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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具一格的鲁迅幽默

■图片故事

□韦良秀 文/图

央视 《朗读者》 节目在神州
大地掀起一场文学的狂欢。 其中
柳传志、 麦家和郑渊洁等人父子
之间的故事， 让我对父爱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

纵观古今文艺作品， 发现讴
歌母爱者居多 ， 赞美父爱者较
少， 人们似乎有点冷落沉默寡言
的父亲。 其实在家的天平上， 父
爱与母爱是等值的。 如果说母爱
像一首悦耳动听 、 体贴入微的
歌 ， 那么父爱就像一本内容厚
重、 深沉持久的书， 这本书需要
子女用一生的光阴去咀嚼回味，
才能读懂读透。

虽然我的父亲已经辞世多
年， 但他对我的点点关爱仍像儿
时背过的唐诗一样深刻在我的脑
海， 我时常从人生的书橱中抽出
来细细品读。

父亲对我们的学业格外重
视。 身为民办教师的他收入十分
微薄， 要供养我们弟兄三人上学
显得异常吃力。 他和母亲省吃俭
用， 恨不得将一分钱掰成两半儿
花， 但对我们学习的投资却毫不
吝惜。 他常说， 只要我们几个能
考上大学， 哪怕砸锅卖铁也要供
我们。

为此， 父亲还牺牲了自己的
“前程”。 转为公办教师是他们这
群民办教师一生的梦想， 许多当
年和他一起参加工作的同事， 纷
纷通过买关系走后门实现了这个
梦想， 他却把有限的钱毫不犹豫
地花在了我们身上， 以致多次与
梦想失之交臂 。 虽然他从未表
露， 但我猜想他的内心一定会不
无遗憾、 隐隐作痛。 他希望通过
正规考试转为公办教师， 为此常
常半夜三更爬起来、 戴上老花镜
背书， 但终因年纪太大、 记忆力
衰退而屡屡败北。 最后还是凭借
扎根农村教育四十年的特殊贡
献， 在退休之前被特批转正， 才

算了结了他多年的夙愿。
平日除了检查作业和辅导功

课， 父亲还常用乡里先贤李棠阶
的故事给我们励志。 李棠阶是晚
清名臣， 官至礼部尚书、 军机大
臣。 李棠阶幼时家境贫寒， 有一
年春节， 他疑惑地跑去问过年仍
在织布的母亲 ： “别人都穿新
衣， 放鞭炮， 又是鱼， 又是肉，
咱家怎么冷冷清清， 啥都没有？”
母亲摸着他的头语重心长地说：
“别人放炮咱纺棉， 劝儿好好把
书念， 将来我儿出息了， 咱家天
天都是年。” 我们深知父亲的用
意， 因而学习更加努力。

父亲不但重视我们的学业 ，
而且教育我们学会做人。 考上大
学后， 每年寒假， 一过正月初五
父亲便叫上我一起去田里挖山
药； 暑假里， 天刚亮父亲就叫我
起床去玉米地拔草， 还把一圈猪
粪交给我挑， 搞得我两手起泡，
一身臭汗。 我在心里暗自埋怨父
亲： 我这辈子又不当农民， 让我
做这些农活干吗？ 多年以后我才

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那就是
让我亲身体会农民的艰辛， 并借
此培养我的吃苦耐劳精神。

父亲还总给我讲吃亏是福的
道理， 叮嘱我在单位里多干活少
耍滑， 尊重每个人。 这些教诲让
我受益匪浅。

父亲既是我的严师 ， 又是
我的好友 。 闲暇之时 ， 他常给
我讲有趣的故事， 带我看戏看电
影。 当得知我学会了吹口琴时，
父亲兴奋地鼓励我吹曲子给他
听， 并拿出他儿时吹过的、 已尘
封多年的笛子伴奏， 虽然吹得不
成调子， 但我们爷儿俩都特别开
心。 后来父亲觉察到我有写作特
长， 又鼓励我大胆投稿， 我投出
的第一篇稿件就是在他的帮助下
趴在被窝里完成的。 现在每当我
发表了有点分量的稿子， 都会不
由自主地想起父亲， 仿佛看到了
他赞许的目光， 于是我更加努力
地写作。

