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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暗交织、主副互补的两条线索

鲁迅小说《弟兄》知名度不算高，读者约略知

道其得名与“周氏兄弟”始则“怡怡”终于“失

和”有关，但比起涉及同类题材的《伤逝》《颓败

线的颤动》《铸剑》等，《弟兄》的艺术感染力似嫌

不足。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李长之就认为《弟兄》

“写得特别坏，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1］，专门以

《弟兄》为题的论文至今也不过 20 篇上下。

《弟兄》最醒目的特点是通篇平行叙写张沛君

张靖甫“兄弟怡怡”以及沛君的“公益局”同事秦

益堂二子争斗。“兄弟怡怡”是正面落笔的主线明

线，二子争斗是侧面穿插的副线暗线。一主一副、

一明一暗，对比叙事，互文足义，此法常见于古今

小说。《红楼梦》主线明线写北方贾府和贾宝玉，

副线暗线写江南甄府和甄宝玉。甄贾并举，既是

小说修辞策略，更关乎作者家世生平。《弟兄》亦

然，沛君为弟弟靖甫求医问药的情节主线实写和明

示当时北京读书界知者甚众的鲁迅周作人“兄弟怡

怡”，秦益堂二子“为钱”争斗的副线则虚写和暗

示 1923 年至 1924 年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两

个关键点：失和之后多人目睹的一次激烈争持，以

及鲁迅后来常将失和主因归结为“经济”。

主线之中又埋伏沛君心理活动的暗线。沛君开

始因中医误诊靖甫为“猩红热”而极度焦虑，寻思

靖甫死后他一人无法维持两家生计，后来西医确诊

只是“疹子”，沛君如释重负，但因劳累过度而发生

断断续续的白日梦，梦见靖甫死后，他操办丧事赢

得众人称赞，却又偏心不让靖甫儿子上学，还虐待

这孩子，因此遭众人攻击。沛君的暗自寻思与白日

梦都说明一旦出现经济危机，表面上的“兄弟怡怡”

和秦益堂二子因钱财争斗，其实并无差别。正如有

学者所指出的，本来平行推进、看似无关的主副线，

就因沛君上述内心活动而实现了“明显的对比与联

结”，由此造成“结构的反讽”［2］。但《弟兄》之

“反讽”或一般所谓“讽刺”还远远不止于此。

真实生活中“兄弟怡怡”众所周知，作者如何

将此写入小说，论者亦夥，但其中诸多细节，仍有

待继续探索。至于“兄弟失和”，因当事人和少数

圈内人士三缄其口，偶尔透露的内容又互有出入，

始终难窥真相。惟其如此，《弟兄》对“失和”的

影射就值得关注。这并不在于能否揭示真相，而在

于由此可感知当事人之一鲁迅的态度，更可探究文

章高手如鲁迅怎样在小说中处理私生活敏感问题，

他能否在作品中夹带与私生活有关的“私货”而收

一石二鸟之效：既向某些关系人传达明确信息，又

避免过于“专化”，让一般读者也能从中获得人生

和艺术的感悟。

这是阐释《弟兄》最大的困难。以往要么将

《弟兄》二重暗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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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纯粹作为探究“周氏兄弟”关系的材料，

罔顾小说毕竟不是生活“实录”而包含了艺术创

造；要么严格地就小说论小说，将“周氏兄弟”的

家事排除在外。在生活原型和艺术创造之间如此各

执一端的做法据地极坚：前者继承中国传统将小说

看做纯粹生活实录的影射索隐之学，后者恪守现代

虚构小说学的金科玉律，在分析小说创造的形象时

竭力防止生活原型与“本事”过多介入。

鲁迅说《彷徨》“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

较无拘束”。若创作《弟兄》时“思路也似乎较无

拘束”，则解读《弟兄》，固然不必全盘接受传统

的影射索隐之学，但也不可迷信现代虚构小说学的

那些金科玉律。

二 周作人的“好打算”

