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名片

七堇年，青年作家，一九

八六年十月生。 出版作品有

《被窝是青春的坟墓》《大

地之灯》《澜本嫁衣》《尘

曲》《平生欢》《灯下尘》

等。 曾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

等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

近年来， 七堇年的写作不断

趋于成熟， 以风格独特的洗

丽文笔著称， 作品多次荣登

畅销书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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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真实的鲁迅形象

写完长篇小说 《无梦之

境》不久，作家七堇年给母亲

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写

完这本书，算是我与你的和解

之路，迈出了第一步。 我对自

己说，从现在开始，我要练习

原谅的正确姿势。 ” 这一书一

信， 在今年的母亲节首发后，

广为流传。

七堇年与母亲不和。 七堇

年从不讳言自己的原生家庭：

单亲家庭，母亲养大。 母亲性

格强势，三天两头便是“我是

真后悔要了你 /你看人家再看

看你自己 /你能不能少给我添

麻烦 / 没有你我过得好得很

……” 七堇年最初开始写作

时，母亲并不认可，觉得是不

务正业。 最终靠写作、出书，获

得经济独立，母亲依旧不以为

然。“这些年，母女俩打电话不

超过三十秒，每个月就像例行

检查彼此还活着没。 ” 七堇年

说。

原生家庭阴影的涟漪，与

七堇年成长的年轮一起蔓延

着。 从 《远镇》 到 《大地之

灯》，以至后来的《灯下尘》，

原生家庭与少年成长的主题

在七堇年的笔下不断出现并

深化。

“不原谅” 成为这些书的

共同主题。 直到三十岁时，七

堇年发现“不原谅并未让我的

生活过得更好” ， 她被作家绿

妖的一句话打动， 这句话说

“不要在童年阴影里赖床” 。

于是便有了这部 《无梦之

境》： 全书围绕苏铁和他的朋

友李吉、胡骄、宁蒙等少年的

故事展开，讲述苏铁努力摆脱

爱的负重，不断逐梦的心路历

程。 在友情、爱情的历练中，在

与性格迥异的挚友的交往中，

他逐渐化解人生的种种迷思，

最终与自我、母亲以及这个世

界达成和解。 这一切何尝不是

作者自我心境的重构与释放

呢？

“照片将鲁迅的某些

真实呈现给世人， 让观

者从中体察鲁迅的内

心， 有利于去除神化或

丑化鲁迅形象造成的偏

见。 研究鲁迅，离不开作

为第一手直观资料的照

片。 ” 近日，鲁迅博物馆

常务副馆长黄乔生先生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

推出《鲁迅影集》一书，

对鲁迅先生的照片作了

最详尽的观照。

黄先生透露， 他搜

集和编辑鲁迅照片，起

意于 2009 年赴纽约参加

“多媒体鲁迅” 学术研

讨会， 在会上提交了题

为《“开麦拉” 之前的鲁

迅———鲁 迅 照 片 面 面

观》的学术报告，概述鲁

迅现存照片， 并对照片

研究的一些问题加以讨

论后得到了有价值的反

馈信息。 2013 年，他又对

鲁迅的照片做了一次比

较系统地整理和解读，

出版了 《鲁迅像传》一

书（贵州人民出版社）。

“这本书，是为《鲁迅影

集》作的最基础性工作。

因为鲁迅的照片不但关

乎鲁迅本人的生平和他

所处的时代， 同时也对

当前的鲁迅研究产生着

影响。 ” 他说。

据黄乔生先生的研

究， 鲁迅最早的照片是

1902 年 4 月摄于东京弘

文学院的入学照 （迄今

尚未找到），最后一张摄

于 1936 年 10 月 8 日全

国木刻流动展览会，总

数 114 帧。 这些照片或

独照，或合影，或摆拍，

或抓取， 或端庄， 或谐

趣，有日常生活留影，也

有工作状态记录， 皆是

鲁迅生命中有意味的瞬

间。 它们对研究鲁迅的

作品、生活、思想都有着

非常重要的价值。

除了存世的照片外， 黄乔

生还关注鲁迅先生 “没有拍”

