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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與詩的失落──魯迅、斯諾與中國新詩 

陳智德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 

 

 

 

「魯迅認為研究中國現代詩人，純係浪費時間。…… 

除了他們自己外，沒有人把他們真當一回事。」 

──斯諾著、安危譯〈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 

 

引言 

 

一九三六年五月，魯迅（1881-1936）逝世前數月，美國記者、《紅星照耀

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 另譯《西行漫記》）的作者艾德加．斯諾（Edgar 

Snow, 1905-1972）帶著妻子海倫．斯諾(Helen Foster Snow,1907-1997)擬定的問

題單，從北平來到上海，訪問魯迅，這次歷史性的訪問成了魯迅最後一次有系

統地發表對文壇的意見。魯迅在回答中一再表達他對新詩的失望，斯諾引述

說：「魯迅認為研究中國現代詩人，純係浪費時間」。魯迅在該次訪問中語調大

多平和，即使問及他所不甚認同的徐志摩、林語堂等人，他也沒有負面評語，

唯提及新詩時語帶激憤。 

魯迅本身是早期新詩創作者之一，他為什麼對新詩這樣失望？斯諾的訪問

稿塵封多年，一九八七年連同海倫的問題單首次發表於《新文學史料》，隨引起

文壇反響，卞之琳、臧克家等作家對魯迅的新詩批評頗多感喟，卞之琳認為

「唯提筆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詩人」一語「確像是魯迅的筆調，說得很妙，切

中時弊。在今日中國，這種現象還比比皆是。」臧克家則提出三十年代新詩的

發展歷史來補充魯迅「對新詩一筆抹殺」的言論。 

然而，該次訪談記錄本非純粹客觀的記錄，細讀問題單和訪問整理稿，魯

迅答問間還雜有斯諾的「傾向性意見」，對新詩不甚滿意的原也包括了斯諾本

人。魯迅的確在訪談中表達了對新詩的失望之情，但不能孤立來看，還須結合

他自〈摩羅詩力說〉至一九二五年的〈詩歌之敵〉等文，以至其對革命文學的

看法而論，而更關鍵的，也許是一九三六年三月間，即斯諾來訪前兩月，魯迅

誤信出版殷夫（即〈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所哀悼的左聯五烈士之一白莽）遺

作而被騙取文稿一事。魯迅言及新詩所表現的失望，也許只是一種反詰式的哀

悼。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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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以小說和雜文聞名於世，他的新詩創作及其後的批評，卻幾近成為一

種被遺忘的文本。一九一八年，魯迅首次使用「魯迅」之署名，在《新青年》

四卷五號發表《狂人日記》，成為後世傳頌的名篇，而較少人留意的是，就在同

一期《新青年》，魯迅還以另一筆名「唐俟」發表了三首新詩，至一九一九年再

發表了另外三首，共六首新詩。魯迅的新詩在早期白話文運動中被視為一種範

例，分別選入了許德鄰編《分類白話詩選》（上海崇文書局，1920）、新詩社編

《新詩集》（新詩社，1920）和康白情編的《新詩年選》（上海：亞東圖書舘，

1923），一九三五年朱自清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時也參考了這些早期選

本，並選入了魯迅〈夢〉、〈愛之神〉和〈他〉三詩，在〈導言〉中把魯迅歸入

「自由詩派」。 

早期新詩作者，如胡適、劉半農等，大部份仍帶著濃厚的古典詩詞影子，

這點胡適在再版的《嘗試集》中也承認。1五四初期作者實以白話詩作為一種語

文上的實驗，用以證實白話文的效用，正如胡適所說： 

 

現在我們的爭點，只在『白話是否可以作詩』的一個問題了。白話文學

的作戰，十仗之中，已勝了七八仗。現在只賸一座詩的壁壘，還須用全

力去搶奪。待到白話征服這個詩國時，白話文學的勝利就可說是十足的

了。2 

 

