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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版本现代文学史教材对
鲁迅及其作品诠释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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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学史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史”的思维与“文”的辨识，本文以鲁迅为例，着重
分析不同版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对鲁迅及其文学史地位的诠释策略及内容安排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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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地说，以“历史”之眼关注“文学” 是
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史教学的出发点与
归宿，将波起云涌的思潮与论争、星罗棋布的作
家、汗牛充栋的作品置于历史长河的流脉中，考察
其价值、贡献、性质、地位，便成了文学史家大浪
淘沙的首要工作。就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短短三
十年，作为由古而今的转折期，在初始阶段，鲁迅
便带着“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以“肩住黑暗的
闸门”的姿势执行着新文学倡导者集体“呐喊”的
使命，奠定了文学现代化的根基，开启了 世纪
世纪中
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鲁迅因此而成为
国现代文学史著“绕不过的标的”。
本文拟就近年来国内各大高校普遍使用的几
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为例，分析比较教材编写者
对鲁迅及其文学史地位的诠释策略及内容安排。这
些教材分别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
温儒敏、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月第 次印刷），
《中国现代文学史》（程光伟、刘
勇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 月第
版第 次印刷），《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师范大
年
学文学院组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月第 次印刷），
《中国现代文学史
》
（上）
（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收稿日期

年 月第 次印刷），
《 世纪中国文学通史》
（唐金海、周斌主编，东方出版中心，
年
月），《中国现代文学史简明教程》（许祖华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 月第 版），《中
国现代文学史》（卜召林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年
月第 次印刷）。另外，为拓宽研究视
野，我将德国汉学家顾彬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
月）亦列入其中。
在沿用已久的以“作家作品中心论模式”为主
体框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无论是早期的意
识形态话语还是后起的现代性叙事，均涉及到“如
何具体反映某一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与成就”、
“如
何具化某一作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这样两
个密切相关的话题。鲁迅是活跃于新文学前两个十
年的重要作家，他不仅参与文学论争、社团建设、
扶植文学青年，而且个人在小说和散文（包括散文
诗和杂文）领域的创作亦成绩突出。正因如此，毛
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政治角度出发，认为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文化新军的
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
向。
” 把鲁迅写深写透，对于把握和理解中国现
代文学在矛盾和斗争中前进，在追求与质疑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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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徘徊中曲折发展的特质，及各种文体在借鉴扬弃

崇高来说，它们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都占有特殊重

中外艺术传统基础上不断完善创新的内在规律等
具有关键性的启示意义。

要的地位，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和经典之作。
”
“
《呐喊》和《彷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现代转
型的完成” ，堪称是“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高
峰”。 而《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
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则“开辟了我

单就创作而言，几种文学史教材对这部分内容
的安排可分为三种情形。其一是将鲁迅辟为专章
（ 章），章内设节，一次完成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诠
释。以唐金海等主编的《 世纪中国文学通史》、
程光伟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版）、北

国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 德国学
者顾彬亦认为“
《狂人日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师大组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卜召林的《中国

其“现代性不仅体现在采用了从西方引进的日记

现代文学史》为代表。其二是严格按照时间段落介
绍作家作品，于是鲁迅分别出现在第一个十年和第

体，而且也体现在
篇日记之间紧密的秩序结构，
在互为衔接和解释的层面上，这种现代性扬弃了在

二个十年中。以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

传统中国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简单的事件串连。
”

年》 和 朱 栋 霖 等 主 编 的《中 国 现 代 文 学 史》
）（上）为代表。二者的区别在于钱本
（
教材中鲁迅以两个专章方式出现，即“第二章 鲁
迅（一）
”、“第十七章 鲁迅（二）
”。鲁迅（一）包
括：
《呐喊》与《彷徨》：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
熟标志；说不尽的阿 ；
《野草》与《朝花夕拾》。
鲁迅（二）包括：鲁迅杂文的重大意义；鲁迅杂文
的思想、艺术特质；
《故事新编》：鲁迅最后的创新
之作。在朱本教材中鲁迅以一章加两节的方式出
现，即“第三章
年代小说（二）
”、“第六章
年代散文”之“第三节 《野草》
”、
“第十五章 年
代散文”之“第二节 鲁迅杂文”。其中第三章除
《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两节外，第一节集
中介绍了“鲁迅的文学创作”。其三是作为半章或
是一个问题出现，如许祖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
明教程》，第二章是“鲁迅与郭沫若”，其中前三节
讲鲁迅，后两节讲郭沫若。三节题目分别为：鲁迅
生平、思想和创作历程；鲁迅的小说创作；鲁迅的
散文与杂文。而在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中，有关鲁迅的内容压缩为一个话题：“救赎的文
学：鲁 迅 和《呐 喊》” 放 在 第 二 章“民 国 时 期
（
）文学”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
（
）
”中。
从编写者角度考虑，每种安排都有其科学性、
合理性。或着重考虑专章作家涵盖内容的集中完
整，或保持文学史阶段的单纯明晰，或出于简明扼
要的编写原则，或站在某种思想文化的视角阐释文
学的价值和意义。几种不同版本的教材都充分肯定
了鲁迅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价值、影响和地位。
首先，在白话短篇小说方面，认为《呐喊》和《彷
徨》“不论就其思想之丰厚，还是就其艺术价值之