和“未曾寄” 的照片———

“鲁迅东渡日本留学之

前，在南京水师学堂和陆师学

堂上了四年学， 竟然没有照

相，这个就值得探究了。 南京

是大城市，水师学堂和陆师学

堂都是洋务学堂，里面有德国

和英国的教官，他们从外国带

过来许多先进东西，当时照了

很多相。 其中有一个德国教官

骆博凯， 回去出了一本摄影

集，里面有不少他在南京教书

时期的照相。 而鲁迅为什么没

有照相呢？

我有一个猜测： 作为清朝

的臣民，当时的人都留着辫子。

倘若是照相， 不戴帽子的话额

头前光秃一片，戴帽子的话，辫

子被帽子勉强捂起来，不好看。

当然， 鲁迅在南京时期可能也

照过留辫子的照片。 这些照片

会不会鲁迅没有保存， 或者把

它们销毁了呢？ 因为那时的先

进青年不愿留下有辫子的形

象，觉得这是一种耻辱。

“照片现在不算什么，随时

都可以拍，但在清末民国，互赠

照片是表达友情的高级形式。

当年鲁迅提前回国， 和藤野先

生告别。 藤野先生赠予了一张

照片，并对鲁迅说：你的照片也

送我一张吧。鲁迅回答：我最近

没照相， 等我回去后照了相给

您寄过来。 但鲁迅没有实践这

个诺言， 他并没有再给藤野先

生寄自己的照片。 其实鲁迅是

照了相的，只是没有寄给老师。

为何？ 鲁迅自己的说法是状况

无聊，没有心情寄。的确他回国

后不太顺，差一点没饭吃。他没

有寄照相给藤野先生， 因为寄

照片必须写一封信， 向老师汇

报近况。 鲁迅觉得自己混得不

好，无话可说。 ” 黄乔生说，可

见名气再大的人， 也有不如意

的沉潜期。

相机的发明， 使人们的真

实形象得以保存和流传。 鲁迅

先生生活在十九世纪末期至二

十世纪初前期，这个阶段，正好

是照相术进入中国并逐渐发达

的时期。 “尽管鲁迅并不十分

热衷照相， 但他一生也留下了

不少相片。 相片提供的直观的

人物形象， 是一个人的档案资

料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研究

鲁迅， 应该将这部分资料收集

完备，确定拍摄日期，梳理来龙

去脉。 ” 黄乔生说。

在黄乔生之前， 文物出版

社于 1977 年出版的《鲁迅》影

集是印制最为完备的。 该书收

录鲁迅 114 张照片， 极大部分

是鲁迅夫人许广平生前珍藏

的，一部分是北京鲁迅博物馆、

上海鲁迅纪念馆、 绍兴鲁迅纪

念馆和其他单位历年征集所

得， 个别照片则是鲁迅生前友

好以及外国朋友保存的。 “当

然也存在一些问题，” 黄乔生

说，“这本画册中有些照片是

将合影中的鲁迅形象裁切后局

部放大单独成照。 就如画册编

后记中所说，‘个别照片有所

剪裁。 ’ 这是指把所谓政治上

有问题的人从画面上删去，这

些修改在那个时代是迫于形

势，不得不然的。 此外，该书中

有些照片的说明存在时代错

乱、 人物混淆的现象。 直到现

在， 鲁迅照片使用中也还存在

着诸如说明文字不准确甚至错

误等问题。 ”

《鲁迅影集》一书，把鲁

迅现存照片完整汇集起来，按

时间顺序排列，并加以扼要准

确的说明，目的是让读者通过

真实的鲁迅形象了解其生平

大概、精神状态，并从图片蕴

含的信息中体会其所处时代

的风貌。 “然而，力求把现有

鲁迅照片的拍摄时间及照片

中的人物等信息都精准确定

下来，难度也不小。 ” 黄乔生

介绍说， 该书对照片的说明，

主要依据《鲁迅日记》，必要

时也使用鲁迅亲友的回忆录

等材料；有些照片还无法具体

到日期， 只能说春， 或秋，甚

或某年；其中的部分人物还无

法全部说明其身份。“但仍有

部分人物找不到头绪，如蔡元

培、鲁迅、许寿裳与日本留学

生的合影，根据《鲁迅日记》

等 材 料 ， 确 定 拍 摄 日 期 是

1923 年 1 月 7 日，但照片上日

本友人的姓名和身份，仍不能

一一认定。 ”

黄乔生说，对鲁迅照片的

搜 集 能 达 到 现 在 这 样 的 规

模，要感谢收藏者、研究者多

年的努力。 “本书的编写，不

仅利用了他们的成果， 还得

到许多同行、友人的帮助。 例

如，刊登在日本《大阪朝日新

闻》上的鲁迅照片，是日本记

者与鲁迅会面时拍摄的 ；朋

友们或复印、扫描报纸，或翻

译报纸上的报道， 或搜集有

关日本记者的资料， 总算把

照片的拍摄缘起和拍摄日期

搞清楚了。 ”

“横眉冷对” 之外还有“鲁迅的笑”

