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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学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学面向
□□李林荣李林荣

中国古代或者说古代的中国，经常被包括中

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不少学者和知识分子理解成

一个只知道自己的存在，忽视或者根本不知道、也

不承认我们自己之外其他各国各民族存在的状

态。这种状态被称为“天下”观，也就是把整个世

界、把整个人类生活都归纳到一个名为“天下”的

观念范畴内。但实际上，中国古人的“天下”观

念，正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

通。它的核心并不是不知道他者存在或者刻意

地忽略他者存在的那种无知或自大，而是一种将

所有生命、所有个体都纳入同一整体的认识，以

及根据这种认识来思考生存方式、设定生存秩序

的实践理性。

中国的近代转折开始于天下观——古老悠

久的“天下”观念的破裂。这首先是由西方列

强外来的冲击造成的。在这一外来冲击面前，中

国人固有的“天下”观被迅速地也是蛮横地打碎

了，中国人和整个中国从思想轨道上被拉进了现

代民族国家的竞争格局中。到今天，中国人在现

代民族国家竞争的道路上刚刚行进了一个多世纪

的时间。这100多年，积淀在中国人心灵深处和

中国文化历史深处的“天下”全面破裂，盘桓在

中国人思想意识和话语习惯里的“天道”彻底分

化，但是破裂和分化不等于消失。比起过去漫长

的、有文本可以证明的2500年的中国文学史和

文化史，还有历史证据可以证实的4000多年的

中华文明史相比之下，晚近的这100多年只是

短暂的一瞬。在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的国际生

存丛林中，挣扎、适应、奋斗了一个多世纪的

中国，仍然是学习者。而中国和中国人过去在

天下合一的观念里生活的岁月时长，则数十倍

于此。

“人类命运共同体”单从字面上看，在当下中

国社会常用语中可谓崭新。如有些专家、学者所

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舆论界和学术界的一

个热词，始自7年前中国当代政治文件对它的醒

目表述。其实，它的思想渊源极其久远。对中国

人来说，它是从比我们眼前这100年更加漫长得

多的数千年的岁月里凝结而成的古老生存经验和

生存智慧。按照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的观点，今天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

的强调和重申，主要包括三方面内涵。这三方面

内涵，也是三阶段的期许：一是人类的共同利益，

二是人类的共同责任，三是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

共同责任这两个阶段充分发展之后达到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境界。

在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想目标的道路

上，伴随着其他各行各业谋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履

行人类共同责任的努力，文学也应该而且必须承

担一份独特的责任、做出一份独特的贡献。作家

徐则臣说文学可以承担和表现人类共同情感。我

赞成这个说法。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

今天的还是过去的，所有我们能够看到的文学作

品里面，都贯穿了与日常人生的各种状态相对应

的情感表达。另外，就像学者李焰明教授所说，跨

越语言、文化和民族、国家的疆界而长久存在的共

同文学经典，是我们生活在文学世界里的人共同

依赖的宝贵财富。

除此之外，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

是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趋势格外突出的时代，

但尽管如此，关于每个人的人格如何臻于完善和

完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在文学世界里面都

能找到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梦想、共同的精神追

求。这种从提升个体生命价值的方向上凝聚起来

的共同情感和共同精神追求，以及共同的文学经

典财富所支撑起来的共同的文学生活，是在政治

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阐释和规划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时候，我们文学家更应该着力去耕耘、建设

