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总第 ２４６ 期)
重读经典

主持人语: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至今已有一百余年ꎬ其作品正在接受着经典化的艰难洗礼ꎮ 这一过程艰难

而曲折ꎬ即使在今天ꎬ许多作品依然有着探微、细究乃至淘洗的丰富空间ꎮ 当然ꎬ既然为经典ꎬ其内

涵必然是丰富的ꎬ要对它们做出深入的解读ꎬ丰厚的人生阅历也许非常重要ꎮ 正因此ꎬ我们组织了

这个栏目ꎬ集中解读一些基本上被大家认可的现代文学经典作品ꎬ解读者则都是人过中年的“５０
后”和“６０ 后”学者———当然ꎬ不只是年龄ꎬ他们同时也都是在各自经典作家研究领域深有造诣的

专家ꎬ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学素养ꎮ 我们希望ꎬ二者的碰撞能够产生许多灵性的火花ꎬ让我们更深

入地捕捉到经典作品闪动的翅膀ꎬ拓展尚在过程中的现代文学经典化路途ꎮ (贺仲明)

戏在台下
———鲁迅«社戏»重读

　 　 　 郜元宝

摘　 要:　 «社戏»作为通行版«呐喊»的最后一篇ꎬ呼应了第一篇«狂人日记» “救救孩

子”的主题ꎬ也使鲁迅笔下的中国故事有了一个乐观的结尾ꎮ «社戏»之“戏”并非“好

戏”ꎬ真正的“好戏”其实是孩子们在台下所上演的他们自己的人生戏剧ꎮ «社戏»中的

“八一公公”、外祖母和母亲是孩子们应该感谢的三个大人ꎬ他们在将近一百年之前就

懂得尊重儿童的独立性了ꎮ 鲁迅写这篇小说的目的ꎬ就是要呼应他在五四时期所主张

的“幼者本位的道德”ꎬ而迄今为止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删去«社戏»开头部分ꎬ恰恰违背

了鲁迅的这一极富现代性的思想ꎮ
关键词:　 好戏ꎻ儿童ꎻ大人ꎻ“幼者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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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戏»作为«呐喊»最后一篇的意义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ꎬ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ꎬ作者将此前十二次印刷时一直放

在最后的«不周山»删去ꎬ后来更名为«补天»ꎬ就是«故事新编»第一篇ꎮ 这样第十三次印刷的«呐喊»在
版本上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ꎬ所以鲁迅自己称之为“第二版”从这一版开始ꎬ通行的«呐喊»最后一篇

就不再是«不周山»ꎬ而是原来排在«不周山»前面的«社戏»了ꎮ 中小学语文课本经常选到«社戏»ꎬ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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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ꎬ«社戏»可谓家喻户晓ꎮ
«社戏»主要写一群小孩子ꎬ写他们幸福的童年ꎮ 鲁迅很喜欢写小孩ꎬ这在中国小说史上也可说是

一个创举ꎮ 过去中国小说并不是不写小孩子ꎬ但从来没有谁像鲁迅这样ꎬ集中、正面、大量地写到小孩

子ꎮ 这当然和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有关ꎬ鲁迅正是五四时期“发现”儿童也是“人”的现代意义上的

“人的文学”的始作俑者ꎮ
通行版本的«呐喊»一共收了 １４ 部短篇小说ꎬ至少 １１ 部写到小孩ꎮ 但鲁迅笔下的小孩一般又都很

悲惨ꎮ «狂人日记»«风波»里的小孩被父母打骂得很凶ꎮ «孔乙己»里的学徒“我”被“掌柜的”欺负得很

厉害ꎮ «明天»里的小孩“宝儿”病死了ꎮ «阿 Ｑ 正传»里的小孩当了假洋鬼子的替罪羊ꎬ被阿 Ｑ 骂作“秃
驴”ꎮ «故乡»里的孩子们饱受小伙伴分离之苦ꎮ 闰土的几个孩子更是可怜ꎮ

面对这么多不幸的小孩ꎬ难怪«狂人日记»最后要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ꎮ
但«呐喊»最后这篇«社戏»画风大变ꎬ大写特写童年的幸福ꎮ 这大概就是鲁迅本人对“救救孩子”

