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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冒在論述魯迅詩學所蘊含的一種非理性視域，進而探討漢語美學現代性的議

題。文中嘗試綜合考慮西方詩學影響、本土民俗體驗、作者人格構造等三種因素，進行
相互印證，以便展示其繁攘的面貌。首先，將重考青年魯迅留日時期所受容的「摩羅詩

學 J '著重闡釋他對平和美學觀與馴良倫理觀的批判。其次，則將分析魯迅對「民間信仰」

的運用與「志怪傳統J 的發揚。一則聯結外來的「摩羅」與本土的「鬼物J '一間區判「魔/
鬼J 的型態與內癌。最後，則從「詩意」輿「詩語」等兩個方面，進一步觀察非理性因
素如何落實於文本，創造富於現代性的嶄新詩學範式。

關鍵詞:摩羅詩學，志怪書寫，民俗，魯迅，非理性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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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閑言

詩，並非一成不變的文類概念，而是持續建構的美學範疇。詩的重建，除了

語言變革之外，常須以「人的重建」或「我的重建j 為根基。以五四時代的「反
傳統J 論述而言， r詩學建構/歷史解釋/思想探索」常是一體並生，而皆涉及對
西方現代價值的接受與反省。張顯曾經指出:五四思想表面上強調科學、推崇理
性，實際上卻熱血沸騰、情緒激盪，似乎以西方啟蒙運動為楷模，骨子裡卻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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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註 1) 魯迅的重要性便在於，他既入乎其內，共同締造了這

些新思潮，而又出乎其外，提出深刻而尖銳的反詰，既體現了中國現代知識份子
的啟蒙願望與浪漫精神，而又獨獨契合於西方現代美學「非理性轉向」的精神。

也就在這種群性與個性的辯證之中，展現了精采的思辯與體驗。
斯篇之作，即著力於梳理魯迅詩學所蘊含的一種非理性視域。這種視域的來
源與表現乃是重層疊構的，本文將試著從西方影響、本土經驗、人格構造等三個

面向進行相互連貫的考索。先由青年魯迅留日時期所受容的「摩羅詩學」入手，

導出他對「民俗體驗」的轉化與「志怪傳統」的發揚。一則聯結西洋「摩羅」與
本土的「鬼物 J '一則直判「魔/鬼」的型態與意義。並時時與魯迅擾雜的人格進
行對照，進一步觀察非理性因素如何形成「觀看/思維/書寫 J 的方法，創造嶄
新的詩語，生產銳利的詩意，從而完成一次重大的詩學轉換。

二、爭天拒俗:從持其志到暴其氣

←)反對平和
青年魯迅曾經醉心於「科學救國」的夢想:他透過地質學的礦藏調查，重新
認識被風水迷信籠罩的母國大地;又透過解剖學與藥理的研習，試圖療救那被庸

醫所誤的「國族一父親J 的病軀。所謂「科學者，神聖之光也，照世界者也，可
以通末流而生感動。 J (註 2) 西方的科學知識不僅被視為振衰起弊的靈丹，在魯迅的

描述下，居然也有了如「詩」般使人感動的光芒。這種由精神面來理解事物的取
向，使他免於陷入物質至上的觀念，而能同時肯定宗教民俗的非理性力量。
無論就科學或革命而言，魯迅顯然極早便認識到自己猶疑深慮的性格，拙於

實務上的行動，而長於精神上的提問。因此，在著名的「幻燈事件」的視覺震撼

1.張顱， <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破性> '收於余英時等著， <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

1999)

，頁扭曲。

魯迅， <科學史教論> ' <墳} (憂北:風雲時代出版社，

1989)

，頁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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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他便「惱養成悟 J '走上了「棄醫從文」之路。(註 3) 依照一般的理解，此事

突顯了「醫學一體格/文學一精神」的結構性轉移。實際上，魯迅並未「棄離 J

科學，而是把它由技術層次提到倫理與精神的層次，認定在「工其理性 J

mental reason)

(Ï nstru-

之外，中國還需要意志、夢想，以及情感的衝動。因此，在知識

份子競相醉心於理性精神的時代，魯迅乃獨自走上了違眾抗俗之路。

透過日本文化界的中介，他敏銳地注意到，十九世紀的歐陸思想界有一股「崇
奉主觀」、「張皇意力」的非理性主義潮流，蘊藏著從傳統哲學到現代哲學的轉換
契機，預示二十世紀現代文化的新發展，意義重大。文中舉證，包括齊克果 (8.

Kierkegaard) 所謂「發揮個性，為至高之道德 J '易←生 (H.Ibsen) 劇作之「反
社會民主」、「無間習慣信仰道德 J '及尼采 (Fr.

Nietzsche)

I 用庸眾為犧牲，以

冀一二天才之出 J 的「超人之說」等等。(註 4) 儘管如此，受限於現實中國的時代

需求，魯迅日後仍大力支援以科學、民主、進步為號召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文
化論述上，更多地表彰啟蒙主義的理性內容。(註 5) 至於早年這種「觀諸黑暗J 的

思維，則多展布於創作，發揮為詩學，透顯於字句底層，大幅超越了多數文人「僅
見光明」的膚淺與空疏。(註 6)

魯迅「張個性」之觀念同樣充豆豆於早年的詩學論述〈摩羅詩力說>

(1 908) ,

此文全面檢討中國詩學的限制，並以西洋文學為參照，提倡一種以反抗為要務的
詩人典型，立論頗為激進。他從終極關懷上著眼，把詩學理想和人生哲學聯繫起

來，抨擊中國古人崇尚「平和 J 的傾向。他指出，人間並無所謂永久的「平和 J

'

殺伐爭強才是世界的真象。由蠻荒入於文明，風俗開化，知險而思安，乃有一種
為馳慕「平和」的渴望。這種理想在西方的典型表現乃是製作理想的社會藍圖，

創造假設的國度，或托之極椒、之寶地、甚遲之將來，於是有柏拉圖 (Plato)
國論>

3.

(The

R~戶的lic)

<邦

一類作品。相對於此，在中國的典型表現卻是對遠古懷著

舊說多以此事幾近「寓言 J '惟據近年日本學者的考察，當年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課間播放「時局幻燈 J

'

確有其事，內容主要展現日軍在對俄戰爭中的勇決與犧牲。精要的研究回顧，詳阿部兼也， <魯迅 ω 仙台

時代:魯迅仿日本留學仿研究}

(仙台:東北大學出版會，

1999)

，頁 21 '注 5 。現存幻燈畫片十五幅，

昆同書，頁 329-333 。

4.

魯迅， <文化偏至論>

5.

汪暉， <個人觀念的起源與中圓的現代性認同〉吋汪暉自選集}

' <墳} ，頁的一 50 。

146-147 。

6.

I僅見光明」、「觀諸黑暗」俱為魯迅語，見魯迅， <墳卜頁 50 。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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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的鄉愁，想像唐虞聖人之治，甚或錯將人獸雜居之世誤認為「萬禍不作，人

安其天」的清淨世界。(註 7) 兩相對照，一主迎新，一主慕古，思維恰成異趣。在

他看來，中國人的想法明顯違背「人類進化史實 J '許多偏頗的觀念皆導源於此。
魯迅談論中西異同的另一組概念是「櫻」與「不櫻 J

如老子所立，便以「不櫻人心」為主腦

0

(註 8) 中國的人生哲學，

r以不櫻人心故，則必先自致稿木之心，

立無為之治;以無為之為化社會，而世即於太平。 J (註 9) 在魯迅看來，這又是一種

反進化的思維，人身既不可能「退返於孩 J '人類也不能「歸于禽蟲卉木原生物，
復由漸即於無情J

0

(註 10) 進化之勢如飛行中的箭，不可能「逆飛而歸弦」。個人之

苟安如此，整體社會亦復如此，無論統治者或被統治者，或為保位，或為安生，

一見有人能「櫻」即感到焦慮，於是「庸眾」扼殺「獨異」的現象，在歷史上也
就層出不窮。
中國之扼殺天才，正與〈邦國論〉之驅除詩人類似。只是一為歷史事實，一
為理念推衍。詩人之被逐，關鍵在於其威脅性:
蓋詩人者，按人心者也。凡人之心，無不有詩，如詩人作詩，詩不為詩
人獨有，凡一讀其詩，心即會解者，即無不自有詩人之詩。無之何以能
夠?惟有而未能言，詩人為之語，則握撥一彈，心弦立應，其聲激於靈
府，令有情皆舉其首，如睹曉日，益為之美偉強力高尚發揚，而污濁之

平和，以之將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註 11)

詩人的任務是揭破，而非遮蓋。即使看似層層包里的隱喻結構，實質上也是為了
蓄養「櫻」的力量。魯迅認為「平和 J 是污濁的，就統治者而言是以老舊頑目的
倫理維護了封建體系，就被統者而言則顯示了層弱退離、麻木無能的奴隸心態。
而真正的詩應是破除平和，發揚人道的手段。這裡透露了一種「以暴制暴」的思

7. 魯迅， <摩羅詩力說> ' {墳) ，頁 67-68 。按，這裡涉及「桃花源境界J 與「烏托邦社會」兩種對皮的虛構
原理，可參看中野美代子著，劉禾山譯， {從中國小說看中國人的思考方式) (臺北:成文出版社 '1977) ,
頁 81-91 。
8. 按， r櫻」有觸犯、擾亂之意。〈孟子. 3!童心下):
利害相櫻。」

9. 魯迅， {墳卜頁的。

10. 魯迅， {墳) ，頁的。
1 1.魯迅， {墳) ，頁的。

r虎負隅，莫之敢櫻。 J {莊子﹒庚桑楚):

r不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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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平和的假象是壓制的暴力，詩必須揭竿而起，反擊以更強的暴力。可惜中國

之所謂詩化，在他看來，都是一種馴化的過程，把銳利的人心給磨鈍了。
魯迅認為，世界觀支配了文學觀。蓋西方人既以「平和 j 為想像之境，承認
現世為災為亂，吾人宜競宜爭，因此其文學作品亦看重「衝突」的結構或主題。

中國人則對「平和 j 奢想太過，忽略了生民爭抗制勞的事實，於是文人思士常以
「隱逸」為高蹈，以「樸古」為歸穴。這樣的判斷，頗能扣觸中西美學傳統的差異:

東方詩學把「意境J 視為重大價值，極力追求一種靜觀的、超越的、虛空的美感，
從而形成所謂「神韻傳統」。於是詩化，常是超越，而非介入。其優勝處在於能夠

達成一種自我身心的止息與安頓，契入精純的審美經驗。這原是重大的民族文化
特徵，但深懷亡族之患的魯迅，顯然無暇欣賞，而把列強鼎盛、中國扉弱的世況，

歸疚於詩與思。
自嚴復譯介〈天演論〉以來，競爭生存之說瀰漫。知識份子的價值體系都受

到衝擊，形成一種以「進化論」為核心的判斷標準 O 中土詩學講究「天人合一」、

「美在和諧J '推尊聖賢，信仰中和之美，通通成了「反進化」的鐵證。西洋詩學

主張「人天相抗」、「美在衝突 J '崇拜英雄，追求悲劇的力量，則被視為列強「進
步」的根源。(註 12) 這裡涉及了對「天 j 、「理」、「人」、「心」等一系列觀念的重新
理解。「天」既失去了權威性，那些揣摩或製造天意、天命、天理的思想型態隨之
崩潰，則法天的聖人、順天的文字、合天的意境，都盡歸於虛無。魯迅認為，古

代的反抗模式，無論是「以文亂法」之儒或「以武犯禁」之俠，終究是在「天 J
的籠罩下，以各自的方式去體現天意，都只能算是出點小亂子，不足以稱「叛j 。
(註 13) 也正因為缺乏「以魔抗天 J 的精神，最後終將被收編到封建體系裡 O

以這種眼光來省親中國傳統詩學，魯迅認為，其中便充滿滅詩不成， I設範以

因之」的線索:
如中國之詩，舜云言志;而後賢立說，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昌，無邪

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強以無邪，即非人志。許自輯、于鞭策羈

12 相關比較，參考錢鍾書， <中國詩與中國畫〉吋七綴集}

(憂北:書林出版社，

13. 魯迅， <流氓的變遷> ' {三開集} (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

1989)

，頁 185 。

1990)

，頁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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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後文章，乃呆輾轉不逾此界。(註 14)

按「志」和「持 J 都是傳統詩學詮解「詩」字的重要語彙。所謂「志 J '在原始的
脈絡裡，一面是心思的「握定 J '一面是意向的「伸張 J

0

(註 15) 但在兩漢時期逐漸

被強調為「社會群體的共間意志 J '而有了較多的規範性色彩。直至六朝時期，生
死愴痛帶來的激盪與醒覺，使文學自主觀念逐漸成熟，乃推衍出「詩緣情j 的創

作理念，進而完成抒情傳統的典範。至於所謂「持 J '便是偏重於志之握定的一面，
衍為講究法度的詩學:就主體涵養而論，則詩人思想必須合乎典常，詩是含蘊正
當義理的語言:落到形式技巧來看，則要求創作者遵循節制的美學原則，精於鍛

鍊，嚴於聲律，以收攝狂野的情志。古人經常努力調和「志 j 與「持」兩種思路。
惟在魯迅看來，這種調和顯然並不可行。(註 16) 如果說「志 J 的原始精神是「自解 J

「持 j 的詩學取向則是「羈朦 J

'

(1無邪」為羈康的標準) ，後者足以使前者完全變

質，而中國詩學的侷限也正在此。
傳統的詮釋路徑，或可名之曰「持其志」的詩學。那麼，魯迅所開啟的詩學，
便充滿了「暴其氣 j

的傾向。(註 17) 暴，係指狂野馳縱的行動註 18) 氣，則指情意

飽滿的生命力。(註 19) 持其志，導致一種澄定、冷靜、節制的抒情傳統;暴其氣，

則打開了「非理性詩學 j 的通道，馳向「無意識」與「超現實 j 的視域。古人雖
也有「詩可以怨」的說法，然其態度基本上是接納，忍受而後又有掙扎的波瀾。
正如「怨，排而不亂J 一語所顯示，節制有度，適可而止，恰如其分的悲劇情感。
14. 魯迅， {墳} ，頁的。
15. 陳世膜， <中圓詩字之原始觀念試論>

' {陳世釀文存} (潘楊: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 ，頁 20 。

16. 魯迅發言，顯然針對劉懿這段文字

I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 ;聖該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

為志，發言為詩 L 舒文載賞，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惰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
符焉爾。 j 按， {論語﹒為政}:

I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漢代〈詩緯﹒含神霧}:

持也:持其性惰，使不暴去也。」見劉懿著，周振甫注， {文心雕龍注釋﹒明詩第六}

1984)

I詩者，

(豪北:里仁書局，

，頁 83 。

17. 孟子， <公孫丑上篇〉云

I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之志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

其氣。」依據勞思光的闡釋

I持，定守之謂，趙註所謂『正持 j 也。『暴~ ，指摘 u 而言。欲以志帥

氣，則必須一面定守其志，一面勿使其氣暴亂。換言之，欲以德性我統攝生命情意，則須一面使價值自
覺澄定，一面不縱其生命情意，免使至於肆而亂也。」見勞思光， {新編中圓哲學史}

1990)

18. 劉若愚在闡釋袁枚詩論時，提到

I 袁枚似乎附合孟子，將『暴去~

(run wild) 與『持~ (hold) 對比。
out of controU '而不是個o
violence to~ 或 rabusd J 見劉若愚， {中國文學環論}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1985) ，頁 298 。
徐復觀認為氣是作者「生理地生命力」。晃徐復觀， {中國文學論集續編} (臺北:學生書局， 1984) ，頁
也許在〈孟子〉有關章句中， r暴』字也應該解釋為 rrun wild~ 或 r get
0

19.