「白話文的仗」已勝十之七八，最後餘下詩，「白話是否可以作詩」成最後

的爭議。當朱自清回顧新詩第一個十年的發展時，首先注意到早期作者在「給

詩找一種新語言」上的努力，他提出胡適和康白情的作品皆非成功例子，「只有

魯迅氏兄弟全然擺脫了舊鐐銬，周啟明氏簡直不太用韻。他們另走上歐化一

路。走歐化一路的後來越過越多。──這裡說的歐化，是在文法上。」3 

結合當時中國新詩的情況，才可看出朱自清認同魯迅詩作之所本，是在於

新詩語言上的創建。從今日的目光觀之，新詩語言其實也並非不可自舊詩承

傳，不過當時新詩的功用是作為白話文能否完全取代文言文的一種實踐，其語

文意義重於文學意義，所以較純粹的白話文語言運用成功與否，是評價新詩的

關鍵，這也是朱自清稱許魯迅兄弟的主要著眼點。 

魯迅的新詩創作量少，成績不及其小說，不過若從早期新詩作為一種白話

文語言的實踐及當時人的要求而看，魯迅的新詩創作應是成功的。然而魯迅對

詩歌的要求不止於語文，而更在乎精神態度上的意義，這可分兩方面來說。 

魯迅早在留日時期所寫的〈摩羅詩力說〉，詳細說出他對詩的期許。他舉出

                                                 
1見胡適〈四版自序〉，《嘗試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上海：上海書店，1982 年重印本），頁 2-

3。 
2 胡適〈逼上梁山〉，胡適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1935／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0 年重印本），頁 19。 
3朱自清〈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上海：良友圖書，1935／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0 年

重印本），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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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歐洲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詩人如拜倫、雪萊、裴多菲、普希金等為例子，指

他們都具「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特質，在魯迅心

目中，詩歌不只是詞藻華麗的句子，他更強調詩人的抗世本質：「大都不為順世

和樂之音，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爭天拒俗，而精神復深感后世人心，綿延至

于無已。」4魯迅又舉出十九世紀普法戰爭中德人以國民素質取勝的說法：「國

民皆詩，亦皆詩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此豈篤守功利，擯斥詩歌，或抱異域

之朽兵敗甲，冀自衛其衣食室家者，意料之所能至哉？」5，魯迅強調單純的武

力不足致勝，德人以詩歌改造國民性，精神力量的優勢才為真正強盛之途。由

此或可見魯迅對詩歌的態度本出另一路向，從思想著眼，目標在改造國民性，

改變「順世和俗之聲」，強調爭天拒俗，當中的革命思想當與清末革命浪潮相

關。 

另一方面，詩的抗世力量不是一種狹義的政治革命，而是從內在改善世道

人心的精神力量：「蓋詩人者，攖人心者也。……詩人為之語，則握撥一彈，心

弦立應，其聲激於靈府」6，〈摩羅詩力說〉以詩為「心聲」，並多次強調，「心

聲」的說法可與〈文化偏至論〉中的「內曜」互相參照，至其留日時期最後一

篇論文〈破惡聲論〉中，魯迅再將「心聲」與「內曜」放在一起論說：「內曜

者，破瘰暗者也﹔心聲者，離偽詐者也。」相對於「爭天拒俗」之說，「心聲」

與「內曜」則為詩更根本內在的力量，強調洞悉偽假幻象，與「爭天拒俗」同

樣指向國民性的改造。 

魯迅所心慕的摩羅詩人正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然而詩更重要的

是一種精神態度，即如他在〈破惡聲論〉指「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也是指向

精神態度。7〈摩羅詩力說〉末段提出「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

在？」差不多十年後，他在五四前夜發表於《新青年》的六首新詩，大抵可見

其「心聲」與「內曜」，卻不太見出有「爭天拒俗」的內容，我認為由於當時以

建立白話詩語言為首要目標，魯迅所作白話新詩，走的是當時主流，即以新詩

為白話文實驗的路，未在詩中注入抗世內容。 

魯迅後來未有繼作新詩，一方面把爭天拒俗和破除偽假的抗世內容放諸小

說，8另方面亦對五四之後的詩壇感到不滿，尤其是新月派： 

 

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但也不喜歡做古詩──只因為那時詩壇寂

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為詩人的一出現，就洗手不作

了。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而他偏愛到各處投稿，《語絲》一出

版，他也就來了，有人贊成他，登了出來，我就做了一篇雜感，和他開

                                                 
4 〈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66。 
5 同前註，頁 70。 
6同前註，頁 68。 
7參伊藤虎丸著、孫猛等譯《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1995），頁 82-101。 
8〈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四卷，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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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玩笑，使他不能來，他也果然不來了。這是我和後來的「新月派」

積仇的第一步。9 

 

