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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Lu Xun and Rural literature is the main focus of this paper, through 

which we will navigate through the definition of rural literature, then to Lu Xun's life and how it 

shaped the way he see rural areas, finally we will investigate Lu Xun's characters, narration etc. 

from rural literature point of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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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鲁迅研究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与焦点，研究的角度多种多样，几乎每

一方面都有涉及。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上一个显赫的流派，它的价值地位也随之得到学界的

重视，也成为研究现代文学流派发生发展的重要一隅。鲁迅与乡土文学的全面性的研究却不

多见，为了还原鲁迅与乡土文学关系的真实面貌，探究两者之间内在的关系及彼此间的相互

影响，本文对鲁迅与乡土文学的关系进行尝试性地论述。 

1. 引言 

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探究与追问一直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作家创作的主要目

的之所在。在这探究与追问的过程中会塑造我们的观念，归因，判决和对自我与他人的观

念。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农业文明占据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在这种漫长的农业文明史进

程中，文学自始至终都是与某种乡土不解之缘的，丁帆教授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解释

说：“‘乡土文学’作为农业社会的文化标记，或许可以追溯到初民文化时期，整个世界农业时

代的古典文学也因此都带有‘乡土文学’的胎记。”1 

2. 乡土文学 

从中国本土文化的角度来看，“乡土”是人们司空见惯的语汇，其基本含义是明确的，其

一是指“家乡”或“故乡”，《列子·天瑞》“有人去乡土，离六亲”中乡土指的就是“家乡”、“故

                                                        
1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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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其二是指“地方”，曹操《土不同》“乡土不同，河朔隆寒”中乡土即指“地方”，直接与地

域特色、气候景物相联系。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意识是指基于第一层含义的思乡情怀，和第二

层含义的对地方景物的追怀，以及由这两者生发的对有关特定地域的风俗人情的抒写。2 

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引领下，中国逐步形成了适合自身生存发展特点的制度，在其，

文学不仅是美与善的和谐统一，而且还附带有知识上的作用。在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古代社

会中，由于社会的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乡土、故乡、土地等物质形态

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传统的乡土题材作品，尽管叙述人或抒情者都有对乡

土社会有一定程度的疏离，然而，由于缺乏异质文化的观照，其情感和理性的落点一概体现

为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和认同，表现为离乡则伤感，思乡则哀怨。 

即在近代以来以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为主要表征的变革浪潮中形成了前后两种文明，现

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对比、撞击，使整个社会历史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品格，此

时，中国社会经历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古典文学已经走向衰落，

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需要。 

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乡土文学创作不再是指那种十八世纪前描写恬静乡村生活

的田园牧歌式的小说作品，它在整个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以地方色彩、方言土语、社会风

俗画面取悦读者，从而成为流行的文学形式，在此奠定了各国乡土创作的基本风格以及其最

基本的要求。这种基本的风格和要求，成为各国乡土创作自觉和不自觉的约定俗成的理论精

义。 

乡土文学是根植于中国土壤而产生的文学流派，其表现的内容无疑是同十九世纪末二十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有密切相关的。人们的乡村情感与牧歌体验也便具有了特殊的现代意义，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自觉的乡土文学也因此而发生。 

在思考和探索农业基础问题的同时，启蒙思想者们又进一步在更高层面上叩问、剔析着

有关乡村世界的一些深层问题。最早由《新青年》于 1918 年第 4 卷第 3 号开始在《社会调

查》栏内，刊载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以及乡村风俗文化的情况介绍，同时期的其他报刊对

农民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1919 年 2 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

文，对于农民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对于中国农村的黑暗状况，以及青年应取的态

度，都作了明确的阐述，文中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

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又“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

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

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3。这种关心农民的社会思潮，给当时

包括“乡土文学”作家在内的广大新文学者以巨大的刺激和启悟，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并开阔

了作家们的思想、艺术视野。 

最早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是周作人。他在为自己翻译的中篇小说《黄蔷薇》序里指出，

只因为“多思乡怀古之情”、“其他风俗物色，皆极瑰异”才算“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4；他又在

《地方与文艺》一文中倡导“乡土艺术”以为“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可以“因风土以考