周作人在《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第 24 节《弟

兄》中说，“关于这篇故事，我没有别的什么考证，

只是说这主要的事情是真实的”。为证此说不妄，

他摘抄了自己的未刊日记，显示他是 1917 年 5 月

8 日发病，13 日和 16 日先后请德国医生格林和狄

博尔诊治，格林排除了猩红热，“云是疹子”。此后

病势渐轻，28 日即告痊愈。对照日记和小说所写

沛君为靖甫治病全过程，周作人坚信二者高度吻

合。他还指出其他细节也都实有其事。比如“同兴

公寓”就是当时他和鲁迅同住的绍兴会馆。德国医

生诊金确为五元。给靖甫验小便，靖甫预备翻译病

中收到的“索士”寄来的书，都是事实。沛君看纸

窗上日历“写着两个漆黑的隶书：廿七”，这跟周

作人日记所记病愈为 28 日，只一天之差。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再

次强调，《弟兄》“是写我在一九一七年初次出疹

子的事情”，“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鲁迅

为周作人治病，并不止 1917 年这一次。“又记得

一九二一年，作人养疴在香山碧云寺，因为费用

浩大，鲁迅又四处奔走，借贷应急，并且时常前

往护”［3］。这一素材可能也化入了小说。许寿裳也

说“同兴公寓就是绍兴会馆的改写”，“沛君的生活

就是鲁迅自己生活的一面。所写的环境，如公益局

办公室里缺口的唾壶，折足的破躺椅，以及满室的

水烟的烟雾，都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里的情

形”［4］。许和鲁迅当时同在教育部办公，这点他有

发言权。

周作人在写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鲁迅小说中

的人物》和 60 年代初《知堂回想录》中反复断言

《弟兄》所写全是事实，是想强调鲁迅创作这篇小

说的动机在于抒写对“兄弟怡怡”的眷恋，并“公

表”他对“兄弟失和”不出恶声的态度。他还说这

就犹如鲁迅 1934 年 4 月 30 日致曹聚仁、1934 年

5 月 6 日杨霁云信那样，对他那首闹得满城风雨的

五十自寿诗“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芥蒂”。

周作人认为所有这并非一时隐忍，而显示了鲁迅的

“态度的伟大”。鲁迅信徒应该从这方面学习鲁迅。

他本人历来对“兄弟失和”坚持“不辩解”，便是

学习鲁迅之一例。

从 1936 年写《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开

始，周作人不断与包括他所谓“鲁党”在内的广大

读者谈论鲁迅。上世纪 50 年代初至 60 年代初解说

《弟兄》时，他要跟对他多所指斥的许广平对话的

愿望更加强烈。周作人绝口不提秦益堂二子争斗这

根副线，就是打着“学习鲁迅”的招牌绑架读者，

包括正在周扬邵荃麟等“指导”下撰写《鲁迅回忆

录》的许广平［5］。他的潜台词是：鲁迅在《弟兄》

中如此眷恋“兄弟怡怡”，毫不追究“兄弟失和”，

“学习鲁迅”的人岂不也该如此吗？这个逻辑一旦

成立，他就不必因“兄弟失和”承担罪责，他对

《弟兄》掩耳盗铃的解读也就顺理成章。

《知堂回想录》还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

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

的”。此语既出，一片哗然。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

的强烈对比。他说《伤逝》“空灵”，却将“空灵”

之作坐实为“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他说《弟兄》

“全是事实”，却对秦益堂二子相斗的副线视而不

见。“空灵”的《伤逝》有利于掩饰他在“兄弟失

和”中的尴尬，当然要充分利用。“全是事实”的

《弟兄》这条副线很像“兄弟失和”之后多人见证

的一次激烈争持，也指向失和的经济原因，一旦与

主线互补，必将暴露周作人不愿触及的“兄弟失

和”，他当然要竭力回避。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有利氛围中，周作人只



81

《弟兄》二重暗讽结构

谈《弟兄》主线而不提副线，又独辟蹊径，诱导读

者把《伤逝》的“悔恨与悲哀”当做鲁迅“哀悼兄

弟恩情的断绝”。这就造成一种强烈暗示，似乎鲁

迅写《弟兄》只是围绕“兄弟怡怡”打转，不敢触

及“兄弟失和”——在这件事上鲁迅心里有鬼。这

跟周作人在绝交信末尾煞有介事地请鲁迅“安心，

自重”，如出一辙。

要说周作人只注意写实之“真”而完全忽略虚

构之“诗”，倒也未必。他对秦益堂二子相争这条

副线视若无睹，却两次提到沛君的心理活动。在

《鲁迅的青年时代》之《鲁迅与〈弟兄〉》中，周作

人抄录了《鲁迅作品中的人物》里关于《弟兄》的

分析之后，又加了一段话：

沛君与靖甫很是友爱，但在心里沛君也不

能没有私心，他怕靖甫死后遗族要他抚养，怕

待子侄不能公平，于是造成了自己谴责的恶

梦。事实上他也对我曾经说过，在病重的时候

“我怕的不是你会得死，乃是将来须得养你妻

子的事。”