魯迅在〈集外集序言〉說自己不喜歡做新詩，也不喜歡做古詩，未必是實

情，至少對寫舊體詩仍有興趣，這說法和他多次稱自己為詩壇外行（見〈詩歌

之敵〉）、不喜歡做新詩（見〈集外集序言〉）、不懂詩（見〈白莽作《孩兒塔》

序〉）以至不同文章中提及對新詩的批評，多少屬於魯迅式的反話或意含諷刺。

魯迅當然是懂得詩的，〈集外集序言〉的說法其實意在將自己心目中的詩與新月

派詩風分別開來，因為魯迅不滿於二十年代的新月派所做成的較講求形式和詞

藻的風氣，迥異於他心目中「爭天拒俗」或講求心聲、內曜的精神素質的詩。

由是看來，魯迅說自己不喜歡做新詩，應是出於對當時以新月派詩風為時尚的

新詩壇感到不滿，因而意興闌珊的反話。 

 

二 

 

魯迅不滿於二十年代的新月派詩風，然則他心目中所期許的詩又是如何的

呢？一九二六年，魯迅在一篇介紹蘇聯詩人勃洛克（Blok, Aleksandr 

Aleksandrovich）長詩〈十二個〉的文章中說： 

 

他之為都會詩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詩底幻想的眼，照見都會中的

日常生活，將那朦朧的印象，加以象徵化。將精氣吹入所描寫的事象

裡，使它蘇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塵囂的市街中，發見詩歌底要

素。所以勃洛克所擅長者，是在取卑俗，熱鬧，雜沓的材料，造成一篇

神秘底寫實的詩歌。中國沒有這樣的都會詩人。我們有館閣詩人，山林

詩人，花月詩人……﹔沒有都會詩人。10 

 

魯迅在文中兩次強調中國「沒有都會詩人」，在評介勃洛克的同時，實也表

達對當時中國詩壇的不滿。魯迅心中另有圖像，他所稱許的都會詩不單在於寫

實描述，更重要在於寫意和象徵：「將精氣吹入所描寫的事象里，使它蘇生」，

魯迅指中國沒有像勃洛克這樣的都會詩人，一方面肯定勃洛克，但更最重要是

提出對文壇的擔憂，寄語於中國新詩，提出寫實、社會性與藝術性結合的創作

之路，而當時詩壇正走向兩極。 

回看魯迅早期於《新青年》發表的新詩〈夢〉，主要描寫革命形象及當中的

變化，有如〈在酒樓上〉的早期革命知識份子形象。魯迅以前夢、大夢、後夢

分別象徵革命的形象及其不同階段，三者各有微細的不同，而最後的夢則還原

                                                 
9 〈集外集序言〉，《魯迅全集》第七卷，頁 4-5。文中提到和徐志摩開玩笑的雜感，即一九二四

年刊於《語絲》周刊第五期的〈“音樂”？〉一文。 
10 〈《十二個》後記〉，《魯迅全集》第七卷，頁 29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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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想的破滅。魯迅的〈夢〉及其餘發表在《新青年》的新詩，有別於當時其

他早期新詩的嘗試者，在於對現象的描述方式，往往採取較曲折手法而沒有正

面描述，及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所作的散文詩《野草》系列則有更明顯

的象徵主義傾向。 

魯迅對勃洛克〈十二個〉的稱許可見其結合象徵與寫實的詩觀，也見其所

肯定期許的詩風，為象徵、革命和想像的調和。他對館閣詩人，山林詩人，花

月詩人固然不滿，即對於革命文學亦很懷疑，也不贊同以詩作政治宣傳：「但我

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11 

  在革命的戰鬥性和個人浪漫感興之間，魯迅不提供單一答案，他自己的

實踐還是重視文學本身的規律。更重要是：象徵不與革命衝突，當談論文藝，

無論是革命的文學或其他，如其「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

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12一切還須回到文學的規律

去考察。 

 作為早期的開拓者，魯迅對新詩有很大期望，〈《十二個》後記〉一文也

表達他理想中的詩世界。魯迅早期的新詩試作在於配合白話文實驗的嘗試，日

後中國新詩由於時局的影響，走向革命、寫實或浪漫、現代的兩極，魯迅對新

詩的失望，由一九二五年的〈詩歌之敵〉等文，貫徹至一九三六年接受斯諾訪

問時的言談，後者是研究魯迅晚年心境的重要文獻，細讀其談話記錄，似乎不

僅是對新詩失望，卻結合了他對革命理念和純粹詩歌世界的雙重失落。 

 

三 

 

