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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迅
的
高
度

这是关于鲁迅先生的文字，从先生的小说《故乡》说起。《故乡》是
初中语文的一篇课文，我们应该都读过；看看作家毕飞宇怎么读《故
乡》，自有一份亲切。更重要的，可能是毕飞宇对鲁迅先生的理解和
敬仰。选文于我们的意义，就不仅仅是“共赏析”的愉悦，还是启示和
指导，还是感奋和净化。

选文原题《什么是故乡？——读鲁迅先生的〈故乡〉》，收在《小说
课》中。该书所收的文章，是兼任南京大学教授的毕飞宇在南大授课
的讲稿。

近悉莫言有“愿用自己全部的作品换鲁迅的一个短
篇小说”的话；当代作家之对待鲁迅，无独有偶，幸甚。

毕飞宇，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作家。代表作品有
小说《推拿》《玉米》《青衣》等。 （任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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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而少与长而多
□谢则林

成长记录

我的乡村教学生活
□郑正才

且行且思

在《故乡》里头，呈现流氓性的当然
是圆规；而呈现奴性的呢？自然是闰
土。问题来了，写杨二嫂，鲁迅是顺着写
的，一切都符合逻辑。写闰土呢？鲁迅
却是反着写的。我们先来看鲁迅是如何
反着写的——

在辅助层面，鲁迅着力描绘了一个
东西，那就是少年的“我”和少年的“闰
土”之间的关系。我把这种关系叫做自
然性，人与人的自然性。它太美好了。
在这里，鲁迅的笔调是抒情的、诗意的，
这些文字就像泰坦尼克号，在海洋里任
意驰骋。我必须补充一句，在“我”和“闰
土”自然性的关系里头，“我”是弱势的，
而“闰土”则要强势得多，这一点大家千
万不要忽略。

但是，刚刚来到叙事层面，鲁迅刚刚
完成了对闰土的外貌描写，戏剧性即刻就
出现了，几乎没有过渡，鲁迅先生写道：

他（闰土）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
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

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人与人的自然性戛然而止。一声

“老爷”，是阶级性。它就是海洋里的冰
山，它挡在泰坦尼克的面前。泰坦尼克
号，也就是鲁迅的抒情与诗意，一头就冲
着冰山撞上去了，什么都没能挡住。注
意，我刚刚提醒过大家，是弱势的“我”成
了“老爷”，而强势的“闰土”到底做上了
奴才。鲁迅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做得格外
好，大作家的大思想都是从细微处体现
出来的，而不是相反。

鲁迅先生为什么一反常态，要抒
情？要诗意？他的用意一目了然了。在
这里，所有的抒情和所有的诗意都在为
小说的内部积蓄能量，在提速，就是为了
撞击“老爷”那座冰山。这个撞击太悲伤
了、太寒冷了，是文明的大灾难和大事
故。在这里，我有六点需要补充——

第一，奴性不是天然的，它是奴役的一
个结果。从闰土的身上文明可以清晰地看

到这一点。但是，我刚才说了，杨二嫂是顺
着写的，一切都非常合乎逻辑，闰土呢？在
他的天然性和奴性之间却没有过渡，存在
着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个黑洞里全部的内
容，就是闰土如何被奴役、被异化的。鲁迅
为什么反而没有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
思考。它其实是不需要写的。为什么？因
为每个人都知道黑洞里的内容。小说家鲁
迅的价值并不在于他说出了人人都不知道
的东西，而是说出了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
肯说的东西！

第二，在闰土叫“我”老爷的过程中，
什么都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在闰土身
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非胁迫性的，它发
自闰土的内心。也可以说，是闰土内心
的自我需求。那是闰土的本能，那是一
个奴才的本能。

鲁迅狠哪，鲁迅狠。这个小说家的
力量无与伦比……在鲁迅的眼里，奴役
的文化最为黑暗的地方在这里：它不只
是让你做奴才，而是让你心甘情愿地、自
觉地选择做奴才，就像鲁迅描写闰土的
表情时所说的那样：又“欢喜”又“凄
凉”。这两个词用得太绝了，是两颗子
弹，个个都是十环……

