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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打哪儿来的？
其实你现在细看他们俩人的学历，
咱们
知道鲁迅在南京曾经读过半年的水师学堂，
后来转学转成矿务学堂，
是一个典型的理科
生。周作人也是学了水师学堂，
水师学堂出
来是当水兵，最好可以当到船长，当到大
副。矿务学堂是修铁路挖矿，
所以鲁迅还曾
经往家里给他弟弟寄矿石。然后到日本之
后，鲁迅学过医，大家知道仙台医专。周作
人到日本上过立教大学，
只学了古希腊文这
一门。
学历就是这么一个学历。实际上两个
人严格讲，
咱们现在说都是这大学没有毕业
的那个文化程度。这之外他们确实还有正
经八百的一个教育，就是他们在日本的时
候，
章太炎给他们八个人在那儿开过一个古
文的班，
现在鲁迅的这个笔记也还存在。这
就是他们受的这个教育。
在当年那个年代，
这不能算是多么不得
了的一个教育。就按他们同时代的人来说，
至少跟他们受过一样的教育，
或者受过比他
们更好的教育是有的。
另外，
他们也曾经参加过科举。鲁迅考
过一次，周作人考过两次或三次，都没考
上。所以胡适最早在他的日记里也曾经写
过，说很奇怪，按他们的水平怎么科举就考
不上。就是这么一个学校教育。
然后他们上过私塾，
鲁迅的老师是寿老
先生，
周作人的老师是寿小先生。就是周作
人的老师，
是鲁迅老师的儿子。因为这时候
寿老先生已经教不了了，岁数大了，所以实
际上他们这个私塾老师是父子俩人，
寿老先
生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死了，第二位寿先生
活到一九六几年。那受这个私塾教育，
在当
时也不是多好、
多重要的教育。看他们俩人
后来的自述，
也没有在这私塾教育中得到多
少的收获。
他们其实整个这个学问，
都是主要靠兴
趣自学的。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不是主流那
部分，
那个比较偏门的，
比如对于古小说，
对
于各种笔记，对于野史，主要是这部分教
育。也可以这么说，他们受的那个私塾教
育，以及章太炎后来的古文教育，使得他们
在正统的这一面有一个根底，
然后他们的兴
趣在这上面进一步扩大。

平生受到两个人影响最大
就是周氏兄弟

我们读书是为了遇见高人
周氏兄弟就是高人

他们整个学问
都是主要靠兴趣自学的
那这俩人到底凭什么是这样？这是我
第一个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他们俩人这东

周作人爱译平和深沉、
人生况味的东西
鲁迅更在乎人生这种悲剧的东西

神”
，
就是在物质和精神这二者里面，
应该轻
物质重精神，在个人和群众里边，应该相信
个人。
后来在 1918 年他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
核心人物，
其实说的就是这两句话。这也是
他们两个人在各自一生的那前半期，
一直坚
持的东西。思想是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比较
这时候鲁迅跟周作人写的文章，鲁迅写《摩
罗诗力说》，他喜欢的是那个摩罗诗人。什
么叫摩罗诗人，摩罗就是恶魔，就是比方像
拜伦，像这样的诗，就那种血性很强的。但
是你看周作人同时写的那个《哀弦篇》，
他喜
欢的人就不是这样。虽然鲁迅《摩罗诗力
说》里很多材料是来自于周作人，因为这些
是从英语来的，但是，周作人更喜欢那种比
较深沉的东西。
一个人喜欢很激烈的，
一个人喜欢深沉
的东西。这个时候已经能看出这两个人的
差异。所以周氏兄弟的区别，
最早的时候是
一种美学的区别，
这个区别更多地体现在后
来他们写的文章上面。
总的来说大概就是这样，
我觉得鲁迅从
骨子里边儿，他是一个诗人，所以鲁迅他能
写《野草》这样的作品。周作人是写不出《野
草》这样的作品来的。从鲁迅一生的这个作
品来讲，即使他后来写杂文，我们也发现鲁
迅文里有一个诗人的灵魂一直在。周作人
呢，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哲人，他更多是在那
儿讲这个人生，
或者关于历史。这个诗人和
哲人，就是两种人，但是这丝毫也不影响他
们的那个高度，
也不影响他们的深度。诗人
可以达到哲人的深度，
哲人也可以达到诗人
的深度。但是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