周作人抖出鲁迅私下对他说的一句话，认为这

就是沛君“私心”的生活原型，又说同样写“弟

兄”的《风筝》是“重在自己谴责，而这些折毁

风筝等事乃属于诗的部分，是创造出来的。”这又

是在暗示鲁迅写《弟兄》，除了眷念“兄弟怡怡”，

更是和《风筝》一样，“重在自己谴责”。

《知堂回想录·一一二复辟前后一》再次提到

沛君的梦，其笔法诚可谓曲折曼妙：

在我的病好了之后，鲁迅有一天说起，长

到那么大了，却还没有出过疹子，觉得很是可

笑，随后又说，可是那时真把我急坏了，心里

起了一种恶念，想这回须要养你的家小了。后

来在小说《弟兄》末尾说做了一个恶梦，虐待

孤儿，也是同一个意思。前后相差八年了，却

还是没有忘却。这个理由，我始终不理解，或

者须求之于佛罗伊德的学说吧。

明明说是“诗的描写”，却又说这就是鲁迅的

“同一个意思”，即鲁迅当时所起的“恶念”以及

后来对“恶念”的“自己谴责”。说得已经很清楚，

却又故意显得茫无所知，“或者须求之于佛罗伊德

的学说吧”［6］。“佛罗伊德的学说”有释“梦”的，

也有说“性”的，求助那部分呢？联系上下文“养

你妻子”“养你的家小”，多半还是跟“性”有关

吧。关于“兄弟失和”，周作人夫妇对鲁迅的责难

不就始终以“性”为中心吗？

对鲁迅可以暗射一箭的机会，周作人绝不放

过。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弟兄》（包括《伤

逝》《风筝》）的一连串解读，可谓公然掩耳盗铃、

避实就虚、故弄玄虚、指鹿为马。这不禁令人想起

《祝福》中卫老婆子赞叹祥林嫂精明强干的婆婆：

“吓，你看，这多么好打算？——”

三 许寿裳的瓜葛

周作人对《弟兄》做出上述解读，很大程度上

也是针对死去十多年的许寿裳而发。许寿裳与周作

人虽不及跟鲁迅那样亲密，但情谊深厚也非同一

般。周作人 1917 年 5 月 21 日和 28 日日记有“下

午季笰贻菜汤一器”、“上午季笰贻炖鸭一器”的记

录。多年后他还念叨其“特别鲜美”，“为生平所未

有”，一直记忆犹新。

许寿裳早就察觉鲁迅对家庭经济和人际关系的

担忧，曾劝说周作人要为大哥分忧，管束羽太信子

别乱花钱。但他的劝说不仅无效，反而引起周作人

的猜忌，认为他偏袒鲁迅。许寿裳说：“作人的妻

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

顺，内怀掑忌。作人则心地糊涂，倾听妇人之言，

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

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

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

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

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

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

洗也洗不清呢？”［7］当时周作人正以“汉奸”罪身

陷囹圄，不知是否及时读到许文，反正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初撰写回忆录（《知堂回想录》）时，他终

于倾泻了对许的不满。

周作人选择的突破口出人意料：许寿裳说周作

人夫妇在 1924 年 6 月 11 日激烈冲突中打电话招来

张凤举徐耀辰两人，“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

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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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8］。周作人抓

住“外宾”大做文章，说张、孙跟他们兄弟相熟，

都是“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怎能说是“外

宾”？不管“外宾”一词出自鲁迅之口，还是许寿

裳转述时添加的，文章老手周作人都不该有什么误

会。许寿裳或鲁迅所谓“外宾”无非指周家以外的

朋友。这是周作人故意胡搅蛮缠。有了这个“得胜

头回”，他就开始倾泻对许寿裳积压多年的愤恨，

甚至不惜辱骂早在 1948 年就被暗杀于台湾的故人

是“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

尽管周作人在上世纪 50 年代还对故人耿耿于

怀，但在对《弟兄》的解读上，他与许寿裳竟有高

度一致之处。许寿裳注意到《弟兄》写秦氏兄弟争

斗这条副线，但认为这是“揭发旧社会的病根。虽

说是陪衬之笔，却使作品更觉得丰腴有味”［9］。许

寿裳也不愿深究这条副线的所指，这倒深得周作人

之心，所以他一面对许寿裳偏袒鲁迅深致不满，一

面又将许寿裳对《弟兄》的解读方式推向极致，强

调《弟兄》只是写他本人 1917 年那次“出疹子”，

绝口不提小说副线可能涉及六年后的“兄弟失和”。

其实正是周作人刻意回避、许寿裳给予错误解说的

副线补足了周作人和鲁迅关系的另一半，即“兄弟

怡怡”之后的“兄弟失和”。鲁迅确实对“兄弟失

和”不出恶声，但《弟兄》对此并不“讳莫如深，

欲言又止”［10］，而是巧妙地通过小说副线的配置，

对“兄弟怡怡”的另一面即“兄弟失和”有所影

射、有所交代。这是周作人不愿面对的。

四 文本内外两个细节：争斗与“为钱”