艾德加．斯諾（Edgar Snow）是著名的與中國共產黨友好的美國記者，他

一九二八年初訪中國上海，其後到過西北、台灣、廈門、廣州、雲南等地採

訪，一九三二年首次與魯迅會面，三六年採訪宋慶齡並再與魯迅會面，同年赴

陝北中共根據地採訪了毛澤東、彭德懷等人，留下重要的記錄和影像，成為西

方世界認識中共的重要依據，三七年在倫敦出版《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其後中譯本《西行漫記》在上海出版，突破了國民政府對中共訊

息的封鎖。 

一九三三至三七年間，斯諾任教於燕京大學新聞系，一九三二年首次與魯

迅會面後，已開始計劃編譯中國現代小說選集，其後與姚克合作展開翻譯工

作，一九三七年七月在倫敦出版《活的中國》（Living China），該書收錄魯迅、

柔石、茅盾、丁玲、巴金等人的小說，並附海倫以 Nym Wales 為筆名發表以西

方讀者為對象的論文〈現代中國文學運動〉，13她對中國文壇頗多疑問，曾向蕭

乾、楊剛等人求問。一九三六年四月，斯諾到上海訪問宋慶齡和魯迅，臨行

                                                 
11 〈文藝與革命〉，《魯迅全集》第四卷，頁 84。 
12 同前註。 
13 Nym Wales 本是海倫在西方報刊發表中國報道時常用筆名，她亦用此筆名出版了 Inside red 

China 等多種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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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倫交給斯諾一份列出二十三項提問的問題單，請他帶到上海就教於魯

迅。 

海倫本身是詩人，也很關心中國新詩的情況，故問題單上列出不少有關新

詩的問題，其中問到「最優秀的詩人」，魯迅的回答是「冰心、胡適、郭沫

若。」然後再補充：「不過，他們的詩作，沒有什麼可以稱道的，都屬於創新試

驗之作。」斯諾記述云：「魯迅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現代詩歌並不成功。」

問及「法西斯主義詩人」，斯諾記述云：「沒有法西斯主義詩人。魯迅認為研究

中國現代詩人，純係浪費時間。不管怎麼說，他們實在是無關緊要，除了他們

自己外，沒有人把他們真當一回事，『唯提筆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詩人。』」在

問題單的後面，還有若干有關新詩的問題，但記錄甚簡，如「左翼詩人：蒲

風。」在問題編號十七，可能因為問題重覆，或魯迅無意再答，斯諾記述云：

「他已經闡述了他對現代詩歌的意見。」14 

斯諾上海之行的最主要目的，實為到陝北蘇區採訪的計劃作準備，回到北

平後，他透過宋慶齡的轉介，經另一中介人取得了「劉少奇授權柯慶施（北方

局組織部長）用隱色墨水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介紹信，並轉達了歡迎他去陝北蘇

區訪問的邀請」15，六月三日，斯諾暫別了妻子海倫，從北平坐火車出發，開展

西北之行。海倫也根據斯諾訪問魯迅後的整理稿，在六月份完成了〈現代中國

文學運動〉一文，先發表在倫敦出版的 Life and literature to-day 雜誌，再收錄於

《活的中國》一書。 

在〈現代中國文學運動〉一文的後半段，海倫引錄了魯迅的回答，如指中

國新詩並不成功。16斯諾在一些文章中也曾提及這次訪問，17不過詳細的訪問記

錄埋藏多年，直至八十年代中才由安危自海倫的檔案中發現，及後經過翻譯、

整理，一九八七年全文首次公開於《新文學史料》，分為〈埃德加．斯諾采訪魯

迅的問題單〉及〈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兩部份，前者是海倫列出的原始提

問稿，後者是斯諾的訪問整理，比對下可見海倫〈中國現代文學運動〉一文只

引錄了小部份。〈問題單〉及〈談話整理稿〉刊出後立即引起學術界強烈反應，

八七年九月舉辦座談會，卞之琳、臧克家、唐弢等老作家和學者出席發言。魯

迅對中國新詩失望的言論，「唯提筆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詩人」的說法，尤其引

起卞之琳的感慨：「在今日中國，這種現象還比比皆是。」18 

自五四運動以來，相比於小說和散文，新詩引起的爭議、誤解以至蔑視，

長期未息；無論在社會上或學院中，文學的創作、出版、閱讀和教學各方面，

新詩也有被邊緣化的傾向：詩集滯銷，詩作缺少評論，新詩課缺少學生，魯迅

最後給我們留下的「新詩危機」很值得深思。新詩當然有自己的問題，魯迅所

                                                 
14安危譯〈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新文學史料》1987 年第 3 期，頁 7-12。 
15 武際良《斯諾傳奇》（北京：華藝出版社，1995），頁 157。 
16 Edgar Snow  (ed.) Living China. Westport, Conn., Hyperion Press, 1973. pp.347-349. 
17 見埃德加〈向魯迅致敬〉、〈魯迅印象記〉等文，收錄在史沫特萊等著《海外回響：國際友人