的领域。

正如经济、贸易和科技等领域的中外交流能

促进这些行业的繁荣和发展一样，中文和中国文

学写作的发展和进一步的充实、丰富，特别是在把

握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和接纳的世界的全新变

化和复杂差异方面，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都需要

更多、更深入地与外国作家交流对话，在交流对话

中向外国文学传统和各国正在进行创作的优秀作

家多学习，多吸收他们的经验，多关注他们的表

达，多介入他们的思考。这并不只是为了满足今

天的一时之需，也不是眼前才出现的一种趋势，而

是中国文学早已有之的一种发展格局。回顾我们

中国文学的历史，特别是现代白话文学兴起和发

展的百年历程，这一历程的每一步，都记载着中国

现代的伟大作家向各国文学谦逊学习、全面汲取

各种营养的生动事迹。

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鲁迅先生，他的

文学成就完全得益于他本人青年时候就开始的对

世界14个语种和数十个国家、200余种类型的文

学、艺术作品和社会科学理论著作的广泛而持续

的翻译。通过翻译，鲁迅把这些作品和作者介绍

给中国的读者，在翻译过程中他自己更在积极地

学习、批判和吸收。没有对国外文学、艺术和思想

学术的翻译介绍和批判吸收，就没有伟大的作家

鲁迅，就没有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开拓

者们的杰出成就。整个现代中国文学本身，就是

中外文学的多重传统在中华文学大地上融通会

合、生机再发的结果。

这么看来，鲁迅文学院连续三年举办四届“国

际写作计划”活动，既是中国当代文坛的创新之

举，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

扬。换句话说，举办了“国际写作计划”这样广泛

联系和团结各国作家的活动，鲁迅文学院才是名

副其实的鲁迅文学院。这么多位不同国家、不同

年龄段的作家、诗人、翻译家和文学教授，都共同

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常会在写作或翻译的间

隙，追问自己到底什么是文学，自己的文字劳作对

读者、对社会到底能有什么样的作用。这实在是

又出乎意外,又正在意中。从抽象的、一般的、普

遍的理论意义上界定什么是文学、文学应该做什

么，毫无必要，也从来不可能界定清楚，但是每个

作家、每个在文学当中长期修炼的人，面对具体的

创作情境，时时刻刻都需要根据自我的感受为自

己所经营的文学下定义，为自己的创作下定义，特

别是为自己的创作准备要做什么和能够做些什么

下定义。没有这样一例例的具体而独特的定义，

就像保加利亚作家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所说，很

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自己写下的就会被证明是还不

如不写的那类作品。

一

鲁迅的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写成于1926

年2月至11月间，前一半写于北京，后一半写于

厦门，陆续在《莽原》上发表，当时总题为“旧事重

提”；到1927年夏天加以编辑整理，写定序跋，一

年后由北京未名社出版印行。

《朝花夕拾》的正文凡10篇，“是从记忆中抄

出来的”（《朝花夕拾·小引》），行文自然是以叙事

为主，但鲁迅是喜欢发议论的，散文的写法本来

就相当自由，1926年又是鲁迅经历特别复杂、情

绪多有波动的一年，于是这些回忆文往往议论风

生，有时甚至占了较大的比重，直到他为该集写

后记，仍然自称“乱发议论”——这样就形成了一

种很别致的文体，与常见的那种以叙事为主、间

有抒情的回忆散文颇为不同。

鲁迅这些不同凡响的回忆文，至今仍然极为

读者爱重。

既有《朝花夕拾》这样成功的先例，鲁迅后来

还要继续写下去吗？

因为忙于更迫切的工作，特别是杂感的撰

写，回忆文基本不再写了，更没有形成集子。值

得注意却往往被忽略的是，后续的文章他也还是

写过几篇的。这些文章散见于他后来的杂文集

中，如果钩出排列，也足以成为一个旁逸斜出的

小小的系列。

这里首先有一篇《我的种痘》，接种牛痘疫苗

总是小时候的事情，一看这题目，就知道鲁迅回

到“旧事重提”这个旧领域来了。

此文写于1933年 6月底，其时国民党的文

化围剿加剧，鲁迅发表杂感的一个重要阵地《自

由谈》受到很大压力，声明今后只能多谈风月。

这时生活书店及时推出一个由左翼主导而倾向

不是很鲜明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请鲁迅赐