国人的心目中， 鲁迅先生

骨头是最硬的。 与此精神面目

相匹配的，是鲁迅先生的“断

发照” ，相片后题了一首诗，最

后一句是 “我 以我 血荐 轩

辕” 。“这是以诗配像的形式，

彰显革命思想和报国志愿。 直

到五十岁的时候，鲁迅还把这

首诗和这张照片赠送给朋友，

‘断发照’ 成为鲁迅一生中的

精彩写照。 和他的 《狂人日

记》一样，是一个标志性的开

端。 ” 黄乔生将这张照片置于

《鲁迅影集》中第二的位置。

有记录的鲁迅的第一张照

片，摄于他到日本留学，刚进弘

文学院之时。 他把这张照片寄

给弟弟周作人， 周作人在日记

中抄录了这张照片背面的一段

话：“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

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

木真一之摄影， 二十余龄之青

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

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

兄树人顿首” 。 这张照片，按周

作人记述的意思， 这时的鲁迅

还留有辫子。

除了头发， 鲁迅的胡子已

经成为他一个标志性的形象。

语文课本里有篇文章《一面》，

讲一个读者到书店买书， 看得

出来一个人，脸色很黄，牙齿有

点儿黑， 忽然想起在哪个杂志

上看过这个人的照片， 再一看

他的胡子， 就明白了， 一定是

他———鲁迅。黄乔生说，鲁迅的

胡子特征明显， 大家看到的鲁

迅上唇大都有胡子。

鲁迅从日本回来后在一篇

文章中提到，他那时候的胡子

是两个尖上翘的， 回国的船

上， 船夫以为他是日本人，对

他说：先生你的中国话说得真

好。 鲁迅说：我是中国人，跟你

是同乡。 后来人家都说：你怎

么学日本人的样子， 身体矮

小，胡子又这样。 当时人们认

为这种上翘的胡子样式是日

本式的。

“其实，这种样式最初是日

本学习中国的产物，中国皇帝的

画像上，胡子也是上翘的。 ” 黄

先生说道，鲁迅被人议论后非常

难过，他说：“我独坐在会馆里，

窃悲我的胡须的不幸境遇，研究

他所以得谤的原因，忽而恍然大

悟，知道那祸根全在两边的尖端

上。于是取出镜子，剪刀，即刻剪

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翘，也难拖

下，如一个隶书的一字。 ” 就这

样，他的胡子定了型，后来一生

都是这个样子，这个不中不洋的

样式，算是鲁迅式。

短发照、一字胡，是“横眉

冷对千夫指” 鲁迅精神的写

真。“近些年来，大家重新评价

鲁迅， 认识到鲁迅这个人是多

面的、丰富的，他也有‘俯首甘

为孺子牛’ 温情的一面。” 黄乔

生说， 鲁迅先生有一张温情脉

脉的“毛衣照” ，相片中的鲁迅

穿了两件毛衣， 因为这两件毛

衣都是夫人许广平织的。

“其实鲁迅也很爱笑。 ” 黄

乔生说，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晚

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作《鲁迅的

笑》， 告诉大家现实生活中的

鲁迅是一个和蔼的、 温和的、

善于说笑的人。 从其他一些名

家对鲁迅的印象中可以看出，

最初见面的时候，不易见到鲁

迅的笑容，谈着谈着，他就会

显出可爱的真挚、 热情的笑

容。

《鲁迅影集》搜集了一张

鲁迅开快大笑的照片，“当时，

鲁迅到书店会见旧友新朋，与

木刻家座谈。 根据木刻家们回

忆， 他们问鲁迅先生你自己自

费印这么多书发行怎么样？ 鲁

迅说书都送人了，赔本了。因为

鲁迅晚年是自己拿钱印书，印

完以后送给青年们， 他说到赔

本以后就哈哈大笑， 说做的都

是赔本买卖。 ” 这张照片的摄

影者叫莎菲。

“没有拍” 和“未曾寄” 的照片

黄乔生出版《鲁迅影集》———

记录鲁迅的真实瞬间

本报记者 郑文丰

七堇年推出长篇小说《无梦之境》———

写给母亲与自己的和解之书

未来只是一个外壳

不同于以往的作品和风

格，《无梦之境》被七堇年描述

为一部“哲幻小说” ，在具备玄

幻、社会学、人类学等元素的基

础上， 模拟一个未来世界的蓝

图， 借以反思现代科技带给人

类的光明与阴影、冷漠与温情。

在炫酷的时代表象下， 呈现对

原生家庭与再生家庭、 爱情与

婚姻、 人性善与恶等充满悖论

的命题的哲性思索。

故事设定在一个模糊的未

来时代， 以基因技术、 人工智

能、 虚拟在线社交的极致为典