秦益堂说他的两个儿子“从堂屋一直打到门

口，我怎么喝也喝不住”［11］。这一细节跟鲁迅和

周作人夫妇之间一次激烈冲突非常相似。

鲁迅日记有三处直接涉及“兄弟失和”。首先

是 1923 年 7 月 14 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

具一肴，此可记也”。当天在鲁迅和周作人妻羽太

信子之间不知发生了什么，迫使鲁迅被迫分爨，这

在一向聚族而居融融泄泄的八道湾大宅可谓咄咄怪

事，周作人再怎样麻木，也不可能全无察觉。接下

来的三天周作人可能一直询问羽太信子，羽太信

子起初不肯说，直到 17 日才向周作人坦白（编造）

了某种骇人听闻的“真相”。这就引起鲁迅 1923

年 7 月 19 日的一段日记：“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

邀欲问之，不至”。当天周作人亲手交给鲁迅一封

口气异常严冷的绝交信，鲁迅阅后，“遣役工传言

来谈”［12］，竟遭拒绝。7 月 26 日上午鲁迅“往砖

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8 月 2 日下午

“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此后半年鲁迅四

处奔走，看屋议价，借款，成交，装修，还生了

三十九天的重病，终于 1924 年 5 月 25 日携朱安和

鲁母正式搬入新购置的西三条胡同 21 号。安顿下

来后，6 月 11 日再回八道湾取书物，这就有了日

记第三次对“兄弟失和”的记录：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

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

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

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

书、器而出。

据借住鲁迅旧居的章川岛说，他听见周作人开

骂，赶紧跑去现场（日记所谓“西厢”），看见“屋

内西北墙角的三脚架上，原放着一个尺把高的狮

形铜香炉，周作人正拿起来要砸去，我把它抢下

了”［13］。许寿裳则听说“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

掷入”［14］，这和川岛描述的是周作人同一个动作，

还是他们各自看到与听到的周作人先后两个不同的

攻击，不得而知，因为川岛并非始终在场。周建人

说鲁母告诉他，鲁迅也“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

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15］。这

次至少有三个“外宾”目睹的激烈冲突真不啻小说

《弟兄》副线所写秦益堂二子相争细节（“从堂屋一

直打到门口”）的现实版。

鲁迅后来私下对许寿裳、郁达夫、许广平、周

建人等提及“兄弟失和”，始终强调起因是经济上

的分歧，亦即“为钱”。这与小说中沛君分析益堂

二子相争的原因如出一辙，即小家庭收支与大家

庭“公账”的矛盾。周作人、周建人两家在绍兴时

由鲁母主持家政。1919 年底举家搬到北京，改由周

作人妻羽太信子当家。周建人对羽太信子的铺张浪

费有很详细的描述［16］，鲁迅认为他和周作人挣得

虽多，但架不住羽太信子这样大手大脚地花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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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多番劝导周作人（老友许寿裳也“竭力解释开

导”），不料非但毫无效果，反而招来羽太信子的

忌恨，乃至造作澜言，挑拨平时不问家务、为人极

“昏”而又“惧内”的丈夫跟大伯的关系，最终导

致“兄弟失和”。

早在 1921 年 9 月，羽太信子就将不拿钱吃白

饭的周建人逼到上海谋食去了。周建人推测羽太

信子 1923 年 7 月挑起事端，初衷可能只想打击鲁

迅，让他不再妨碍自己花钱。不料鲁迅一怒搬出八

道湾，公然对抗她的权威，也使她失去了一棵摇

钱树，而周作人“助纣为虐的结果，就是他此后独

力养活他那一大帮妻族”［17］。夫妇二人恼羞成怒，

这才有 1924 年 6 月 11 日对鲁迅的“骂詈殴打”。

小说文本内外都有打架场面，虚构的秦氏兄弟

暗讽真实的“周氏兄弟”。同事们交口称赞沛君兄

弟“将钱财两字不放在心上”，这只是表面现象，

一旦发生危机，沛君满脑子也是“为钱”而忧患。

这不仅和秦氏兄弟“为钱”而“打起架来”如出一

辙，更影射了现实中“周氏兄弟”因经济纠纷而

“失和”。小说主线和副线、文本内外虚构与真实

打成一片，造成叙事上微妙的二重暗讽结构。

五 “公债”与“国库券”