稿，为了适应这个刊物的需要，他便轻车熟路地

采用先前夕拾朝花似的笔墨，写下了这篇关于童

年时代的回忆，稍后发表于该刊第一卷第二号

（1933,8,1），未尝入集，直到很晚的时候才收入

《集外集拾遗补编》。

接种牛痘现在是普通不过的事情，不容易记

得，所以一般来说很难成为文章的题目。但鲁

迅的情形不同，那时的种痘还是古法与洋法同

时并存，而大众更无人为之打疫苗，只能够求神

拜佛、听天由命。鲁迅出生于大户人家，接种的

是洋派的牛痘，但那过程显得很有中国传统的仪

式感——

那时种牛痘的人固然少，但要种牛痘却也

难，必须待到有一个时候，城里临时设立起施种

牛痘局来，才有种痘的机会。我的牛痘，是请医生

到家里来种的，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时候可

完全不知道了，推测起来，总该是春天罢。这一

天，就举行了种痘的仪式，堂屋中央摆了一张方

桌子，系上红桌帷，还点了香和蜡烛，我的父亲抱

了我，坐在桌旁边，上首呢，还是侧面，现在一点

也不记得了。这种仪式的出典，也至今查不出。

这一段记载，带有浓厚的新旧交替时代的风

俗画韵味。先前整本的《朝花夕拾》，也正因为其

中多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种种风俗画而为

读者所喜闻乐见。书里到处是鲜

活的历史场景。

历史书里的历史，充满了国

家大事、帝王将相、忠臣孝子、英

雄豪杰，却往往看不到普通人的

生活状态、民间的风俗习惯；这些

只能求之于野史笔记、回忆散

文。文学是人学，凡涉及民俗之

文，总是可补史书之未备。

鲁迅前后种过4次牛痘，最后

一次已经40多岁了。《我的种痘》

继续写道：

现在的办法，譬如半岁或一

岁种过痘，要稳当，是四五岁时候

必须再种一次的。但我是前世纪

的人，没有办得这么周密，到第

二、第三次的种痘，已是二十多

岁，在日本的东京了。第二次红

了一红，第三次毫无影响。

最末的种痘，是十年前，在北

京混混的时候。那时也在世界语

专门学校里教几点钟书，总该是

天花流行了罢。正值我在讲书的

时间内，校医前来种痘了。我是

一向煽动人们种痘的，而这学校

的学生们，也真是令人吃惊，都已

二十岁左右了，问起来，既未出过

天花，也没有种过牛痘的多得很。

况且去年还有一个实例，是

颇为漂亮的某女士缺课两月之

后，再到学校里来，竟变换了一

副面目，肿而且麻，几乎不能认识

了……

……我在讲堂上又竭力煽动

了，然而困难得很，因为大家说种

痘是痛的。再四磋商的结果，终于公举我首先

种痘，作为青年的模范，于是我就成了群众所推

戴的领袖，率领了青年军，浩浩荡荡，奔向校医

室里来。

虽是春天，北京却还未暖和的，脱去衣服，点

上四粒豆（痘）浆，又赶紧穿上衣服，也很费一点

时光。但等我一面扣衣，一面转脸去看时，我的

青年军已经溜得一个也没有了。

自然，牛痘在我身上，也还是一粒也没有出。

鲁迅后来说：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

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

暇，往往给我10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

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

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

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

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

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

了。（《三闲集·序言》）

鲁迅进化论思路固然是在重大历史转折之

际因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教训而被轰毁的，而此前

的一些所见所闻所感，也早已在动摇他早年形成

的思路。这一次种痘事件中青年军的溃散，也未

尝不是其中的一个令人感慨系之的故事。

所以早在鲁迅去广东之前，就是他还在北京

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

年”的言论，例如他在散文诗《希望》中就有过这

样的疑问：“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

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吗？”

