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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文人

鲁迅的公务员生涯

!"!#

年
!

月
!

日!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下设陆军"海军"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以及
交通九部!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 当时!鲁迅的好友
许寿裳被蔡元培延揽到部做事!他向蔡推荐了鲁迅$许寿
裳回忆说%& 其时一切草创!规模未具!部中供给膳食!每
人仅月支三十圆$我被蔡先生邀至南京帮忙!草拟各种规
章!日不暇给!乘间向蔡先生推荐鲁迅$ ' 蔡元培与鲁迅
同为绍兴老乡!对其早有耳闻!听了许寿裳的推荐十分高
兴!马上请他驰函延请$

鲁迅自日本回国后! 先后在杭州和绍兴的一些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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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诺贝尔文学奖

$%!$

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中国作家莫言成为本年
度文学奖得主$ 为中国文学问鼎诺奖实现了零的突破$

这一殊荣! 激发了国人的文化自豪感! 诚如外媒所
言! 莫言获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过去数十年
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突如其来的圆梦!种种议论!引发可以想见的& 喧哗
与骚动' !也透出& 小说的经验' 之外的& 盲目' $ ( 引号
内为历年诺奖得主代表作书名)

顷见有博客文章说莫言!论其思想不如
&

!论其激情
不如

'

!论其人性通透不如
(

!论其诗意机巧不如
)

**

云云!其实这是一种误读$ 今次莫言的得奖理由是他& 将
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融合在一起的虚幻( 或幻觉) 现实
主义' ,由此可知!虽有其他因素影响!但创造性"想象力
仍然是诺贝尔文学奖估衡的基准和底线$ 试观历年获奖
的小说类作品!不难见出其选择标准是宁芜杂而非整饬!

宁犷野而非精致!宁纷繁而非有序$重在叙事模式的超越
的运用! 多具有超拔的空间想象力" 形象推理及结构能
力!天才的预见能力!对读者造成一种惊心动魄的心灵激
动$这类作品对人类历史和未来的忧患意识!道心微意中
融汇深远的想象及敏感的记录!文学价值也相形见高!不
宜以拘谨的审美方式来对待$

当然!诺奖文学奖是非常重要的奖项!但并不等于只
能对其顶礼膜拜$假如将百余年来未得诺奖的世界名作家
排出另一阵列!甚至两个三个阵列!仍可与诺奖文学奖的
队伍并驾齐驱!颉颃上下而难分轩轾$譬如以托尔斯泰"契
诃夫"易卜生"卡夫卡"博尔赫斯**领队为一阵列!老舍"

钱钟书"沈从文甚至曹乃谦为领队又一阵列!足以傲视诺
奖队伍!照见其苍白!使其中相当部分作者自惭形秽$

在全媒体无孔不入的时代!许多文化现象都增添了娱
乐性!大凡一个影响超卓的大奖!其得主总不免成为娱乐
的对象$ 其家庭背景"婚姻状况"住房大小"收入支配**

自有媒体推波助澜$ 人们对轶事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其艺
术成就的探询!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比文学更近于人们的一
般生活,另一种原因也是文学流于黯淡空洞所致$ 即以诺
奖而言!评委对于他种语文多为文盲!接收信息"阅览文本
只能靠翻译!而翻译的质和量均令人不敢恭维$ 导致二三
流作家跻身辉煌的奖台!一流大师反而向隅的情况也所在
多有$钱钟书因诺贝尔文学奖评奖一事!为巴金打抱不平!

