黄金 

世界’的理想，否定了自身的前途，要以生命的毁 

灭去进行绝望的抗战；但他的这种否定却始终和 

为‘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 ’而奋 斗的伟 大思想 

相联系。因此，在他那忧郁绝望的告白中始终敲 

击着执着现实、积极战斗的深沉鼓点。”⑧ 

三、劣根性 

毫无疑问，鲁迅在各种文体中从未放弃过对 

国民劣根性的犀利批判④，这其中既指向个体，又 

指向群体，既有借助对象为人物的常见策略，又偶 

尔借重动物和其他角色，可谓苦心孤诣。 

(一)批 判他人 ：以 “哈哈论 ”为中心。结合 

《野草》，其中特别典型的则是“哈哈论”。而其典 

型文本则是《立论》，在文本中，老师所提供的既 

不想说谎，又不愿遭打的应对策略就是，“那么， 

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那么 ⋯⋯。 

阿唷 !哈 哈!Hehe!he，he he he he! ’鲁迅 借 

《立论》批判“哈哈论”的说法之一主要来 自于荆 

有麟的回忆，他在《哈哈论的形成》一文中写道， 

鲁迅曾和他提及王小隐的待人接物表现，“我想 

不到，世上竟有以哈哈之论过生活的人。他的哈 

哈是赞成，又是否定。似不赞成，也似不否定。让 

同他讲话的人 ，如在无人之境”⑨。 

此后对此文意义的解释多数未超出荆有麟的 

判断和引导。但慢慢亦有更新 ，如李玉明就认为 ， 

这是一种先觉者的失语症 ，并进一步认为 ：“我的 

无法驳难，不仅是一种‘失语’，它更指向自身，面 

对这样的 自我无言以对 ，‘失语 ’了。这是更透彻 

的对于自我悲剧性存在的一种体察和确认。”⑥而 

张洁宇则做了进一步升华 ，超越 了单纯对哈哈论 

的具体阐释，“如何不‘瞒’、不‘骗’，不说假话，同 

时又避免简单机械地说真话 的负面影 响，这些都 

是鲁迅在写作中所面临的困境。更进一步说， 

《立论》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这个写作中的困境，其 

实更 已深入到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表达 自我之类 

的写作哲学的问题。说到底，这是一个如何面对、 

认识 、处理和表现 ‘真实 ’的问题”(z)。 

在我看来 ，结合文本 ，这当然是鲁迅对打哈哈 

习惯的一种批 判，更是对无是非原则 ，“无特操 ” 

① 具体可参朱崇科：《自解的吊诡：重读 <风筝 >》，《名作欣赏》，2016年第 25期。 

② 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 >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第 80页。 

③ 汪晖：《论鲁迅的 <野草·影的告别 >》，《扬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 4期，第 39页。 

④ 具体可参辛晓征：《国民性的缔造者——鲁迅》，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谭德晶：《鲁迅小说与国民性 

问题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等。 

⑤ 荆有麟：《哈哈论的形成》，鲁迅博物馆编 ：《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190页。 

⑥ 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 >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第 136页。 

⑦ 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 <野草 >细读与研究》，第 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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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无真假判断、无冷暖人性等国民劣根性的炮 

轰。而实际上，归根结底，也就是鲁迅所不遗余力 

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中的不认真等恶习，他指出： 

“中国实在是 太不认 真，什 么全是 一样 。”①类 似 

的，在《死后》一文中，鲁迅对旁观者的议论呈现 

其实也展现出类似的个案批判性，比如活人们彼 

此说话时固然“哈哈哈”，即使对了死人，也无非 

是“死 了?⋯⋯”“嗡。—— 这⋯⋯”“哼 !⋯⋯” 