但是最早其实这些东西跟文章没关
系。真正跟文章有关系的是什么呢？我觉

周作人的作品最像《论语》
《韩非子》行文的思维方式更像鲁迅

他们所受的学校教育
其实都是语言教育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
就是他们所受的
学校教育我可以总结一下，
其实都是语言教
育。他们在那个时候，
懂得了外语。这个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现在懂外语是工作必
要，不懂外语班都没法上，那会儿懂外语一
个好处就是一手二手的事儿。懂外语的人
直接跟世界接轨，不懂外语的，得听这懂外
语的人再告诉你。那这个差别就非常之大
了。一个人是我自己知道，
然后第二个人是
我不说他就不知道，而且我说的还不一定
对。所以这个差别就非常之大。
周作人受这个外语教育是在南京水师
学堂，五天英语授学，一天中文授学。等于
周作人这个英语教育，
是从南京水师学堂就
开始了，他在那儿毕业的时候，已经翻译过
两本书，出版过两本译著。以后这个英语，
一直是他最主要的一个跟这个世界打交道
的手段。后来他到日本学了日语，
在日本又
学了古希腊语，再往后，到一九二几年他又
自学了世界语，这是他受的这个语言教育。
这些语言教育对他确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鲁迅最开始时在水师学堂受了一点英
语教育，但是矿务学堂不是用英语授学的。
所以他的德语是在日本学的，
日语也是在日
本学的。那以后呢，鲁迅通过德语，周作人
通过英语，他们就可以跟世界打交道，就可
以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事。
他们 1908 年在《河南》杂志发表的文
章，跟世界那个新的知识已经基本上同步
了。以后他们也不断地从国外订书，
尤其是
通过日本的书店订书，所
以他们与世界的同步，是
他们特别重要的资源。这
个事儿对现在不重要，因
为现在都上网，要跟世界
接轨谁都能接轨。那个时
候就确实这个事儿，是他
们占很大的先。以后周作
人又学了古希腊语，那么
这些事儿成为他晚年一个
基本的安身立命的手段。
这就是他们受的教
育。这两个人写的文章
呢，从教育上其实说实话，
差得不是特别多。而且他
们俩人兴趣爱好非常像，
像到什么程度，比方说最
早他们对中国古小说和那
个笔记的兴趣，基本是同
一个。所以鲁迅最早出版
那个《会稽郡旧书杂集》的时候，
他署的是周
作人的名字，因为周作人帮他收集过材料，
校对也是周作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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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个现代文学，
就是 1919 至 1949
年这一块儿，无论小说、诗歌、散文、剧本，
我基本上都看过。因为这个量不是说多到
一个人看不了，确实能够看。看过多年之
后我跟人说，我觉得我们读书啊，就跟一个
金字塔一样，读书得从那尖儿上往下读，不
能从下往上读。因为这金字塔挺高，不会
读的，可能爬到第三层、第四层，你已经死
了，你永远到不了那尖儿。所以读书呢，应
该倒着，从尖儿往下读。我们读书是为了
遇见高人。
经过我读这些书，包括茅盾、老舍、巴
金这些我都去看过。有一次纪念老舍多少
周年做一个活动，我说这老舍，我连他那些
大鼓词、新诗《剑北篇》都看了。确实我对
他那个熟悉程度，可能比一个专门研究老
舍的人不差。我们只是没有发表过议论就
是，但是都看过。根据我这个印象，就是周
氏兄弟，或是再加上张爱玲，可能是在这个
金字塔的尖儿上。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这个周氏
兄弟大概相当于古代的，比方说咱们说有
“曹氏父子”、
“ 建安七子”，比如唐朝有“李
杜”，或者是唐宋有八大家（虽然周氏兄弟
都看不起八大家），就是古代咱们有好多这
种放在一块儿说的，其实我个人认为“周氏
兄弟”，应该在这个词典里边儿开一条目，
就等于这么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我都觉得
可能有好些还比不上，大概只有“李杜”可
能是比较合适，就是如果拿唐诗跟这个现
代文学来比，他们是这个位置。这是我自
己一个个人的看法，
也不一定说得对。
我今天主要想讲他们俩人对我到底有
什么影响，
以及我对他们基本的看法。
先说说我对这两个人基本的把握。中
国这个非常奇怪，就跟那个什么“三苏”或
者是“曹氏父子”一样，就突然有一个时间，
这天下的文化突然跑到一个人家里去了。
在古代也有这样的事儿，在现代就是到他
俩以后就没有这个事了。就是也不知道怎
么，他们这个绍兴周家，从他爷爷那儿只当
过进士，再往前也追不出多高，但是就这个
文化突然整个就跑这一家人这儿了。
这个事情在“五四”的时候，其实无论
胡适、刘半农、钱玄同，他们见到这个周氏
兄弟的时候，当时的感想就是这个感想，就
是 觉 得 不 得 了 ，这 俩 人 确 实 是 不 得 了 的
人。这兄弟两人也是这么自诩的。比方
说，鲁迅和周作人他们在和章世钊，以及鲁
迅在和梁实秋等论战的时候，他们对于对
手的那个蔑视，首先是一个文化上的，就他
确实瞧不起这个人。