《弟兄》写秦氏兄弟相争，起因是“老三说，

老五折在公债票上的钱是不能开公账的，应该自已

赔出来……”。“公债”这个细节，秦益堂说了三

遍，无非是“老三”指责“老五”在“公债票”上

“折”了钱，不肯自己承担，却要“开公账”，转

嫁给大家庭的财政。

这里提到的“公债”也有“本事”。《鲁迅日

记》九次提到“公债”及相关的“国库券”，竟有

五次与“二弟”周作人的事出现在同一天，其中一

次还涉及羽太信子在东京的娘家。

1913 年 8 月 27 日，“上午寄二弟信（六）。收

本月俸百七十元，余七十元为公债票，未发。”北

洋政府依前清旧例发行“国债”，以充国库空虚。

国债分国库券和公债两种。国库券为一年以内（含

一年）债券，利率低，但高于定期存款，流通性

好。公债为一年以上中长期债券，利率高，但风险

系数大，变现能力差。教育部给部员的俸银，1912

年就经常只发“半俸”，后来干脆抵以“公债票”，

且并非当月付，而是先记账，日后补发，如 1913

年 8 月 27 日鲁迅日记所记。

1913 年 9 月 26 日，“下午收本月俸银一百七十

元，其公债券七十元云于下月补发。得二弟信，弐

十日发”。

1913 年 10 月 27 日，“上午寄二弟《古学汇刊》

第五、六编共四本。午后收本月俸银一百七十元，

其公债券七十元仍未发。”

1913 年 8、9、10 月鲁迅俸银中所欠公债部分，

1914 年 3 月 5 日终于有了着落：“午后取得国库券

三枚，补去年八月至十月所折俸者也。”

拿到三个月的“国库券”，接下来怎么办？

1914 年 9 月 14 日记：“午后以去年所得九、十两月

国库券二枚买内国公债一百八十元”。或许鲁迅一

开始不明白“国库券”和“公债”的区别，或者政

府后来变卦，总之 1914 年 3 月 5 日他拿到的工资

缺额部分并非起初所说的“公债（券）”而是“国

库券”。因此 1914 年 9 月 14 日鲁迅又将实际拿到

的利率较低的“国库券”兑换成利率较高但风险更

大的“内国公债”。为何要冒险？无他，欲求获利

更多也。

1914 年 10 月 26 日，“上午寄二弟书籍一包——

收本月俸钱二百八十元，即买公债百元，抵以旧

有之国库券，不足，与见钱。”9 月 14 日兑换“公

债券”时只用掉去年九、十两月的“国库券”，本

日用以兑换“公债百元”的“旧有之国库券”，可

能是 3 月 5 日补发的去年 8 月的“国库券”七十

元。但这七十元“国库券”不够换“公债百元”，

鲁迅只好付给“见钱”即现款。所谓“见钱”，是

拿七十元“国库券”兑换“公债百元”的不足部

分，还是根本就没有拿出七十元“国库券”，干脆

用“见钱”买入“公债百元”？

1915 年 2 月 6 日，“午后往交通银行以豫约券

易公债正券”。前几次以“国库券”兑换或以“见

钱”买入的只是“公债券”的豫约券，本日鲁迅不

得不又去用预约券换得“正券”。

1915 年 3 月 3 日，“ 上 午 寄 二 弟 及 三 弟 信

（十五）——往日本邮局寄羽太家信并银二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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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子学费八元，三月至六月分。往中国银行以豫

约券换公债票。”鲁迅本日料理完尚在绍兴的二弟

三弟事之后，又去日本人在北京开设的邮局，给远

在东京的“羽太家”写信，附上十元，外加八元给

羽太信子妹妹福子交付三至六月的学费，然后再去

中国银行，用豫约券换得公债券的“正券”。终于

换得一些利率较高、风险更大的“公债正券”，能

否顺利变现？1915 年 6 月 13 日的日记与此有关：

“往李铁拐斜街，欲卖公债票充用，不得”。这是

想把公债券变现而失败的记录。

1927 年 6 月鲁迅准备离开中山大学时，仍持

有未能变现的“国库券”，他在 6 月 12 日致章川

岛信中自嘲说，“我现在因为有国库券，还可取几

文钱，所以住在这里”，“如暑假前后，咱们的‘介

石同志’打进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果真回北

京，还会继续努力，将捂在身上十几年的“国库

券”变现吧。

早 在 1925 年 4 月 29 日 所 作 的《 灯 下 漫 笔 》

中，鲁迅就因为兑换钱钞之事发过一通著名的议

论：“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

分喜欢”。《灯下漫笔》提到“钞票”“中交票”是

否包括日记中的“公债正券”或“国库券”，有待

考证［18］，但鲁迅在钞票和现银之间一惊一诧，跟

他在国库券 / 公债豫约券 / 公债正券 /“见钱”之

间一喜一忧，并无二致。秦家“老五”为私利“做

公债”折了本，转嫁给“公账”，导致“老三”跟

他大打出手。鲁迅忍着“想做奴隶而不得”与“暂

时做稳奴隶”的悲哀被迫“做公债”（是否“折本”