父爱是一本大书， 一本让我
一辈子都读不完、 看不够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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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杂文是投枪 、 匕首 ，
成就之大 ， 迄今没人能与之匹
敌， 这与他深厚的文学素养密不
可分， 也与其别具一格的幽默风
格浑然一体。

鲁迅先生对幽默内涵的理解
就是高人一筹的。 他不仅反对将
幽默的作用 “过事张扬”， 而且
尤为反对降低幽默的格调， 用以
充当油滑、 轻薄、 猥亵的代名词
而误导读者。 他在1933年6月20
日致林语堂的信中， 即已明确指
出当时所处的是一个失却了欢笑
的时代： “重重压迫， 令人已不
能喘气， 除了呻吟叫号外， 能有
他乎 ？” 反对降低幽默的格调 ，
不等于不喜欢幽默， 或者说不等
于不幽默。

鲁迅不仅译介过日本鹤见佑
辅的 《说幽默》， 赞赏过萧伯纳、
马克·吐温的幽默风格，而且在他
不同体裁的作品中， 还广泛地运
用了幽默这一特殊的喜剧形式。
将幽默与社会讽刺相结合， 构成
了鲁迅杂文的独特风格之一。

上世纪20年代初， 鲁迅被聘
为北京大学的兼职讲师 ， 主讲
“中国小说史”， 后来根据讲义编
成 《中国小说史略》。 书出版后，
鲁迅特地送给同在北大任教的友
人川岛 （章廷谦） 一本， 并在扉
页上这样写道： “请你， 从 ‘情
人的怀抱里’， 暂时伸出一只手
来， 接受这干燥无味的 《中国小
说史略》。 我所敬爱的， ‘一撮
毛’ 哥哥呀！” 川岛留了个学生
头， 所以人称 “一撮毛”。

当时， 川岛正在热恋中， 把
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谈情说爱上，
没心思搞教学和研究。 所以， 鲁
迅有这样的赠书题词 ， 寥寥数
语， 诗情与友情、 诙谐与雅趣以
及鲁迅的才思与可爱 ， 跃然纸
上。 一次他从上海回到北平， 北
师大请他去讲演， 题目是 《文学
与武力》。 有的同学已在报上看
到不少攻击他的文章， 很为他不
平。 他在讲演中说： “有人说我
这次到北平， 是来抢饭碗的， 是
‘卷土重来’； 但是请放心， 我马
上要 ‘卷土重去’ 了。” 一席话
顿时引得会场上充满了笑声。

鲁迅的小说语言是冷的， 过
冷的小说一定是不讨喜的， 冷到
一定地步， 它跟热一样有很强的
侵犯性， 所以好多人很不喜欢鲁
迅， 可鲁迅的小说里面有一个特
别特别好的东西中和了冷， 就是

鲁迅特有的幽默。 如果说鲁迅先
生没有他的幽默的话， 即使他作
品的文化价值永远都不会打折
扣， 但是美学价值会打折扣。

有一次他的侄女问他： “你
的鼻子为何比我爸爸 (周建人 )
矮一点， 扁一点呢？” 鲁迅笑了
笑： “我原来的鼻子和你爸爸的
鼻子一样高， 可是我住的环境比
较黑暗， 到处碰壁， 所以额头、
鼻子都碰矮了！”

广州一些进步青年创办 “南
中国” 文学社， 怕刊物第一期销
路不好 ， 希望鲁迅给创刊号撰
稿 。 鲁迅风趣而又严肃地说 ：
“要刊物销路好很容易， 你们可
以写文章骂我， 骂我的刊物也是
销路好的！”