周氏兄弟异同之我见
止庵

今天因为是来这个鲁迅书店，我呢，又
确实平生受到两个人的影响最大，就是周
氏兄弟。所以想跟大家来谈一谈对他们的
一些印象。就谈不上是什么研究，很粗浅，
就跟大家当一个漫谈来谈谈。
这两个人我是怎么接触的呢？鲁迅是
中国所有人都接触到的，
只要认字、
上学，
就
没有人不接触鲁迅，我也是。1966 年，我小
的时候，
我家有很多书。突然有一天街道主
任来了，
说
“书你们自己挑一下，
一会儿红卫
兵上你们家去，
不好的他们就要拿走”
。
不知道挑什么。什么叫好，什么叫不
好？你把那不好的说成是好的，这是个错
误；好的说成不好的，是眼光不够。所以就
保留了马恩列斯毛，还有鲁迅。剩下的书
都被拉走，跟我们家对门，两家的书放在一
个卡车上，就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在家就
留了一套，
1938 年版的鲁迅全集，
红皮儿的
那种。
这就是那个时候家里仅存的读物之
一。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慢慢认字，认字多
了就开始读。确实当时还不能够说读得
懂。我现在记得印象最深的鲁迅，是他整
理《古小说钩沉》里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
一个人特别胖，他们家人就开玩笑，把一个
李子塞在他这肚脐眼儿里，然后这个李子
烂了，他以为肠子烂了呢，就特别紧张。后
来这核跑出来了，知道这是一个李子。我
最早对鲁迅的印象，就是从这篇儿来的，它
还是个文言文。那以后呢，就是上中学，课
文就有鲁迅文章了。
我跟周作人的渊源可能稍晚一点点，
大概是 1972、1973 年的时候，我爸爸带我
去一个朋友家借书。就当时我们家没有书
了，借了一本儿书，叫《俄罗斯民间故事》，
或者《乌克兰民间故事》，是我最早读到的
跟周作人有关的书。但我当时不知道这个
译者，我就根本不知道留意这译者的名字，
好多年以后发现这个译者叫周启明，就是
周作人。
然后就是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政治课
老师曾经有一次讲周作人，说鲁迅有一个
弟弟，后来这个弟弟堕落了，他 1949 年以
后用一个名字写作，就在黑板上写了“周
遐寿”。
这是我最早最早跟他们发生的联系。
这都无足道哉。
以后认真去读他们的书，鲁迅大概是
在上世纪 70 年代的后半叶，周作人比较晚，
到 1986 年，
才开始正经八百读。然后，
就读
得比较多。