型特征。 在那个世界里，寿命在

出生之时就被判定， 基因超市

盛行， 人们在虚拟社交中获得

的“点赞” 转化为货币，生活是

一场巨大的表演。

“生命诞生于基因超市，父

母可以任意组合基因套餐，要

什么娃，有什么娃，没有造不出

的，只有想不到的。 ” 七堇年说

她的这一设定，“想挑战的是，

撕破所谓的‘爱’ 的面纱，看看

背后的控制欲，道德捆绑，看看

孩子的个体价值如何被物化，

直接沦为实现父母期待的工

具。 ” 她想借此表达的是，“未

来只是一个外壳， 我写的东西

就是在说当下。‘当下’ 用北岛

老师的话说， 叫 ‘古老的挣

扎’ ，我觉得人类所烦恼的焦虑

的东西， 几千年前和现在在本

质上并没有变化， 只是一些外

壳改变了而已。 ”

这样一来， 七堇年在书中

将“亲子关系” 推到一个比较

极端的状态来面对，她觉得，针

对孩子的考试已经够多了，最

该考试的，是父母。 同时，她又

觉得“也不是那么极端，我就是

这么被长大的” 。 她坦言，世界

上最纯粹的爱， 可能就是父母

对子女的付出， 挑战这一点是

一件不正确的事。 怎么办呢？

“小说就是提出问题就好了，我

从来没有想过， 也不可能有这

么一个答案， 或者至少没有标

准答案。 我认为人生问题的解

决之道是让问题消失， 很多伟

大的问题其实没有解答。 ” 她

说。

在《无梦之境》里，七堇年

也并未设置出 “和解完成” 这

一结局。 她在母亲节写给母亲

的公开信，“也并不代表已经和

解了。 如何和解， 没有捷径可

走，也不见得有解决之道，但是

现象会发生，提出问题就好，至

于和解的任务可能会持续一

生，但这个努力值得尝试。 ” 她

说，至少先迈出第一步，算是一

个开始。

写作是一件空山问雪之事

提出问题， 是七堇年所有

写作的目的。 她将写作， 视为

一件空山问雪之事： 在一片白

茫茫的孤独中， 你的提问化为

回声，反问着你。 而答案，如果

有的话， 则被覆盖在白茫茫的

深处，随着春天的到来，消融，

或者发芽。 “我不知道我是否

很好地完成了它。 每创造一个

故事都是绘制一座迷宫， 动态

的， 不断生长的迷宫， 因此有

时候我自己也会迷路。 抵达出

口的时候， 故事也许已经发育

至完全变样。 好在就像我们出

生不是为了死亡那样， 我并不

在乎出口在哪儿， 何时找到，

我留恋在迷宫中找寻出口的感

觉， 尽管那个过程丝毫谈不上

愉悦。

但这不妨碍我坐下来，想

起雪地中的自己。 ”

“想象一本你想读的书，然

后去写它。 ” 在写《无梦之境》

时， 这句话支撑着七堇年完成

一次不同寻常的写作旅程。 她

说，“我想要感谢一些无与伦比

的前人智慧，从苏轼到乔治·奥

威尔， 从欧文·戈夫曼到米歇

尔·福柯，从玛格丽特·米德（哪

怕她对萨摩亚部落的描述已经

颇受质疑）到《黑镜》这部剧

……仅仅是抚摸过这些智慧的

一缕皮毛， 就足以让我高山仰

止。 ”

她说她没想过自己会以写

作为生，“现在的写作， 还是阅

读带给我的指引， 指引我完成

自己的光芒。 时不时地，总有一

个声音对我说， 世上虽已有了

喜马拉雅，但乞力马扎罗的雪，

依然是美丽的。 ”

本报记者 郑文丰

《鲁迅影集》书封。

黄乔生先生近照。

《鲁迅影集》部分内页。

《无梦之境》书封

七堇年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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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黄乔生，1964 年生，现任北京鲁迅博物馆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常务副馆长，研究

馆员， 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鲁迅研究会秘书长。 曾参与策划《鲁迅生

平展》《鲁迅的艺术世界》《旧邦新命———新

文化运动百年纪念展》《中国战斗———中国抗

日战争版画展》 等展览； 参与编辑 《回望鲁

迅》（22 卷）、《回望周作人》（8 卷）、《鲁迅

博物馆藏品精选丛书》（5 卷）、《鲁迅藏外国

名著插图本》（4 卷）、《鲁迅藏外国版画全

集》（5 卷）、《鲁迅藏拓本全集》（12 卷）、

《铭刻———中国抗日战争版画纪年》 等书；其

代表作有：《周氏三兄弟》《鲁迅与胡风》《鲁

迅：战士与文人》《八道湾十一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