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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个“肃然不笑的看客”
——浅论鲁迅在“看客小说”中的参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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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文章在论述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其实现实中的鲁迅也是一个“看客”，只

不过他是一个“肃然不笑的看客”。鲁迅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看客小说”的构造之中，无论是
看“看客”，还是看“自我”，都能表现出他对于一般国人和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灵魂的
痛苦解剖与深沉思考。
关键词

鲁迅；看客小说；参与方式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鲁迅先生曾说过：“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
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
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①
这句话中暗含着四类人：身处落后而不知进取
的人、见了落后者而油生笑意的人、虽然落后而坚
持到底的人、见了落后者而肃然不笑的人。如果从
鲁迅小说人物的角度来看，第一种人相当于孔乙
己、祥林嫂等一些生存于生活的底层，成为“被看
者”之类的人；第二种人相当于咸亨酒店中那些以
“看”孔乙己为乐的无聊的、麻木的甚至有些恶毒
的“看客”；第三种人相当于夏瑜、魏连殳等一些
明知自己身为弱势（落后）群体，却仍然坚持或曾
经战斗的革命者和新觉者；第四种人就是小说中的
隐形人物——鲁迅。
在鲁迅的小说中，无论是“作家叙事”，还是
“人物叙事”，读者都能够感受得到“隐含作者”的
存在。“隐含作者”就像影子一样，有时附着于字
里行间，有时笼罩在篇章之上。《呐喊》、《彷徨》
篇小说中有 篇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这小说中
的第一人称“我”当然不能看作是作者本人，但与
作者的内心感受有着最直接的联系；而那些不是以

第一人称写的小说，我们也不能说与作者毫无关
系，纯属虚构。鲁迅在谈到文艺创作的时候，曾说
过：“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
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里面，自己一定深
深感觉到”②；“作品大概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
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③。所以说，
《呐喊》和
《彷徨》中处处有鲁迅的影子，他以自己独特的视
角观照着整个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或者说，
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命运的变化都是在鲁迅的
视界中进行的。
纵观鲁迅有关“看客”的小说，鲁迅以不同的
方式参与到小说中：有时小说人物就是他的替身，
成为“被看”的对象，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
有时他是一个“看客”，看着“被看者”表演，如
《孔乙己》中的“我”；有时他是“看客的看客”，
看着“看客”如何成为“看客”，如《祝福》中的
“我”；有时他以隐含作者的身份，审视着整个故事
以及故事里的人，说到底也是“看客”。
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无聊的看客”，而是一个
“肃然不笑的看客”，他以自己的悲悯精神去同情那些
不幸的人们，以责任意识去唤醒这些几乎无事的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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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看客”
有人说，鲁迅小说主要塑造了两类人物：一类
是知识分子，一类是农民。如果以这样的眼光去
看，那么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在世界小说之林中将
毫无地位。但如果说，鲁迅小说塑造了“看客”类
的人物形象，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与“多余人”、
“吝啬鬼”等人物形象相比，毫无逊色。而且，从
数量上看，以《呐喊》《彷徨》为例，有看客形象
多。在这十三篇中，鲁
出现的就有十三篇，占
迅以自己的方式看着“看客”。
在《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的无论是穿长衫
还是穿短衫的，无论是掌柜还是伙计，只要孔乙己
一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而且他们的
“快活”是建立在孔乙己的痛苦之上的。他们揭露
孔乙己的“伤疤”——偷盗和科考无果，并以此为
乐。但是，“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
他，别人也便这么过”，他们并不在乎孔乙己的生与
死，在他们眼里，孔乙己只是一个“多余人”。这些
人就是“看客”，鉴赏他人的痛苦，漠视他人的存在。
“我”是咸亨酒店的小伙计，平时“快活不得”，
但只要孔乙己一出现，就“可以附和着笑”。
“孔乙
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
原本以为孩子和大人是有所区别的，但“我”的冷
漠、不耐烦和毫无热心，却让孔乙己“显出极惋惜
的样子”。
“我”其实也是一个以他人的痛苦作为自
己快活之源的“小看客”。
“我”不仅是一个“看客”，看（听）着孔乙己
的种种事情，而且也是那个场面的见证者和叙述
者，看客们的种种表现也在“我”的叙述中展露无
遗：孔乙己被掌柜、酒客看，孔乙己被小伙计（叙
述者）看，掌柜、酒客又被小伙计看。在《孔乙
己》里，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结构：先是孔乙己和掌
柜、酒客之间，也即“小说人物”之间的“看 被
看”；再是“叙述者”（小伙计）与小说人物（孔乙
己、掌柜、酒客）之间的“看 被看”；最后是“隐
含作者”与叙述者、小说人物之间的“看 被看”。④
在《祝福》中也有相类的结构。“有些老女人
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
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
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
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甚至“只要有孩子在眼前，
便似笑非笑的先问她：
‘祥林嫂，你的阿毛如果还