肯定《呐喊》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范例，标
志着中国新文学的开端，其意义有三重性质：分别
在于新的语言、新的形式和新的世界观领域，这已
被普遍认可为突破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
” 《故
事新编》更“显示出从未有过的从容、充裕、幽默
与洒脱”，体现了鲁迅艺术创作的“非正统性”与
“强大的艺术创造力和活跃的想象力”，是一部“试
验性”的作品
，也是“现代历史小说的开山
之作” 。不仅如此，有些教材进一步阐明，
“鲁
迅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的小说创作，并不体现中
国现代小说发展的一般轨迹和普遍规律，而是代表
中国现代小说（短篇）的最高成就和水准，以至于
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创新几乎都可以在鲁迅这里
找到源头。
”
其次，在多种散文体式的创造方面。几种教材
一致肯定《野草》是“中国现代散文诗发展的一座
高峰”，
“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
《颓败
线的颤动》
）、戏剧化（
《过客》
）的倾向” ，既
“不是西方现代文学的翻版，也并非中国传统文学
简单的化妆演出，它集中体现了鲁迅作为一个文学
家独立创造的精神气魄”
，传达着“鲁迅深邃
的人生哲学”
，是“鲁迅世界中阐释不尽的文
学经典”
。杂文在鲁迅创作中所占数量最多，
几种教材在提及杂文时不同程度地肯定了鲁迅杂
文创作的意义。认为在杂文中，鲁迅“找到了更加
无羁地发挥才华的理想形式” ，
“是鲁迅不拘一
格的大胆创造，既体现了鲁迅炉火纯青的艺术功
底，同时也具有巨大的精神震撼力” 。
“不理解
鲁迅的杂文，也就不能真正地理解鲁迅”。
“鲁迅的
杂文是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
此外，程本教材还指出，“鲁迅在热情呼唤现代化

第

期

朱旭晨

不同版本现代文学史教材对鲁迅及其作品诠释的比较

的同时，从一开始就保持了对现代化的疑虑和警

解。譬如，同样讲《呐喊》和《彷徨》，不同于其

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成为“超越了他个
体存在意义的、不可替代的‘现代文学的灵魂’
”。
唐本教材则在详尽分析了鲁迅文学创作中的中

他教材从《狂人日记》、《阿
正传》的具体分析
到鲁迅小说题材及艺术成就的写法，该教材以人物
形象的分类来带动学生对两部小说集思想深度的

外文化渊源时，发现“鲁迅的创作世界里既有因异
域文化撞击而豁然开朗之时，又有因割不断的传统
血脉而根深叶茂之处。
”
“在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
鲁迅是中外文化交汇处矗立着的一座丰碑。
”

《彷徨》的总主题”的观点。对于从小学起就接触
鲁迅作品的大学生而言，鲁迅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

由此，不难看出，尽管具体的语言表述不同，但

的存在。鲁迅的思想深度及表现手法上的创新时常

是，不同版本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几乎无一例外地首
肯鲁迅之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及地位。无论是建国前

让学生望而却步，甚至无来由的厌烦。唯有借助一
个巧妙的切入点，一环扣一环地理清讲透鲁迅通过

后，
“重写文学史”前后，亦无论何种“世纪经典”、

文学形象所要表达的深意，才能引发学生再读鲁迅

“百年百书”的投票及评选，鲁迅始终占据着中国
现代文学的第一把交椅。
“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