(憂北:三民書局，

，頁 173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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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0) 因此，魯迅雖自青年以來便極賞愛屈騷， (註 21) 說他「放言無憬，為前人所不

敢言 J '卻又說他「反抗挑戰，終篇未能見 J

0

(註 22) 在救亡圖存的迫切壓力下，獨

立的審美空間難以自在。青年魯迅實際上已經刻意對詩，特別是抒情詩，提出「過
份」的要求，非既有的詩體所可負荷。他明明稟受「詩人之質」卻加以壓抑，故
意扮演「詩歌之敵J 而反噬其體。這當中充滿矛盾和緊張，勢將引發一種「反詩

之詩」一一反(舊)詩是作(新)詩之法，正如反(庸)人是立(超)人之道。
口祟偷天魔

魯迅既不懼於中土詩學，只有「別求新聲於異邦 J '倡論「函剛健抗拒破壞挑
戰之聲」的摩羅詩學:
摩羅之言，假白天笠，此云天魔，歐人謂之撒但，人本以目裴倫 (G.

Byron) 。今則舉一切詩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
甚愉悅者悉入之，為傳其言行思 a推，就別影響，始宗主裴倫，終以摩迦
(匈加利)文士。凡是群人，外狀至異，各稟自國之特色，發為光華;而
要其大歸，則趣於一:大都不為 )1.頂世和樂之膏，動吭一呼，聞者興起，
爭天拒俗，而精神復:東風後世人心，綿延至於無已。(說 23)

喧囂反抗，無所禁忌，對於久聞「溫柔敦厚，詩教也」的中國詩人而言，確實是
極具震撼的新聲。這裡涉及「惡魔詩人J 如何在不同語境下(英國一日本一中圈)
被建構與運用的問題，惟有考其差異，才能理解其詩學意義。中島長文指出，魯

迅之論拜倫 (George
郎的〈文界之大魔王)

Gordon Byron, 1788-1824)
(1 902)

，約有十分之七取自木村鷹太

，例如「惡魔為權力意志的象徵」的觀點，便受其

啟發。(註 24) 北岡正子又作了鉅細彌遺的逐章考查，發現魯迅此文多數材料與觀

20. 這裡對「怨 J 的詩學闡釋，主要參考張淑香， <論「詩可以怨 J>

版社，

1992)

'

<抒情傳統的現代省思} (臺北:大安出

，頁 32-33 。同一議題的文獻疏理，另詳錢鐘書， <七綴集卜〈詩可以怨> '頁 123-138 。

2 1.許壽裳， <魯迅與屈原>
22. 魯迅， <摩繼詩力說>

' <亡友魯迅印象記}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3) ，頁 5-8 。
' <墳} ，頁 70 。

23. 魯迅， <墳卜頁的。
24. 中島長文輯， <藍本「摩羅詩力仍說j 第四、第五章一一北岡正子氏作7.> è ζ 志仍「摩羅詩力說林源考/一

•

J

~之三tìtτ> '原載《飆風。}

平凡社，

1986)

，頁 199 。

'5

(字治:

1973)

，轉引自藤井省三， <魯迅

r故鄉」 ω風景}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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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皆可從當時日本文化界的論述中找到具體來源。(註 25) 即使如此， <摩羅詩力

說〉仍然充盈著初期魯迅的「個性 J '他常能對各種材料的要冒進行創造性的融和，
在轉述問展露尖銳而新穎的判斷。以拜倫為例，木村氏原書裡的「惡魔一詩人 J

乃是備受擁戴的英雄，與群眾處於和諧關係。魯迅的摩羅不僅「抗天帝 J '還要「制
眾生 J '不同日」不「樂 J '是陰慘、孤獨、逆眾的戰士。(註 26)

他不沿用木村所謂「魔王 J

(此詞亦屢見於佛經) ，而另假諸天竺名相以為標

題，或者有意避開「玉」的封建意涵，並召喚東方語境。同時， r魔」的形象在「漢
語化 J 的轉換過程中(特別是魯迅採用了概括性、斷裂性、詩意性較強的文言漢

語) ，必然產生異質性。按上古中國，原有鬼、魅、妖、怪等觀念， r魔 J

(本作「摩 J)

卻是六朝時朝為對應佛典概念而造的新字。(註 27) 依照〈大智度論〉的闡釋，摩羅

(M訂a) 乃一切欲界之主， r 常來燒佛」。甚至力能「將十八億眾到菩薩所，敢與

菩薩決其得失。 J 因此， r 過諸魔事j 乃是修行者必經的磨難。論云:
是魔名諸佛怨樺一切聖人賊，破一切逆流人事，不喜涅槃，是名魔。是
魔有三事:戲笑語言歌舞邪視，如是等從愛生;縛打鞭拷刺割祈截，如
是等從瞋生;炙身自凍拔髮自餓入火赴淵投晨，如是等從意癡生。(誰 28)

魔雖為外來的力量，卻經常利用人心本有的弱點，使其表現為淫邪、傷人、自虐
等三種類型的行為。如從修辭的角度看，可以視之為欲望的人格化。然而，魔在
佛教之中為三界宇宙觀與六道結構中重要的一環，佔有確實的位格、功能、力量，

與「鬼」判然有別。而由漢語所凝鑄的「魔鬼 j 一詞，卻與古代中圈之「人死為

鬼，物變為妖j 的原始觀念相互混雜。青年魯迅建立「摩羅一撒且」的聯結，具
有把魔從鬼裡區別出來的作用。與此相反，中年魯迅卻又刻意召喚魔鬼混淆的漢

25. 北岡氏的考索工作持續數十年，初期成果見氏薯，何乃英譯〈摩羅詩力說材源考)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出版社， 1983) 。晚近又有更周到的材料發現與觀點分析，見其新著〈魯迅救亡 ω 夢仿。<.:t:惡魔派詩

人論力'J? ["狂人日記 J

*

L")

(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

2006)

，頁 33-88 。

26. 說見藤井省三， <魯迅["故鄉Jω 風景卜頁 201 。
27. 清入那樹去["北齊天統三年〈造像記>:

r 摩王歸較j ，案此為魔之正字， <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一，天

魔注云魔，莫俏皮，字書無此字，譯人義作。』據此，則後魏武定六年〈造像頌>:

是魔乃六朝鵑禮也。」見那潰， <金石文字辨異) (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0

31 。

28. 龍樹著，鳩摩羅什譯， <大智度論) (蓋北:新文豐出版社，

198 1)

r群魔稽首 j

,

'竟史學齋叢書本) ，卷 4 '頁

，卷 5 '頁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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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傳統，似乎也在這裡埋下伏筆。
摩羅是一界之土，撒且則是叛亂的天使長，來源不同，挑戰的對象也有極大

的差異 O 由於佛教重視冥想修行，摩羅比諸撒且，更具有深慮自省的心靈。就人
(或神)魔對抗而言，也比較偏向於言辭交鋒，而非西方式的形軀殺伐。(註 29) 以〈雜

阿合經) I魔相應品」所搜集的二十則故事來看，結尾經常是: I 時魔波旬作是念:

沙門塵曇已知我心。心懷憂感，即沒不現。 J

(註 30) 這種懷憂存疑、敏感多思的形

象，其實比較接近後來的魯迅。基督教傳統的中的撒且 (Satan) ，原本即內涵「抗
爭」的意義。(註 31) 在早期文獻中，魔是誘惑人犯罪的邪惡角色，而為衛道者所引

以為戒。中世紀以降，祂不斷與民間信仰結合演化:一方面匯集眾惡，繼續為人

所鞭提;一方面也為部份淫邪者所奉紀，形成撒旦崇拜的儀式。甚至在許多文學
藝術作品中，其形象已由畸零醜怪變為高大俊美，性情與思維也更加人性化。←
倫 (Harold Bl oom) 就會指出，米爾頓〈失樂園〉裡魔魁路西法 (Lucifer) 乃

是「最具莎士比亞風格的人物，是依阿高、哀德蒙、馬克白等反派英雄的繼承人，
也延續了哈姆雷特較陰沉的一面。 J (註 32) 頤此思路而下，我們也可以說，拜倫的魔
鬼乃此一傳統的新版本。而魯迅所吸收的，實際上便是這個充滿英國詩人機抒的

「詩化撒且」。
按詩的惡魔派 (Satanic

school of poetry)

原為蘇惹(R. Southey) 強加於

拜倫等青年詩人的惡誼，用指其褻潰上帝、敗壞了政治與道德兩方面的國本。在

拜倫這邊也就慨然以惡魔立場自居，然而我們應當注意，其前提乃是先作「神魔
逆轉，善惡易位J 的程序:擁護上帝者，實為虛假、橫暴而無恥;狂放如魔者，

反是真誠。以敘事長詩〈海賊)

(The Corsair) 為例，詩人強調「惡名 j 昭彰的

主人翁其實甚其「美質 J :純淨、勇敢、堅忍。在詩劇〈凱囡) (Cain) 裡，他更

29. James Waldemar Boyd , Satan and Mara: Christian and Buddhist Symbols 01 Evil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1975), pp. 140-143.
30. 印順編， {雜阿合經論會編﹒下冊> (臺北:正聞出版社， 1987) ，頁 31-51 。
3 1.楊牧谷指出

r撒旦j 的希伯來文為 sa;av 原是個動詞，在閃族語言以外沒有其他同義詞可譯，大概相

近的意思是「控告 J '而詩篇 38: 別是指「作對」。見楊牧谷， {魔惑眾生
版社，

2006)

，頁 112 0 另有學者指出

魔鬼學探究> (香港:明風出

r撒旦」之語根 gfn 有「敵對者、妨害者、反對者」的意味。見

Elaain Pagels 著，松田和也譯{惡魔 ω 起源> (東京:青土兩士， 2000) ，頁 75 月 76 。
32. H命 (Harold Bloom) 著，高志仁譯， {西方正典> (臺北:立緒文化公司， 1998) ，頁 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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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三假魔鬼之口，指出

I上帝為不幸之因」、「惡魔者，說真理者也 J

0

(註 33) 由此

看來，拜倫式英雄切斷了「善一神/惡一魔」的僵化公式，實際上是嫉惡而非耽

惡，不同於波特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 1821 一 1867)

的「撒旦主義」。魯迅基

本上繼承了兩個重點:一是反抗權威的立場，一是自由、進步、正義等等價值觀。
與其說魯迅接受了拜倫、雪萊的詩，毋寧說是，接受了他們充滿傳奇的一生。吸
引他的，不是詩的形式、風格、技巧，而是詩人反抗強權、鼓吹文明的姿態、立

場與行動。
但另一方面，魯迅也作了創造性的修正或偏移。首先，他把尼采的「超人J
觀念與浪漫主義的「摩羅詩人 J 結合起來，便展現了獨特體驗。拜倫式的英雄，
具有激昂勃發的浪漫詩情與革命行動;尼采的超人，則是天才之人透過駕取自身

而獲得力量，變成主人，其中充盈著一種蔑視庸眾的思維。魯迅實際上是把惡魔
詩人給「超人化 J '使其具有更深還的思想資源，從而將「詩人一戰士」形象由社
會面擴展到精神界。當然，這兩種思維之間頗有抨格，例如尼采之「反民主 J '便

與拜倫異趣。此外，魯迅也會提及:
盧希飛勒

(Lucifer)

不然，曰吾誓之兩間，吾實有勝我之強者，而無有

加於我之上位。彼勝我故，名我曰惡，若我致勝，惡且在神，善惡易位
耳。此其論善惡，正異尼倍。尼怯意謂強勝弱故，弱者乃字其所為曰惡，
故惡實強之代名;此則以惡為弱之冤詮。故厄怯欲自強，而並頌強者;
此則亦欲自強，而力抗強者，好惡至不同，特圖強則一而已。(註 34)

無論拜倫詩劇或尼采論述，都在質疑「善惡J 的分判，而皆認定其與權力之運作

有關。拜倫筆下的惡魔「以惡為弱之冤證 J '是代弱者鳴不平，大有拂去惡名之志。
尼采認為「惡實強之代名 J '則並不以惡為恥，且譏彈弱者之以善自飾。在神魔對
立的隱喻結構裡，神是施加壓迫的一種權力，魔則如先知先覺者喚醒積弱國民以

抗之的另一種權力。雖然通過 f 挾持 j 眾生而「賦予 J 自由，看似橫暴，其姿態

33. 魯迅， {墳卜頁 85 。在拜倫原著第一場第一幕，凱因完整的說法是["蛇說出真理:這是智慧之樹，是
生命之樹。智慧是善，生命也是善，這兩者怎麼會是罪惡 ?J 引自趙瑞韻， {魯迅「摩羅詩力說 J :注釋﹒