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
”实在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看”了，就关心起祥林嫂“额角上的伤疤”，
来引起她精神上的痛苦。这群“吃素，不杀生的”
“善女人”，不知不觉中在扮演着“看客”的角色，
以咀嚼别人的痛苦来获得自己心理上的“满足”。
“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看着祥林嫂的眼睛
慢慢地失去了精神，看 听 着鲁镇的人们“咀嚼
鉴赏”着祥林嫂的悲剧，以至“烦厌和唾弃”。此
时的“我”，已不再像《孔乙己》中的“我”那样
“快活”了，而是深深地感觉到了一种痛苦。而这
“痛苦”就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上的“隔膜”：
不仅是地主和劳动人民是隔膜的，知识分子和劳动
人民是隔膜的，知识分子和地主是隔膜的，比如我
和四叔是隔膜的，最奇怪的是祥林嫂跟柳妈也是隔
膜的，这一点最突出。⑤祥林嫂和柳妈她们原是同
一个阶层的人，她们本应该互相关心，互相亲近。
但是“善女人”们只要做了“看客”，内心深处就
如此的可怕：把别人的悲苦命运当作节目来“看”，
以赏玩别人的痛苦为乐。她们本也是不幸的人，也
有自己的痛苦，但在鉴赏他人的痛苦中得到宣泄以
致遗忘，在“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
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⑥的不死不活
的状态下继续存在。
在这里，祥林嫂与鲁镇人们之间是“看 被看”
的关系，
“我” 叙述者 与“看客” 鲁镇人们 之
间是“看 被看”的关系，
“隐含作者”与“我”、鲁
镇人们之间也是“看 被看”的关系。
以《孔乙己》和《祝福》两篇小说为例，我们
再来体味一下“看 被看”之间的关系（其中的箭
头标志表示“看 被看”
）。
“我”
（叙述者）
附和

愤且悲
鲁迅
（隐含作者）

愤且悲
看客
（咸亨酒店）

笑着
同情

笑着

被看着
（孔乙己）

我”

愤且悲

（叙述者）
反思
鲁迅

同情

（隐含作者）
愤且悲
看客
（鲁镇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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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
笑着

被看着
（祥林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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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立体的结构模式，
“我”、看客与被看

年

魂袒露。
”⑦在这里，
“灵魂的我”与“现实的我”形

者，三者构成一个平面的“看 被看”关系；而隐
含作者鲁迅则是居于高处俯视于这之上。在这个立
体结构中，存在着多种“看 被看”的关系。但是，
“看 被看”虽然存在的方式一样，却有着不同的心
理历程和情感体验。

在鲁迅的小说中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据胡风回忆，鲁迅当年在谈到《孤独者》这篇

看客的“看”，是一种“笑看”，在“取笑”他
人的痛苦时，获得自己心理上的满足，从而或“微

小说时，曾直言不讳地对他说：“那是写我自己
的。
”⑧不仅鲁迅自己这样说了，而且从小说中，我

笑”，或“大笑”。而“我”，可以看作是不同时期

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一点。小说的叙述者“我”和小

的鲁迅（至少有鲁迅的影子），由于年龄和阅历的
不同，对于“看客”和“被看者”也表现出不同的

说的主人公魏连殳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有关孩
子的。魏连殳把中国的希望寄予孩子身上，“孩子

心理体验：年少时由于没有接触什么新思想，也就

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
“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

附和着看客的言行，“笑看”着可怜的“被看者”；
年青时成为了一个新式的知识分子，开始深刻认识
“看 被看”的人际关系及其深层的原因，对于被看
者祥林嫂表现出深深的同情，对于看客的言行除了
愤怒，更多的是感到可悲了。而隐含作者鲁迅，也
以自己的视角观照着同一平面上的“我”、看客与
被看者，对于“我”的反思，对于“看客”的愤且
悲，对于“被看者”的同情，都深深地流露出一个
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于自己同胞的命运的关怀，以
自己的痛苦去体味着国人的痛苦。即使是对于“看
客”，鲁迅也认识到看客们在撕毁他人的生命意义，
也撕毁了自己的善良本性；他们既是悲剧的制造
者，同时又是悲剧人物。更可悲的是，他们自己于
此却一无所知。所以，鲁迅对于看客的态度，也不
是一味地批判，而有着深切的同情。
鲁迅，就是这样以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双重看
客视角参与到小说的构造之中。