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的“不同”，以及这个
“不同”
对我有什么影响。
最早的这个
“不同”
啊，
其实不是体现在
文章上，而是我们看了相关的一些回忆文
章，和别人谈论他们的文章，了解到这两个
人的性格不同，
还有这个生活习性不同。这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总的来说，
鲁迅
是一个脾气比较急的人，
周作人是一个比较
安稳的人。
从生活习性来讲，
鲁迅一生过的都是咱
们说的波希米亚人的那种生活，
就是艺术家
的生活。所以鲁迅，包括他的早逝，其实跟
他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他不是一个很
健康生活的人，
比方说有人曾经回忆他们在
日本读书的时候，他们住在旅馆里边，鲁迅
从来都是天亮才开始睡觉，都是整夜熬夜，
早上起来别人看他那个炉灰上整个插满了
烟头，
插得跟个马蜂窝一样。
周作人一生不抽烟，喝一点葡萄酒，还
喝不起，所以他没有什么嗜好，是一个生活
很健康的人。包括他后来的长寿，
跟这有很
大关系。我也见过他的后人，也问过，就他
这个几点钟起床、几点钟睡觉，一生都是按
这个规矩，比如说天一黑就不工作了，然后
中午不睡午觉，
在那个凳子上靠一下休息一
下，
然后几点钟到几点钟工作。
他们完全过的是不一样的生活。鲁迅
吸烟吸得很厉害，甚至也不喜欢理发，不喜
欢洗澡。他就完全是一个艺术家的生活。
两人脾气不一样，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鲁迅是一个脾气比较急的人
周作人性情比较安稳
他们基本是一样的兴趣，受的基本是
一样的教育。但是呢，刚才我说他们非常
不同。大家现在来读周氏兄弟的文章，会
发现完全是两样文章，之间有一致之处，但
是这个文章的样子、风格，非常非常不同。
这个同与不同呢，已经有好多学者做过研
究，加以比较，甚至专门出过专著。我自己
可以跟大家说说我的那个感受。
刚才我们说他们的“同”说了很多，呆
会儿咱们还可以继续说他们的“同”。其实

得是这两个人的趣味上，
或者说在那个美学
上有一个差异。
这恰恰也是我读到的有关周氏兄弟研
究文章里边谈得不够的。为什么谈得不太
够？就是因为咱们好多鲁迅研究者，他只
读鲁迅写的文章，他不读鲁迅翻译的文章，
好多甚至认为那个读着没有用。其实有些
方面会很有用，我们可以看，1909 年他们出
的第一本书《域外小说集》，里边儿鲁迅译
的 3 篇，和其他周作人译的几篇，你可以看
出那个风格非常不同。整个鲁迅这个人，
他是性情很激烈的这么一个形象，他喜欢
的文章，他这整个人喜欢的东西，是那种内
部冲突很大的。周作人喜欢的东西，是那
种比较深厚的。
鲁迅喜欢激烈的，
所以鲁迅最喜欢的西
方的一个人，
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尼采。对周
作人影响最大的是英国的霭里斯。如果拿
这两个人来比，尼采跟霭里斯这个差别，其
实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差别。
这个如果你再读他们上世纪二十年代
的翻译作品，
就尤其明显。二十年代他们一
起译了几本书，一本叫《现代小说译丛》，一
本叫《日本近代小说集》。现在，
鲁迅译文集
收鲁迅的，
周作人译文集收周作人的。我在
新星出版社时候，曾经把这两本书合在一
起，就是原样出了一个，出的目的就是想让
大家看看，
这是他们的这个差异。那你就可
以看到，我们看那篇目，鲁迅译的都是那种
里边儿冲突很明显，
周作人译的都是比较平
和，比较深沉，人生那种况味的东西。鲁迅
根本不在乎，他更在乎人生这种悲剧的东
西。这个差异我觉得最早是体现在他们的
翻译作品中。这恰恰是大家有点忽略的。

鲁迅从骨子里边儿是一个诗人
周作人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哲人
其实 1908 年，他们兄弟俩最早合作给
《河南》杂志写文章，鲁迅写的，编在有一本
叫《坟》的书前边儿这几篇，还有鲁迅《集外
集》的“拾遗补编”里面；周作人这些文章编
在周作人集外文里边。我们可以发现这兄
弟俩实际上共同构筑了一个思想体系，
这个
思想体系就是鲁迅在他的《摩罗诗力说》里
提过的一个词，
叫
“掊物质而张灵明，
任个人
而排众数”。
“ 灵明”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精

