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语言

林语堂和鲁迅 国民性探讨 比较论
朱双一

! ! 鲁 迅和林语堂 同为中国 现代文坛 巨

性 , 一般指超阶级、
超地域的国人普遍心

子, 感应着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思考主

理状态和文化性格。他们固然都有力求普

题, 都对 国民性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遍性的倾向, 但由于鲁迅意识到 农民是中

然而, 其探索的目的、
手段、
切入点或结论

国国民的大多数, 落后民族的国民性必然

等, 两者都存在不少差异。它们相互矛盾、

带有浓厚的农民色彩 这一基本国情, 因此

对立, 又相互印证、
补充, 从而极大地丰富

他将观照的视线主要对准了广大农村( 乡

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性格的思索和反省。

镇) 的农民, 其次为底层知识分子。鲁迅着

一、
目的和视焦之差别

笔颇多的是显露愚昧、
麻木精神状态的 看

探究和改造 国民性 , 是鲁迅弃医从

客 形象。他曾感慨地写道:

群众∋ ∋ ∋ 尤

文的主要原因, 也是他孜孜不懈奋斗一生

其是中国的 ∋ ∋ ∋ 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此

的目标之一。早在留学日本时期, 他就经

外就是小说∃ 祝福% 中杀害祥林嫂的真正元

常与朋友谈论 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

凶、
被称为 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 的

么 、 它的病根何在 等问题; 1925 年他又

柳妈之流。由此可知, 鲁迅从其改造国民

表示: 要以小说画出 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

性的强烈愿望出发, 将其视线聚焦于占国

∀ 1934 年, 他更为 中国大众的灵魂 已反

民最大多数的农村底层民众的羸弱病态的

映在其杂文中而感到欣慰。 # 鲁迅 国民

精神状态上。

性探讨 的明显特点, 一是他从历史经验和

与鲁迅相比, 林语堂似乎以更普遍的

民族前途出发, 特别着意于国民性 改造 。

整体的中国人为考察对象, 涉及的文化层

与此相联系的第二个特点是, 他着重挖掘

面也更广泛。然而, 也许由于自己的身份

国民 劣根性 ( 即负面的文化性格) , 以期

和所熟悉的生活不同, 他实际上更多地呈

引起疗救的注意。

现中、
上层知识分子( 古代所谓士大夫或绅

林语堂没有如此强烈的改造国民性的
愿望和动机。他在 20 年代写的∃ 翦拂集%

士阶层) 的生活情趣和心态。

二、
手段和方式之差异

对国民劣根性有过激烈的抨击, 但从其一

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揭示, 林语堂较多

生看来, 这并不代表他的思想主流。他用

地借助于中西( 或东、
西方) 文化比较的方

英语写就的∃ 吾国与吾民% , 是 希望越过语

式, 鲁迅则较少运用这种方式。出于改造

言的隔膜, 使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有比较深

国民性的迫切愿望, 他更专注于本国的现

入的了解 , & 特别是弥补或纠正一些自命

实和历史, 从中吸取素材, 直接反映于作品

中国通 的外国记者以道听途说为基础的

中。如鲁迅的∃ 伤逝% 和林语堂晚年的自传

浅薄乃至不实的中国报导。因此, 林语堂

体小说∃ 赖柏英% 中, 都有自由恋爱的青年

的国民性探究是一种兼及正负面特征的比

男女同居后, 男的忙于生计, 女的在家无所

较全面的研究和描述。

事事倍感落寞, 终至两人感情破裂的情节。

由于目的不甚相同, 两位作家的审视

然而, 鲁迅要表达的是女性在冲破封建礼

角度 和焦 点 也 有很 大 差别。所 谓 国 民

教束缚、
获得婚姻自主权后, 还必须争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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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政治、
经济方面的平等权利, 才能得到