察著作……..就著作以推想风土”5，这“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6 的文学。 

                                                        
2
余荣虎.周作人、茅盾、鲁迅与早期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成[J].南京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3
李大钊.青年与农民[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李大钊纪念馆，29-10-2018.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1148/71151/4847002.html 
4
周作人.黄蔷薇-序[EB/OL].:飞天文学网，30-10-2018. 

http://www.ft77.com/book/mingjia/zhouzuoren/%E7%9F%A5%E5%A0%82%E4%B9%A6%E8%AF%9D/2/sh451.htm 
5
周作人.旧梦-序[EB/OL].:飞天文学网，30-10-2018. 

http://www.ft77.com/book/mingjia/zhouzuoren/%E7%9F%A5%E5%A0%82%E4%B9%A6%E8%AF%9D/2/sh324.htm 
6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J].之江日报,1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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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到乡土文学，人们各会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以为只要写本民族的生活，对

于世界来说，它就是‘本土文学’，就自然而然具有‘地方特色’”7，有的把地方特色与怀乡情感

等痛起来“乡土文学表现了人民的生活美——乡土民俗风情，表现了作家对故乡、对人民的

深厚感情，所以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8，有的把乡土文学与特定文学题材联系在一起“乡土

文学实际上不过是用乡土题材写成的文学……要研究这一问题，只能从题材上加以认定”9，

有的把乡土文学与特定的创作类型联系在一起“不同籍贯的作者，写不同地区的生活，而能

构成一个流派，这只能在新文学发展初期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30 年代的乡土文

学已经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随着创作倾向的不同，实际上作家已经分道扬镳”10。 

3. 鲁迅与《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序》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流派的开山始祖，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其他含义，而且在自

己的创作中实践着，在此成就是无人能比的。有人把鲁迅称为最早的乡土作家，认为“他的

作品满熏着中国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11，有的认为“中国文学史

上真正把农民当作小说中的主人公的，鲁迅是第一人”12，有的认为“鲁迅先生的贡献是明确

而永久……于乡土文学的发韧，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

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13，有的认为“鲁迅在为《中国

新文学大系》编小说三集时……成为乡土文学作家。他是最早概括这现代文学史上重要文学

现象的人”14。 

鲁迅在《自传》一文中写道：“我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

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由于外祖母家住农村，他很小就和农村保持着

亲密的关系，熟悉了农村的乡土人情和民俗。 

正是鲁迅青少年时期的浙东乡土生活在心灵中碰撞与融汇，产生了强烈的“乡土情结”。

他所提出的“乡愁”，其意义，不仅仅是对乡土社会的悲哀和惆怅，也不仅仅是包含着同情和

怜悯的人道主义精神，而更多的是以一种超越悲剧、超越哀愁的现代理性精神去烛照传统乡

土社会结构和乡土人的国民劣根性。于是我们在鲁迅的回忆性文字中看到，乡野的田园风

光、民间社戏，得到近乎仙境一般地表现。 

鲁迅生活于东西方文化二元对峙的历史转型时期，西方的强势文化与东方的弱势文化的

冲撞，形成了这一代人思想上的现代意识和心理上的传统观念的剧烈矛盾。这也决定了他的

乡土创作的现代文化视角和中国文化本位立场的双重化特征。一方面，那种改造农业社会国

民劣根性的使命感迫使他从一个更高的哲学文化层次上来审视笔下的芸芸众生，用冷峻尖刻

的解剖刀去杀戮那一个个腐朽的魂灵，从而开封建文化那层迷人的面纱；另一方面，那种哀

怜同情农民的大慈大悲的儒者之心又以一种传统的情感方式隐隐表现在他的乡土小说之中，

其“深刻的眷恋”在表现出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精神时，又制约着对封建王权和奴性教育的统治

思想更有力的批判。 

鲁迅前期创作只因为中国的乡村社会最能发掘出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再者，就是五

四文学母题不可超越的主题学意义，第三，他强调了异域情调对于乡土文学的重要性，才以

乡土创作为载体。 

                                                        
7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 

8
段宝林.乡土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J].文艺研究,2000(4):159.  

9
刘玉凯.论五四乡土小说的性质问题[J].河北大学学报,2000(3):94-100.   

10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增订本)[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11
张定璜.鲁迅先生[J].现代评论,1925,1(8). 

12
王瑶.鲁迅作品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59.  

13
沈从文.学鲁迅[J].知识与生活,1947,(14). 