今譯﹒解說}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頁的一的。原文屬敘述句，魯迅卻把它提高為一種定義。

由這個例子，可以看到漢語文言體制與譯述者主體意志介入原作的痕跡。

34. 魯迅， {墳卜頁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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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利群的，還是魯迅的公共立場。但在尼采設定的隱喻裡，魔鬼乃是一種否定
精神或虛無意志，超人必須嘗試克服、容納並利用它，兩者並非一體。(註 35) 魯迅

用超人以論摩羅，看似有印證或擴充的作用，實則埋下了質疑與辯證的因子。在
個體哲學的立場上，他毋寧是尼采式的，而非拜倫式的。

其次，魯迅依照自身的體驗與視野，建立了「摩羅詩人」的系譜，將東歐諸
弱小民族的革命詩人納入其中，這也就偏移了「惡魔派」的指涉。蓋在原始脈絡

裡，所謂「惡魔」乃是對陳於「神權」及隨之伴生的政治、法律、道德而豁顯;
在魯迅的版本裡，重心則由「反神權」轉至「反侵略」的面向。他說:
裴倫既喜拿坡侖之毀世界，亦愛華盛頓之爭自由，既心儀海賊之橫行，

亦孤援希臘之獨立，壓制反抗，兼以一人矣。雖然，自由在是，人道亦
在是。(誰 36)

「毀世界j 與「爭自由 J 兼具，乃是摩羅詩人的完整型。然而從魯迅所建立的系譜
看來，他更強調的乃是反抗者之爭自由，而非壓制者之毀世界。宗教上認為，神
賦予吾人自由意志，而導致罪惡之曼衍、魔鬼之作亂。詩人卻認為，惟有通過「惡

魔似的J 強勢行動與言語，人乃能爭得自由。但魯迅又對愛國行動或自由價值進
行區分

I惟武力之恃而狼藉人之自由，雖去愛圈，顧為獸愛J

0

(註 37) 然則強者凌

弱是「獸愛J '弱者求存才是「人道」。這便使其摩羅詩學具有「弱者本位J 、「正
面取向」、「淑世功能」的意義。換言之，如華盛頓之所為才是摩羅詩人的必要條
件，拿破侖只是輔助性因素。這是一種迎向「光明」前景的摩羅，而非安居「黑
暗」立場的惡魔。

在競爭圖存的基本認知下，魯迅要求詩人必須走出懷舊的、退離的、田園的
古典情境，邁向未來的、進取的、社會的現代體驗。因此，詩不能是休閒之物，
而應扮演推動社會改革的戰鬥武器。不同於古人的循環觀，這一種「進步」的線
性時間觀，乃是「社會現代性J 的基本信念，符合五四思想主流，同時也確實支

35. 相關闡釋參見德勒支 (Gilles Deleuze) 著，周穎、劉玉寧譚， <尼采與哲學}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

200 1)

，頁 279-280 。

36. 魯迅， <摩羅詩力說>

' <墳} ，頁 81 。

37. 魯迅， <墳卜頁 92 。按，據原文，此係引用勃闌兌恩 (G.

Brandes, 1842-1927)

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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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著魯迅後來的公共參與。然而，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魯迅詩學的深層結構裡，
男有一種與此恰成逆反的「末世論」思維一一相信人類終將走向歷史的盡頭，而
常懷沈淪、頹廢、死滅、絕望的陰影，那是「美學現代性」的重要根據。(註 38) 實
際上，留日時期的魯迅，雖然一方面持續認識西方學界的「進化公理J '男一方面
卻從中國現實裡不斷體驗到一種「宋世圖像 J

0

(註 39) 力能圖強者，當然可以期諸進

化公式(優勝劣敗)之運作;勢必積弱者，恐怕也只好等待末世審判(懲惡揚善)
的到來。因此，青年魯迅的言辭，可說是不斷掙扎於「進化論/末世論」、「希望/

絕望J 、「迎新/懷舊」之間，其思維結構之獨特與深刻，恰恰精準地呈現了「現
代性J 的悸論。

綜觀青年魯迅的論述，還有一個重大意義，那便是以動態的「詩力說J '糾彈
了靜態的「詩意論/詩境論」。其實，傳統詩學也是講「力」的，特別是用「風」
這個自然意象來標誌一種詩歌，即內涵著運行、感動的力量。(註 40) 但風之為力，
仍偏向於「潛移默化J 的仿自然系統。梁啟超論小說功能拈出「票、漫、刺、提」

四字，即可看作是「風J 的近代轉化。魯迅既不滿於詩之主靜傾向，乃導入更具
社會實踐意涵的惡魔元素，使其由「止於言」變成必須兼涉「起而行J '不僅「有
所指 J '還要「有所為」。舊體詩既僵硬而難堪其任，即連五四後起的白話新詩也

因疲軟而為魯迅所深鄙。因此，摩羅詩力的實踐，不得不期待於新文體一一那也
便是他參與創造的現代小說。(註 41) 然而，時局日惡，人心愈僵，魯迅對「詩力」
的期待愈急，而「匕首投搶」式的雜文似乎更能緊扣當下，終至宴奪了詩的位置。
一一抒情詩是退返(古代、青春、田園)的文類，小說或雜文才能回應現在，指
向將來。(註 42)

1996) ，頁 199 。
1975) ，頁 188-190 。依照伊藤

38. 這是李歐梵所作的概括，詳李歐梵， <現代性的追求) (臺北:麥田出版公育，

39. 伊藤虎丸， <魯迅主終宋論

近代少7"1) ;;可 Á 仿成立)(東京:龍溪書舍，

的看法，章太炎〈四惑論〉對「進化論J 的批判，可能對魯迅頗有啟發。關於這一點，另可參看汪暉前揭

丈。除此之外，筆者以為，中國民間信仰普遍存在的未設想像，應當也影響了魯迅的思想，詳下文討論。
40. 說詳字文所安 (Stephen Owen) 著，主柏華、陶慶梅譯， <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 (上海:上海社會科

學院出版社-

2003)

-頁訕。

41.北岡正子就會將魯迅小說裡的「狂人」類比於摩羅詩人，見北悶正子， <魯迅救亡 ω夢仿吵〈文:惡魔派
詩人論如色「狂人臼記J *'"t"卜頁 118-119 0
42. 王國維說

r叔本華謂抒情詩，少年之作也。敘事詩及戲曲，壯年之作也。』余謂:抒情詩，國民

幼稚時代之作也。敘事詩，國民壯盛之作也。 J 見勝成惠校注- <人間詞話新注) (臺北:里仁書局 -1987) ,
頁 52 。遣一段話本意在說明抒情文類愈古而天機楊旺，敘事文類愈今而人機精巧，但似乎也問接顯示了
抒情的一些侷限，可與魯迅之論相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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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潰神犯忌:摩羅詩學的本土轉化

←)迎神賽會
五四人物的自傳書寫裡，經常觸及迎神賽會的回憶。在胡適那裡， I太子會」
被描寫得寥落虛假，思想進步的父親鐵花先生，對於鄉野迷信多所抑制。(註 43) 十
三歲的胡適，受了〈神滅論〉一類文章的影響，甚至敢於提議把菩薩丟到茅廁襄。
(註 44) 但在魯迅這裡， I五猖會」卻是兒時難忘的盛事，遊行的鬼物、僅野的自連戲、
喧嘩的號筒聲，都被寫得熱鬧、鮮活而充滿眷戀之情。(註 45) 兩種異趣的「廟會圖

像」或「潰神模式 J '反映出各自的思維與性惰，甚至延伸到他們的文體風格，可
以說，這也正是「胡適之體」與「魯迅風」的重大差異。(註 46)
漢語所謂「潰神」與“blasphemy"頗有差異， I神」可兼鬼神而為霄， (註 47) I潰 J

則有「數煩」而「褻潰 J 之意。(註 48) 這與中國古代「神仙世界」與「人問世界j
分裂的神話有關。在較早的文獻中，存在著人神直接交通的描述。但在東周時期
的「重黎神話」中，這種情況有了變化。據〈國語〉記載:

及少噱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氏神雜蝶，不可方物。夫人作亭，家為巫
史，無有要質。民匿於施，而不知其福。接享無度，氏神同位。氏潰齊

盟，無有嚴威。神押氏則，不竭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亭。禍災薦臻，
莫盡其氣。頡項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氏，

43. 胡適， <我的母親的訂婚>

'

<四十自述}

(臺北:遼東圖書公司，

1985)

，頁 1-3 。

44. 胡適， <從拜神到無神仙〈四十自述} ，頁 44 。

45.

<五猖會〉及〈無常> '在魯迅， <朝華夕拾} (臺北:風霎時代出版社，

1989)

，頁 37-57 。此外，小說體

的〈社戲〉對於野台戲的描寫，可以互相印證，克魯迅， <吶喊} (臺北:風霎時代出版社 '1989) ，頁 199
-200 。
46. 依張新穎的歸納，胡適之體講究明白、曉暢、決斷， r語言絕對歸順於邏輯 J ;魯迅風則充滿迂迫、破碎、

斷裂， r邏輯寓於語言之中 J 。見張新穎， <在語言的地圖上} (上海:文匯出版社 '1999) ，頁 6-7 、 16一 17 。
47. 魯迅曾指出中國神話之零落，與「神鬼之不別」大有關聯

r天神地祇人鬼，古者雖有辨，而人鬼亦得

為神祇。人神淆雜，則原始信仰無由蛻盡隨時可生新神， ......舊神有轉換而無演進。」見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 (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

48.

<禮記﹒少儀}:

1990)

，頁 23 。

r毋拔來，毋報往，毋潰神，毋循枉，毋測未至。 j 注

注，孔穎達疏， <禮記正義} (臺北:藝文印書館，

1981

r潰，謂數而不敬。」見鄭玄

'十三經注疏本) ，卷 35 '頁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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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復舊常，無相侵潰，是謂絕地天通。(誰 49)

從「民神雜釋」到「絕地天通 J '也就是從「潰神」到「禁潰 J '標誌著商周神話
史上一個關鍵性的轉變，前者是原始社會的實況，後者則是改革的結果。蓋人人
與神直接交通，則神權的約束力將喪失。因此，政權掌控者乃積極重整神權，將
宗教事物收歸於特定部門。(註 50) 此一關目，使失序的思想、狀況回到一個穩定的系

統，這是一種宗教「理性化」的程序，對於種族、國家、社會、文化的凝頁頁，具
有正面作用。但若照魯迅的思路來看，這可能也是一種「持」的手段，同樣將造

成「許自解于鞭策羈靡之下」的後果。實際上，通天之梯從未斷絕，漢民族的「潰
神」模式始終旺盛地保存在民間信仰裡，筆者以為，這也正是魯迅詩學的重要方

法。
在細論潰神之前，須先討論抗神。神的權威與力量，經常通過天災地變而展

現，依據張光直的詮釋，在東周的神話裡，已有對神的權威加以懷疑或挑戰的思

想。人之與神爭，雖有小勝，但絕大部份情況是慘敗，夸父、刑天、共工、精衛
是較著名的例證。(註 51) 神常致患於人，而且未必都有道理，這便給了「摩羅一英

雄」存在的根據。魯迅在〈故事新編〉中動用了女娟、后羿、大禹等抗天立人的
神話英雄，並蓄意加以變形，例如〈補天〉一篇:女禍補天之際，古衣冠的小丈

夫在她的兩膀間出現;當她死後，噸項禁軍在死屍最膏決的肚皮上紮賽，並打著
「女蝸氏之腸」的旗號。在這類故事裡， [""丑j 的因素(滑稽、諧諱、荒謬、油滑、
猿瑣)總是不斷滲入敘事體，顛覆了神話的聖體。(註 52) 再如〈鑄劍〉一篇:為了

報攤，可以把自己的頭顱和寶劍交給信任的人。在超現實的情境裡，三顆頭顱在

沸湯之內追逐互咬。(註 53) 其問所展露的對抗意志與毀滅手段，如怨鬼，如巫蠱，
明顯繼承了志怪體的魔怪因素。

49.