也非意出偶然。 −

真正解放。小说直面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急

稍后所撰∃ 自传% 中, 林语堂又写道: 现在

需解决的问题, 同时也对封建势力的顽固

我只有一种兴趣, 即是要知道人生多些 。

和青年男女自身的性格弱点作了深刻的揭

. 显然, 林语堂转向写小说, 是出于对 人

示, 实际上涉及了国民性问题。林语堂在

生 观察、
描写的兴趣和重视。在此之前,

描写杏乐和韩星的感情纠葛时, 则着重表

林语堂早出版了向西方人全面介绍中国文

现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性格上的差异。杏乐

化的论述性著作∃ 吾国与吾民%并获得了极

有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和对感情的

高的 声誉。然而 林语堂 似乎并不 满足于

坚执与忠贞。而欧亚混血儿韩星则热情开

此。他显然想进一步通过小说的创作, 使

朗, 急切向往感官的刺激, 因此她无法忍受

其有关中国文化和国民性特质的观点得到

婚后困守斗室的无聊和单调。显然, 作者

更加真切的感性表达。

强调的是东、
西方人难以克服的性格矛盾

林语堂这种由理论转向对人生的感性

和文化冲突。林语堂有着童年时代就接触

把握的取向, 本身就与他对中国文化和国

了西方文明的特殊经历。对西洋文化的谙

民性特质的某种认知紧密相关。他曾以孔

熟和辩证了解, 使他 对于我们自己的文明

子的一句话冠于∃ 吾国与吾民%之书首: 道

之欣赏和批评能有客观的, 局外观察的态

不远人, 人之为 道而远人, 不可 以为道 。

度 。 ∗他常以西方文化作为观察和分析

林语堂显然认为这句话所代表的一种人文

本国国民性的参照系, 这显然是一个极为

主义精神, 乃中国文化最基本的核心之一。

独特的视角, 为一般作者所难以企及。如

他在该书写道: 中国人以 通情达理 作为

在分析中国人 消极避世 的性格时, 林语

评价 现实 活动 或 历史 问 题的 标 准, 其中

堂将之归结为 个人权力缺乏保障 的政治

理 代表着不变的宇宙的法则, 情 代表

制度下产生的一种 活命哲学 , 并试图引

着可变的人的因素; 对他们来说, 一个论点

入西方政治制度和观念作为诊疗的药方:

从逻辑上推断是正确的 , 那还远远不够,

根治的方法似乎很简单, 只要给民权以宪

更重 要的 是这 个 论点 应该 符 合人 的天

法保障即可。 + 这一药方显然与鲁迅开出

性 。

的有很大区别。鲁迅更关注的是民众缺乏

∃促进东西文化的融合% 的演讲, 更从东、
西

觉悟的精神疾病, 因此他说: 最要紧的是

方文化比较的角度加以阐释, 指出: 一、
中

改革国民性, 否则, 无论是专制, 是共和, 是

国人的思考以直觉的洞察力及对实体的全

什么 什么, 招 牌虽 换, 货 色 照旧, 全 不 行

面对应为优先, 西方人以分析的逻辑思考

的。 ,两相比较, 林语堂视野较宽, 鲁迅则

为优先, 东方哲学除了知识之外, 对人生的

更见深厚的现实性, 可说各有千秋且成互

探究也占很大的比重。二、
中国哲学认为

补。

事物是变动的, 经常都在变化之中, 这种感

1968 年 6 月 他在 汉城 发表 题为

三、
思维特征之异动

觉状态很难像物质分解开来研究, 只可作

林语堂是一位由散文而后涉入小说创

些比喻; 三、
中国哲学的 道 相当于西洋哲

作的, 1938 年著 小说 处女作 时 已 43 岁。

学的 真理 , 但西洋的 真理 仅指到达正

当时他曾自述其写小说的动机:

当生活的途径, 纵使离开了人生, 依然称为

我认为长篇小说之写作, 非世事人情,
经阅颇深, 不可轻易尝试。因此素来虽未
着笔于小说一门, 却久蓄志愿, 在四十以上

真理 ; 而中国所谓 道 , 平易近人, 是指
从应该而且可能走的途径, 是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