14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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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学”这一术语，是鲁迅在 1935 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序》中用了近

2000 字的篇幅，从题材范围、作品内容与视角、启蒙立场与乡土思念等几方面来谈论、界

定乡土文学。文中指出：“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

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15，从鲁迅所谈论、引证的

作品可以看出，“故乡”指的是当时偏远、落后、远离北京的农村、乡镇乃至城市；他所说的

“故乡”的地理意义在于它是偏远、落后的象征，换言之，在北京的作者以现代性的眼光回眸

故乡都是“乡下”。因而，乡土小说在题材上就是离开故乡、侨寓在北京的作者讲述偏远、落

后的故乡“乡下”的故事。在当前对乡土文学题材范围的讨论以及不同学者的实际研究中，各

自设定的标准是不同。 

鲁迅也肯定了异域情调作为视角、技巧的意义，又以现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警

示性地批评了对异域情调的不当追求，其理论洞见是艺术素养与艺术观的完美统一。乡土文

学中所展示的人的生存状态，在鲁迅看来，远比异域情调重要。对于二十年代中国乡村和农

民，其生存状态又受制于三大因素：战争、贫困以及精神上的蒙昧。因而，它们成为鲁迅在

《小说二集导·序》里阐释乡土文学的主要内容和方向。 

在此，不难看出鲁迅对乡土文学的阐发是朝着关心民生疾苦、同情民生不幸的方向发

展。鲁迅对“地方色彩”作了有条件的、谨慎的肯定，而对乡土小说反映乡村现实人生、关心

民生疾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却作了有力的开拓。事实上，是否关心乡村现实、民生疾苦，是

鲁迅臧否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小说二集导·序》所论乡土文学,都是以这个尺度来衡

量的。 

在鲁迅看来，要改良社会和人生，“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6，因为蒙

昧的精神状态决定了乡土社会的停滞与落后。如果说，鲁迅自己的乡土文学主要是对个体生

存困境的艺术考察，并从中揭示出主人公以及整个乡土社会的精神面貌，那么，在《小说二

集导·序》中，鲁迅又特别留意直接表现群体精神状态的作品，而乡间习俗则是群体精神的

最佳载体。 

鲁迅由于其深厚的旧学积淀，加之又较早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文化遗产，成为中国现代创

作艺术的最成功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他对乡土创作地开拓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其中，是

崇尚自然的艺术表现，是对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自由本性的肯定。文学创作规律及人

物个性发展规律，以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并将作者“血管里流的血”融进人物生活中，

从而融进文学作品中，达到人与自然的沟通、主题与客体的统一。 

4. 鲁迅创作中的人物形象 

鲁迅的乡土创作正是站在现代西方文化的立场，来审视中国的乡土社会，在此主要塑造

了两类人物形象，一类是受尽压迫的贫苦农民，有对他们保守、落后的批判，另一类是穷愁

潦倒的知识分子，有对他们自身所受到的传统文化的负责影响也进行了强烈的自省。鲁迅对

他们的态度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即认为他们都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17；与此同时，也

看到他们身上存在的弱点、缺点，对他们作了诚恳的并且也是深刻地批判，希望他们能够摆

脱现状。 

鲁迅小说中主要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一是、受封建教育制度毒害的知

识分子，以《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为代表；这一类是旧式知识分子，孔乙己终因养活不了自

己而沦为窃贼，最后被丁举人打折了腿，在人们的笑声中悄然地离开了人生的舞台。二是、

具有进步要求和变革愿望的现代知识分子，以《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为代表；这一类既受

                                                        
15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A].见:鲁迅全集:第 6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6
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7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见:鲁迅全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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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封建教育的熏陶，有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他们对封建礼教制度具有反叛精神，曾经

在不同程度上对封建势力作过斗争，但是他们比较脆弱，终于被封建黑暗实力打垮；吕纬甫

作为辛亥革命退潮后的个性主义者，因破除迷信“拔掉神像的胡子”，辩论“改革中国的办法”

与人打架，甚至被作为“吃洋教”的“新党”而受人排斥，变得孤独，进而在灰色的生活中沉

沦。三是、“五四”后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知识青年，以《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为代

表；诞生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就受到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洗礼，但是，黑暗势力和现实环境

终于压倒了他们的反抗和追求，子君是不得不回到她曾经勇敢地出走的家庭，最后是带着无

限的凄怨悄然死去。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都表现了巨大的社会意义，举其大者有如下几点：首先、他