<圈語﹒楚語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頁 562 。

50. 有關「絕地天通」的討論，參考勞思光， <新編中國哲學史} (憂北:三民書局，

直著，郭淨、陳星譯， <美術﹒神話與祭耙} (畫北:稻鄉出版社，
5 1.張光直， <中國青銅時代}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1983)

1983)

1990)

，頁 36自 38 ;張光

，頁 39-40 。

，頁 308-309 。此文同時討論到這些人物介於神

與人之闊的雙重角色。
52. 瞬於這種成份，魯迅嘗自稱「油滑 J '一般論者也經常把它視為負面因素。王瑤則從魯迅〈二丑藝術〉一
文得到啟示，指出這種寫法具有創造意義，魯迅乃是刻意聯結紹興戲的「二丑J 腳色民間因素改造神話

的努力。見王瑤， <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集}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53. 魯迅， <故事新編} (臺北:風霎時代出版社，

1989)

，頁 108-109 。

1998)

，頁 74-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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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故事一新編 J '做為魯迅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一種方法，也就是對於既有
的神聖的原型，施以污染、轉化、再生的改造行動。其型態頗接近←倫 (Harold

Bloom) 所謂「魔鬼化 J (demonization) 或「逆崇高 J (counter-sublime) 的行
動。(註 54) 眾所皆知，魯迅對於古典文學傳統迷戀極深，但問時也強烈惋惕，所以

吸收利用之際，總帶著明顯的「防禦機制j 與「修正手段」。在他的筆下，古典聖
體既是被膜拜的，也是被賊害的，被攝食的對象，正如報賽之會中的「犧牲」。有

別於〈摩羅詩力說〉那種「以魔抗神上「不共戴天」式的斬截態度，後來的魯迅
毋寧是採取一種以「鬼魂」潛入「聖體 J 的附身行動。其間關係，可以表列如下:

禮法

現代

蠻荒

典一俗
經一民

體一魂
聖一鬼

古代

魯迅的許多概念都具有強烈的辯證性格，這裡也不例外。古之「聖體」看似衣冠

楚楚，卻藏滿了迂腐顧預的成份，壓抑了自由與生機。常民文化中的「裝神弄鬼 J

'

反而透露出人民純真的性格、想望與生命力。也就在這種認知下，魯迅展開了「打
鬼J 與「附魔」並存的書寫。這個被圍毆的「鬼 J 其實非鬼，而是從前被當成「神」

一般的傳統權威。由此觀之，打鬼也常是「抗神」。至於所附之「魔 J '則範式幾
經轉移，已經不再是泰西之撒旦或梵天之摩羅，而是中土的鬼魂。換言之，後來

的魯迅實際上己對浪漫主義式的摩羅詩力進行了一種「本土轉換 J '民俗信仰則是
轉換過程中的重要資源。

越人尚巫，常與神鬼相侵潰，民間信仰中保留極為強烈的原始性格。特別是

迎神賽會中的「目連戲 J '更曾提供魯迅源源不絕的創作活力，儼然構成一套隱喻
系統。他曾在〈社戲〉中生動描繪目連戲演出的盛況，並以〈無常〉、〈女吊〉二

文，集中勾勒這兩個重要角色:女吊又叫吊神，是一種「帶復體性的，比別的一

54. 依←倫的講法， r魔鬼化」或「逆崇高」係後來詩人修正前驅詩人的重要方法:

r魔鬼透過打碎而創造J

'

取得比前驅更廣大更偏激的威力。見←偷著，徐文博譯， {影響的焦慮一一詩歌理論} (臺北:久大文化

公司， 1990) ，頁 98-100 。假如我們把整個古典傳統視為一個強者詩人，那麼，魯迅的策略確實是既積極

吸收而又強烈抵禦。如純就文學機抒而言，則此說亦可印證於弗萊 (Northrop Frye) 所謂「魔怪式調整」

(demonic

modulation) 的移用技巧，那也就是「蓄意違背」原型與傳統道德的聯繫(例如故意將蛇描

繪為純潔) ，著墨於被稱之為狠褻、淫穢、腐敗、下流和褻潰神靈的質素，從中獲取文學的，愉悅。見弗萊

著，陳慧、袁意軍、吳偉仁譯， {批評的剖析}

,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8)

，頁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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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 J '魯迅說

I橫死的鬼魂而得到何制的尊號的，我還

沒有發現第二位，則其受民眾之愛戴也可想。 J<註 55) 至於無常， I一切鬼眾中，就

是他有點人情，我們不變鬼則己，如果要變鬼，自然就只有他可以比較的相親近。」
因此魯迅稱他是「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愛。 J<註 56) 綜合看來，祂們體現了一

種穿梭於「神一鬼」之間的多重身份，而其底蘊則仍為「人J (超乎平常狀態的人，
或吾人心靈的一種特殊狀態)。既然神鬼之間可以混淆或轉換，那麼鬼之於神，便

不必再進行你死我活的「對抗」。既然人鬼之間可以互為表裡，那麼鬼之於人，便
不必再進行威逼利誘的「挾持」。這是中土鬼物與異國摩羅的差異，同時也就意味

著:魯迅以本土民間想像更新了「浪漫主義一撒且詩學 J '從而完成了一種「詩質」
的更新。

李歐梵曾指出，魯迅的童年有兩個世界，一是以「三味書屋」為象徵的大傳

統一一由四書五經與宗族社會構成的正統文化，一是以「百草園」為象徵的小傳
統一一由〈山海經〉、〈百陽雜姐〉、〈玉歷鈔傳〉所構成的奇幻空間。(註 57) 魯迅日

後對於大傳統的拆解，是眾所熟知的。至於這個小傳統，進一步分析，實可再細

分為兩個部份:傳世「小說」與民間「廟會 J '古今交織，虛實互證，形成下筆運
恩的重要資源。

魯迅自日本歸國之後，便開始輯錄唐以前小說俟文，為〈古小說勾沈〉一書，

以後又撰成〈中國小說史略) ，開啟嶄新的研究視野，可說是近代重新發皇志怪傳
統的關鍵人物。他曾指出:

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

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
晉花睛，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其書有出於文人者，有出於教徒者。文人
之作，雖非如釋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為小說，蓋當時以

為幽明雖殊途，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敘述其亭，與記載人間常事，自
視周無誠妄之別矣。(註 58)

55. 魯迅， <女吊>
56. 魯迅， <無常>

'
'

{且介亭雜文未編> (臺北:風霎時代出版社，

1990)

，頁 200 。

{朝華夕拾> '頁 52 。

57. 李歐梵， {鐵屋中的吶喊> (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
58. 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 '頁的。

1995)

，頁 4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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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 I小說一虛構」與「散文一紀實」的區判，並不全然適用於志怪。蓋書
寫者並不以鬼神為妄想，故有一種目擊身驗的真實感。當代論者則指出，六朝志
怪具有「導異為常」的敘事模式，不論是無意反常或刻意違常，是自然異常或超

自然非常，其實都「敏銳地攝取到脫序世界的扭曲形象，幽微地表達出對常與秩

序的想望。 J (註 59) 魯迅浸潤既深，乃模擬其感知模式，獲取了一種自由「出入真幻」
的超現實技巧與非理性思維。
見於紙面的志怪傳統，屬於男類的六朝文章，在敘述手法上的影響較大;存
諸現實的民俗體驗，含容著鄉土形象與童年記憶，在情感召喚上更為直接有力。

至於引自域外的摩羅詩學，本就複合了諸多思想、資源，帶有顯著的個體意識與叛
逆性格。魯迅以其靈識銳感，兼收「志怪傳統一摩羅詩學一民俗體驗J 等三種元
素，疊合其類似質素，焊接其殊異成份，終轉化為一種獨特的文學現代性。
口扮鬼/附魔
「無常」所體現的，乃是一種但野諧諱的脫軌衝動，女吊則體現了淒厲執著
的復離精神，在魯迅所構築的鬼神隱喻裡，這是兩種重要的原型。相較之下，對

於作為賽會主角、掌握生殺之權的「神 J

(城隍或東嶽大帝之類) ，卻採取了一種

刻意淡漠的態度。這種態度來自於民間的鬼神觀，講究「人情J '追求「實益 J

'

不同於夸言「天理」的正統思想。他們有時把眾鬼當作鄉黨裡的瘖三或鄰居，而

把諸神視為一套官僚體系。魯迅於此，有極為深刻的觀察:

社君升天的那日，街上還賣著一種糖，有柚子那麼大小，在我們那表也
有這東西，然而局的，像一個厚厚的小烙餅。那就是所謂「膠牙備」了。
本意是在請寵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調嘴學舌，對玉帝說壞話。

我們中國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實些，所以對鬼神要用這樣的
強硬手段，而於活人卻只好請吃飯。(註 60)

鄉野之民既以為神是這樣可欺侮或可奉承的，也就沒有加以反抗的必要。精確地

59. 劉苑如， {六朝志怪的常異論述與小說美學>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60. 魯迅， <送娃日漫筆>

'

{華蓋集續編> (臺北:風霎時代出版社，

1989)

，頁 75 。

2002)

，頁 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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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這裡所呈現的「神的形象 J 以及「待神之道 J '夾帶著他對「中國人」的評論，
神界成了人間的翻版，失去了超越性。祂們不再是古代經典裡那種代表天理、至
善、具主宰性、能夠懲惡佑民的超級存在，而是人間官僚的天上版本而已。所謂
「談鬼物正像人間，用新典一如古典J

'

(註 6 1)約莫如此。

因此，在所謂「迎神賽會」裡，實質上只有人及其變異體在場，嚴格意義的
印刷似乎是缺席的，或者說，祂的理性成份被暫時遺漏了。(註 62) 禮法、秩序暫時

崩解，世界進入一種「非常的」解放狀態。依照李豐榜的闡釋，中國傳統的農業
社會，向來講究倫理規範'平和，尚儉，好禮，飲食作息多所節制。一且進入特
定的節日慶典或祭把活動中，久經壓抑、束縛、扭曲的人性遂趁勢尋求籽解，甚
至變本加厲，表現出癱狂而放肆的一面。從非常的穿著到非常的飲食，經由儀式

化程序，人類得以打破陳規、常軌，迅捷地進入「怪力亂神」的世界:裝神弄鬼
的遊行及祭靶，儀式性的打鬥、拚搏，肆無忌樺的狂歌極飲。這些原為官方支配
性文化所禁制的，節慶祭典則提供一種暫時合法的、被允許的抗議方式與機會，
輪越禪法、禮性，這種顛覆、反動、狂亂的表演正是民俗文化的特性。(註 63)

然而官方與民筒，文明與荒野，兩股力量「一張一抽 J 的態勢並非總是平穩
的。由於民俗慶典蘊有侵犯禮法的性格，宮方力量有時難以坐視，專以紹興地區
中元慶典的自連戲而論，就會屢遭筋禁，例如〈乾隆紹興縣志〉錄官府禁違害風

俗禁令十條，其九曰

r 禁演唱夜戲:每遇夏季演唱〈目連卜婦女雜裔，自夜達

且，其戲更多悸誕。乾隆五十六年出示嚴禁在案。 J (註 64) 這便可以看出目連戲對於
體統的威脅，以及官方的恐慌。紹興師爺傳鈔祕本〈示論集鈔〉裡所錄的〈禁目

連戲示> '尤其淋漓地保留這種心態與日吻:

6 1.魯迅， <<何典〉題記>

' <集外集拾遺} (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 1990) ，頁 119 。

62. 關於神之理性或非理性，奧托 (Rudolf Otto) 之論可供參考:所謂「神聖 J

(the holy)

，在宗教學上，

乃是一個包含神秘、因素又包含道德因素的複雜範疇。用比喻來說， I神聖」就是一塊以非理性的神秘感作
緯線，以理性與倫理作經線而織就的東西。神，尤其是基督教的上帝概念，經常被視為一種至高的理性，
合容精神、目的、善良意志、最高權能、統一、自性等性質。這些性質都形成明確的概念，可以被理智

把握，可為思考分析，甚至容許下定義，因此是「理性的 J 0 除此之外，神，事實上也指稱某個非理性或
超理性的主體 (Subject) ，而前述那些所謂理性的概念，不過是這個非理性主體的屬性 (predicates) 而

已。見奧托著，成窮、周邦憲譯， <論神聖}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頁 1-3 。大致看來，魯迅

之演神兼有兩面:褻潰理性、煩潰非理性，有時兩者又彼此滲透。

63. 李豐棟， <由常入非常一一中國節日慶典中的狂文化>
64. 引自徐宏圖、王秋桂編著， <漸江省自連戲資料匯編}

' <中外文學卜 22.3 (臺北: 1993) ，頁 145 心 146 。
(臺北:施合鄭基金會，

1994)

，頁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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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嚴飾查禁事。照得演唱《目連)) ，久奉例禁;蓋以裝神弄鬼，舞弄刀槍，
以此酬神，未能邀福，以此辟邪，通致不祥。今聞該地演唱此戲，合亟

出示嚴禁。為此示仰該地保甲里氏人等知悉:爾等酬神演戲，不拘演唱
何本，總不許扮演《目連)) ，倘敢故遠，立拿保甲戲頭，責懲不恕。特示。
(註 65)

官方之所以干涉及此，表面上是「傷風敗俗J '實質上是其中湧動著一股反抗的意
志，因此每當民亂之後，干涉便愈緊。直至二十世紀，這種禁制依然時有所聞。

魯迅就會對目連戲中的〈小尼姑下凡〉、〈張蠻打爹〉被當時紹興的「正人君子」
所禁止，深表憤慨，並謂

I我想在夏天回去抄錄，已有多年。 J (註 66) 眷戀不捨，

溢於言表。

在啟蒙時代的氛圍裡，知識份子爭以「破迷信」為務，魯迅早年在〈破惡聲
論> (1908) 一文中，卻對原始宗教理解獨深。「中國志士之所謂迷扒在他看來，
卻是「向上之民，欲離是有限相對之現世，以趣無限絕對之至上者 J

0

(註 67) 他同時

將目光轉到當時「南方 J 的「報賽」之會，深刻地觀察到:

樸素之氏，厥心純白，則勞作終歲，必求一揚其精神。故農則年答大吾先
於天，自亦蒙麻而大醋，稍息心體，備史服勞。今並此而止之，是使學

輒下之牛馬也，人不能堪，必別有所以發泄者矣。況乎自慰之事，他人
不當犯干，詩人朗詠以寫心，雖暴主不相犯也;舞人屈申以舒體，雖暴
主不相犯也;農人之慰，而志士犯，之;則志士之禍， ~t 於暴主遠矣。(註 68)

魯迅對於那些以「開化民智」自期的「志士 J '犯干小民舒解之權，十分反感，並
比之為「暴主」。這裡指出，相對於「樸素J 、「純白」、「勞作終歲」的日常，宗教
慶典乃是「一揚其精神j 的非常行為，具有調節身心的作用，這與當代學者的詮

198 1) ，頁 161 。
1982) ，卷凹，頁 265-266

65. 引自主利器編， {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66. 魯迅， <致徐舒> (1935/12月4) , {魯迅全集}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據

北京魯迅博物館編刊〈魯迅手跡和藏書自錄〉第 2 輯 (1959) ，魯迅藏有鄭之珍《白連救母勸善戲文}

,

清代種福堂翻印的富春堂到本〈新刻出相言注勸善目連救母行孝戲文 }3 卷 102 折，和上海馬啟新書局石

印本〈秘本目蓮救母全傳} 6 冊。引自丸尾常喜薯，秦弓譯， {人與鬼的糾葛一一魯迅小說論折}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6)

，頁 34 。

67. 魯迅， <破惡聲論〉吋魯迅雜文補編(一-)} (臺北:風霎時代出版社，
68. 魯迅， {魯迅雜文補編(一口，頁 35 。

1990)

，頁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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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頗相符合。魯迅甚至直接將「詩人朗詠」、「舞人屈申」與下民之「年答大截於
天」相互比擬。按上古以來，詩樂舞與祭肥相伴而生，此為近代學者所共知，不
待申論。這裡所蘊藏的重大意義，在於魯迅其實已從臨場而貼身的民間信仰中(而