也许正是这种对 道 不可脱离

人生, 离开人生的就不是 道 的认识, 使林

之时, 来试一部长篇小说, 而且不写则已,

语堂觉得应该用小说形式才能真正切入民

要写必写一部人物繁杂, 场面宽广, 篇幅浩

众的 生活 实况 和 他们 所认 识的 生活 真

大的长篇。所以这回着手撰∃瞬息京华%,

理 。因此, 他已过不惑之年才开始创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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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此后更一发不可收。
将林语堂的著作目录和鲁迅的相比,

林语堂是从儒道互补的角度论述中国
人的性格特征的。他认为, 儒家是脚踏实

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鲁迅最早以小

地的有关尘世生活的学说, 它的人文主义

说享誉文坛, 后期却以散( 杂) 文创作为主;

和现实主义的倾向, 塑造了中国人热爱世

林语堂 则先以散文家 ( 或 学者) 的姿态 出

俗人生、
讲求实际的 基本性格, 使他们认

现, 后却将小 说作为其 创作的重 心之 一。

定: 人生的真谛在于享受淳朴的生活, 尤其

这一变化反映了两人的艺术思维方式在偏

是家庭生活的欢乐和社会诸关系的和睦。

重感性或偏重理性上的反向异动的现象。

然而从另一方面讲, 严格意义上的儒学太

它显示 了启蒙主义 和传统人 文主义的 区

正统, 太讲情理, 太正确了, 于是就产生了

别。鲁迅秉持启蒙主义信念, 要用理性唤

一种与孔子的实证主义相抗衡的哲学

醒愚昧麻木的民众, 特别是后期出于现实

道家学说, 用来弥补儒家社会的不足。道

斗争的需要, 为了及时和直接地抨击社会

教总是与遁世绝俗, 幽隐山林, 崇尚田园生

丑恶现象, 愈来愈多地将其笔力用于论说

活, 修心养身, 抛弃一切俗念等思想联系在

性质的杂文创作。而林语堂却有意识地积

一起, 道家的自然主义, 正是用来慰藉中

极投入小说的创作, 为的是顺应内心那传

国人受伤的心灵的止痛药膏 。如果说儒

统人文精神的呼唤, 更真实恰切地反映出

家是中国人思想的经典派, 道家是浪漫派,

中国人生活和内心的真貌。这时的鲁迅总

儒教使中国人处于工作状态, 道家使中国

是置身对象之外, 清醒地加以审视和批判;

人处于游戏状态。 这两种奇怪的元素放

而林语堂有时却将自己融入描写对象之中

在一起提炼, 则产生出我们称之为中国人

进行感性的体悟。上述自传性的∃ 赖柏英%

的性格这种不朽的东西 。 !