们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他们的悲欢离合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深深带着辛亥革命前后到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印痕。其次、作品告诉读者不容知识分子的社会是没落的社会，而

摧残知识分子最厉害的是封建主义。 

鲁迅对农民有深切的了解，在创作中，不但展示了他们的外部的生活艰辛，更揭示出他

们精神上的病痛，在表现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强加给人们的伤害之外，更关注封建意识形态对

他们精神上的严重残害。鲁迅笔下写出了四种农民形象类型，并通过对他们的描术来高度地

概括了整个时代的农民形象类型、解释残酷的社会现实，进而不断剖析民族的灵魂，以完成

对国民性的改造。 

一是、迷信、麻木的闰土类似形象。这一普通农民形象具有很广泛的代表性，封建制度

所规定的阶级界限和尊卑观念，形成他们的不可动摇的生活准测；鲁迅创作中大部分农民具

有迷信、因循守旧、目光短浅、自我愉悦等若干特征的农民意识。在《故乡》中，闰土以一

个活泼机灵、能干的勇敢少年形象出场，他的聪明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经过二十年的生

活重压，他变得像石像，完全失去了童年小英雄的风采，而变化最大的是他的精神，封建吃

人的礼教、等级观念，严重地腐蚀了他的灵魂，使他变得麻木。鲁迅借该人物形象来反映出

愚昧、麻木且毫无反抗一时的农民形象，暴露出国民的弱点、以引起疗效的注意。 

二是、阿 Q 类似形象。阿 Q 是一个生活在江南小镇的农村流浪汉，没有土地和家庭，

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却不敢正视现实，常常以自轻自贱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阿 Q 时时想

着改变命运，因此他进过城，做过偷儿，在白举人家当过仆人等等，都是为了能够上好一点

的生活，改变自己的穷苦命运。在辛亥革命这一特定的时期，一个受封建思想毒害至深的农

民，要用革命来改变其不幸的命运，且并不是真正的理解革命，因此他是无法真正改变自己

的命运的。从阿 Q 的形象塑造中，我们不难读出作者追求革命，想暴露国民的弱点，想从

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入手，探索中国出路的思想。 

三是、具有反抗意识，但最后安于现状的祥林嫂类似形象。祥林嫂是代表旧中国农村劳

动妇女的，她一心想恪守传统的规矩，安分守已的过日子，但面对封建礼教横加给的种种摧

残与迫害，期间她进行过反复的抗争与挣扎，但让人遗憾地看到在当时的社会她的这种反抗

却成了她的可悲之处，令她的人生更加惨烈。她始终不能稳住自己既得的幸福，不但不能争

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反而想做奴隶而不得，成为一个遭迫害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

噬的人物。在《祝福》中，祥林嫂两次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工，最终被逐出了陆家，直至后

来沦落到街头，使得她连做奴隶都不可得，成了乞丐。她就是求安于现状而不可得的农民典

型。 

四是、正直无私的六一公公类似形象。在《社戏》中，鲁迅描绘出了中国农民正直无

私、有着美好心灵的形象，从六一公公等农家子弟的身上汲取了革命的力量，充满了改良社

会的信心。他对美好未来有无限的向往，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从劳动人民身上领略到了许多

可贵的品质，他坚信农家子弟的美好心灵就是改良社会坚实的基础。作者还塑造了一群可爱

的农村孩子的形象如双喜等，他们聪明活泼、胆大心细、热情友爱。 

鲁迅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深情，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倾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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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鲁迅了解农村更了解农民，他不仅描写了农民与妇女生活上的贫困，而且描写了

他们精神上的痛苦。 

第二，鲁迅不仅描绘农民与妇女的痛苦生活，而且揭示了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 

第三，鲁迅不仅“哀其不幸”，同情农民与妇女的疾苦，而且“怒其不争”，揭示他们的愚

味与麻木，并着力地进行鞭挞，而且揭示了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鲁迅描写农民的麻木与昏

沉，不是个别的，而是带有普遍性。鲁迅鞭挞农民缺点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国民性。 

第四，正是在与农民的亲近中形成深深的“爱”使他对中国农民有深入的了解，在描写农

民困苦的同时，鲁迅还在探索着农民摆脱困境的道路。 

作为一个乡土创作的伟大实践者，鲁迅从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来书写乡土的，其全部乡