不得而知），是为大家庭谋福利，最终竟和秦家

“老五”一样被家人咬住不放，且在外人面前蒙受

“骂詈殴打”。

“公债”也是小说夹带的“私货”。做“公债”

折本引起家庭纠纷，当时应不鲜见，读者完全可

以直接欣赏小说对秦益堂二子为“公债”争斗的描

写，由此窥破主线“兄弟怡怡”的两面性——表面

上沛君兄弟不似秦氏兄弟，实际上可能恰似秦氏兄

弟。但若了解“周氏兄弟”也有“公债”故事，自

然更添一种趣味。“兄弟怡怡”很容易“为钱”而

瞬间走向反面［19］，这是鲁迅所欲辨明的人生真相，

也是他要向周作人暗中传递的信息。

六 鲁迅塑造小说人物之一般原则

鲁迅向来反对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划等

号，对古代白话小说专事“影射”而无心追求普遍

意义的陋习尤其反感。在人物塑造上，他不喜欢专

用一个模特儿，因这容易受限制，难以进行艺术升

华。“模特儿不用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

的”［20］。《〈出关〉的“关”》又说，“作家的取人为

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这比较的易

于描写”，代价是容易被读者视为“作者在报个人

的私仇”。“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

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但

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

数”。鲁迅明确宣布，“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

鲁迅还考虑到有关的细节处理。《答〈戏〉周

刊编者信》说，“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

两个兄弟，为豫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

的坏角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

的”。这也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创作自由，“并非我怕

得罪人，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

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弟兄》中秦家

二子是“老三”和“老五”，这说明鲁迅的细节处

理也未能天衣无缝（他下面就有三个兄弟）。但这

是小节，关键在于小说创作“最好不要专化，却使

大家可以活用。”

既然如此，为何《弟兄》暗含了鲁迅自己、家

人以及看病的医生、教育部同事等那么多实际生活

素材，以至于周作人宣称“十分之九以上是‘真

实’”呢？这是否违背鲁迅一贯坚持的要避免“专

化”的原则？小说虚构的人物形象绝对不能涉及

真实的人事吗？对此鲁迅也早有答案：“但小说里

面，并无实在的某甲或某乙的么？并不是的。倘使

没有，就不成为小说”，“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

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

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

“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

罢。”［21］关键不在用不用原型，而是必须“手腕高

妙”，将无论怎样的原型加以改造。所谓“最好不

要专化”和“不相干”，也是概乎言之，《弟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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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例外，许多“书中人”对某些当事人和知情者还

是“相干”的。惟其如此，鲁迅才能一石二鸟，既

揭示某种普遍的人性和生活规律，又向若干“实有

的人”传达他自己对“兄弟失和”的态度。

七 《弟兄》“用典”

《弟兄》之“手腕”还包括适当“用典”，让熟

悉典故的读者从典故本身携带的文学史普遍意义角

度着眼，而不至于纠缠小说具体叙事与生活真实之

间一一对应的关系。

《弟兄》“用典”涉及《诗经》和《论语》。小

说结尾公益局同事月生夸奖沛君靖甫“真所谓‘兄

弟怡怡’”，“兄弟怡怡”引自《论语·子路》：“子

路 问 曰，‘ 何 如 斯 可 为 士 矣？’ 子 曰，‘ 切 切， 愢

愢，怡怡如也，可为士矣。朋友切切愢愢，兄弟怡

怡。’”同时也暗用“今典”，因为“兄弟怡怡”一

直就是当时圈内人士对“周氏兄弟”的赞誉之辞。

《弟兄》更多典故出自《诗经》。这不是一般

“用典”，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极为流行的“引诗”习

惯。比如月生所谓“令弟”，本是常见称谓语，但

既然用在秦氏兄弟和张氏兄弟鲜明对比的场合，就

不妨理解为暗引《小雅·角弓》“此令兄弟，绰绰有

余；不令兄弟，交相为癒”。月生夸沛君“你们真

是‘鹡鸰在原’”，这若非讽刺月生习惯说话掉书袋，

就是作者有意借他之口来用典。“鹡鸰在原”典出

《小雅·常棣》，《毛诗大传》认为该诗主旨是“周公

燕兄弟也。”后专指兄弟情谊美好。《常棣》与兄弟

有关的诗句还有“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丧乱既平，

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弟兄》此处引

诗，以局部代全体，表面只引一个四字成语，却檃

栝了全诗的二重含义：其一“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鹡鸰在原，兄弟急难”，这是月生夸赞沛君、