“啧。⋯⋯唉!⋯⋯”这些 描写一方 面可 以呈 现 

出活人们的无特操、不真诚，另一方面却又反衬出 

其浮泛、空虚，缺乏起码的主体性。鲁迅甚至还以 

死人的口吻调侃活着的人们，“可恶，收敛的小子 

们!我背后的小衫的一角皱起来了，他们并不给 

我拉平，现在抵得我很难受。你们以为死人无知， 

做事就这样地 草率?哈哈!”这 当然是对 国人做 

事的不认真、苟且加以调侃和批判，李何林指出： 

“这是表现了‘我’虽在‘死后’也仍然具有的强烈 

爱憎感情。”② 

除此以外，《颓败线的颤动》中描写了被羞辱 

和嘲笑的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她在极度贫穷的 

情况下不得不通过出卖 自己的身体养活了子女， 

却被活下来的两代人嫌弃和唾骂，于是这位老母 

亲，“她开开板门，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 

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不必多说，这里 的“毒 

笑”来 自于背信弃义、不知感恩的子女，但同样也 

包括全无同情心 、颇具杀伤力 的孩子们 ，“最小 的 

一 个正玩着一片干芦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仿佛 

一 柄钢刀 ，大声说道：‘杀 !”’毋庸讳言 ，儿童们 固 

然可以是希望和未来，但同样可以成为陈旧伦理 

道德 蚕 食 健 康 人 性 的 牺 牲 品 和 反 过 来 的 施 

暴者 。③ 

有论者指出，在鲁迅的杂文中，他以“笑”作 

为手段“同旧传统 、旧文化英勇作战 ，不论是轻松 

的讪笑，善意的嘲讽，还是愤激的喜笑怒骂，抑或 

是文 白相间不大协调 的语言风格 ，均能恰切巧妙 

地刺痛敌人的心脏，表现了作者 ‘横眉冷对千夫 

指 ’的憎恨感 情及 高超 的讽 刺语 言艺术 ”④。其 

实，散文诗集《野草》的笑(声)话语实践中，鲁迅 

何尝不呈现出类似的杀伤力?但相较而言，风格 

上似乎显得更凝重 、松散与诗性 。 

(二)批评人类 自我。前述无论是《墓碣文》， 

还是《风筝》都呈现出鲁迅对 自我的深刻考问和 

解剖，但他也别出心裁，可以借助动物意象⑤呈现 

出更丰富 的意义指 向和讽刺 效果。比如 ，《狗的 

驳诘》一文借梦境里人、狗对话的方式对 自我以 

及更宏大的人类进行了犀利批判 。 

当人——“我”在指责狗的势利时，它的回答 

是：“嘻嘻!”他笑了，还接着说，“不敢，愧不如人 

呢”。解读此语，一方面，如果把“我”视为鲁迅， 

则可以看 出鲁迅对 自己的深刻反省和解 剖，如李 

玉明所言：“《狗的驳诘》中鲁迅大胆地决绝地解 

剖自身、直面自我难堪困窘的现实处境和悲剧命 

运，正昭示出这种罕有的精神襟怀。”⑥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将“我”视为人类，“狗”视为动物界，那 

么人 、狗对话恰恰反衬出人类的劣根性 ，不管是文 

化建设 ，还是物质追求上皆如此。从此角度看，鲁 

迅 的思 想指 向 了“立人 ”，此文 中的人 是奴 性 的 

人，不完整的人。如人所论，“这样的‘人’，其实 

还算不上真正的‘人’，算不上启蒙思想者观念中 

的真正 的‘人 ’。因此 ，要改造观念中的奴性”⑦。 

原本以为最势利的狗借它的口呈现出对人的 

批判和嘲讽，这当然也是鲁迅的分身的观点，“我 

惭愧 ：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 ；还不知道分别 

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与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 

奴；还不知道⋯⋯”不必多说，这其中也有一种悖 

论性 ：鲁迅并没有完全跳出他所批判 的对象的劣 

根性和缺憾，他是颇有带入感的，毕竟，他也是人 

类的一员 ，正如在《立论》中对哈哈论 中呈现出类 

似的暖昧姿态，“当然这决不是鲁迅所认可的，但 

这又正是他的巧妙之处 ，使得作 品中同时出现了 

鲁迅 ：《今春的两种感想》，《鲁迅全集》第 7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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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可参朱崇科：《论鲁迅小说中的儿童话语及其认知转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 1期 ，第 18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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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科 陈沁 论《野草》中的“笑” 

抨击时弊和表露内心两个声音。在否定和讽刺了 

‘哈哈’论者的同时，鲁迅说出了自己的困惑和矛 

盾 ，因为 ，既不愿意谎人又无法说 出真实的 ，正 

是他自己”①。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鲁迅先生一 

贯的风格，批评和解剖时从未将自己刨除在外，而 

是进行可能更严厉的剖析，好 比在他的第一篇白 

话小说《狂人 日记》中的狂人不仅仅揭示出中国 

传统文化糟粕的吃人本质，而且也把 自己放在其 

中，变成罪与耻情感寄托的“中间物”或载体。 

结语 

通读《野草》中的笑(声)话语，我们不难发 

现，借助“笑”的力量，鲁迅呈现出对德性的弘扬， 

尤其是对牺牲，美好等层面的坚守，同时又有对非 

堕落存在状态的考问和自律性的思考；同时，借助 

批判他人、自我及人类身上的劣根性多管齐下，鲁 

迅呈现出“笑”的多重功能与繁复意义指向，值得 

我们仔细反思。 

夏济安指出：“鲁迅个人在艰难时期的微妙 

感情 ，并未得到他的追随者和评论者的充分重视 。 

他们就像那一众好汉，也许真的觉得，现在所享受 

的阳光，都得益于鲁迅当年奋力扛起那黑暗的闸 

门，却全然不知他真实 的内心感受 。鲁迅机敏智 

慧 ，既有真知灼见 ，又有深厚的文字功力 ，这些都 

是他才华的表现，也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鲁迅 

是反叛散文的主创，而反叛散文对事物的褒贬往 

往过于随意 、绝对 ，态度 有失 公 正，内容 也欠 真 

实。”②夏济 安对鲁 迅 “反 叛散 文”(更 多是指 杂 

文)的批评或许还可商榷，但他对于鲁迅书写《野 

草》时候的孤绝的确心有灵犀。某种意义上说， 

《野草》作为一部涵容过于繁复的巨制，里面包含 

了太多的意义、情感、形式创新的密码，也需要更 

多有心人关注。 

从此角度看，若考虑到鲁迅创作的主体性，其 

中的“笑”也可能是他的阴暗面的一种释放，同时 

又俏皮地布下了迷魂阵，让普通读者难以释读，甚 

至百思不得其解，这也反衬出本文的一点意义，借 

此也向先生致敬。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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