二

到鲁迅垂老之年，他又连续写了两篇回忆

文，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师父》和《女吊》，后来都

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的第一个师父是绍兴长庆寺的住持龙

师傅，周家为长孙鲁迅的健康成长起见，很早就

把他舍在这庙里，因为那时有一种现在看去很奇

怪的理论，就是要让小孩子显得比较卑贱，这才

不会有什么意外和危险——

中国有许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

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贱，他们才放手，安心。和

尚这一种人，从和尚的立场看来，会成佛——但

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从读书人的立场

一看，他们无家无室，不会做官，却是下贱之流。

读书人意中的鬼怪，那意见当然和读书人相同，

所以也就不来搅扰了。这和名孩子为阿猫阿狗，

完全是一样的意思：容易养大。

以下贱为安全，这里很有点道家的意思：居

高则危，高处不胜寒，还不如在下面暖和。

一般的和尚无家无室，而龙师傅却是有老婆

的，公开住在一起，生过四个儿子。文章中重点

说到自己的三师兄，此人也是和尚，后来也有老

婆，他的逻辑是：“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哪里

来！？”这话倒也无从反驳。

鲁迅回忆往事，记叙经历，总是如此有料有

趣。这里面也许会有些虚构的成分。鲁迅小时

候是“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

尚为师了”，后来的来往大约不会太多，文章中某

些地方，估计是未必能一一落实的。回忆散文有

一点虚拟的成分是不足为奇的。

在《朝花夕拾》的后续诸文中，《女吊》一篇最

为出名，它同《朝花夕拾》的前后联系也最为分

明，鲁迅明确地写道：

我以为绍兴有两种特色的鬼，一种是表现对

于死的无可奈何，而且随随便便的“无常”，我已

经在《朝华夕拾》里得了绍介给全国读者的光荣

了，这回就轮到别一种。

《女吊》一文详细写到绍兴目连戏中这种

复仇的女鬼，到最后更以高八度的笔墨强调地

写道：

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

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

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

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

的秘密。

此文写作的着力点大约也就在这几句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前文详述的种种，都是为这

几句作出的铺垫。鲁迅晚年已是国际国内形势

巨变的前夜，他高瞻远瞩，预计在今后结成某种

统一战线的时候，仍然有必要保持自己的独立

性。旧账无从一笔勾销。所以他提出“民族革命

战争的大众文学”，不赞成“国防文学”。作此文

之前的半个月，他在《死》一文中提出七条遗嘱，

前五条为一组，属于家事，后两条则升华到更广

大的领域，说是——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

的人，万勿同他接近。

就思想而言，《女吊》一文是接着这第七条遗

嘱往下写的，而从行文的路径来说，却又正是遥

接《朝花夕拾》中的《无常》那一篇。鲁迅的文章

虽然文体多样而以杂感为最多，却仍然是一个有

机的系统。

因为大的格局是回忆散文，《女吊》中自应有

关于个人的经历的回忆，从这里我们得以知道，

他固然是乖巧的孩子和勤奋的学生，却也有些顽

皮，会背着家长有些独立的行动。在当地社戏戏

文开始前的“起殇”中，有一个召集鬼魂前来看戏

的序幕，这时的演出者除了一个领头的是正式的

演员以外，大抵是临时客串的孩子，少年鲁迅也

曾以这种群众演员的身份粉墨登场——

在薄暮中，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了；戏子扮好

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

卒，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我在十余岁时

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

愿，他们就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

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

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

叉用力的连连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

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

我们的责任，这就算完结，洗脸下台，可以回家

了，但倘被父母所知，往往不免挨一顿竹篠（这是

绍兴打孩子最普通的东西），一以罚其带着鬼气，

二以贺其没有跌死，但我却幸而从来没有被觉

察，也许是因为得了恶鬼保佑的缘故罢。

故乡和童年，永远是回忆散文取之不尽的源

泉。现在的许多孩子，好像就只剩下做作业这一

件“可歌可泣”的事了，他们将来想写几篇回忆散

文的时候怎么办呢。

三

鲁迅后来撰写的这些回忆散文中岔出去的

叙述和议论，读来颇多趣味。单一的叙事弄不好

就成为流水账，容易令读者疲劳。

《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写道，当年和尚给治

丧的阔人家里做法事，逢七念经以超度亡灵，其

中有一个七日须举行“解结”的仪式。

这样的民俗大有意味。冤家宜解不宜结，如

果不能解结于生前，也必须补救于死后，这是很

有道理很有人情味的。

这种请和尚们来解的“结”往往出于治丧之

家的小姐或少奶奶们的制作，其中颇有加工精

细、很难解开的；小和尚们且唱且解，一时未能完

成，就暗暗地藏到僧袍的大衣袖里去。做法事原

来也可以有这等小动作。

鲁迅说：“这种宝结带回寺里，便保存起来，

也时时鉴赏，恰如我们的或亦不免偏爱看看女作

家的作品一样。”这里最后的比拟真所谓神来之

笔，也可以说是见道之言。

《我的种痘》也很有趣。这里的行文有两条

线索，一条当然是几番的种痘，另一条则是由种

痘引出来的玩具。鲁迅说，自己第一次种痘时表

现很好，没有哭，于是父亲送他两件玩具：一只鼗

鼓，一个万花筒。后者花样百出，层出不穷，最是

好玩，后来就背着大人拆下来研究其中的奥妙，

可惜弄不清楚，而再想复原，又根本做不到了。

后来到自己儿子那儿种痘，也买了一个万花

筒来送他，还是某大公司制造的，而水平很不行，

远不及自己小时候玩的那一个，“不但望进去总

是昏昏沉沉，连花朵也毫不鲜明，而且总不见一

个好模样。”