靖甫兄弟；其二“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是月

生批评秦氏兄弟。但小说写到沛君梦中袒护自己孩

子而虐待靖甫孩子，故也可理解为作者暗中讽刺沛

君、靖甫的关系并不像同事们看到的那样“兄弟怡

怡”，其实跟秦氏兄弟并无二致。

《弟兄》叙事上还有一个奇怪现象，即“有兄

弟而无夫妇”。小说写沛君多次闯入靖甫卧室，却

从来不提靖甫太太，也不提沛君自己的妻子，但又

明确交代两人都有家室。这大概因为靖甫生病的

“本事”是 1917 年周作人“出疹子”，那时二人同

住绍兴会馆“补树书屋”，家眷都在绍兴。但小说

不说他们住在首善之区的北京，只说“母亲又不在

这里”以及全家“住在小城里”，也不交代双方太

太和孩子是否在身边。有论者将“小城”落实为绍

兴，这实在低估了作者烟云模糊之法。

《弟兄》不写双方太太，虽有“本事”的根据，

但也是刻意回避。不妨对照“兄弟失和”之前两

篇同样涉及家事的小说。《兔和猫》（1922 年 10 月

作）中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竟有 20 次提到“三

太太”，并以“我们”暗示自己也有太太。《鸭的

喜剧》（1922 年 10 月作）则 4 次提到“仲密夫人”

即羽太信子。与此对照，《弟兄》回避沛君、靖甫

双方的家室却又不作特别说明，就是一种故作含糊

的安排，目的是诱导读者发问：在沛君为靖甫四处

奔波之时，靖甫太太何在？朱安与“兄弟失和”无

关，可忽略不计。《弟兄》不写沛君和靖甫家室，

主要是回避羽太信子。但此为欲盖弥彰的不写之

写，让读者益发想到鲁迅将“兄弟失和”的原因归

结为羽太信子进谗言和周作人之“昏”。

鲁迅告诉许广平，“周作人这样做，是经过考

虑的，他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

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

轻重，牺牲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22］。说

周作人在夫妇和兄弟之间“权其轻重”，熟悉《诗

经》的读者马上会想起《邶风·谷风》的“新婚

燕尔，如兄如弟”，以及《郑风·扬之水》的“扬

之水，不流束薪。终鲜兄弟，维予二人”。前者

将夫妇新婚之乐比作兄弟情谊，后者是新妇离间

兄弟关系，说什么关键时刻指望不了兄弟，还得

靠你我夫妇，“维予二人”。小说未引《邶风·谷

风》和《郑风·扬之水》，但对自幼熟读《诗经》

的读者，尤其对研究《诗经》颇有心得的周作人，

并不难从小说叙事逻辑和已经引过的《小雅·角

弓》与《小雅·常棣》连类及之。小说实际描写

与《邶风·谷风》和《郑风·扬之水》所谓夫妇

和兄弟关系形成鲜明反差：《诗经》说夫妇之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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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超过兄弟之情，小说则暗示兄弟之情远胜夫

妇之爱。

八 读懂小说之“条件”

解读、欣赏和评价类似《弟兄》这样写法特别

的小说，确实要看读者能否知悉其创作背景（《弟

兄》所涉鲁迅私生活之特殊内容），能否敏悟其独

特构思（《弟兄》主副线之虚实相生），能否了解

其潜文本（明引或暗引“旧典”）。

周作人说《弟兄》只是鲁迅眷恋“兄弟怡怡”，

素材（或“本事”）只有 1917 年他“出疹子”这一

件，“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这种解说提供

了第一手材料，也让我们窥见周作人的别具怀抱。

周作人一笔抹杀小说与生活实录之别，似乎鲁迅不

惜将小说“专化”为向他一人倾诉衷肠，这当然不

符合鲁迅的创作态度。

许寿裳说，“这篇小说的材料，大半属于回忆

的成分，很可以用回忆文体来表现的，然而作者那

时别有伤感，不愿做回忆的文，便做成这样的小说

了。这篇小说里含讽刺的成分少，而抒情的成分

多，就因为有作者本身亲历的事实在内的缘故”。

许氏肯定《弟兄》是“小说”而非“回忆的文”，

其说优于周作人，但他又说鲁迅因为“别有伤感”，

故“含讽刺的成分少，抒情的成分多”，这就又与

周作人殊途同归。所谓“抒情”，与“别有伤感”