这声呐喊的回应吧ꎮ
一部«呐喊»ꎬ以«狂人日记» “救救孩子———”的呼喊开篇ꎬ以«社戏»中一大群孩子的欢声笑语结

束ꎮ 鲁迅笔下的中国故事ꎬ因为«社戏»ꎬ就有了一条光明的尾巴ꎮ
«呐喊»最后ꎬ紧挨着«社戏»ꎬ还有«兔和猫»«鸭的喜剧»两篇ꎬ也是写小孩ꎬ也是写快乐的童年ꎮ 这

三篇显然是一个整体ꎬ而且鲁迅所署的写作日期ꎬ也都是 １９２２ 年 １０ 月ꎮ
１９２２ 年鲁迅日记丢失了ꎬ只有许寿裳的抄稿ꎮ 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ꎮ 鲁迅的老同学许寿

裳很崇拜鲁迅ꎬ连鲁迅的日记都要抄ꎮ 可惜他只抄到片段ꎬ因此看不出这三篇小说的写作时间究竟谁先

谁后ꎮ
但不管怎样ꎬ总之«社戏»被排在了通行版的«呐喊»最后ꎮ
我想ꎬ这大概是因为«社戏»的艺术成就在最后这三篇中也算是出类拔萃ꎬ而且«社戏»中孩子们的

幸福指数也最高ꎬ所以不管«社戏»的具体写作时间是否最靠后ꎬ用它来做«呐喊»的收宫之作ꎬ也是最恰

当不过了ꎮ

二、«社戏»之“戏”并非“好戏”

但«社戏»也有问题ꎮ 这问题就出在最后一句话里———
真的ꎬ一直到现在ꎬ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ꎬ———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ꎮ

所谓“那夜似的好豆”ꎬ是说«社戏»里的孩子们那天晚上看完戏ꎬ回来的路上偷吃了村子里“六一公

公”的罗汉豆ꎮ 大家吃得不亦乐乎ꎬ所以豆是好豆ꎬ确凿无疑ꎮ
但戏是不是好戏ꎬ就值得商榷了ꎮ 不信就请看小说提供的几个细节ꎮ
细节一ꎬ看戏的孩子们最喜欢“有名的铁头老生”ꎬ但他那一夜并没有“连翻八十四个筋斗”ꎮ 第一

人称叙述者“我”最想看到的“蛇精”和“黄布衣跳老虎”也未上台ꎮ 唯一激动孩子们的是一个穿红衫的

小丑被绑在柱子上ꎬ给一个花白胡子的人用马鞭打ꎮ 仅此而已ꎮ 所以孩子们最后哈欠连天ꎬ一边“骂着

老旦”ꎬ一边离开戏台ꎮ 这样的戏ꎬ能说是好戏吗?
细节二ꎬ“我”的母亲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得多ꎬ一年能看几回ꎮ”
所以就戏论戏ꎬ那个晚上“我”在赵庄看到的ꎬ绝不可能是一生当中最好的一出戏ꎮ

三、“好戏”在台下

既然如此ꎬ为何小说结尾ꎬ“我”偏要说ꎬ他后来再也没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呢?
这就要看我们如何理解ꎬ在孩子们的心目中ꎬ到底什么是“好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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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人们来说ꎬ评价一出戏好不好ꎬ只能看这出戏本身的质量ꎮ
但孩子们就不同了ꎮ 他们关心的“戏”不在台上ꎬ或主要不在台上ꎬ而在看戏的全过程ꎮ
从听到演戏的消息开始ꎬ那些根本还不知道名目和内容的戏ꎬ就已经在孩子们的心里上演了ꎮ 这是

孩子们看戏特有的前奏ꎮ
«社戏»的戏台不在“我”的外祖母家ꎬ而是五里之外“赵庄”ꎮ 因此“赵庄”人如何商量着请戏班子ꎬ

如何搭戏台ꎬ戏班子来了如何排练ꎬ如何轰动全村ꎬ这些内容全省略了ꎮ 其实这也都能给孩子们带来极

大的兴奋与满足ꎮ
对“我”来说ꎬ看过戏的小伙伴们“高高兴兴来讲戏”ꎬ已经令“我”无限神往ꎮ 这当然不是神往于具

体的戏文ꎬ而是似乎已经从远处飘来的“锣鼓的声音”ꎬ以及“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的热闹场面ꎮ
最令人心花怒放的ꎬ还是好事多磨ꎬ却又终归得遂所愿ꎮ
原来那天晚上ꎬ船ꎬ这水乡唯一的交通工具ꎬ因为大家都要去看戏ꎬ突然变得紧俏ꎮ 外祖母家没雇上