土创作都渗透着对乡土人那种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与文化变革的精神状态的真诚而强烈的痛心

和批判态度。他为乡土创作提供的典范性作品不仅是深邃的哲学文化批判意识和叙述视角所

形成的多元创作方法的生成意义，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所形成的“乡土”审美形态几乎成为以

后乡土创作稳态的结构模式。 

5. 鲁迅创作中的叙事 

鲁迅对故乡的爱、对农民的爱全都表现出在字里行间，浙东农民的精神气质，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他，农民的气质连同形成的土壤进而构造成鲁迅强烈的乡土情结，这在他的作品中

都有直接的展现。 

在写作手法上，鲁迅凭着少年故乡生活的经历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如，《社

戏》中的朦胧月色，《故乡》中的金色月夜，《风波》中的土场黄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的

主题，这都缘于作者对故乡的那种浓烈的情感。 

鲁迅创作取材都是绍兴一带农村和小集镇的生活；所选择的地点——鲁镇、未庄、庞

庄、S 城、咸亨酒店……也是绍兴一带农村和小集镇的化名。环境都以海边水乡为背景，在

《社戏》里描绘了飞一般的白篷航船，月色朦胧下起伏的连山，两岸碧绿的豆麦夹杂着河底

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在《故乡》里把少年闰土融进浙东海滨绚丽的画面里。 

鲁迅依据故乡生活的经历复制了一幅栩栩如生的风景画、风俗画和灰色的世态画。“按

照绍兴习俗，凡是出嫁的女儿。如果还未当家，夏季大抵可以回家去消夏。”18 这一习俗在

《社戏》中作者有具体的交代。浙东农民习惯认为拆掉灶台是对人的一种最大的侵犯与侮

辱，因为民以食为天，把人家吃饭的家伙都给毁了，那便是天大的冒犯。鲁迅对于习俗的描

写，是交代生活着的具体的有特色的环境。如《祝福》中对预备祝福和祭祀的环境描写是说

明两个问题：一是说家家户户一律的忙，特别是女人更忙，“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

红……”；二是说在祭祀时很慎重，“拜的只限于男人”。祥林嫂生活在这一环境中，她的悲

剧命运与悲惨的死，就是在鲁镇四次祝福的习俗中完成的。描绘的风俗画，不仅成为人物的

典型环境，而且成为一个社会的缩影。 

此外，鲁迅重视人情的描写。在《社戏》中描写了农村农民和小朋友的好客。双喜等小

朋友的热情、天真；六一公公纯朴，揭示了他们心灵之美，农村的古朴之风。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人情也随之变化。闰土对“我”竟然喊起“老爷”来，杨二嫂也变得刻薄刁滑起来。人情

变得如此淡薄，这也就是当时时代风尚的反映。 

鲁迅对故乡风俗、景物的描写，具有三个鲜明的特色：第一，鲁迅着重点染的是浙东水

乡的特色，提供人物活动的舞台，展现人物性格，反映时代风貌以显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

第二，鲁迅笔下描绘的风俗画与风景画，增加了美和力，给我们视觉以冲击，而产生精神的

愉悦，表达了他的美学思想；第三，鲁迅对乡土有独特的感触皆源于其自身的乡土情结。 

                                                        
18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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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创作中不同的主题都表现出不同的悲剧观，此观是在对人与生命的肯定基础上而建

立的。鲁迅的悲剧精神中，就体会到一个怀着强烈的人道主义胸怀的哲人对于现世痛苦和安

命精神的民族劣根心理的揭露和批判；也可以说是鲁迅具有“超人”的悲剧精神把握生命、民

族、人类的强力意志，在雕塑自己悲剧艺术形象时采用了那种“曲笔”，并构成了创作酒神与

日神精神的交融渗合。 

鲁迅在创作叙述上，在描绘乡土中国社会时，有一个秉特着西方现代文明的“他者”的目

光。通过“他者”重新回到乡土，从而把乡土农村也“他者化”了，从而构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双

重的“他者化”过程。一方面，现代意识成了审视传统乡土社会的他者视角，另一方面，鲁迅

借此把传统的乡土社会历史化了，或者美化了，从而构成了现代乡土创作的复调品格和诗化

特征，表现了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知识分子画对现代化的追求和焦虑，以及面对传统文化日渐