同义，特指周作人所谓鲁迅对“兄弟怡怡”的眷

念。所谓“讽刺”，则是为超脱私人“抒情”之拘

牵，观照普遍人性。小说捕捉沛君一闪而过的恶

念，令认定“沛君的生活就是鲁迅自己生活的一

面”的许寿裳大惊失色，赶忙解释说“沛君的性格

是不坏的”，绝非四铭、高尔础一流人物［23］。

《弟兄》发表之初，沛君的形象就令人困惑，

赵景深《鲁迅的〈弟兄〉》一文认为“《弟兄》一

篇，盖讥讽人性之虚伪而作也。我们看张沛君口

口声声称赞自己兄弟和睦，不过是沽名钓誉，图得

人家称赞他几句罢了。”赵景深的证据是沛君那些

“凌乱的思绪”与“梦的断片”。他还据“奥国弗

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推断，“沛君待弟弟完全是

一番假意，郁积在心中，于是在梦中将他的希望满

足了，他实在是想虐待靖甫的孩子。我神经过敏的

想，也许靖甫这个穷教员还存得几个钱，沛君想将

他攘夺过来，犹之《孤独者》中所写，连殳的族人

想得到他的破房子，出于同一动机罢？”［24］类似

观点直到 1980 年代还有附和者［25］，也引起若干反

对意见［26］。鲁迅写沛君的心理活动，可能不惜以

自己为模特儿观照人性的黑暗［27］，但鲁迅并未将

自己等同于沛君，他既不拔高沛君，也不把沛君塑

造成伪君子。有论者甚至推测小说结尾“东郊倒毙

无名男尸一具”就是被沛君谋杀的靖甫！［28］这些

奇特设想更显得许寿裳的担心并非多余。至于周作

人解释沛君之梦，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抓住机

会向鲁迅暗射一箭。

许寿裳触及秦益堂二子相争的副线，但未能

（或不愿）指出这条副线与“兄弟失和”关键细节

（“为钱”“打起架来”）的暗讽关系，仅仅视为一般

的社会黑暗。这要么是为贤者讳，为友朋讳，要么

是为新旧两种不同的小说观念所拘牵。许氏或者深

恶旧小说家与读者迷恋隐射索隐之陋习，或恪守新

小说对虚构与真实的严格区分，不愿将小说内外两

个世界直接捏合，但这反而暴露了他解读《弟兄》

的矛盾：认为情节主线有利于鲁迅，就不惜效法旧

小说影射索隐之陋习；认为主线内部沛君之梦以及

副线秦益堂家事不利于鲁迅，就不予置评。

鲁迅创作《弟兄》的年代，胡适针对新诗“不

用典”的主张在新诗或新散文、戏剧及小说创作

中尚未被奉为金科玉律，必要的场合仍可偶一为

之。《弟兄》或明或暗征引《诗经》《论语》之“成

语”昏属“旧典”。从“兄弟怡怡”到“兄弟失和”

的情谊变迁及其关键细节（“出疹子”“为钱”“打

斗”），当时或为腾于众口之谈资，或为少数至亲

故交所痛惜，这与圈内人士未必知晓的鲁迅被迫倒

卖“公债”，皆属“今典”。消化“旧典”“今典”

以收一石二鸟之效，是《弟兄》修辞成败的关键

之一；其“今典”和“旧典”能否如陈寅恪所说，

“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

流之幻觉”，显示“文章之绝恉”与“作者之能

事”［29］，姑置勿论，但欲读解《弟兄》，求得深切

之赏会，必具上述条件，也可决然无所疑议。

读懂小说亦须具备“条件”？然亦不然。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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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阅读一切小说皆须具备一定之条件，跨过

一定之门槛。文盲白痴不会欣赏小说。设若大部分

读者皆具一定等级之条件，皆能跨过一定高度之门

槛，则此条件此门槛固可忽略不计。但多数严肃小

说必求读者具备一定之条件，跨越一定之门槛，如

此方能探幽揽胜，以别于欣赏粗浅之作。然而究须

具备何种性质之条件、跨越何种性质之门槛，则又

千差万别。至于具备条件、跨过门槛之后，所获实

际感悟为何，则取决于作者之诚伪与手腕之高低，

读者审美判断之水准，以及作者与读者心灵相遇之

情状，毋庸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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