就是明显的例子。

林语堂虽然也认为中国国民性中包含

四、
价值评判之歧异

着若干缺陷, 如他认为中国人追求情理的

由探究国民性目的之差异而引发的审

精神以及对逻辑的反感, 导致一种不良后

视焦点、
手段和思维特征等不同, 使两位作

果, 即很难对一种制度树立起任何信心, 并

家对此问题所作的价值判断, 也有相当的

由此导致了中国人缺乏纪律的致命弱点,

差别。譬如, 当鲁迅由最初的对浙东民间

但他更多地以客观、
中性的姿态陈述事实,

文化充满喜剧情调的感性体悟转向深沉的

视之为历史形成的东西予以认可, 有时甚

理性思索时, 他很快蜕去一层浪漫的色调,

至流露出欣赏或自豪的情调, 一些似乎是

转而以凝重的眼光审视、
探究着民众的心

中国人缺点的特征也得到了正面的解释。

灵状态( 特别是病态心灵状态) 。走了相反

如他对道家思想显然褒多于贬。他称道教

方向的林语堂从早期的理论探讨转向后来

是中国人力图发现自然奥秘的一种尝试,

更多的感性观照, 也许出于宽和圆融的性

认为老子的∃ 道德经% 蕴藏着老猾俏皮的

情和日益加深的故乡眷恋, 他把故国家园

智慧的精髓 , 是 一部最辉煌、
最顽皮的自

( 包括物和人) 或多或少地美化了。如鲁迅

我保护哲学著作 。中国之患固然在于过

的∃ 故乡% 和林语堂的∃ 赖柏英% , 都以东南

多的智慧, 诸如超脱老猾、
避世洁身、
和平

沿海( 浙东和闽南) 的农村为背景, 同样通

主义等品德与懦弱胆怯相差无几, 但是所

过两个亲密无间的儿时玩伴的友谊, 表现

有的聪明人都是懦夫, 因为它们要保护自

对童年时代乡村生活的眷恋之情。然而前

己不受伤害, 这样做既符合逻辑也符合人

者沉郁悲凉, 后者轻快明朗, 显示出价值评

性 。在这种消极防御策略下, 中国的人与

判上的明显区别。

人之间的所有裂痕都得以弥补, 所有改革

在中国国民性形成中, 儒、
释、
道三教

方案都被打了折扣, 中国人 极少斗争, 也

构成其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两位作家都对

极少反抗。这就发展了某种平静的心灵,

此给以极大的关注, 亦呈现出较大的区别。

使得人们能够忍气吞声, 并与自然和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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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在林语堂看来, 中国人浪漫的一面比

批判, 主要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

现实的一面更深刻, 这一点体现于自由的

林语堂和鲁迅对三教及其 合流 现象

热爱中, 于乐天的生活态度中, 中国人也

的不同评价, 不仅是因为他们探讨国民性

因此更加伟大 。 ∀林语堂在自传体小说

的目的、
手段等有异, 实际上也因为 国民

∃ 赖柏英% 和∃ 八十自叙%中所备加推崇的所

性 本身就存在着两面性。而他们本身就

谓 高地人生观 , 实际上就是一种融合了

分别代表着国民性这两个方面。林语堂推

儒家的谦逊耿介和道家的超尘脱俗、
自然

崇道家及儒、
道互补, 他自己的为人处世也

简朴的人生理想和处世哲学。

有此特色。他曾说: 其实, 我怨恨成名, 如

对于中国人的 中庸之道 , 林语堂更

果这名誉足以搅乱我现在生活之程序。我

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中国人如此看重中庸

现在已是 很快乐的 了, 不 愿再为快 乐些。

之道以至于把自己的国家也叫做/ 中国0 。

我所要的只是些少现金, 致令我能够到处

这不仅是指地理而言, 中国人的处事方式

漂泊, 多得自由, 多得书籍, 多游名山 ∋ ∋ ∋

亦然。这是执中的, 正常的, 基本符合人之

偕着几个朋 友去。 & 其中圆融 自在的心

常情的方式。这种方式使得中国人宣称自

境, 颇见道家风范。即如批评世相, 他也是

己发现了所有不同流派哲学所共有的基本

劝诫式的, 绝无半点尖刻。鲁迅则为天生

原理, 正如古代学者所自诩的那样。 #

的改革家, 自我承受着救国救民的使命, 他

对上述问题, 鲁迅显然有着差别很大、

所称的 中国的脊梁骨 或可自比。然而当

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如鲁迅对道教持强

时中国这样的人实在不多, 他所看到的大

烈批判的态 度。在对 农民占绝 对多数 的

多是令他极难忍受的愚昧、
麻木、
怯弱、
懒

国民 的观察中, 鲁迅发现: 对于中国国民

惰、
巧滑、
苟安、
奴性、
精神胜利、 瞒和骗

( 农民) 影响最大、
对其精神戕害最烈的, 是

的自欺欺人甚至 人吃人 等等, 自然要痛

受儒教 思想 渗透 的 封建 伦理 化了 的 道

加批判, 且语多峻急, 词含讥讽。

教 , 或者说, 封建伦理道德对国民的精神
奴役, 正是通过国民自身的道教鬼神迷信
实现的, 因此作出了 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的论断, 并将许多笔力用于对 道教 ( 如张
天师做教主、
有道士做祭司的太上老君派

∀ ∃ 俄文 译 本2阿 Q 正 传3序 及 著者 自 叙 传
略% ,∃ 鲁迅全集% 第 7 卷第 81 页。
# ∃准风 月谈 后 记% ,∃ 鲁迅 全集% 第 5 卷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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