伟大的作家有他的硬性标志，他的
伟大伴随着读者的年纪，你在每一个年
龄阶段都能从他那里获得新的发现，鲁
迅就是这样的作家。

第三，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或者说
作家，有两个基本的命题：反帝、反封
建。我想指出，在大部分作家的眼里，反
帝是第一位的，是政治诉求的出发点。
鲁迅则稍有区别，他反帝，但反封建才是
第一位的。反封建一直是鲁迅政治诉求
和精神诉求的出发点。为什么？因为封
建制度在“吃人”——它不让人做人，它

逼着人心甘情愿地去做奴才。
第四，在变革中国的大潮中，五四一

代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作家，在阶级批判
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道德选择，
那就是站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一头，
他们在批判“统治者”。这是对的。毫无
疑问，鲁迅也批判统治阶级，但是，有一
件事情鲁迅一刻也没有放弃，甚至于做
得更多，那就是批判“被统治者”、反思

“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当绝大部
分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作家都在界定“敌
人是谁”的时候，鲁迅先生十分冷静地问
了一句：“我是谁？”

第五，我不得不说情感。在阶级批
判和社会批判的过程中，伴随着道德选
择，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作家，尤其是作
家，必然伴随着一个情感倾向和情感选
择问题。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现代文学
就是抒情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向
大众“示爱的文学”。鲁迅爱，但鲁迅是
唯一一个“不肯示爱”的那个作家。先生
是知道的，他不能去示爱。一旦示爱，他
将失去他“另类批评”的勇气与效果。所
以，鲁迅极为克制，鲁迅非常冷……

第六，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价值认
同。和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在道德选择
和情感选择的过程中，作家非常容易出
现一个误判——价值与真理都在被压迫
者的那一边。在这个问题上，鲁迅体现
出了极大的勇气。他没有从众。他的小
说在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价值与真
理“不一定”在民众的那一边，虽然他同
样“也不一定”在统治者那一边。鲁迅在
告诉我们，就一对对抗的阶级而言，价值
与真理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选自毕飞宇《小说课》，人民文学出
版社2017年2月第1版）

我自幼在农村长大，父母都是地地道
道的农民。为了不再让我过他们那种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填报中考志愿时，
父 亲 毫 不 犹 豫 地 替 我 填 上 了“ 中 等 师
范”。当时，懵懂的我没有更多想法，只知
道考上中师后，读完三年就能有份稳定的
工作。事实上我也很努力，以超出重点高
中录取线160多分的成绩考上中师，3年后
如愿以偿地成为当地一名小学教师。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所在乡镇的一个
村小，当时我 18 岁。想着马上工作挣钱
了，心里别提多高兴。可就在真正接触教
师这一职业时，我开始后悔选择做教师，
尤其是做一名乡村教师，后悔没有读高中
考大学。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开学报到前
一天，父亲请来村里两辆摩托车载着我和
一些生活用品来到了那所离家十余里路外
的村小，当时学校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

学校很小，有 30 多个学生，三个年级
三个教师。学校没有宿舍，校长把图书室
用书柜隔开一半作为房间，用两条长凳铺
上木板作为床，就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
个“家”。村小坐落在一个山脚下，是村道
的尽头。山里的夜晚来得早，放学吃完晚
饭差不多天就黑了，村里一片寂静，我坐
在那个吱呀吱呀的木板床上，不知道自己
还能干些什么。

熬过了几天，我实在是受不了想回
家。家离学校并不远，但没有交通工具，基
本靠走路。每次看到我走回家，母亲总是
心疼得不得了。而父亲却不以为然，反而
说：“年轻人这点苦都受不了，将来还能干
得了什么？学校有住的地方，还可以做饭，
为什么三天两头回家？”后来除了双休日
外，我基本就在学校住。慢慢地跟学生熟
了，跟当地村民熟了，也就觉得生活不那么
无趣了。学生的真诚、家长的淳朴着实令
我感动。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真正热爱上了教
师这一职业，觉得父亲为我做的这个选择
是正确的，对父亲的怨言也消除了。我一
直都记着父亲对我说的那句话：“不管做
什么事，既然做了，就一定把它做好。”他
是这么说的，我也是这么做的。后来条件
慢慢好了，工作也由原来的村小到后来的
完小、中小，再到现在的初中。16 年过去
了，我由原来的那个少不经事的毛头小伙
成长为现在的学校中层骨干，是乡村这片
沃土成就了我、磨炼了我，让我日益成熟。