望，只在这一点”，这与鲁迅的“救救孩子”的思
想是暗合的；另一个是讨论“孤独”，这里的“孤

二、看“自我”
鲁迅不仅善于审视别人 看客 的心理，也善
于审视自己的灵魂。上文的“隐含作者”对于“我”
的审视，可以视为鲁迅对自己灵魂的审视。但我们
这里着重要讨论的是：小说的叙述者 “我” 是如
何审视小说的主人公 鲁迅的影子 的。
鲁迅在《影的告别》中，曾借影子与实体对
话，将自我一分为二，一是具有强烈批判精神和行
动意志的我，一是彷徨不定以至沉默不语的我。在
鲁迅的一些小说中，故事的叙述者更像是一个有行
动意志的“我”，而小说的主人公也就是彷徨不定
的“我”，前者看来似乎是超现实的，
“其实正是那
个在现实中沉默不语的我回到内心之后真实的灵

成一种内在的对话关系，是“看 被看”、“审视 被
审视”的关系，如《在酒楼上》中“我”与吕纬
甫、《孤独者》中“我”与魏连殳。这两个“我”，

独者”，不仅是魏连殳的孤独，也是鲁迅的孤独，
鲁迅也曾经被人（包括他的战友）谩骂过，攻击
过，驱逐过，那种精神深处的孤独是可想而知的。
“我”与魏连殳的对话也就是鲁迅内心的两个侧面
之间的对话，这对话背后，正隐藏着鲁迅内心深处
的冲突。“鲁迅自己曾以‘人道主义’与‘个人主
义’
、
‘为他人’与‘为自己’
、
‘爱人’与‘憎人’
等对立的思想感情范
以及希望与绝望、生与死
畴来描述内心的分裂。
”⑨从这个角度看，魏连殳对
于成人世界的怀疑与对于儿童世界的信任，和鲁迅
的灵魂有相通的一面。而且小说中的“我”有个名
字叫申飞，这也是鲁迅曾经用过的笔名。小说中的
“我”和魏连殳，即小说的叙述者和主人公，他们
都是“我”的不同侧面，或者说是“我”内心的两
个不同声音。
其实，更能反映出鲁迅审视自己灵魂的小说，
应该是《在酒楼上》。小说的主人公吕纬甫说：
“看
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
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
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
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
”吕纬甫的这段语话，这种
心情，很像当年的鲁迅。鲁迅曾“躲”起来钞碑
文，金心异（钱玄同）找他出来写东西时，鲁迅当
时就是这种心情 。吕纬甫其实是鲁迅生命的一部
分，或者说，正是在吕纬甫身上，隐藏了鲁迅身上
某些我们不大注意的方面。
我们能从魏连殳和吕纬甫身上找到鲁迅的影
子，看到了鲁迅是如何看“自我”，如何审视自己
的灵魂。但如果大而言之，鲁迅也并非仅仅“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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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他是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新式知识分子和民主

望“多活几天”，有所作为，最终却和“不是一路

主义者的代表。不仅仅吕纬甫、魏连殳，还包括涓
生（
《伤逝》
）、夏瑜（
《药》
）和 先生（
《头发的故
事》
），甚至包括《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

的”走到了一路，背叛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虽然无
奈，却已经失去了“原我”。
鲁迅《 穷人 小引》中写道：凡是人的灵魂的

灯》中的“疯子”，他们或者是“梦醒之后无路可
走”的人 ，或者是“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他们

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
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

关心国家的存亡，关心百姓的疾苦，关心人的存在
的意义。但因为他们是先觉者，是前驱者，所以他

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
秽中阐明那埋葬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

们是孤独的，不被人理解的，是中国最痛苦的灵魂。

深。钱理群先生对这段话是这样解释的：这“伟大

鲁迅塑造新式知识分子形象，是想认清自己和
同类，以此挣脱往往由知识分子自造的精神牢笼，
鲁迅在小说人物身上
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来。