船ꎬ眼看去不了ꎬ几乎绝了望ꎬ最后却发生大逆转:村里早出晚归唯一的“航船”居然提前回来了ꎬ而经过

小伙伴们“写保票”ꎬ外祖母和母亲居然很快就同意由他们带“我”去看夜戏了ꎮ
这种幸福实在难以言喻ꎬ鲁迅先生居然把它给形容出来: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ꎬ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ꎮ
接下来就是读者熟悉的一去一回的沿路风光ꎬ特别是回来的路上ꎬ大家在月光底下煮罗汉豆吃ꎬ以

及多少年后仍然无限深长的回味ꎮ
这才是“社戏”真正的内容ꎮ 这才是“社戏”的主体和高潮所在ꎮ
所以孩子们的赏心乐事ꎬ跟大人们张罗的戏台上那出不知名、也并不精彩的戏文ꎬ其实关系不大ꎮ

并不是大人们张罗的那台戏给孩子们带来了怎样的快乐ꎬ相反是孩子们的快乐ꎬ是孩子们自己在台下不

知不觉演出的童年喜剧ꎬ赋予台上那出戏以某种出乎意料的意义和美感ꎮ 总之孩子们有自己的世界ꎮ
他们在天地大舞台演出自己的人生戏剧ꎮ 至于看大人们张罗的简陋的戏文ꎬ只是一个幌子而已ꎮ

四、三个值得感谢的大人

但要说大人们毫无功劳ꎬ也不完全对ꎮ 大人们张罗的戏剧固然简陋ꎬ却毕竟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由

头ꎮ 孩子们可以借助这个由头ꎬ来上演他们自己的人生戏剧ꎮ 这是«社戏»所描写的“戏”与“人生”的
关系ꎮ

但大人们的功劳也就到此为止ꎮ 如果因为提供了这么一个由头ꎬ就说自己给孩子们创造了莫大的

幸福ꎬ那就太夸张ꎬ太“贪天功以为己力”了ꎮ
尽管如此ꎬ孩子们还是应该特别感谢三位大人ꎮ
首先是“六一公公”ꎬ孩子们回来的路上偷吃了他的罗汉豆ꎬ但他非但不生气ꎬ反而问孩子们“豆可

中吃吗?”这就很了不起ꎮ «社戏»之所以脍炙人口ꎬ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ꎬ就是像“六一公公”身上所表

现的这种淳朴善良的乡风民情ꎬ他不仅对孩子们偷他的罗汉豆毫不气恼ꎬ还要把豆子摘下来ꎬ特地送给

“我”的母亲———从本村嫁出去的姑娘、现在回娘家探亲、“六一公公”称她为“我们的姑奶奶”———品尝

品尝ꎮ
更了不起的是ꎬ这位好心肠的“六一公公”居然还关心“昨天的戏可好吗?”这个问题看似简单ꎬ但许

多父母对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完全不了解ꎬ只晓得忙忙碌碌ꎬ怨气冲天ꎬ他们是决计提不出“六一公公”这
个问题的ꎮ

“六一公公”的两个问题ꎬ一个关乎“豆”ꎬ一个关乎“戏”ꎬ恰好是孩子们最关心的ꎬ所以非常有助于

孩子们重温和确认刚刚过去的那些赏心乐事ꎮ
其次是外祖母ꎬ她看见“我”因为没有船去看戏而焦急失望ꎬ就非常“气恼”ꎬ怪家里人为何不早点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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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给雇下ꎮ 外祖母一直为此絮叨个不停ꎮ 晚饭时看到“我”还在生气ꎬ她的安慰也非常到位:“说我应当

不高兴ꎬ他们太怠慢ꎬ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所没有的ꎮ”
如此关注并且理解小孩的心理状态ꎬ就不是一般的外祖母了ꎮ
最后是“我”的母亲ꎮ 表面上ꎬ母亲对“我”去外庄看戏并不热衷ꎬ对“我”的生气更不以为然ꎬ甚至

还叫“我”不要“装模做样”ꎬ“急得要哭”ꎬ免得招外祖母生气ꎮ
其实这也并不完全是母亲的真心ꎮ 母亲这是在娘家ꎬ作为嫁出去的女儿ꎬ她也是客人的身份ꎬ必须

处处小心ꎬ不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ꎬ轻易满足孩子的要求ꎮ 事实上母亲很想让“我”去看戏ꎮ 一旦得到