非幽渺的遠古)發現「詩意」或「詩力 J 。惟迎神賽會是下民之「非常 j 行為，不
能也不敢日日放肆;魯迅則經常處於這種亢動、脫軌、偏激、狂野的狀態，使其

成為「詩J 之「常態 J '開闢了更為自由放縱的書寫空間。
論者指出，魯迅非僅如某些傳統文人之迷戀幽冥而己，他甚至直接襲取幽冥
鬼物的眼光來看待身處的世界。這是一個沒有用公共價值過濾而為正人君子所無
緣目睹的世界，神人鬼界域幾乎 j民滅，悄然化為豐盈的主題或喻象，以不同的面

貌，開展為小說、散文、雜文、散文詩等諸多文類。(註 69) 以鬼為例，全集中到處

是這類字眼:拿著軟刀子的妖魔、鬼畫符、鬼道主義精神、崇鬼、鬼胎、鬼打牆。
(註 70) 這些語彙所內涵的，大多是「作為隱喻的鬼 J '指向蒙昧而橫暴的流俗，為他

所深鄙，合於當時智識份子「打鬼」的風氣。(註 71) 但魯迅筆下男有一種「民俗視

域的鬼 J '代表蠻荒的力量，為他所私自喜愛。筆者以為，這裡對存在著一種關於
鬼的逆轉結構:通過譬喻，把被神聖化的大傳統(如四書五經)貶抑曰鬼，與人

對立:又通過體驗，把被妖魔化小傳統(如報賽之會)還原為人，與之相親。當
然，這兩者之間有時也會相互混淆。

魯迅曾經多次述及:目連戲的演員，乃是臨時集合的“ amateur"

(業餘者)

一一在紅紅綠綠的衣裳與魚鱗龍鱗的粉臉之下的鬼王鬼卒，其實是粗人和鄉下人
扮成的。(註 72) 魯迅童年也曾在開場的「起囑j 裡客串演出，他回憶道:
戲于扮好一個鬼玉，藍面轉紋，手執鋼叉，還得有十幾名鬼卒，則普通
的孩子都可以應募。我在十餘歲時候，就曾經充過這樣的義勇鬼，爬上

臺去，說明志願，他們就給在臉上塗上幾筆彩色，交付一柄鋼叉 o (誰 73)

69. 汪暉， {死火重溫)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 ，頁 419 。
1999) ，頁 2哇。

70. 錢理群， {心靈的探索)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41 。

71.有關五四打鬼書寫，詳丸尾常喜， {人與鬼的糾葛一一魯迅小說論析卜頁 213 一 219 ;王德威， {歷史與怪

獸:歷史、暴力、敘事)

(臺北:麥田出版社， 200甚) ，頁 231 一 233 。

72. 魯迅， <無常> ' {朝華夕拾) ，頁 48 。
73. 魯迅， <女吊> ' {且介亭雜文末編卜頁 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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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扮裝行為中，人可以穿梭於「表演者」與「觀看者」之間，使「神聖空間」
與「世俗空間」相互滲透。特別是「孩童」通過「面具」而取得「鬼怪」的權力，
更具有「地位逆轉」的意義。(註 74) 加入鬼群，返視人群，這種身體經驗 (physical

experience) 提供了一種自由穿梭的觀世角度。成長於紹興鄉野，魯迅對於目連
戲，既有 Emic (自觀的)的體驗，作為啟蒙知識份子，復能抽離其外，進行 Etic
(他觀的)的觀察。(註 75) 有趣的是，魯迅不忘強調「起囑」乃是專對「橫死者J

'

不同於一般「召鬼 J 。換言之，這也顯現他對於脫軌離常(死無全屍、不得好死、

被害而死)這一類「變鬼成因」的關懷，以及「殘破身體」的哀悼之意。一一魯

迅的寫作是一種「起囑J '不僅「召魂」。
死因或死法，決定了鬼的形式、地位與能力，這是重要的民俗觀念。魯迅以

「強 J 和「美」來形容女吊，而這種鬼物生前卻是最「弱」最「慘」的，只要帶著
「怨」與「儼」往繩圈裡一套，被躇蹋者竟可立即上昇為被敬畏者。其問自有一種

「由弱變強」的能量轉換方法，以及「復雖為美 j 的價值判斷準則。魯迅顯然刻意
地將這種幽冥邏輯，轉化為詩學技術。他之襲取鬼物的身姿、氣息、目光、聲調、
心態，經常都能生產濟沛的能量。筆者認為，在魯迅的筆下，大致有兩種「人鬼

組合」的模式:一種是自由切換於人鬼之間的技術， I 內人而外鬼 J '作者仍保有

自主性，可稱之「扮鬼」。男一種則是「身不由己」地被「非理性狀態 J 所佔領，
「外人而內鬼 J '陰暗恐怖，難以自拔，幾近於「附魔」。
魯迅在為國族驅鬼的同時，卻也對於自己的附魔自憐。他說
得我的靈魂裡有毒氣和鬼氣 Jo(註 76)

I我自己總覺

I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常覺得惟『黑

暗與虛無』乃是『實有j ，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
(註 77)

I 自己卻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閱，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

74. 特納 (Victor

W. Turner)

著，黃劍波、柳博簣譯， <儀式過程}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

頁 174-179 。
75. 這是派客 (Kenneth Pike) 從“ phonemic"一字所創造出來的兩個新字: Emic 表示以切合於某一結構體
系的單位及特點來描述該體系，以參與者認為中肯的單位及對比來描述某些連串的事件。 Etic 係指獨立

於結構體系之外的觀察者，採取客觀分析的真象名詞來描述其現象。見吉辛 (Roger
陳恭啟、于嘉雲合荐， <當代文化人類學} (臺北:13:流出版公司，

76. 魯迅， <致李秉中>

(1924/09/24) ,

1980)

<魯迅全集}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77. 魯迅， <兩地書﹒四> ' <魯迅全集} ，卷 11' 買 21 。

M. Keesing)

，頁 4是5-446 。

1982)

，卷 11' 頁 431 。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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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重 o j(註 78) 在這些言論裡，魯迅對於源自舊壘的「鬼」、「毒」、「黑暗J '採取一

種自我批判的嚴厲態度。明明「資之深」卻不願「居之安 J '這就展示了一個陷於
分裂、交戰、糾纏的主體。實際上，深入幽黯並從中提鍊能量，始終是魯迅獨詣
所在，但他深知這不應成為普遍的、終極的、公共的價值。雖然，要想取得為國

族驅鬼的能力，似乎也只好親身附魔。魯迅常自比為進化歷程的「中間物 J

' (註 79)

他之陷於半人半鬼的狀態，也無非是期望「後來的青年」可以成為完整的人。換
言之， I 附魔」實為「立人 j 的手段。
但)破獄救母
夏濟安在一篇極具開創性的論文裡，曾經指出: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他所創造的小說世界和目達戲中的世界:兩者同具有

恐怖、幽默、和最後得救的希望。這樣說也許扯得太遠了，但我確以為
對於魯迅來說，中國是他那犯了罪的可恥的母親，而他的兒子必須承擔
和洗刷他的罪恁;不管他在訪冥府時所扮演的是一個英勇的匪徒，或是

尼采的「超人J

0

(註 80)

關於這裡點出的線索，丸尾常喜已有專著進行廣泛的考察，對人鬼之間的互滲著

墨尤多。他並深入文本底層，發現〈阿 Q 正傳〉等多篇小說在情節、場景、結構
上帶有「鬼戲」的痕跡。(註 81) 筆者將進一步探討，魯迅如何把「目連戲因素 J 吸
納到詩學體系。假使有一種「目連詩學 J '那麼其間應當包含三個層次:首先是題

材層次，即以目連戲本身及其相關的源流、風土、人情作為書寫對象或創作觸媒;

其次為方法層次，也就是從中汲取獨特的觀物視角與表現技術，形成一種「目連

78. 魯迅， <寫在〈墳〉後面> ' <墳卜頁 327 0
79. r 中間物」出處，見魯迅， <墳) ，真 327 。汪暉認為，這個概念「包涵著魯迅對自我與社會的傳統與現實
之間的關係的深刻的認識 J '詳汪暉， <反抗絕望一一魯迅及其文學世界)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頁 183 。

80. 夏濟安著，林以亮譯， <魯迅作品的黑暗面> ' <夏濟安選集) (臺北:志文出版社，
8 1.丸尾常蓄， <人與鬼的糾葛

者，有胡輝杰， <負罪、拯救與超越一一再論從目連戲看魯迅和他的文本世界>

學版卜 18.2 (長沙:
論)

'4

(北京:

2007)

2004)

1971) ，頁 27 。

魯迅小說論析卜特別是頁 150-158 。在丸尾專著的基礎上，再作深入探討

'

<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

，頁 104-108 ;及劉家思， <論紹興日連戲對魯迅藝術審美的影響>

' <文學評

，頁 148-1日。本文具於前行研究之處，在於借鑑現代詩學與文化人類學的觀點，

並著力掘發〈玉歷寶鈔〉與「日連戲J 的互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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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般」的文體風格;最後則是精神層次，那也就是在自我定位與世界圖像上有一

種獨立的「且連意識」。
目連戲作為一種宗教儀式劇，具有安魂慰民的意義。特別是罪人劉氏「犯罪

一受刑一解厄」的歷程，實近於人類學家所謂「受難儀式 J

(ritual of affliction)

。

依照 Victor Turner 的提法，這種儀式是為了消明兩種災禍而舉行:一是肉身的
苦難 (physical

affliction)

，一是社會的苦難 (social

affliction)

0

(註 82) 其具體

方式則是通過具有儀式意義的動作，扮演犯人，模擬災難的歷程，以收到虛實相
替，祈福釀禍的效果。 Piet

van der Loon 也曾指出，自連戲中的日連不只是一個

孝子而己，他同時具有巫師的身份，是人與神鬼溝通的中介 (mediation)

0

(設的

因此，當詩人刻意建構一套自連詩學，便接契了「詩巫一體」的遠古傳統，使其

筆墨能夠穿透陰陽、出入真幻、溝通人鬼。摩羅與目連都將詩人帶進非常狀態，

但差異也頗大:前者彰顯不共戴天的復雄姿態，上則反抗天帝，下則脾脫庸眾，
形象傲然不群;後者則展現了強烈的報恩意志，上仰佛陀之加持，下憐眾生之愚

頑，具有仁厚純良的形象。因此，與其說中年魯迅由前者轉為後者，毋寧說是融
合了兩者:那是負疚的摩羅，酷烈的目連，一個充滿矛盾的變異體。

我們除了依照夏濟安的提議，建立「中國一罪母J 的聯結，還可以更進一步，
把魯迅作品整體地理解為一齣現代版的目連戲:他極力揭發傳統之罪、民族之
惡，近於「殺狗齋僧j 的案情;他著迷般細寫砍頭、剝皮、食人以及肉身種種的

割殺刑戮，近於「十殿尋母」郎目所見;他又惶急地扣求拔離病苦、療救警聾之
道，則儼然為「破獄救母」之翻版。然而不僅於此，依照魯迅主體一貫的分裂狀
態以及辯證性格，筆者以為，魯迅所扮演的角色是雙重的:他既是救苦臉邪的白

連尊者，也是負罪受難的母者本身。在許多文章裡，他表現出強烈而深刻的負罪
感

他既是被吃者卻也曾經吃過人，這與五四慨然以聲討者自居的新青年們頗

不相同口

楊澤曾經為文闡論，在西方攝影術下出現的近代中國人，如何凝結在砍頭示

82. Victor W. Turner , The Forest 01 Symbol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67) , pp. 9 一 10.
83. 引自郝譽翔， {民閉目連戲中庶民文化之探討}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8) ，頁 176-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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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婦女纏足、男子辮髮的畫面裡，成為「被傳觀的他人 J

0

(註 84) 看到麻木地看殺

頭的庸眾在幻燈片被人所看，這是魯迅一生最著名的個人神話。如若進一步追間，
在外來照相或素描介入以前，本國之民如何留存他們目擊酷刑的記憶?則民俗物
質或可提供一些線索。魯迅向來對於觀調體驗與圖像能量極為敏感，其中〈玉歷

鈔傳〉更儼然是意象的淵竅、靈恩的府庫，堪稱他一生的「原型之書 J '與作為活
化石的「原型之戲 J '正好形成鬼物的「二重證據」。他自童蒙時期即迷戀於此，
直到中晚年仍蒐羅玩賞不息。(註 85) 此書最晚自明代以來，即廣泛流傳於中國民
間，尤以江湖一帶為盛。(註 86) 內容主要藉由對地獄十殿慘況的詳細描述，以警醒

世人棄惡行善。各種版本之間頗相差異，但多附有「圖像 J '其核心便是一幅幅衍

自地獄變傳統的「十王圓」刻畫。
各闆約可分成兩個部份:一是冥王審判的場面，判官、無常、牛首、鬼卒各

司其職;一是刑戮罪人的慘況一一挖眼、沸烹、割舌、倒吊、誅心、烙指、斷肢
等等。(註 87) 雖說這些是對死後世界的想像，實際上卻是現實經驗的反映。畫面上
半幅的公堂空間，由其衣冠、布景、位置看來，明顯是中國街鬥權力體制的翻版。

畫面下半幅的刑場空間，雖然花招百出，卻沒有一樣稱得上是「幻想 J 0 以第四殿
的挖眼、抽腸、穿肋、倒吊等畫面為例，實際上也是歷史上實有的酷刑。而無論

地獄或人間刑場的「凌遲」場面，出現在傳統圖像裡，無論罪人或圍觀者一律都
是面無表情的，他們的喜怒哀樂，一律沉沒在平板、單純、無聲的油墨裡。即使
通過現代攝影術，受難者殘缺的身體因較具血肉感而顯得益發恐怖，看客們的表
情居然同樣麻木不仁。看客的麻木或支持，顯現了民族心靈因循苟且的一面。魯
迅的許多書寫，無論是扮演目擊的「目連」或身驗的「罪母 J '便在還身體以血肉，

84. 楊潭， <邊緣的抵抗

究院文哲所籌備處，

試論魯迅的現代性與否定性> '收於胡曉真編， {民族國家論述} (臺北:中央研

1995)

，頁 179-180 。

85. 魯迅會自述手邊的〈玉歷} ，有「北京龍光齋本，又鑒光齋本:天津思過齋本，又石印局本;南京李光明
莊本J 與「杭州、i 瑪路經房本，紹興許廣記本，最近石印本」以及「廣州寶經閣本，又翰元樓本。 J 見魯
迅， <後記>

' {朝華夕拾} ，頁 123 。

86. 此書年代，較可取者約有二說:一主出於南宋建炎年間，詳澤田瑞穗， {地獄變一一中國 ω 入冥說} (東
京:平河出版社 '1991) ，頁 24 一 26 。另一則主其出於明天啟年間，見吉岡義壺， {中國民間。〉地獄十王信
仰位--:J v)τ 一一玉曆至寶鈔老中心è:L- τ} ，收於〈吉偶義壹著作集} (東京:五月書房，

1989)

，卷 1

頁 345-346 。
87. 臺灣民問目前流傳的版本，全係衍自臺中瑞成書局甲午年 (1954)

印本。惟此版正文竟有「弱肉強食」

之語，園中人物又多有蘿髮狀，原版當不早於清末民初，近於魯迅所謂「最近石印本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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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飽含痛感經驗的文字，使哀嚎與吶喊從紙面甦醒過來。

酷刑在人間常是邪暴，在地獄怎麼會是正義?民間地獄圖實際上以「惡有惡
報」合理化了各式各樣別出新裁而違背人道的「法外酷刑 J '陷入一種以暴易暴的

循環。在小說〈祝福〉裡，悲慘而質樸的鄉野人物(祥林嫂)問起了靈魂與地獄。
rr 阿!地獄 ?j 我很吃驚，只得支梧著仆地獄?一一論理，就該也有。一一然而
也未必， ......誰來管這等事......