憶魯迅》，石家莊市：河北敎育出版社，2000。 
18〈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座談會記要〉，《新文學史料》1988 年第 1 期，頁 21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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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亦固然針對一九三六年的情況，然而，研究中國新詩，真的「純係浪費時

間」嗎？ 

座談會中，有作家、學者對這份訪問記錄的客觀性和準確度表示懷疑，整

理者安危也提出，文件中可能雜有斯諾個人評語和對妻子的提示。安危認為訪

問記錄中，「魯迅認為研究中國現代詩人，純係浪費時間」這說法可能並非魯迅

原話，而是斯諾的「傾向性意見」：「規勸妻子不要再去研究中國現代詩歌

了。」19這說法很有趣，若然的話，竟是一個對中國詩不甚了了的男子，感到

被妻子的喜好浪費了時間，而假借魯迅之口作出一點反抗；那麼這訪問記錄不

只關乎魯迅，也是研究斯諾夫婦的材料了。斯諾與海倫於一九四九年離異，文

學見解的分歧可能會是原因之一？ 

訪問記錄的確雜有斯諾的「傾向性意見」，不過，訪問記錄保留了許多魯迅

的真實談話，這一點該座談會也予以肯定。在新詩部份，卞之琳認為「唯提筆

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詩人」一語「確象是魯迅的筆調，說得很妙，切中時弊」
20，魯迅研究者陳漱渝也贊同卞之琳的看法，認為該語「符合魯迅的思想，是

一種『魯迅式的偏激』」21。熟悉魯迅文風的讀者都不難看出這種「魯迅式的偏

激」，這樣理解的話，或可解釋前文提出魯迅對新詩否定的說法，正如前文提及

魯迅一再稱自己為詩壇外行、不喜歡做新詩包括舊詩、不懂詩等說法，不是指

真的是外行或不懂詩，而是一種魯迅式的反話或意含諷刺；這份訪問記錄提及

對新詩的否定，在說話背後也許另有其他含意。 

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一段日子中，魯迅始終對革命文學的說法抱

持懷疑，在〈文藝與革命〉、〈革命文學〉等文中一再強調文學先於革命的看

法，魯迅對政治，即使是左翼的政治活動一直持消極態度，為此也引起創造社

和太陽社中人的抨擊，魯迅當然也不客氣地予以還撃。後來他的態度略有轉

變，在一九三○年的左聯成立大會講詞中，承認了革命文學，一九三一年受左

聯五烈士事件刺激，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詞〉一文已正面使

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一詞，亦即接受它背後的含意，其間在別的文章也有

類似說法，相比二十年代中的懷疑和謹慎，這時魯迅對革命文學的態度完全不

同，當中一九三一年的左聯五烈士事件應該是關鍵所在。 

事隔兩年，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對事件仍表憤慨，也多次流露

對殷夫（白莽）、柔石等青年的愛護和欣賞之情。正如他在〈上海文藝之一瞥〉

一文所說：「革命文學的旺盛起來，在表面上和別國不同，並非由於革命的高

揚，而是因為革命的挫折。」22魯迅改變過往對革命文學比較懷疑和謹慎的看

法，同樣並非出於革命熱情的高揚，而是由左聯五烈士事件帶來的革命的挫折

和感傷。 

                                                 
19 安危〈魯迅和斯諾談話的前前後後〉，《新文學史料》1987 年第 3 期，頁 15。 
20 〈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座談會記要〉，《新文學史料》1988 年第 1 期，頁 214。 
21 同前註，頁 216。 
22 《魯迅全集》第四卷，頁 297。魯迅對於革命文學方面的思想轉變，詳見李歐梵《鐵屋中的

吶喊》的分析，湖南：岳麓書社，1999，頁 15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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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諾訪問魯迅的一九三六年五月前後，不但是魯迅生命中的最後歲月，