近几年，乡村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随着“薄改”和标准化建设的逐步推
进，学校建设了新的教学楼、宿舍和食堂
等，住宿和饮食条件大为改善。现在我们
在学校食堂用餐、住在一人或两人一间的
教师宿舍，大家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
不再像当初那样为吃住而困扰了。可就
是这样，许多教师还是不愿意待在边远的
乡村，厌烦乡村生活的单调、交通的不便。

我希望大家能爱上乡村这片沃土，广
大教师能安心乡村教育工作，让乡村孩子
拥有一个更加灿烂的明天。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靖安县中源学校）

作为一名班主任和语文教师，进入
耄耋之年的我常反思：这辈子给学生的
东西实在是短而少。说“短”是我带教他
们有的只一年，最长的也才四年。说

“少”则是对学生的成长、成人、成才和成
功起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如果配得
上用“奉献”一词，那么我对他们的奉献
具有短暂性而且已成为过去式。然而，
学生却一直牢记。他们回报我的有体
力、有精神、有物质，不仅有过去式也有
现代式，可能还有将来式。这让我惶惶
不安又感动不已。

初上讲台时，年轻气盛，对学生的作
文这也指责那也批评。有个学生说：“老
师，学生作文不入您法眼，您是不是也写
一篇让我们看看。”开始时我心中略有一
丝不快，但立刻就想到叶圣陶先生提倡
语文教师应当多写“下水文”。于是立即
说：“我不认为这位同学的话是对我的冒
犯，应该是对我的挑战。我应战！”教室
里响起了掌声。我继续说，“以后我尽可
能地和你们写同题作文，并和同学们一
起交流，也请大家横挑鼻子竖挑眼！”既

已被推下水了，就带他们一起在江河湖
海里游，看能游多远。

学生对老师的文章特别关注，静心
凝神仔细听，听完后你一言，他一语。有
的说好，有的说有缺陷，争论起来。思想
碰撞往往能激发出智慧的火花，能收获
教学相长的乐趣，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有个学生出生在书香世家，他爱看
文学刊物，订阅了《萌芽》，还大度地与同
学分享。一次作文讲评课后，他和几个
同学对我说：“老师，你写的那棵《老柳》，
我看不比《萌芽》上发表的文章差。”他们
建议我投稿，我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1965 年 5 月，《萌芽》果然刊登了我那篇
文章，可见学生的鉴赏和品评能力已经

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我舍不下写作，也舍不下讲台和学

生。退休后我还坚持了14年教学工作，
直到子女一再劝阻，我才依依不舍地停
止了教学。我是闲不住的人，之后我以
50年的教育教学理念与实践，结合各具
代表性而有个性特色的近 20 位学生的
成长与发展，以报告文学的笔调写了《我
读学生这本书》。当我迈出家门联系出
版事宜时，才知道“洞中方一日，世上已
千年”，现在出书与以前大相径庭。过去
出书只要把书稿交到出版社，初审、复
审、终审通过，作者就没操心劳神的事
了，书出版后多少都能拿到点稿费。现
在出版社不管书的发行，我又坚持要品

位高且有知名度的出版社出版，其间经
历不少波折。之后学生们听闻此事，专
门预约订购，更有一名学生黄培蓝急匆
匆来到我家，提出资助我出书的全部费
用。后来，他又将这本书订购了1000本
送到西部贫困学校，着实费了诸多心力
物力。

其实，学生对我的好，远胜我对他们
的好。

我的学生常以年级和班级为单位举
行聚会，也邀请我参加，有车接送。餐前
请我讲话，我也不推脫，不仅讲话还朗诵
诗。有些学生说听我讲话增长知识，听
我朗诵增添活力，提供的都是满满的正
能量，以后每次聚会还要邀请我。这就
是我本文开头点到的学生给我的长而
多，有过去式、现在式乃至还有将来式。
学生对我的好，对我的帮助、激励、推动
和促进，让我成为现在的我。我将怎样
报答他们呢？左思右想，只有不断学习、
与时俱进、壮心不已、勤劳不辍，争取在

“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上有点作为。
（作者系上海市新元学校退休教师）

10月8日，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小学
部教师耿玉苗带领学生在公园的白桦
林举行了一场秋天的诗会。耿玉苗准
备了作家金波的7首十四行诗，并把学
生按照家庭分组参加诗会活动。诗会
结束后，孩子们与森林亲密接触，他们
说“树叶，是大树妈妈的头发”“树叶，是
毛毛虫的船”……最后，几个女生一起
合作拼贴成树叶画。

美好的秋天，赴一场诗意的约会。

校园拍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