斥某人曰& 你有投票表决权吗
*

作为汉学家!你都做了些
什么工作

*

巴金的书译成那样!那种烂译文本谁会给奖
*

中
国作品就一定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 别的国家的作
品为什么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

*

这有道理吗
*

' !并引用萧
伯纳的俏皮话说 & 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
的危害更大$' !详见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第二章"一九

九一年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这种情况往往令诺奖
丧失对一流作家的认证资格! 沦为二流作家与出版商的
狂欢福地$ 再就作家方面而言!今之作者距伟大人文理想
渐行渐远!许多人隆名之下其实并非重量级的大手笔$ 文
学整体衰微贫血!因此也不能全怪评委及其机构$

文学的评估!固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尺!但读者和
时间却可以作最终的判断$文学的真正价值!权威性和影响
力!和近世出现的诺贝尔文学奖关联甚大!但真正决定其生
命力的!还是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认可!以及时间的淘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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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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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评弹

亲情有极限

戏曲-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大家几乎都耳熟能详了$ 这
个故事来自于清代小说- 三侠五义. %宋真宗的嫔妃刘氏+李
氏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工于心计的刘妃将李氏所生
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怪
罪下来!李妃逃往民间!刘妃遂被立为皇后$后来!李妃所生男
婴即位!为宋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与双目失
明的生母李妃相见!而身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杀$

这个故事虽有历史原型!但基本属于虚构$ 事实上!仁
宗的亲生母亲应为李宸妃$她地位很低!仁宗生下以后就被
送给刘后抚养$刘后像对待亲儿子一样把仁宗养大$真宗死
后!刘后开始垂帘听政!一直到李宸妃死去都没让仁宗知道
真相$ 直到刘后也去世了!才有人告诉仁宗!他的亲生母亲
乃是李宸妃!是被刘后虐待死的$宋仁宗闻听!嚎啕大哭!立
即派兵包围了刘府!准备报复刘氏家族!同时!亲自去李宸
妃的葬地祭奠$ 在众人围观之下!棺椁打开!只见里面装满
了水银!用以保持尸体不坏!李宸妃面色如生!神态安详!穿

剩女的情惑

偶然路过长沙烈士公园朝晖楼!这座貌不惊人的小楼
已经依偎在年嘉湖畔二三十年!至少从我四五岁第一次进
烈士公园起!朝晖楼就已经存在$ 眼前的朝晖楼一如二三
十年前一样!没有多少变化!朴实而沉静!而楼外的小商店
越来越多$ 迎着烤羊肉串的香气!我看见很多人围在朝晖
楼旁一棵桂花树下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出于好奇!我走到
树下!定睛一瞧!原来它成了相亲者聚集地**

& 剩女'的比例!随着房价的节节攀升+就业率的逐年
下降!而稳步上涨$ 女孩子们开始抱怨男性愈来愈没有责
任感!婚姻的功利色彩愈来愈严重,反过来!男性也埋怨女
孩子们过于现实!面对职位+车+房!男性不堪重负**我
望了望桂花树上挂的相亲者卡牌!果然不出所料!& 剩女'

占了绝大部分!几乎个个优秀!有的年纪也不大!

$$

+

$+

岁
而已!好几个毕业于&

$!!

' 重点大学**再一看男性的
标牌!& 剩'男优秀的真的不多!学历普遍不如& 剩女' !有
的贴了照片的!一看相貌就让人想到& 武大郎' **

来相亲的!都是那些& 剩男' +& 剩女'的家长$有位父
亲感叹道%& 我们着急!我屋里妹子不着急!你看怎么办/'

那边厢!两对夫妇拿着照片在交流意见!男方觉得女方形
象+身高不行!而女方又嫌弃男方收入低**世间万象!亦
是非常有趣的$

相亲乃至婚姻这种事!纯靠缘分!急也急不来$ 你爱
的人不爱你!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事!强扭的瓜不甜!