因为后来我读书，
我也读过大概先秦的
所有作品，后来也追着读了魏晋、晚明的这
些作品，
所以中国散文这路我大概基本上都
看过。我就发现假如咱们从古代找这个渊
源的话，如果拿先秦一本书来讲，我觉得周
作人的作品最像《论语》。你看孔子讲话都
是非常平和地跟学生讲，你爱听不听，我给
你说了。
《论语》里面你可以看孔子那个态
度，除了极个别时候突然急了，或者是突然
脾气大了。周作人也有脾气大的时候，
但总
的来说他是一个温和的态度，
基本他跟学生
的关系是一个朋友。到孟子时就不这样了，
孟子就是脾气非常大。你可以看都是山东
人，因为孟子这个时代跟孔子不一样，孔子
说话的时候还有人听的可能性，
孟子你要这
么说话人家就不听了，
必须得大声疾呼。所
以孟子到哪儿都是那个，成天就是这种，把
话说得特别大、
特别厉害。就不一样。
鲁迅比较像另外一个人，更像《韩非
子》。我说这话有两个前提，
一个前提，
我觉
得《韩非子》是很高很高一本书。
《韩非子》里
边儿有好多关于忠君、关于强权，咱们把这
些东西撇开，
我是说《韩非子》行文的那个思
维方式，
跟鲁迅非常像。这儿就必须得用到
一个概念，
就是有一个词叫
“黑暗”
。这个词
吧，
你一用大家就说它是个贬义词，
但是，
我
想这
“黑暗”
真的是个贬义词吗？
光明是表示比方太阳很亮，
这是个褒义
词。
“黑暗”不一定是贬义词，咱们每天晚上
看那个茫茫夜空，那要是贬义词，那咱们这
一生有多少时间生活在贬义之中呢？我觉
得黑夜的那种深远，
那种深邃，
它那种广大，
它那种根本看不到底的这种东西，
这不是一
个非常美的东西吗？尤其是那种没有星星
但是又没有污染的那种纯黑的夜，
那种夜不
是非常美吗？鲁迅的文章里面它跟韩非子
我觉得特别像的地方，
就是他有一种黑暗之
美。这个黑暗之美，
大家必须得从现代美学
史上来理解。如果不在这个美学史上理解
的话，
这
“黑暗”
就成了贬义了。
鲁迅确确实实有一种特别特别黑暗的
东西，
这是周作人往往达不到的。这种黑暗
到什么程度，
就是确确实实他对中国的这整
个历史，
和中国的这个现状，
他非常悲观，
悲
观到了他不寄希望。这个黑暗的可以说是
大的黑暗，就是他对整个这个世界，是一个
不是很乐观的看法。
这样的人在中国小说史上，
就现代文学
史，
只有一个接班人，
就是张爱玲。
剩下的人都不是，
都是那个说好话。因
为咱们这个世界确实太需要说好话了，
大家
活得挺费劲的，就像现在外边这么热，我跟
大家说
“马上明天就凉快”
，
肯定这么说大家
爱听，
而不是说
“明天比今天还热，
明天还要
热得您受不了”。大家都需要听好话，因为
确实需要鼓励。有些人确实不是一个鼓励
人的人——我就给你说实话。他就是一个
把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儿告诉你的人。
这个差异是比较明显。但是这个差异
不是一个思想上的差异，
这个差异其实更多
的是一个，我刚说是一个美学上的差异，但
是呢，
涉及到，
有的人愿意这么说，
有人愿意
那么说，有人愿意全说，有的人不愿意全
说。其实主要区别是在这个地方。
说到这儿我可以说，鲁迅跟周作人，其
实他们俩人思想上没有多大的差异，
这个差
异更多的是，
鲁迅愿意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
想，周作人愿意比较隐讳地表达自己的思
想，而且周作人呢，还比较多地愿意相信人
性善的那一面，鲁迅基本上不太相信这一
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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