也是面對種種內憂外患的風雨飄搖之時。一方面有國民政府隨著抗日浪潮而加

緊對左翼知識份子的迫害，另方面左翼陣營本身也面臨分裂和傾軋，魯迅自己

身體也受疾病困擾。 

一九三六年三月，就在魯迅「大病初愈」之時，他收到自稱殷夫舊同學自

漢口寄來的信，說準備整理殷夫的遺稿，出版詩集《孩兒塔》，希望魯迅寫序。

殷夫是左聯五烈士之一，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中，首先提及他，然

後才是柔石，也許因為魯迅與殷夫有著共同的喜好：愛讀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

詩。魯迅早在留日時期的〈摩羅詩力說〉中已介紹過裴多菲，而魯迅認識殷夫

是緣於殷夫翻譯了裴多菲的詩，投稿到魯迅編的《奔流》，魯迅後來還送了兩本

購自留日時期，珍藏了三十年的德文譯本裴多菲集給殷夫。殷夫生前編定的

《孩兒塔》遺稿其實一直收藏在魯迅家中，魯迅收到來信後以為另有初稿，就

寫了序言寄出，但後來至四月才知這竟是為騙取文稿的騙局，根本沒有出版殷

夫遺稿這回事，於是魯迅另撰〈續記〉予以聲明。23 

出版《孩兒塔》的希望落空，魯迅必定很難過，因為這詩集別具意義，它

一方面是魯迅所欣賞的左翼革命青年的遺作，另方面也紀念著他們之間的師友

情誼，以至魯迅對詩歌的真實關愛。序文的首段寫得有點傷感，也帶點《野

草》式的散文詩情調： 

 

春天去了一大半了，還是冷﹔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瀝瀝，深夜獨坐，

聽得令人有些淒涼，也因為午後得到一封遠道寄來的信，要我給白莽的

遺詩寫一點序文之類；那信的開首說道：「我的亡友白莽，恐怕你是知道

的罷。……」──這就使我更加惆悵。24 

 

當然序文最重要的是末段提出對《孩兒塔》的評價： 

 

這《孩兒塔》的出世並非要和現在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長，是有別一種

意義在。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

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

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世

界。25 

 

魯迅有意把《孩兒塔》從一般的詩集或革命文學的範疇中劃分出來，強調

它是屬於別一世界，具有別一種意義。這是對《孩兒塔》的評價，也是魯迅晚

年表達視詩歌為最後一片超越政治論爭和迫害，也超越一切名聲的淨土。 

                                                 
23 見《魯迅全集》第六卷，頁 495-497。發表時題為〈關於《白莽遺詩序》的聲明〉。殷夫《孩

兒塔》直至一九五八年才能出版。 
24 魯迅〈白莽作《孩兒塔》序〉，《魯迅全集》第六卷，頁 493。 
25 同前註，頁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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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魯迅也被騙了，他在四月才得知這是騙局。當五月斯諾來訪，內心失

望、憤懣之情也許未全平伏。將《孩兒塔》的出版成空、序文騙局、對左聯五

烈士的哀悼等事結合來看，加上對「魯迅式的偏激」的理解，才能了解魯迅在

訪問記錄中的言論。我們大抵毋須孜孜於爭論訪問記錄的客觀性和準確度，魯

迅的確在訪問中表達了對新詩的失望，然而這失望也是一種情感上對左聯五烈

士的哀悼，即把革命的挫敗本身，以至這世界對詩人的種種戲弄，理解為一種

詩的淨土的失落。 

研究中國新詩的意義為何？手持由妻子擬定的孜孜提問中國新詩的問題

單，斯諾在魯迅的答話間插入「魯迅認為研究中國現代詩人，純係浪費時間」

一語，譯者安危認為那是斯諾向妻子的進言，「規勸妻子不要再去研究中國現代

詩歌了」。無論斯諾的記錄是否魯迅本意，研究中國新詩，很可能真的只是浪費

時間罷。從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發表新詩，到三十年代左聯五烈士遇害及

殷夫詩集《孩兒塔》出版計劃成空，在魯迅眼中，是一種革命理念和純粹詩歌

世界的雙重失落，而對中國新詩的命途來說，又何嘗不是一種預示？ 

 

「魯迅認為研究中國現代詩人，純係浪費時間。不管怎麼說，他們實在

是無關緊要，除了他們自己外，沒有人把他們真當一回事，『唯提筆不能

成文者，便作了詩人。』」──斯諾著、安危譯〈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

稿〉 

 

 

（《現代中文學刊》2010 (1)，頁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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