0

j J (註 88) 這裡的猶豫失措，更反映出地獄乃是一

種難解的課題，即使對智識份子而言。魯迅認為，地獄是一種「神道設教J 的手

段，它一方面是印度小乘教「借著和尚，尼姑，念佛老姬的嘴來宣揚，恐嚇異端，
使心志不堅定者害怕。J<註 89) 男一方面，則是許多受苦的「下等人」期盼「公理」
被維持， r不得不發生對陰間的神往J

0

(註 90) 也就是說，地獄代表一種矯正的權

力，不幸的是，這種權力經常掌握在惡者的手上。看似幻想的異質空間，其實是

對人生的歸納或預測。於是夢中入地獄，大堂上的閻王竟是「隔壁的大富豪朱朗
翁 J '擁有智識反成罪惡，要推入「油豆滑跤小地獄J

'

(註 91) 可見公理是如何被壟

斷。
基本上，魯迅認為:地獄存在生前、地面，不在死後、地底;地獄充斥著暴
力，而非理性、正義。於是，在他鞭捷琨實的筆下，總是充斥著這樣的論調:
華夏大概並非地獄，然而「境由心造J '我眼前總充塞著重疊的黑雲，其
中有故鬼，新鬼，遊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喚，無叫喚，使
我不堪闖見。我裝作無所聞見模樣，以圖欺騙自己，總算已從地獄中出
離。(註 92)

魯迅善用辯證性思維，這裡其實襲積頗深:先說「境由心造J '亦即把「地獄視境」

歸因於自身的「幽黯心境 J '儼如提出了「我身即地獄」的第一命題。但依後文的
推衍，教育家在杯酒間謀害學生、殺人者於微笑後屠戮百姓、死屍在糞土中舞蹈、

88. 魯迅， <祝福>

' {彷徨} (臺北:風霎時代出版社， 1989) ，頁 4 。
' {華蓋集續編} ，頁 22 。
90. 魯迅， <無常> ' {朝華夕拾} ，頁 48 。
9 1.魯迅， <智識即罪惡> ' {熱風} (憂北:風黨時代出版社 '1989) ，頁
89. 魯迅， <有趣的消息>

113 。按「油豆滑跌小地獄J 為第四

殿之第十四小地獄，見於淡癡， {玉歷至寶鈔} ，收入〈藏外遺書} (成都:巴蜀書社，

790 。

92. 魯迅， <r碰壁」之後>

' {華蓋集} (臺北:風雪時代出版社，

1989)

，頁 79-80 。

1992)

，冊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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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穢灑滿了風續琴， (註 93) 卻樣樣實存而非空幻，便又推出了「中國即地獄J 的第
二命題。合而論之，地獄係由根身與器界共同構造而成，既是一種時代處境，也

是一種精神狀態，絕對難以「出離 J 。同時，通過地獄意象的棺結，我們也看到，
魯迅暗暗使用「我身即中國」的論述策略:一起犯罪、傷殘、流血，一起掙扎、

等待、絕望。
有關地獄狀態在人間的固著，魯迅曾在一篇雜感中概括說

I稱為神的和稱

為魔的戰門了，並非爭奪天國，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所以無論誰勝，地獄至
今也還是照樣的地獄。 J (註 94) 這個隱喻系統的結構，可以圖示如下:

(天國)

「神j

「魔」

人

地獄
神與魔都僅是「號稱J '其實質仍然為人，故可加上引號。天國是虛構的寶地，因
此在爭奪戰中是缺席的，故須加上括號。只有人與地獄是究竟真實，無論怎麼爭，

也改變不了。魯迅還曾以詩的筆法寫出〈失掉的好地獄> :魔鬼戰勝天神，奪下地
獄的統治權(魯迅談地獄，總不忘著重於權力運作) ，祂治下的地獄是好的，再被

「人」竊奪而去，反而大壤。魯迅用「美麗，慈悲，遍身有大光輝」來形容魔鬼，
顯然頗感認同。又說
惡鬼 ......0

I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尋野獸和

J (註 95) 這種立場不僅是對天道或神的背離，似乎也是對人的質疑。(註 96)

「立人 J 理想雖然還在，只是得到惡鬼與野獸中去尋求，這是絕望之後的希望。
目連之梭巡大小地獄以尋罪母的情節設計，就宗教儀式劇而言，冒在布刑示

眾，以騙耳目。觀眾在共犯重罪、同遭大戮的集體經驗裡，約略可以得到悲劇式

的洗游效果。我們細考魯迅之下筆運思，確實是近於「目連」處境一一以冷眼熱

93. 魯迅， {華蓋集卜頁 85 。
94. 魯迅， <雜語> ，{集外集} (臺北:風霎時代出版社，

1990)

95. 魯迅， <失掉的好地獄> ' {野草} (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

，頁 81 。

1989)

，頁 57-59 。

96. 此詩經常被解讀為對中國政治現實的批判，神、魔、人分別對應於舊帝國、軍閥、國民黨。見孫玉石，

〈現實的與哲學的一一魯迅「野草」重釋}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1) ，頁 179-180 :片山智行， {魯
迅「野草J 全釋} (東京:平凡社， 1991) ，頁 155 。惟李歐梵擺落政治性解讀，指出

r魔鬼的意思實際

上是價值的對換，因為通常認為人比魔鬼、比野獸好，但在這裹，人卻比魔鬼壤。 J 見李歐梵， {鐵屋中

的吶喊卜頁 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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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迎接流轉不息的殘忍、景象。不過，他是一個異化的目連，染上了層層的「魔鬼
氣質」與「現代意識」。慈愛與仇恨糾葛，同情與鄙夷並生。他既有承擔、拯救的

情懷，但也不免耽溺於懲罪用刑的快感。在不斷循環的「主客換位」的思維運作

之下，魯迅逐漸把自己逼入幽黯的深淵。依照前文的分析，無論「人類一中國人
一我 J '都不僅是地獄裡的受虐者，更是地獄裡的施虐者。這便導向一個困境:如

果「罪惡的母親J 即為地獄本身(而非受刑人) ，則「我 j 怎麼可能「破獄救母 J?
破獄不就等同於自殘，拯救也無異乎哀悼了。

四、群魔亂舞:憂狂主體與詩學突破

(→罪與惡之為詩意
漢語之所謂「詩意 J '可以包涵「意義」與「意境」兩義，這也正是傳統詩歌
的主要內涵。「志 j 是詩意生產的主要動力，背後則預設了一個理想的「士」。魯

迅作為一個「全盤性否定傳統的知識份子扒在自我定位上，很早便提出了以「摩
羅」替代「文士J 的現代方案。但所援以為證的西方文本，多為敘事詩、劇詩或
論文(完全遺漏了拜倫的抒情詩) ，其所取式者實為反抗社會的詩人姿態，並非詩

學方法或藝術質地。換言之，這是一種「公共立場J 上的摩羅，實際上並未解決
另一個問題:做為「個體存在」的詩人如何回應現代世界，表達現代感受?
魯迅原本熟穩於傳統的抒情體式，並能親作深刻精煉的古詩，但這種體裁顯

然只能表現他精神上相對單純的面向，無力負載一種復雜而幽微的人格、思維與
心理。至於當時剛萌芽的白話新詩，在魯迅看來，也顯得太過天真淺露，難以為

用。進入成熟期之後，他甚至也不再提起拜倫、雪萊、普希金這些年輕時深深傾
慕的詩人，浪漫派的昂揚激越，似乎已經不能與他陰惜深沈的中年心靈相應。從
散文詩集〈野草〉看來，那種由負面開掘詩意的路數，仍深具「惡魔詩學 j 的性
格，但其範式已從拜倫轉出，而接近於充滿現代質素的波特萊爾。(註 97) 換言之，

97. 古添洪曾討論〈野草〉中的「撒且主義 J .詳析「魯迅在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中獨賞拜倫，其義為何 ?J 並
指出〈野草〉一集「對自拜倫以來的撒且精神，作了驚人的充實與改變 J .又謂

I在我的觀察裡，這十

幾年間，魯迅加入了尼采及佛洛依德，以深化、轉化其撒旦主義。」見古添洪. <論魯迅散文詩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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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一惡魔J 已經升級為「現代一惡魔 J '詩意模式隨之產生重大的轉移。
魯迅雖然未曾「直接挪用 J 波特萊爾的作品，但就散文詩的體製、技法、意
象、風格看來，兩者之間確有一種「親緣性 J

〈苦悶的象徵}

(1924)

0

(註 98) 他曾翻譯日本學者廚川白村的

，在討論文藝與道德的章節裡，廚川指出:

文藝者，乃是生命這東西絕對自由的表現. (......)。人類這東西，具有神

性，一起也其有獸性和惡魔性，因此就不能否定在我們的生活上，有美

的一面，而一起也有醜的一面的存在。在文藝的世界裳，也如對于醜特
使美增重，對于惡特將善高呼的作家之貴重一樣，近代的文學上特見其

多的惡魔主義的詩人一一例如波特來爾那樣的「惡之華」的讚美者，自
然派者流那樣的獸慾描寫的作家，也各有其十足的存在的意義。(註 99)

罪惡醜陋乃是「現代詩意」的重要範疇，對它的揭示與探尋係基於對個體精神的

自由。班雅明 (BenjamÍn) 曾指出

I藝術現代性本質上是一種惡魔傾向 J '並以

波特萊爾為結合現代 (the modern) 與惡魔 (the demonic) 兩種質素的重要典
型。(註 100) 徐志摩在譯介波氏作品時，太過稱揚其中神秘、的音樂性，魯迅曾痛加針

貶，並這樣追問

I只要一叫而人們大抵震棟的怪臨的真的惡聲在哪襄!

?J

(註 101) 由此看來，他對於這種從陰暗面汲取詩意、蓄養能量的路向深有體悟，且有

自許之意。
當然， I惡之華模式」之異於「野草模式」也極為明顯:前者基於現代都市生
活的「震驚」體驗，揭示了「現代性的殘酷的渣津 J ;而後者卻是在國族危殆、價

值崩解的處境下，心靈高度緊張、分裂、衝突的產物。實際上，兩者之間並無決
定性的「影響J 作用，而僅存在著「類比」關係。關鍵在於，魯迅所經營出來的

草〉中的撒且主義一一兼述接受過程中的日本「中介 J>

' (中外文學卜 25:3

(臺北:

1996)

，頁 234-253 。

對尼、佛二氏的強調甚具啟發性，惟全文並未提及波特萊爾，同時亦未將民間因素與之聯結。本文於此，
應有補充作用。

98. 說見李歐梵， (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0)

，頁

250-257 。
99. 廚川白村著，魯迅釋， (苦悶的象徵) (臺北:昭明出版社，

2000) ，頁 96 。
Modernism, Modernization: Variations on Modern Themes" ,
in Berg, C. , F. Durieux & G. Lernout, The Turn 01 the Century: Modernism and Moderníty ín
Líterature and the A 的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5), p. 36.

100. 引自 Matei Calines凹，“Modernity，

10 1.魯迅， <音樂?>，(集外集卜頁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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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質，並非現成範式的直接轉移，而是自行發現、提鍊、鎔鑄了兩種原料:其一、
傳統的非詩意因素，如志怪小說與民俗信仰中的非理性思維;其二、西方的非詩

學資源，如尼采的的哲學鐵言與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前者提供了豐富的意
象與材料，後者則啟迪了深刻的認識論與思維方法。這些成份既非現成之「詩J

'

有待轉化的程序愈繁，可資變異的空間愈多，魯迅在此展現了過人的才力，能夠
超越形式獎籬，自鑄一種詩質，與西方現代主義詩學形塑歷程相比，實其有同步

性。
「詩意轉換」雖屬美學課題，卻與「價值重估」的倫理課題相連鎖，因為兩
者都涉及「志J 的型態與內容。在古典系統裡，常把美善混淆而把非美(醜)非
善(惡)者逐入「非詩」的領域，自設一種心理的禁制。青年魯迅即有「強以無
邪，即非人志 j 的論斷，中年以後對於舊倫理反省愈加全面。在佛洛伊德的論述
中，父親是許多禁忌的根源。(註 102) 談論魯迅作品中的犯思意念，不妨就從這裡開

始。魯迅自稱作了封建的「孝子J '惟其如此，對「孝」之為物所作的抨擊亦最激
切。他直接揭露中國倫常的虛偽面目

I性交是常事，卻以為不淨;生育也是常

事，卻以為天大的大功。 J(註 103) 他認為，長者不應自以為有恩於幼者，中國文化
專重前一代，甚至壓抑後一代，違反生物界以新生代為優先照顧對象的進化原則。
(註 104) 獨有「愛J 是可貴，出白天性的愛，而非社會規定的「恩 J 或「孝 J '才是
兩代之間相處的方式。這種揭露式的言論，直勁無潤旋，性質上是逆詩的。真愛，

在傳統體系裡是污穢;自由，在傳統體系裡是罪惡。也就在這種「志」的轉移過
程中，魯迅創造了新的詩質。
當然，不同於吳虞之言行相合，終其一生，魯迅都不遺餘力地守護大家庭制

度，並力行犧牲式的孝道，與他激烈反孝反家庭言論，形成鮮明的對比。(註 105) 因
此，當他轉換文體為抒情散文(而非雜文) ，涉及內在體驗，使展現了更微妙的緊
張結構:

102. Sigmund Freud, trans. James Strachey, Totem and Taboo: some ρoints 01 agreement between the
mental lives 01 savag，且s and neurotics (New York: Norton, 1952), p. 73.
103. 魯迅，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 <墳> '頁 142 。
104. 魯迅， <墳> '頁 144 。
105. 周昌龍， <新思潮與傳統:五四思想史論集> (臺北:時報文化公苟，

1995)

，頁 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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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喘氣頗長久，連我也聽得很吃力，然而誰也不能幫助他。我有時

竟至于電光一閃似的想道

I 還是快一點，品完了展......