机会ꎬ稍稍犹豫一番ꎬ她就同意了孩子们的计划ꎬ在没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下ꎬ允许人生地疏的孩子自己坐

航船ꎬ跟小伙伴们去五里之外的赵庄看夜戏ꎮ
这可不是一般的母亲所愿意做、所敢做的决定ꎮ
可以想象ꎬ母亲在孩子们出发之后ꎬ肯定一直担惊受怕ꎮ 航船刚回平桥村ꎬ“我”首先看见的就是母

亲一个人站在桥上ꎬ等着自己的儿子归来ꎮ 已经三更了ꎬ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开始站在桥上ꎮ 母亲虽然

“颇有些生气”ꎬ但孩子们既然平安回来ꎬ她也就没再说什么ꎬ还“笑着邀大家去吃炒米”ꎮ 如果换一个母

亲ꎬ黑暗中在村口桥头独自等到三更ꎬ接到孩子时ꎬ第一反应大概就是抱怨、怪罪、训斥甚至辱骂吧? 但

小说中“我”的母亲并不这样ꎮ
母亲还有一个值得感谢之处ꎬ就是她既没有请别的某位大人跟孩子们一起去ꎬ也没有亲自陪着孩子

去ꎮ 她宁可自己担惊受怕ꎬ也要顺着孩子们合理的心愿ꎮ 她没有自以为是地介入孩子们的世界ꎮ 她尊

重孩子们的自主权ꎮ
试想如果那天“我”的母亲自己去了ꎬ或着请了某个大人帮助照看孩子们ꎬ还会有孩子们那么多的

开心之事吗? 还会有这篇温暖而美好的小说«社戏»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ꎮ

五、«社戏»的主题及其他

鲁迅杂文中的一句话很有名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ꎬ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

方去ꎻ此后幸福的度日ꎬ合理的做人”ꎮ 鲁迅在五四前后ꎬ根据进化论思想ꎬ主张“幼者本位”ꎬ而要奉行

“幼者本位”的新道德ꎬ就必须首先让老年人和成年人为少年人和儿童做出牺牲ꎬ因为“后起的生命ꎬ总
比以前的更有意义ꎬ更近完全ꎬ因此也更有价值ꎬ更可宝贵ꎻ前者的生命ꎬ应该牺牲于他”ꎮ 同一篇文章

中ꎬ鲁迅还具体地给老年人和成年人指出如何牺牲于儿童和少年的三个步骤:第一是理解ꎬ特别是理解

孩子既非“成人的预备”ꎬ亦非“缩小的成人”ꎬ一定要知道并且承认“孩子的世界ꎬ与成人截然不同”ꎻ其
次“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ꎬ却不该是命令者”ꎻ第三是解放ꎬ“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ꎬ但既已分立ꎬ也便

是人类中的人ꎮ 因为即我ꎬ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ꎬ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ꎻ因为非我ꎬ所以也应同时解

放ꎬ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ꎬ成一个独立的人”ꎮ① 这些有关“幼者本位”的想法ꎬ应该就是小说«社戏»所
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之一吧?

为了孩子们的独立ꎬ为了孩子们的幸福(独立和幸福往往是一回事)ꎬ有时候大人们真的不能事事

都冲在前面去ꎮ 再怎么担惊受怕ꎬ再怎么不信任孩子们ꎬ父母也必须有所克制ꎬ必须退居幕后ꎬ必须作出

必要的让步ꎬ乃至自我的牺牲ꎮ 这样ꎬ孩子们才会有自己的天地ꎬ才能逐渐养成独立的品格和能力ꎬ也才

会享受到他们自己的天地中那份独有的欢乐ꎮ 他们的生命应该“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ꎬ也有和鲁迅主张的“幼者本位的道德”截然相反的小说人物ꎬ比如张爱玲小

说«金锁记»塑造的寡妇曹七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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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七巧把她的一儿一女完全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ꎬ生怕他们独立ꎮ 儿女一独立ꎬ她就觉得要远离她

而去ꎬ不再受她控制ꎬ不再是她的私有财产ꎬ她辛苦一生的目的也就落空了ꎮ 因此曹七巧不惜以种种骇

人听闻的办法ꎬ千方百计控制儿女ꎬ直到让他们跟自己一起在“黑暗的闸门”里沉沦下去ꎮ
曹七巧是个寡妇ꎬ«社戏»中“我”的母亲是否寡妇ꎬ未作交代ꎮ 但我们知道ꎬ鲁迅的母亲很早守寡ꎬ