的热情和兴趣。而形象类型分析则是一个既易于把
握又可深可浅的入口，便于教师在激发学生自信的

无论后五位如何更替裁汰，鲁迅的位置始终不变。
各版教材，无论何种分期思路，亦无论何种文学史
观，均以适当的篇幅和文字诠释了鲁迅在文体上的
创新、成绩及其文学史地位。
从多年教学经验及对不同版本教材的选择与
使用角度考虑，就现阶段而言，笔者以为第一种安
排更有利于教学。上述四本以专章诠释鲁迅的教材
中，使用起来即便利又科学的是前两种，即《 世
纪中国文学通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
（第二版）。
其原因主要在于文学史阶段的划分及教材体例的
设置。前者立足于百年文学史的总体把握，于是在
以两章篇幅介绍了“思潮、运动和现象”，“社团、
流派和群体”后，紧随其后的就是“第三章 鲁迅”。
后者将现代文学三十年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起止时
间为
，下编为
。很自然
的，鲁迅的全部文学活动均在第一阶段，即上编
中。同样的，作者以两章篇幅介绍了“中国现代文
学的发生”和“文学革命与白话文学”之后，第三
章便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鲁迅”。有关
鲁迅这一章的内容安排，两本教材表现出基本一致
的思路。作品阐释占三节，分别是《呐喊》、《彷
徨》和《故事新编》；《野草》和《朝花夕拾》；杂
文。其他一节或两节。主要是鲁迅出现的意义，或
生平、思想、创作道路及中外文化渊源。但是在作
品诠释方面，最便于教学的是北师大组编的《中国
现代文学史》。该书以五节的大容量阐释鲁迅的作
品，
《故事新编》、《阿 正传》各自作为独立的一
节出现。这样的内容安排一方面有利于教师对重点
难点展开剖析，一方面有利于学生课后自学及理

同时引导学生对鲁迅思想和艺术成就的进一步探
寻。所以，该教材紧随其后抓住鲁迅对传统小说讲
故事框架的突破一点深入浅出地得出了鲁迅小说
“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多样化发展的基础” 。如
果学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及探索的欲望，教师可以
进一步深化这部分教学内容。此时，钱版教材的相
关论述是非常适合的。这一节作者主要是围绕“鲁
迅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之作”展开的，从
“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两个方面深入而
又到位地论述了鲁迅小说的情节、结构模式及叙事
技巧。钱版教材很好的吸收了学界对于《呐喊》、
《彷徨》研究的成果，代表着现代文学史教材关于
此项内容研究的深度。既有宏观的整体上的把握，
也有细致入微的剖析。其中对《示众》的研究与解
读更具有提纲挈领举重若轻的明晰与透彻。该教材
对鲁迅杂文的分析也是值得参考的佳构。
笔者详细比较了各版教材有关鲁迅部分内容
所占比例及文体阐释的偏重，具体情况数字说明如
下。鲁迅及其作品的诠释占全书的比重由少到多依
次为：唐版
，顾版
，钱版
，朱版
，程版
，卜版
，许版
，北师
大版
。小说的阐释占鲁迅全部内容的比例由
少到多依次为：唐版
，程版
，钱版
，北师大
，卜版
，许版
，
朱版
，顾版
。数字总是客观的，一些
规律性的东西一旦我们诉诸数字，便会一目了然。
第一组数字揭示出两条规律：其一是以三十年时段
范围现代文学的教材，鲁迅及其相关内容所占比重
明显偏多，平均是
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相关内容

整体把握，并呼应作者在前面提出的“封建传统吃
人不仅是《狂人日记》的主题，同时也是《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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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倍。这意味着在前

年的时间里，鲁迅在现

年

文体的创新角度挖掘论述鲁迅之于现代文学从内

代文坛及文学发展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当时
间越拉越长，置于世纪（或百年）文学的视野中，

容到形式方面的独特贡献。唐版教材则着重从中外
文化渊源角度探讨了鲁迅文学创作的成功经验，值

某一作家的身影则要相对沉寂些，这就是历史裁汰

得一读。从研究现状看，鲁迅始终是学者们的重点

的自然法则。其二是师范类高校教材中鲁迅及其作
以上。最高的是北
品诠释所占比例较大，均在
师大版教材，占
，其次是华中师大版教材，
占
。常规说来，师范类中文专业本科毕业生

研究对象，取得的成果相对来说最为丰富。仅以发
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上的论文为例，
年间发表的以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论
文有
多篇，关于鲁迅的
篇，高居榜首；