0

J

立刻覺得這

思想就不該，就是犯了罪;但同時又覺得這思想實在是正當的，我很愛

我的父親。便是現在，也還是這樣想。他 106)

這裡我們看到，魯迅心靈之繁複深遠，與波特萊爾式的耽惡並不相同。祈念父親
斷氣的念頭，電光一閃，便萌生「罪」感，這是受到傳統習俗的制約。再從制約

之外尋得正當性，這一勒一馳之間，實已展現了對於道德自主性 (moral

auton-

omy) 的體驗與追求。假使我們延伸林毓生關於「思想的道德與政治的不道德」
的思考框架， (註 107) 則可發現:魯迅將革命、進化、解放視為道德的，即使其手段
是驚世駭俗逆常違眾註 108) 而凡阻礙此一趨向者即為罪惡的，無論它看來是多

麼溫暖平和乾淨正直。
中國傳統向來崇尚「含蓄 J '就美學而言是「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J '就知

識而言是「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 J '就倫理而言則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J 。

這種通過「有限」去把握「無限J 的思維傾向，似乎使中國人容易直契本體。但
「有限」既是被篩選、被詮釋、被規範過的，便不可能中立客觀，反而形成重重遮

蔽的椎幕，壓抑了其他可能。例如在正統文化中，對於不堪的畫面，經常採取遠
觀、漠視、拒看，甚或「視而不見 J 的態度。魯迅的路數恰恰相反，他經常剝開

表面，進入底層去汲取力量、意義與美感。他認定「必須敢於正視，這才可望敢
想，敢說，敢當。 J (註 109) 乃提倡一種「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的書寫方
法。(註 110) 這種與「非禮勿視J 對衝的「正視」美學，遍見於他全部的文字:在屬
於社會批評性質的雜文裡，無論「視，想，說，當」都顯得理直氣壯;但在處理

自身經驗的詩文裡， I正視」世界的那個主體多半處於憂鬱徬徨的苦境，文學性也

106. 魯迅， <父親的病> ' <朝華夕拾> '頁 72 。
107. Li n, Yu-sheng. “ The Morality of Mind and Immortality of Politics: Reflections on Lu X間， the
Inte l1ectual ," in Leo Ou-fan Lee , ed. Lu Xun and His Leg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 1985) , pp. 116-128.
108. 魯迅下面這一段話，即為有力的佐證

r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

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即使人死了真有靈魂，因這最惡的心，應該墮入地獄，也將決不改
悔，總要先來詛咒一切反對自話，妨害白話者。 J 見魯迅， <二十四孝圖>

109. 魯迅， <論睜了眼看> ' <墳> '頁 269 。
110. 魯迅， <墳> '頁 273 。

'

<朝華夕拾卜頁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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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特別突出。

能視未必能思，能思未必能寫。民間文化雖不如廟堂文化之遮掩，對於醜惡
血腥恐怖的畫面，卻抱持著「看熱鬧」的麻木立場。觀看，本是體現主體意識的

關鍵行動。但視而無感無思無知的「看客 J '終不免淪為被看的對象。因此，魯迅
所謂「正視 J '必須包含著思考、體驗與描述的層次。例如這首〈復雛>

:

人的皮膚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鮮紅的熱血，就循著那後面，在比密密
層層地爬在牆壁上的施蠶史其密的血管程奔漲，散出溫熱。......但倘若

用一柄尖銳的利刃，只一擊，穿透這桃紅色的，菲薄的皮膚，將見那鮮
紅的熱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溫熱直接灌溉殺戮者;其次，則給以冰冷的呼

哎，示以沒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
而其自身，則永遠沉浸于生命的飛揚的捶致的大歡喜中。(註 111)

魯迅刻意以一種冷靜客觀的語調，分解動作般，延緩了刀兵與血肉接觸的發展歷
程， I 強迫J 閱讀者凝視殺戮的剎那，從而使得震驚的體驗積久不散。人的身體原

是具有穩定邊界的封閉系統，凡有傷殘破損扭曲變形，總令人不安，因為它打破
了穩定的感覺，威脅著原來的系統。在中國詩學傳統裡，通常認為:這種血腥殺
伐的畫面，有害於道，無益於藝，故為詩人所「不忍言 J

0

(註 112) 魯迅則常能從「被

覆蓋面」去尋找情思與意象，在揭開的行動中，獲取言說的能量。
詩的操作原理，常在通過表面上種種隱藏的過程，達成實質上更好的揭露效

果。有些因循的詩人所蔽多於所見，唯幕之下，淺陋荒蕪。魯迅的詩則充滿破除

外殼、直趨核心的能耐。但「正視」並不等於平白說去，內核裸露出來以後，如
其夠新夠強，很快便又形成新的外殼，累積新的蘊藏。以前引詩為例，對於身體

11 1.魯迅， <復能>

'

<野草} ，頁 17 。

112. 蘇轍曾在〈詩事五病〉中指出:詩經中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大多點到為止，以王師之盛涵蓋殺敵之烈。

至於「韓退之作〈元和曼德詩> '言劉闢之死曰宛宛弱子，赤立值償。牽頭曳足，先斷腰脅。次及
其徒，體骸撐挂。未乃取闢，駭汗如寫。揮刀紛耘，爭相艙蹄。』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
愧于雅頌，何其陋也! J 見吳文治主編， <宋詩話全編}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8) ，冊 1 '頁 902 。
按韓愈的寫法在古詩己屬特例，但與魯迅筆法相比，仍顯得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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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精細的「透視J '實得力於學過人體解剖學的背景。(註 113) 這裡我們看到:在

現代生理知識的支援之下，事物的形象更精微了;倫理制約的解除，則又打開了
美感創造的空間。魯迅借用摩羅的姿態，既為舊世界解咒，復為新藝術召魅，經

由「非禮」的視與思與說，完成了一種自「罪一惡」中提煉詩意的方法。
位)傷與狂乏寫詩語
五四時期，胡適率先嘗試以分行排列的白話，作為新時代的詩意載體。但由

於他對自話的期許偏向於直截、明淨、淺白，也就離詩甚遠。大約同時，魯迅也
以他小說體的〈狂人日記>

(1918) 創造了男類的白話一一跳躍、斷裂、破碎的構

句，躁鬱、狐疑、顛狂的語調以及陰森而尖銳的意象。這些都來自一個憂狂的主

體，以精神分裂的症狀，顯示了多層次的內在矛盾。如果超越形式化的執泥，從
表義過程來看，這毋寧己是深具現代質素的「詩語J

0

(註 114)

實際上，魯迅一生所寫的白話文，即便是殺伐斬截的雜文集，或多或少皆隱
藏著這種狂擔式的詩語成份。〈野草〉號稱散文詩，自然更為集中而凸顯。試從其
中摘舉片段: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奇怪而高的天空。

他仿佛要離開人間而去，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然而現在卻非常之藍閃
閃地映著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註 115)

這裡反覆運用補綴式的句法， I天空」與「奇怪而高」之間拆而復合，以詰屈贅牙
的長句帶出「眼」字，後頭又補以「冷眼 J '這樣一點一滴構築語意，便有力地再
現了感知過程的阻抑感。再如:
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著可憫的人們的釘殺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咀的

113. 魯迅早年任漸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員時，會自編生理學講義〈人生象教}
云

(1909)

，其中論及「皮 j 一章有

r革之構成，本于二者，日結締織，日彈力系。其與膚相接之處，多見隆陷，有如波濤，是名乳頭，

神經及血脈抄婦皆藏于此。至于深郁，則有紋、無紋肌采交互若網，毛根汗腺等在焉。 j 見劉還峰編，
〈魯迅全集補遺}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頁 107 。
114. 略過胡適，而直接從〈狂人日記〉談論現代「詩語 J '來自楊澤的啟發。參見楊澤， <現代詩與典範的變

遷> '封德屏主編， <台灣現代詩史諭} (臺北:文訊雜誌社，

115. 魯迅， <秋夜> ' <野草} ，頁 1 。

1996)

，頁 619-6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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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要釘殺神之于，而神之于就要被釘殺了的歡喜。(誰 116)

第三個小旬，用了四個「的」字，同時語意未完，須與第三小句合看，乃能了結。

全句主幹原是「他玩昧著悲哀與歡喜 J '但卻以一個比一個長的短語來修飾賓

語，使句子尾大不掉，失去了簡潔勻稱之感。「人們要釘殺神之子」與「神之子就
要被釘殺J '這樣同時覆誦主動與被動的句式，又顯得十分冗贅而縣長。再如:
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處了，縱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也總得

自己來一擲我身中的遲暮。但暗夜又在那哀呢?現在沒有星，沒有月光
以至沒有笑的渺茫和愛的翔舞;青年們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於並
且沒有真的暗夜。(註 117)

「肉薄」即是「肉搏 J '魯迅在用字上刻意存古，反有一種「去熟悉化 J
ization)

(defamiliar-

的效果註 118) 至於「笑的渺茫」和「愛的翔舞」不符中文的舊習慣，

最後一小句的「又竟至於並且」幾乎「可刪 J

0

I我只得由我來 ......J 這種句型在

中文裡算是囉唆，至於「一擲我身中的還暮」差不多就是李金髮式的病態語言了。
這些詩例的共同特色是「脫軌離常」、「混雜不純 J '說話主體強力介入語詞的
重組與布置，客觀語法的權威被弱化了。有些論者強調，與散文相比，詩的語言

應該定義為對規範的一種偏移。現代詩歌便藉由強化這種偏移，而使其越來越接

近詩的本質。但熱奈特 (Gérard Genette) 反對這種說法，他指出:能指 (signifier)
與所指 (signified) 之間存在著「任意性 J '既是語言符號的先天缺陷。詩的任務
便在於彌補這種缺陷:或改變意義使所指貼合能指，或改變表達形式便能指符應
所指。(註 119) 假如我們把這種原理擴大到「主體心靈/客體世界j 的對照，可以說:

魯迅已經生動地調整他的意念，情感去對應那個變異扭曲瘋狂的超級符號

現代

中國，因而生產出看似變態的詩意模式;為了緊拍這種新內容，他同時創造了別

116. 魯迅， <復儷(其二)

>' {野草}

，頁 22 。

117. 魯迅， <希望> ' {野草卜頁 27 。
118. 筆者查考了幾個較早的版本，發現凡 1949 年以前皆作「肉薄 J '參見初刊本:魯迅， {野草} (北京:北
新書局，

1927)

，頁 22 ;最早全集本:魯迅， {野草} (上海:魯迅全集出版社，

1940)

，頁 25 。以此推

佑，應是晚出的簡體字版全集編者，將它改為「肉搏」。

119.

G吾rard Genette , trans. Alan Sheridan , Figures 01 Literary Discourse (New Yor 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2) , pp. 92~97.

清華學報

462

人以為偏移而實極精準地貼近意冒的語言形態。從這種觀點看來，不是這種詩語

違犯了文法，而是糾正或改造了那些看似理所當然的表述。
現代中國文人為了啟蒙與救亡的需要，丟棄了漢語固有的詩性特質，轉而以
白話語法追逐精密、清晰、單一的傳達效果。這也許有利於知識傳播和民眾教育，

卻也衍生了如何以新工具呈顯美感的課題。魯迅很早便洞察到這個現象，對於由
胡適到徐志摩的新詩創作，向來頗不欣賞。〈野草〉作為「另類J 的白話詩，正顯
現他自覺地選擇一條不同的語言策略。例如:

於一剎那間照見過往的一切:飢餓，苦痛，驚異，羞辱，歡欣，於是發
抖;害苦，委屈，帶累，於是瘦擎;殺，於是平靜。......又於一剎那間
將一切併令:眷念與決絕，愛撫與復僻，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

她於是舉兩手盡量向天，口唇間漏出人與獸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
的言語。(註 120)

用的雖是白話，卻與傳情曉陽、解理精細、敘事分明等特質相逆而行。詩人刻意

省略掉許多可能的連結媒介，雖再三使用「於是」一詞，但這應是一個「非真值

(truth condition)

語義表達功能」的連詞，主要功能還是在於連貫篇章、黏合碎

片，而非閻明事理。(註 121) 這段引文幾乎沒有修飾語，只是以時空壓縮的手法，將

許多「動作」拼湊成一體，卻因斷裂而形成諸多空隙。最後一個接句，在「言語 J
之前安置了三個相互連鎖的形容性短語，彷彿模擬了支吾其詞的情態。整個來看，

這段引文展現了「狀態或動作的並置與併發 J '固然可說是以象徵主義的詩學方
法，達成了「文言般」的祠密效果。但似乎也可說是將漢語傳統的非理性因素，
注入白話文的書寫。(註 122)

魯迅以其精采的語言表演，說明了一個事實:白話不一定保證新穎，文言也
可能現代。著名〈墓喝文〉即為例證:

120 魯迅， <頹敗線的顫動>

' <野草卜頁 65 。

12 l.相關理論，參考方梅， <自然口語中弱化連詞的話語標記功能>

'

<中國語文卜 5 (北京:

2005) 'pp. 459

-470 。
122 柯慶明在論及傳統因素與現代主義的辯證時，提出一個質間，值得參考

I 對一個充斥著詩話與筆記的

寫作傳統，所謂:即興、片斷、以至詭異、怪誕等等的文體與表現，真的足使我們驚異或震恐?還是習

以為常而已 ?J 見柯慶明， <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付中國文學的美感) (臺北:麥田出版社，

2000)

，頁 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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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繞到喝后，才見孤墳，上無草木，且已頹壤。即從大闕口中，窺見死
屁，胸腹俱破，中無心肝。而臉上卻絕不顯哀樂之狀，但濛濛如:煙然 O

我在疑懼中不及迴身，然而已看見墓喝陰面的殘存的文句一一
1......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

1......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陳舊，本味又何由知?