放之四海而皆准$ 我认识的一个女性!和一个& 官二代'

自由恋爱!婚后!她常跟友人说老公如何追她+如何对她
好$ 实际呢!一度!她老公000当时的男友跟她玩& 人间
蒸发' !她拖着& 闺蜜' 上男友家谈判!面对男友家人一
张张冷漠的脸!哭着要男友负责!这才如愿嫁入& 豪门' $

婚后!婆婆的挑剔从未停止过!老公常年不归家**正所
谓&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

有时候!我觉得一切远距离的情感都是美好的$ 有一
次!从长沙飞往北京!飞机起飞前!我旁边的一位摩登女郎
拨打手机!手机里传来一个青年男人的声音!对方先是问
她在哪里!她说在北京$ 对方便说自己在重庆出差!她说%

& 你不是在躲我吧/ 呵呵1 '他们估计以前有过情感瓜葛$

女郎问对方结婚了没有!良久!女郎又说%& 单身久
了!都是这样啊1 下次!我来北京!你可得请我吃杯小酒
啊!不然!我太没有面子了$ 我现在其实还在长沙!马上
飞去北京相亲呢!祝福我吧1 **'

我猜!女郎心里一定还是放不下那位男士!假如那位
男士对她说%& 你不要去相亲了!你来重庆吧1' 我预计女
郎会毫不犹豫地从首都机场再飞向重庆**

到达北京时!我的手机短信声响了$ 我瞄了一眼!是
一个& 奔四'& 女文青' 发来的!她说她刚和一个四十几
岁的大富翁相亲!对方有一个两个多月的女儿!她言道%

& 我哪里有那份慈悲心啊1 喝了一杯咖啡!立马跑了1 '

在这个世界上!到哪里能找到和自己和节拍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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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旅途

中
年
鲁
迅

教书!境况并不得意!早有离开的想法了!这时接到了许寿
裳的信$对于此事!他在- 范爱农.中这样说%& 然而事情很
凑巧!季弗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 爱农( 指范爱农) 也很赞
成!但颇凄凉!**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 ' 鲁迅
信中的& 季弗' 即许寿裳$

鲁迅到教育部之初!职务是部员!政府机关里最低等
的公务员!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科员$ 后来民国政府搬到北
京! 鲁迅也随蔡元培北上! 在宣武门外的山阴会馆借寓$

!"!$

年
,

月
$!

日!鲁迅升任教育部佥事!五天后又兼社
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教育部当时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
和社会教育三个司! 鲁迅所在的社会教育司主管图书馆+

博物院+动植物园+美术馆+体育游戏场+感化院及其他社
会教育事务$从

!"!$

年
,

月直到后来离开!鲁迅在教育部
始终担任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鲁迅从民国肇始即在教育部做事! 直到
!"$-

年
,

月
离开北京!几乎贯穿了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众所周知!

北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政权由各个派系轮番
把持!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 鲁迅在这种环境
里!为什么一干就是十几年呢/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原因!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为了
& 弄几文俸钱' !以养家糊口000看来!当时的公务员就是
个热门职业$

去南京之前!鲁迅在浙江教书!一月工资
+%

块大洋!到
教育部以后!收入一下子就涨出了好几倍$ 担任科长后!月
薪

$%%

多元! 以后又加到
+%%

元$ 据鲁迅
!"!$

年
.

月
/-

日的日记记载%& 晨收本月津贴
-%

银洋$ '这是鲁迅到教育
部后第一次记录收入情况$ 除工资外!鲁迅还有一些额外收
入!譬如稿费+讲课费+车马费等等!收入应该说还是比较高
的$ 知名学者陈明远写过一本名为- 鲁迅时代何以为生.的
书!其中详细列举了鲁迅在教育部期间的收入%

!"!$

年
0

0

.

月!每月津贴
-%

银洋,

,

0

"

月!每月& 半俸'

!$0

银洋,

!%

月后定薪俸
$$%

银洋,

!"!+

年
$

月后薪俸
$1%

银洋,

!$

月

后仅有九成即
$!-

银洋,

!"!1

年
,

月薪俸
$,%

银洋,

!"!-

年
+

月后
+%%

银洋$

!"$%

年后军阀混战!教育部经常拖欠
工资!但即使如此!每月也有

$%%

银元左右的固定收入$

在民国年间!文人买个四合院似乎是家常便饭$ 鲁迅
分别在

!"!"