«社戏»也只写到母亲ꎬ只字未提“我”的父亲ꎮ 至少在小说情节中ꎬ“我”只是跟着母亲来外婆家“归
省”ꎬ身边没有父亲ꎮ “我”的母亲和曹七巧在身份上非常接近ꎬ但道德观念、处理跟儿女关系的方法ꎬ真
不啻有天壤之别ꎮ

最后还必须指出ꎬ中国的中小学语文课本选«社戏»ꎬ通常都是一种“斩首行动”ꎬ即删去«社戏»开
头写作者“我”在北京室内的剧场两次极不愉快的看戏经历ꎮ 尤其第二次ꎬ直接导致“我”跟中国戏“告
了别”ꎬ“此后再没有想到他ꎬ即使偶而经过戏院ꎬ我们也漠不相关ꎬ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

了”ꎮ 说完这两次经历ꎬ作为对比ꎬ才想到“远哉遥遥”的十一二岁那次看戏经历ꎬ于是进入正文ꎮ
这是极平常的“将欲扬之必先抑之”的为文之道ꎬ不知缘何非要删去而后快ꎮ
或许ꎬ鲁迅反对中国旧戏或旧式剧场的言论有损“国粹”尊严?
或许ꎬ这一段包含许多“初期白话文”的“不规范”而有损鲁迅先生的尊严?
这都不敢妄猜ꎬ因为并没有哪一位中学语文教学的权威站出来解释过ꎮ
但不管如何ꎬ恰恰因为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ꎬ这才更应该保存鲁迅文章的本来面目ꎬ供师生们在课

上或课后展开讨论ꎮ 这不正是促进和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学不可多得的良机吗? 我们究竟担心什么呢?
面对鲁迅先生的作品ꎬ难道我们也要像曹七巧那样ꎬ对孩子们进行过度“保护”? 我们其实应该学习«社
戏»中的“八一公公”、“我”的外祖母和母亲ꎬ他们在将近一百年之前ꎬ就已经无师自通ꎬ懂得尊重孩子们

的独立性ꎬ大胆而无私地“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了ꎮ 如果向曹七巧学习ꎬ那么我们和我们的孩

子们ꎬ就只能“一级一级ꎬ走进没有光的所在”①了ꎮ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Ｔａｋｅｓ ＰｌａｃｅＯｆ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ｕ Ｘｕｎ’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ｐｅｒａ”

ＧＡＯ Ｙｕａｎ￣ｂ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ｐｅｒａ”ꎬ 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ｐｉｅｃｅ ｉｎ Ｌｕ Ｘｕｎ’ ｓ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ｏ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ａｈａｎ (Ｃａｌｌ ｔｏ
Ａｒｍｓ)ꎬ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ｅｃｈｏ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ｓ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ｉｅｃｅꎬ “Ｔｈｅ Ｍａｄｍａｎ’ｓ
Ｄｉａｒｙꎬ”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ｓｅｒｖｅｓ ｔｏ ｇｉｖｅ ａｎ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 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ｏｒｙ. Ｗｈａｔ ｉ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ｅｘｃｉｔｉｎｇ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ｔａｋ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ｎ ｓｔａｇｅꎻ ｉｎｓｔｅａｄꎬ ｉｔ ｉｓ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ｄｏ ｏｆ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ａｔ’ 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ａｐｐｅａｌｉｎｇ ｄｒａｍａ.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 Ｇｒａｎｄｐａ Ｂａｙｉꎬ Ｇｒａｎｄｍａ ａｎｄ Ｍｏｔｈｅｒꎬ ｗｈｏ ｋｎｅ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ｓａｋｅ ｎｅａｒｌｙ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ｇｏ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ｏｕｌｄ ｄｕｌｙ ｅｎｊｏｙ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ｉ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ａｐｐｅａｌ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ｍ. Ｉ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ｐｅｒａ”ꎬ Ｌｕ Ｘｕｎ’ ｓ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ｓ ｔｏ ｇ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ｂａｓｅ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ｙ－４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ｐｅｒａ”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ｉｓ ａ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ｕ Ｘｕｎ’ 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ｙꎻ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ꎻ ａｄｕｌｔｓꎻ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ｂａ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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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元宝　 戏在台下———鲁迅«社戏»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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