.... ..

1...... 答我。否則，離開! ......J 惟 123)

不僅就畫面而言，使人想起魯迅從小熟讀〈玉歷鈔傳〉中的地獄圖象，即使就文

字而言，似乎也刻意模擬了傳統佛道典籍的風格。從〈狂人日記〉的「被食」妄
想，到此文的「自食j 意象 i 我們看到「體」的破壞與撕裂。傷殘體對於完整體
而言，是一種撩撥或冒犯，作用之一在於打破那穩定至於麻木的世界。(註 124) 而這

裡的傷殘是有雙重性的一一以傷殘文體乘載了傷殘身體，再現了言意俱碎的狀
態。魯迅曾有一段時期，沈迷於蒐求鈔錄「殘喝」之「殘文 J

0

(註 125) 這種嗜癖，

不妨解釋為對於遍體鱗傷的「舊文」的物質性甚或是身體性的召喚。所謂「殘 J

不僅是指以「刪節號 J

'

(......)所模擬的碑文「去頭截尾 J 的剝落、磨蝕和掩蔽。

相對於著力完整再現話語的那一種「白話文 J '滿布裂痕與缺口的「文言文 J

(及

其模擬物)永遠像是肢離傷殘之體。魯迅把身體感 (bodyexperience) 融入這種
「語法/修辭j 裡，享受著(對文字)鞭打撕裂縫合的(近乎「施虐/受虐 J) 一

種「痛感中的快感 J

(pleasure in

pain) 。

就表層的「趕鬼…說法」而言，魯迅在公共立場上是「反文 J

(古書、文言、

漢字)的;但就底層的「召魅詩法」而言，其私人偏好卻是「仿文」的。無論
如何，他的語言實踐總是充滿造反精神，不甚循法作文 O 這種傾向，同樣體現在

他有名的「硬譯」之爭。在轉譯一本俄國的文藝理論時，他說

1 譯完一看，晦

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仿句折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精悍的語氣」。
(註 126) 他在這裡做了選擇:寧取「原來的語氣 J '不惜「晦澀」與「別扭」。當時崇

123. 魯迅. <墓碼文>

• {野草} .頁 61-62 。

124. 有關魯迅筆下對於醜惡身體的「示眾 J .及其深層意義，詳見顏健富. <易屍還魂的變調一一論魯迅小說
人物的體格、精神與民族身分>
125. 許壽裳. <整理古籍與古碑>

•

•

(臺大文史哲學報卜的(臺北:

2006)

.特別是頁 134-141 。

{亡友魯迅印象言吵，頁位的。

126. 魯迅. <{文藝與批評〉譯者後記>

• {譯文序跋集} (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

1991)

·頁 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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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純正中文的論者，如梁實秋，則稱之為死譯而痛加批評。(註 127) 魯迅駁文仍堅

持，使用「有缺陷的中國文 j 對譯外文，為了精準傳達，必須在「文法句法詞法」
有所「新造J 或「硬造 J

0

(註 128) 他認為，真正觸怒人的，乃是譯文所夾帶的意識

型態，而非語言的純雜(其實，魯迅雖未明說但似暗示著:語法本身即是認知模

式，也即是意識型態)。他還作了這樣奇怪的比擬:
人往往以神話中的 Prometheus 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
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哀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

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府、幾在吱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
我也不枉費了身軀:出發點全是個人主義，並且還夾雜著小市氏性的奢
華，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解剖者的心臟哀去的『報1划。
(當主 129)

這一段寓言式話語的原旨，可以被理解為革命者的「犧牲 j

主題。(註 130) 但令人驚

異之處，殆在於它居然可以跟「翻譯 J 聯結起來，表述了一種甚具社會實踐意義
的語言觀。這個被改造過的神話，比原版增添了更多的暴力結構，重點也已由「竊

火」轉到「煮肉 j 與「被食 J

(筆者以為，魯迅其實是暗地將希臘神話與「頭目

0

髓腦以施於人」、「創身出肉作千燈姓」、「創眼施鷺以救鴿」之類的佛經故事相互
融合。)在魯迅而言，書寫即是盜火，違犯了語言的、政治的、道德的律法，故

須遭受當權者的懲戒。但他想送給人的，並不是外在的「火 J '而是火烤過的自己

的「肉 j 。通過自烹的行動，舊有的「體 J 是被徹底扭曲分解改造了，但「生命一語
言J

(肉)卻得以與「新思想 J

(火)結合而為新的祭品，可以分饗眾人。生食/

熟食常被視為蠻荒/文明的分界線，魯迅或許有意藉「自煮」的示範，達到重組/
煮圓族的慾望。其目的在求進步，其手段則頗張狂。
「硬譯 J 作為一種翻譯方法，或許頗有缺陷。但其中所體現的充滿暴力色彩
(割裂、燒煮、扭曲、重組)的文字技術，挪用到創作上，卻成了魯迅對漢語的一

127. 梁實秋， <論魯迅先生的「硬譯 J> 吋偏見集} (臺北:文星書店， 196是) ，頁 51 日。

128. 魯迅， <1硬譯J 與「文學階級性J>

'

<二心集} (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

129. 魯迅， <二心集} ，頁 20 。
130 參見李歐梵， <鐵展中的吶喊} ，頁 256-257 。

1989)

，頁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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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發明。特別是〈野草〉裡的散文詩，在深刻思維與警策結構的支撐下，那種將

感知過程「硬譯」出來的文字，反而展現了頗為強悍的魅惑之力。(註 131) 實際上，

通過「暴力 J 而使「身體/文體」取得「神聖 J 的地位，這正是「犧牲 J

(victim)

的深層意義。(註 132) 魯迅這段寓言的操作程序，約略如此:先是以「身 J 入「文 J

'

融為一「體 J ，(註 133) 然後引逆神犯忌、之「火」燃之。正因先有這主客融合的結構，
使得暴力的發生，並非主體意志(作者)對客體秩序(譜法)的傷害，而是物與

我的同傷共毀。從〈狂人日記〉的「被食妄想 J '到〈墓喝文〉的「抉心自食 J

'

再到這裡的「以身饗人 J '魯迅終於完成了兼具「自殘以遣憤j 與「捨身以布施」
兩種意義的書寫表演。

魯迅實際上己創造了一種「廟會式」的書寫方法，借口的無論就修辭、意象、
結構、情節、風格而言，無不「模仿j 了童年經驗中的地獄圖象、迎神遊行、自

連戲等民俗成份。其間充斥著「變神聖為魔怪」的褻潰行動， I化禁忌為常態 j 的
破壞手段， I 從蠻荒得新力」的創造精神。(註 135) 魯迅在語言的廟會中，割身煮軀，

自以為犧牲，連接了人問與鬼物。對於這種「受難」行為，他自我解嘲似地說，
乃是出於

I奢華j 和「報復j 。前者顯現他沈迷於痛感與快感雜蝶的體驗，通過

割炙文字而達致足以炫耀的奇異、繁飾、精采。後者則是作為犧牲者，回應加害

者、旁觀者、享用者的「反作用(暴)力 J 0 犧牲是祭品，也是食品和藥品，它藉
由進入咬嚼者的口舌眼鼻，刺激其感官，震撼其思維，鞭?達其靈魂。因此，這一
種如墳如屍如毒藥的「犧牲文字 J '背後常常躲著含冤的惡意的出沒無常的「鬼

魂」一一就像揮之不去的「詩意 J 在恐怖扭曲的「詩話」的隙縫裡進進出出。

13 1.它們也部份地潛入小說，甚至雜文之中(他上好的雜文每每蘊含著詩意與詩語) ，這即是說， r野草成份」
其實是可以再擴大來談的質素，鬼氣與毒氣時時充盈著筆墨，從未止怠。

132. René Girard ,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76.
133. 此處可與干將莫邪之類「爍身以成物j 的殉劍故事相類比，前文提過的〈鑄劍〉一篇(見〈故事新篇})

,

曾經加以衍化。其中「三頭互咬」的畫面，則很能演示歐化、文言、白話的互逐互噬的混戰之後，敵友
不分，邪正一髓的情境。

134. 這裡自然脫胎於巴赫汀 (Mikhail
歡化 J

(carnivalization)

Mikhailovich Bakhtin)

著名的術語:

r狂歡節J

(carniva l)與「狂

，此處權稱為「廟會式 h 蓋有意突顯其「本土」創生的意義以及褻潰「鬼神」

的成份，又可與夏濟安所謂「鬧劇式的誇張修辭法」相互對照。見夏濟安， <夏濟安選集卜頁 16 。
135. 青年魯迅有言

r尼倍 (Fr. Nietzsche) 不惡野人，謂中有新力，言亦確鑿不可移。蓋文明之朕，固孕

於蠻荒，野人經臻其形，而隱曜即伏於肉。文明如華，蠻野如蕾，文明如實，蠻野如華，上征在是，希

望亦在是。」見魯迅， <墳卜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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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中國向來也有「非聖無法」的異端精神，常被五四新人物引為前驅。但像魯
迅這樣，斷然以「魔」詮釋自我主體的位置與內涵，即使是在「反傳統」之風盛

行的年代，仍屬一大變態。他不僅以魔為思想立場，更以魔為抒情境界，那是一
種源自舊壘(神聖、傳統、古典)卻反過來意欲推翻舊壘的願望與行動，奔突嘶

嚎，出入於人天之邊緣。在其間，魔與詩起著相互定義的作用:將抗神、敗德、
尚力的魔，視為詩的核心元素，實己偏離了溫柔敦厚風雅無邪云云作為詩質的路
向，並跳出了神韻、性靈乃至言志等樣式的侷促。至於把斷裂、壓縮、飛躍的詩，
視為魔的重要性能，則又賦予性情與靈思，使其成為一種強而有力的抒情主體，
而「魔的境界j 也就與「詩之體格」達成奇妙的契合。
惟魔之為物，畢竟帶有西方悲劇英雄的色彩，崇高壯烈而遠於常俗，不免有

些幽渺。因此，中年魯迅把青年時期的西方影響與童年時期的民俗體驗結合起來，

以「復儸J 的「厲鬼」來轉化「抗神j 的「摩羅」概念，便成了極富創造性的行
動。相對於許多積極倡導強化「身體/國體」的五四新人物，魯迅對鬼魂的召喚，

使他能夠超越「凡軀 J '跨過「體 j 的邊界，打開了豐富、深刻而充滿可能性的現
域。(註 136) 雖然，這似乎背逆了「啟蒙理性科學」的時代主潮。但從今天的角

度來看，那個太過樂觀而略顯浮淺的時代，幾乎是反詩的，魯迅也正是逆著當時
的潮流乃能獨造一種深刻而現代的詩境。鬼及周邊的物事，作為非理性世界最有
力的表徵，不僅像是富足滿溢的意象倉庫，更像是墾掘不盡的思想礦脈，有著神
話一般的能量。

魯迅的創意，還在於發現或者賦予「志怪」傳統一種現代性。並使那些已經
被書面化了的古老遼遠的非理性經驗，奇妙地「還原」為活生生的鄉土常民文化。

他甚至能夠從所謂「經典J 之中讀出豐富的志怪成份，或者說，他總是興致盎然
地從那些堂皇合理的文字敘述裡，看到鬼魂、妖孽、腐體殘軀、毒蠱病菌。他極

136. 魯迅的思維正可與傳柯 (Michel Foucault) 所謂「鬼影 J (phantom) 相印證。鬼影既附著身體，卻又
游走於其邊界範疇之外，通過繁梭的變化，破壞其完整性。相關理論，引自王德威， (後遺民寫作) (臺
北:麥田出版社，

2007)

，頁 130-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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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國讀書人所慣於操作的「我思 J '但更好奇於濟濟之士乃至自己所「不思」
之處一一夢的底層、病與死的背面、瘋癱與殘暴的核心。如果說狂、夢、病、死、
魔、鬼，這幾個關鍵字，足以描述內外交迫、自我分裂、多層焦慮的說話主體，

那麼， r狂擔」、「夢唾」、「鬼話j 便成了一種說話的方式。魯迅就這樣把自話帶到

一種前所未有的繁復與深刻，追根究抵，不得不歸功於非理性因素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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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a , Anomaly and Folklore:
On the Visions of Irrationality in Lu Xun's Poetics
Cheng-chung Li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 c1 e discusses the visions of irrationality in Lu Xun's poetics and
explores modernity in Chinese esthetics. 1 consider three factors synthetically-poetic influences from the West, local folklore, and the personality of
the author-which , studied together , reveal their complicated features. First,
the Satanic poetics that Lu Xun had accepted since his youth in ]apan is
re-examined. My interpretation emphasizes what he criticized about the ethical trends toward docility as well as the esthetic trends toward peace. Next,
this arti c1 e analyzes how Lu Xun applied the “experience of folk belief" and
developed the “tradition of anomaly writings" (zhiguai). 1 connect foreign
“ Satan" (Mara) and local “ vengeful ghosts ," on the one hand , and recognize
their particular type and content on the other. Finally, 1 focus on “ poetic
meaning" and “ poetic language" to observe how irrational factors were
practiced in texts. The result has been a brand-new poetic paradigm which is
rich in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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