的审问者”与“伟大的犯人”都同属于鲁迅：这是
他的灵魂的自我审问与自我陈述，正是在这两种声
音的相互撞击、纠缠之中，显示出了鲁迅自己以及

寄寓着自己的思想感受，不仅写了他们曾经有过的
真诚和希望（吕纬甫和“我”年轻时“连日议论改

和他同类的知识分子“灵魂的深”。
如果从单篇小说《在酒楼上》看，“我”是一

造中国的办法以至打起来”
），也写出他们后来的失
望、愤激、彷徨、忏悔、落伍、颓败、沉沦，更写
到他们在极度黯淡和压抑的情绪低谷中积蓄力量，
探寻出路。这些小说里面包含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
的许多精神原型 。这些原型中，当然也包括鲁迅
自己，有时小说中的“我”和主人公，就是一个人
的两个不同侧面。也许一个是前期的“我”，一个
是后期的“我”；一个是现实中的“我”，一个是内
心深处的“我”；一个“宾我”，一个是“原我”。
这多个“我”，就是鲁迅自身的不同侧面，综合起
来就是整体的“鲁迅”，就是整体的中国现代知识
分子。
原我是自我的原动力和方向指引，它提供生命
的终极意义，它告诉我怎样才是作为自己活着。鲁
迅的《过客》中，说有一个无以名之的声音在召唤
自己不停息地走下去，这个声音可以看作原我之音

个“伟大的审问者”，吕纬甫是一个“伟大的犯人”。
如果从鲁迅的人格构成来看，“原我”是一个“伟
大的审问者”，“宾我”是一个“伟大的犯人”。

。而宾我就是在原我的指引下进行活动的我，是
现实中的我。原我期待宾我（现实中的鲁迅）能够
心系国民，塑造国民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精神；能
够心系国家，批判专制，创造民主。然而现实中的
“我”，以及现实中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会有失去
自我，抵抗原我的时候。有的彷徨了，如现实中的
鲁迅，原本想借《新生》获得“新生”，以文艺来
改变国民的精神，进而拯救国家，然而面对革命的
失败却躲进了小楼，迷惘、彷徨，不知所为；有的
堕落了，如小说中的吕纬甫，一个有为的青年，有
志的读书人，慢慢变得“模模胡胡”，什么事情在
他看来都是“无聊的事算什么”；有的背叛了，如
小说中的魏连殳，起初，即使面对孤独，却依然希

鲁迅
审问（看）
“我”

审问（看）
审问（看）

吕纬甫

（伟大的审问者）

（伟大的犯人）
鲁迅

（现代知识的代表）
审问（看）
原我
（灵魂的我）

审问（看）
审问（看）

宾我
（现实的我）

这“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都有鲁
迅本人的影子，鲁迅就是用“这个我”来审问“另
一个我”，这样才能显示出“灵魂的深”。但同时鲁
迅站在“我”与“吕纬甫”之上的，“我”审问着
吕纬甫，鲁迅审视着“我”的审问和吕纬甫的回
答。相应的，鲁迅也是站在“原我”和“宾我”之
上的，“原我”审问着“宾我”，鲁迅审问着“原
我”的审问和“宾我”的回答。这三者之间构成一
个整体，统一在鲁迅灵魂的深处。
鲁迅，就是这样以灵魂原我与现实宾我的“看
被看”的关系参与到小说的构造之中。
以上是对鲁迅在“看客小说”中的参与方式进
行的简单的论述，无论是看“看客”，还是看“自
我”，我们都能体会到鲁迅，以及那时的现代知识
分子的思想的深沉和精神的痛苦。鲁迅既是故事和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人物命运的审视者，是一个“看客”，但在读者眼
里，又成为一个“被看者”，在鲁迅的小说中，
“看
被看”有时是同时存在的。如咸亨酒店的人们和鲁
镇的人们，原来都是一群“看客”，但在叙述者
“我” 眼里是“被看者”；叙述者原来是“看客”，
但在和“隐含作者” 鲁迅 的眼里却成了“被看
者”；“隐含作者” 鲁迅 原来是一个“看客”，但
在读者眼里是“被看者”。无论这种“看 被看”的
关系如何转化，只是关键在于：鲁迅是如何看待
“看客”的，我们读者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如果
我们也能和鲁迅一样，面对弱者成为“肃然不笑的
看客”，那么我们和鲁迅都应该是“中国的脊梁”。
注释：
① 鲁迅：《华盖集 这个与那个》
② 鲁迅：《集外集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年

③ 鲁迅：《三闲集 怎么写》
④ 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第 版 第 页。
⑤ 孔庆东：《正说鲁迅》，北京 中国海关出版社
版
页。
⑥ 鲁迅：《淡淡的血痕》
⑦ 郜元宝：《鲁迅六讲》，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页。
⑧ 胡风：《胡风全集》
版
页。

年第

年第

卷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⑨ 汪晖：《反抗绝望》，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页

版
年

年 第

⑩ 同④， 页。
鲁迅：《呐喊》自序
同④， 页。
鲁迅：《坟 娜拉走后怎样》
同④，
页。
王乾坤：《回到你自己――关于鲁迅的对聊》，北京 中国文
联出版社
年 第 版
页。
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第

版 第

页。

——

（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