年和
!"$1

年买过两个四合院! 一大一小!大
者

+0%%

元!小的
!%%%

元$ 鲁迅
!"!"

年的年收入是
+-%%

元!不吃不喝!刚好够数 ,

!"$1

年教育部拖欠薪水!只有
$-%%

余元!不过买个小四合院!也不是什么难事$

!"$0

年
,

月!鲁迅因参与& 女师大风潮' 被北洋政府
免职$ 他随即向平政院投递诉状!将教育总长章士钊告上
了法庭$ 当时的行政诉讼与普通民刑诉讼分离!平政院是
普通法院之外专门处理行政诉讼的机关$

,

月
+!

日!鲁迅
亲赴平政院纳诉讼费

+%

元,

"

月
!$

日! 平政院正式决定
由该院第一庭审理此案$

!"$-

年
$

月平政院作出裁决!取消教育部对鲁迅的处
分!判定鲁迅胜诉$

+

月
+!

日!国务总理贾德耀签署命令!

转述平政院& 依法裁决教育部处分应予取消' 的结论!命令
教育部& 查照执行'并恢复鲁迅的职务!这场民国历史上的
著名官司以鲁迅胜利而告终结$但鲁迅并没有继续干下去!

!"$-

年
,

月!他与许广平携手南下!开始了新生活$

戴着皇后的服装$此事足见刘后对李宸妃的厚待!传言是
不真实的$仁宗这才消除了怒气$据- 邵氏闻见录.记载!

李宸妃死后!刘后本计划按一般宫人下葬!但丞相吕夷简
建议她厚葬之$ 以免将来仁宗了解实情后对刘氏家族不
利$ 刘后采纳了吕夷简的建议!皆大欢喜$

宋仁宗是历史上最具人情味的皇帝之一$ 他在位几
十年!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修养生息!使宋朝达到一
个发展的顶峰$ 而他在对待亲生母亲的反应上!也体现一
个正常人应该拥有的亲情感受! 这对掌握一个国家的人
来说堪称不易$ 还有一出戏叫做- 刘安杀母. $ 故事内容
为!汉朝老皇帝去世!太子刘安即位为新皇帝$ 此时刘安
的母亲( 亦即皇后) 的前夫安百川来访!两人见面相拥!

正好被前来问安的刘安看到$ 刘安瞠目结舌!质问母亲这
是怎么回事$ 母亲说!自己当初被强行带入宫时!已为人
妻!且身怀有孕!后来生下来一男!起名刘安$ 这个& 安'

字就是为纪念自己的前夫安百川的$ 也就是说!安百川才
是刘安的亲爹! 老皇帝只是替安百川尽了一下抚养义务
而已$ 你说!刘安这时该怎么做/ 在戏中!刘安有如下独
白%& 往日里坐龙椅威风八面!今日里穿龙袍惶恐不安$这
皇位本来就人人想占!众皇子对我都虎视耽耽$ 这秘密实
在是怕那遮掩! 只怕是一朝败漏现庐山**要想坐稳金
銮殿!必须立即把娘嘴封严!事态严峻须当机立断!狠下
心来送皇娘赴黄泉**'于是他端了一杯毒酒献给母亲!

而母亲也明白了儿子的心思!最终含恨喝下了这一杯酒$

历史上的刘安是刘邦的孙子! 确为皇族! 但没当过皇
帝$不过!这出戏中!小皇帝的反应倒是正常的$一个人掌握
的权力越大!他对人性和人情的切割就越彻底$凡人概莫能
外$ 蔡京晚年为了保住职位!天天和亲生儿子争权夺利!在
皇帝面前争宠!互讲对方坏话$ 唐太宗李世民!中国第一个
盛世的缔造者!为了夺位可以杀掉亲哥哥和亲弟弟$毅然决
然!手段老辣$ 在夺权和固权的过程中!人性和利益必然冲
突!选择后者的人才能步步上升!选择情谊的一方自动退出
了利益之争$ 残酷的现实!更衬出宋仁宗之可贵$

莫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