是中学语文教师的后备军。在中学语文课本中，鲁

年间发表的以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论

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入选较多的一位。虽然在
年北京 个试点区县高中语文课本大换血行

文有
多篇，其中最多的仍是关于鲁迅的，有
篇。 这些数字从另一角度证明关于鲁迅及其

动中鲁迅的篇目有所删减，但总体数量仍是最多

作品的诠释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缩小，它始

的。充分诠释鲁迅其人其作，正是师范类中文本科
教育所需要的。第二组数字则彰显出作者对作家作

终在那里，并激发着人们探究、碰撞与诠释的欲
望。某种程度上也是笔者选择鲁迅作为比较中心的

品的诠释策略。德国学者顾彬几乎仅以《呐喊》一
书为例，对鲁迅小说创作中的思想深度及艺术水准
作出了详尽而深刻的阐释。“梦想、（呼唤性）呐
喊、悲伤以及孤独”，“记忆和忘却、模仿和写作”
是其对鲁迅作品主题及写作姿态的概括，认为鲁迅
是“简练文体的大师”，对鲁迅的创作作出了极高
的评价。 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版本，与国内所
以教材不同，顾彬没有选择全部罗列鲁迅的小说及
散文创作，而是只就《呐喊》从思想文化史及艺术
意象和文字锤炼的角度展开讨论，收到了话题集中
论述透彻的效果。不难看出，这样的诠释本身就是
对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所说的“四十年来，我将自己
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 的一种证
明。朱版教材作为高等教育“十五”规划教材，作
者队伍囊括了从北到南十多所高校的教师，他们对
鲁迅在
年的近百年文学发展中的贡献、
影响（尤其是小说创作方面）及文学史地位均给予
了充分的肯定，其在文学史教材中所占比重接近平
均数，而小说部分则高于平均数，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除钱版及顾版教材外，其
他六种教材都首先介绍了鲁迅的生平及成就，有的
详些，有的略些。以北师大版、唐版最为细致。众
所周知，钱理群是学界著名的鲁研专家，钱版教材
关于鲁迅的章节，其论述是最具深度的，集中反映
了学界的研究水平。这与北大研究性人才培养的目
标是一致的。同时，关于鲁迅生平及思想转变方面
的资料，多数传记中都有详尽的记载，如果需要，
教师可以随时查到。这样该教材便避免了与多数教
材大同小异的相关内容，而将篇幅全部用于从不同

原因之一。
另外，由于教学是一种在人际沟通中传授知识
与培养能力的活动，其双向性决定教学内容的安排
与处理应遵循“即时性原则”，具有与时俱进的特
质。这涉及课时多寡、教学手段、学生年龄等多种
因素。考虑到各高校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分及课时的
学时，有的院校在
差异（少至 学时，多则
文学史之外单列“现代文学作品选”必修课，有的
则史与作品选读二者合一）、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
手段的引入（减少板书时间，可借助图片、视频等
加深对内容的把握和理解，师生之间的网络互动又
是课堂教学的无限延伸及现代式的“因材施教”，
等等）、学生来源与成长背景的不断变动，文学史
教材与教学安排均应体现出某种弹性化特点。编写
时遵循“多元化、集约化”原则，将影响乃至制约
现代文学发展的多种因素、作家自身思想、审美及
创作上的变化，文学接受史及批评史上的各家之说
等简约精炼的加以陈述举证，使教材具有丰富的启
发意义。具体到鲁迅这部分内容，由于总体学时的
悬殊较大，可能会出现
学时不等的教学情况。
如果是 课时，可以考虑安排小说 课时、散文
（包括散文诗和杂文） 课时，生平、思想及中外
文化的影响 课时，还可以留有一次课堂讨论。
学时的教学处理，创作方面或则精讲单篇作品，或
则概括分析作品集；生平、思想、影响等则只能简
要介绍。但无论课时多寡，教材及教师在教学中都
需要强调鲁迅的文学创作及活动之于中国现代文
学的价值及其在文体、小说题材及国民性挖掘方面
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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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有学者所云：
“

不同版本现代文学史教材对鲁迅及其作品诠释的比较

世纪的中国文学并不是

一件事情本身，而是一幅取决于阐释者及其阐释的
形象。
” 同样，作为作家、思想家的鲁迅也是有
待于不断挖掘阐释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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