丧失的愁绪。 

鲁迅在叙事上提供了一些典型的、诗化的叙事范式，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是第一人称双声对话的复调叙事。鲁迅最早在《狂人日记》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策

略，创作中却出现了两个第一人称，即一个是披露日记的“余”，余出现在文言文体的小序

中，当另一个第一人称，也就是在正文中作为狂人的“我”出现以后，狂人的清醒，以及对凡

事都研究，特别是对“仁义道德”背后“吃人”的发现，使狂人又超越了常态社会而获得了某种

理性的自觉。鲁迅第一人称在建构复调的叙述模式的同时，把叙述人面对文化冲撞的思想和

精神状态的复调矛盾性揭示出来了。第一人称在表面上讲述别人的故事的同时，都把故事与

叙述者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并使叙述者本身成为读者观照的对象。 

第二、乡土环境的空间定点叙事策略。鲁迅在创作中，其乡土环境具有具体的地理空间

定位。鲁迅多篇乡土创作运用了鲁镇这个地名，像《祝福》、《明天》等，其他创作虽然名

称有变化，但仍然具有比较相似的地理环境。创作的环境大低是离城不太远，然而有比较封

闭萧索的乡镇。创作虽然没有对某种乡俗做细致的描绘，然而他似乎不经意的寥寥几笔，却

也生动地表现了故乡风物的精神特征。 

第三、乡土创作叙述时间的双重性机制。鲁迅创作通过对故事时间的双重性编排，显示

了其独特的理性含量和强大的情感张力，开创了中国现代创作的新的时空。鲁迅体现了中国

创作的时间在时态上由过去时向现在进行时的转换，也就是把过去的故事纳入到此在的现实

生活中，从而赋予故事以当下的现实意义。鲁迅创作的时间的双重性设定，引领了中国现代

创作叙事学上的革命。《故乡》、《祝福》等回忆性的怀乡创作，从叙述的视角上看，也存

在着彼此并列，又紧密联系的两个故事以及与此相关的两种叙述时间：一是主人公闰土、祥

林嫂等的“过去时”的故事；一个是主人公与“我”构成的“现在进行时”的故事。 

6. 鲁迅创作中的批判 

鲁迅一生基本生活在精英文化阶层中，他对农民的内心描写，更多地借助的是传统文化

的间接经验、更多的是以间接渠道获得的。鲁迅的乡土创作深刻地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对

传统文化的两难和面对西方文化的两难。鲁迅对旧文化礼教的批判和对国人民族性的剖析，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他的创作以其深广的文化批判，就有中国知识

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对现代民主与科学的呼唤与渴望。鲁迅的乡土创作的文化批

判倾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封建宗法制的整体性批判。鲁迅在《狂人日记》通过知识分子的文化视角，对

乡土中国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进行彻底的揭露和否定的，其中表达了对民族文化根性的彻底

绝望。鲁迅还发现封建文化、人们的社会心理、民间习俗、民间信仰对农民产生了巨大的腐

蚀、毒化作用。鲁迅的深刻性就在于他不仅发现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而且他还发现了

乡村民间文化与传统的封建主流文化的内在同构性，发现了封建制度下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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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启蒙知识分子的清醒自审。鲁迅创作中的知识分子成为主要人物。其中表现出

丧失了传统文化家园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决绝和对传统文化某种程度上的感

性依恋。他们所扮演的历史特定角色，注定了他们必然的悲剧性命运；他们作为从传统文化

中分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必然地对传统的封建专制采取抵抗。他们深刻意识到自我与社

会的对立，产生了绝望的抗战的孤独，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他们自身的必然性悲剧结局。 

第三、对农民劣根性的审视。鲁迅创作对农民劣根性的批判，在总体上表现为“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的创作倾向。创作中的农民大低具有勤劳、善良、本分、能干的共同品质，

然而，封建制度却使他们必然地落入不幸的命运，以至于使他们连为自我命运抗争的愿望也

消弭了。 

纵观鲁迅的乡土创作，其笔下的农民形象并不是以鲜明的个性而给人以生动的印象的。

鲁迅更多地采用的是类型化的方式，因此笔下农民从整体上显示为辛苦而麻木的看客形象。

鲁迅以创作的方式把看客端到艺术的“被看”平台，意在表现其启蒙主义的理性姿态，这使其

乡土创作的思想意义总是大于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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