鲁迅虽然胸襟宽广， 但决不
适用于对待丑陋的社会现象上。
一切假恶丑的东西在鲁迅面前都
无以遁形。 一次， 国民党的一个
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同泳。 鲁
迅看不惯： “同学同泳， 偶尔皮
肉相触， 有碍男女大防。 不过禁
止以后， 男女还是同吸着天地间
的空气。 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
呼出来， 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
去 ， 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
来 ， 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
去， 简直淆乱乾坤。 还不如下一
道命令 ， 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
等， 一律戴上防毒面具， 既禁空
气流通， 又防抛头露面！” 说着
还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状。 听
讲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 虽不
乏以幽默见长的作家， 但没有一
个能像鲁迅那样， 将其隐匿于文
字始终， 但又不是有意为之， 充
满个性、 浑然一体。

正在看书 ， 母亲轻轻走过
来， 问我： “手机的短信， 是不
是有数量限制？” 我一愣， 没明
白老人家什么意思。 见状， 母亲
把自己的手机递向我： “我刚才
看到一个提示， 说我的手机信息
空间即将用完， 让我删除一些。”
母亲的手机是最普通的那一种，
存储空间不是很大。 听她这么一
说 ， 我回应道 ： “那就删啊 ，
来， 我帮您。” 我边说边把一只
手伸向母亲。

没想到 ， 母亲像触电一般 ，
瞬间把手缩了回去。“不行！”她认
真得像个孩子：“这些信息都不能
删的。 ”我不禁疑惑起来， 母亲平
时只用手机接打电话， 不怎么发
短信。 现在怎么对里面的信息看
得这样重， 难道有什么秘密？

在保证绝不动里面的信息之
后， 母亲才把手机交给我。 打开
收件箱， 将每条短信逐一打开，
我才明白， 母亲为什么会把里面
的短信视为珍宝。 的确， 这不是
普通的信息， 透过一段段文字，
我看到了一颗颗感恩的心———

老师， 我是小胖。 23年前的
今天， 是大年三十儿。 那天， 您
在宿舍为我下了一碗热腾腾的饺
子， 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 老
师 ， 过年了 ， 我想您 ！ 发送时
间： 2017年1月27日。

老师， 我是大海， 您还记得
我吗？ 如果当年不是您主动把我
调到您的班里， 说不定我早就被
社会遗弃了 。 老师 ， 大恩不言

谢， 学生祝您身体安康， 中秋快
乐。 发送时间： 2013年9月19日。

没有您的辛勤培育， 就没有
我的今天。 老师， 谢谢您当年为
我保守了那份秘密， 我永远都忘
不了您对我说得那句话———孩
子， 你可以叫我姐姐， 也可以叫
我妈妈。 老师， 您知道吗？ 对于
一个失去父母的孩子来说， 这是
一句怎样温暖的话。 老师， 教师
节到了， 祝您快乐！ 凤。 发送时
间： 2012年9月10日。

老师， 我是梅子。 我告诉您

一个好消息，我也做教师了。您替
我高兴吗？ 以后在教学中肯定会
遇到问题，我会经常向您请教的，
恳请您也像当年那样耐心和细
致， 好吗？ 您的学生， 梅子。 发
送时间： 2006年9月1日。

……
我双手捧着手机， 仔细阅读

着里面的每一段文字 ， 我能想
象， 每一条短信的后面， 是一个
个怎样感人至深的故事。 不知不
觉间，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母
亲从教数十年， 曾教过几千名学
生。 当年那些不谙世事的孩子，
如今已经长大、 成熟， 并分别走
向了不同的工作岗位 。 我忽然
想， 母亲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人了吧？ 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
的今天， 学生依然记着她的好。

母亲颇有些为难地说， 还有
几天就是教师节和中秋节了， 估
计还会有学生给我发短信。 如果
收不到的话， 便没办法回复， 那
样会伤了孩子们的心。 而手机里
的这些信息， 我哪一条都不舍得
删掉……

看着满头银发的母亲， 我暗
下决心，在这个教师节里，我一定
要为她买一部新手机。因为，我要
保证母亲的手机有足够的空间，
存储下学生们的祝福和惦念。

■书海掠影

不能删的短信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

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
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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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父爱爱是是一一本本书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