就这么一个万花筒的变迁，鲁迅发了一大通

议论。他说，小时候的东西好吃好玩，老了以后

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其原因可能有两条，一是

自己的感觉迟钝了，二是确有一些东西比过去退

步，尽管总的来说世界是在进步，不断地进步。

这两条真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人生最快

乐的是童年，而最平静的则是老年。

写散文尤其是回忆散文，总得有些余裕才

好。死死地抱着中心来写，不敢越雷池一步，用

于写认罪书或检讨大约是对路的，写散文，就未

免显得精神太紧张，简直是有点恐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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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什么才是真正的散文？

我只有如实地回答你：这个还

真是不好回答呢。

说实在话，每当看到好的散文，

我就笑着说：有点散文的样子。

有一天，我不禁问自己，散文是

个什么样子呢？

首先想到人，散文莫不是像人？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样子。一

个人，是一个人的样子。

散文也是。

人一出生，模子雕成。或丑或

美或不丑不美，再长再变，再掩再

饰，也难离根本。但世上很多人偏

偏不信。有人涂脂，有人抹粉，有人

画眉，有人描红，有人穿金戴银，甚

至还有人整形易容。看起来，流光

溢彩，热热闹闹。

看散文，如看人一样，最终会看透的，你

装扮的样子再高明，终是难逃法眼。

人嘛，有哭有笑。一生下来，人就都会

哭。最初的这声哭，是感恩，是宣言。最初

的这声哭，是本真的哭，是至美的哭。慢慢

地，哭中就掺杂了很多东西。哭的样子就不

好看。哭的声音也不好听。又开始笑，好多

场合还动不动就笑。按说，笑比哭好。往往

一看，很多的笑却不自然，是挤出来的。不

笑还好，一笑，比哭更难看。真正的笑当然

也有，比如当人们离开世界的时候那淡淡的

一笑，是那样的让人难以释怀。

真正的散文，如人还原一个人真正的样

子，真正地哭，真正地笑，真正地保留生活中

的本真和美好。

再说动物，散文有时也像动物，但我想

是不能有动物的劣性的。

散文，如脱缰野马，不行。若心猿意马，

也不行。落入声色犬马中，断断行不得！

羊倌放羊在山坡，远远地看去，山坡上

堆了好多好看的云朵。

我想，要把散文变成云朵的样子，先要

扮成羊倌的样子。

很多的散文，免不了鸡零狗碎鸡毛蒜皮

的一大堆。自以为“散”是分散、零碎、不集

中、松散、散落，以为加上“文”

字来点装饰和华丽就成了散

文的样子，那就大错特错了。

作白云苍狗状，作狗尾续

貂样，贴上狗皮膏药也好，都

不行。狗的本性是看家，把家

看好，倒不失为一只好狗。

散文最美的样子是看住

一颗金子般的心。

猪，肉瘦肉肥，食也。散

字从肉，杂肉也。故好厨师，

是能用蒸、煮、焖、炖、煎、炒、

炸、腌等十八般武艺轮番上

阵，配之佐料香味，做到肥而

不腻，精而不涩；食不厌精，脍

不厌细；色香味美，余味不尽。

品散文，就是品一份份美

味佳肴，艺术的享受。

植物也和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生长

发育，开花结果。风风雨雨中，也能见证人

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

植物象征起来，更像人，它也有它的精

神和灵魂。但毕竟，“智慧是一棵树，生长在

心里，结果在口中”。

所以，鲁迅先生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

见墙外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

枣树。

大家都知道，这枣树，是先生的枣树，是

散文的枣树。

于动物，于植物，于大地上一切有生命

的生灵，于苍穹下一切有灵魂的一切，情感

起来，哲思起来，艺术起来，便总是活在人的

世界里，活出或多或少人的样子。

也许，散文在我的眼里，更像一个性情

中人。

我希望它——立起来，是英雄；思考起

来，是哲人；风流起来，是才子；颜色起来，是

美人；忙碌起来，是农人……

散文，要有散文的样子；散文，就是散文

的样子。

我这样说，也许你会明了，也许你糊

涂。不过，你看到真正的好的散文，你就知

道什么是真正的散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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