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魯迅〈傷逝〉 

 

  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 

 

  會館里的被遺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這樣地寂靜和空虛。時光過得真快，我愛子

君，仗著她逃出這寂靜和空虛，已經滿一年了。事情又這麼不湊巧，我重來時，偏

偏空著的又只有這一間屋。依然是這樣的破窗，這樣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樹和老紫藤，

這樣的窗前的方桌，這樣的敗壁，這樣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獨自躺在床上，就如

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過去一年中的時光全被消滅，全未有過，我並沒有曾

經從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衚衕創立了滿懷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這寂靜和空虛是並不這樣的，常常含著期待；期待子

君的到來。在久待的焦躁中，一聽到皮鞋的高底尖觸著磚路的清響，是怎樣地使我

驟然生動起來呵！於是就看見帶著笑渦的蒼白的圓臉，蒼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條

紋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帶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樹的新葉來，使我看見，還有掛在

鐵似的老幹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現在呢，只有寂靜和空虛依舊，子君卻決不再來了，而且永遠，永遠地！…… 

 

  子君不在我這破屋裡時，我什麼也看不見。在百無聊賴中，順手抓過一本書來，

科學也好，文學也好，橫豎什麼都一樣；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覺得，已經翻

了十多頁了，但是毫不記得書上所說的事。只是耳朵卻分外地靈，彷彿聽到大門外

一切往來的履聲，從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漸臨近，——但是，往往又逐漸

渺茫，終於消失在別的步聲的雜沓中了。我憎惡那不像子君鞋聲的穿布底鞋的長班

的兒子，我憎惡那太像子君鞋聲的常常穿著新皮鞋的鄰院的搽雪花膏的小東西！ 

 

  莫非她翻了車麼？莫非她被電車撞傷了麼？……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經當面罵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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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驀然，她的鞋聲近來了，一步響於一步，迎出去時，卻已經走過紫藤棚下，臉

上帶著微笑的酒窩。她在她叔子的家裡大約並未受氣；我的心寧帖了，默默地相視

片時之後，破屋裡便漸漸充滿了我的語聲，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

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談雪萊……。她總是微笑點頭，兩眼裡瀰漫著稚氣的好

奇的光澤。壁上就釘著一張銅板的雪萊半身像，是從雜誌上裁下來的，是他的最美

的一張像。當我指給她看時，她卻只草草一看，便低了頭，似乎不好意思了。這些

地方，子君就大概還未脫盡舊思想的束縛，——我後來也想，倒不如換一張雪萊淹

死在海裡的記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罷；但也終於沒有換，現在是連這一張也不知那裡

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 

 

  這是我們交際了半年，又談起她在這裡的胞叔和在家的父親時，她默想了一會

之後，分明地，堅決地，沉靜地說了出來的話。其時是我已經說盡了我的意見，我

的身世，我的缺點，很少隱瞞；她也完全瞭解的了。這幾句話很震動了我的靈魂，

此後許多天還在耳中發響，而且說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國女性，並不如厭世家所說

那樣的無法可施，在不遠的將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色的。 

 

  送她出門，照例是相離十多步遠；照例是那鯰魚須的老東西的臉又緊帖在髒的

窗玻璃上了，連鼻尖都擠成一個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

小東西的臉，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邪視地驕傲地走了，沒有看見；我驕傲地回來。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徹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腦里，

比我還透澈，堅強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於她能算什麼東西呢？ 

 

  我已經記不清那時怎樣地將我的純真熱烈的愛表示給她。豈但現在，那時的事

後便已模胡，夜間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斷片了；同居以後一兩月，便連這些斷片也

化作無可追蹤的夢影。我只記得那時以前的十幾天，曾經很仔細地研究過表示的態

度，排列過措辭的先後，以及倘或遭了拒絕以後的情形。可是臨時似乎都無用，在

慌張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電影上見過的方法了。後來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

但在記憶上卻偏只有這一點永遠留遺，至今還如暗室的孤燈一般，照見我含淚握著

她的手，一條腿跪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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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語舉動，我那時就沒有看得分明；僅知道她已經

允許我了。但也還彷彿記得她臉色變成青白，後來又漸漸轉作緋紅，——沒有見過，

也沒有再見的緋紅；孩子似的眼裡射出悲喜，但是夾著驚疑的光，雖然力避我的視

線，張皇地似乎要破窗飛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經允許我了，沒有知道她怎樣說或是

沒有說。 

 

  她卻是什麼都記得：我的言辭，竟至於讀熟了的一般，能夠滔滔背誦；我的舉

動，就如有一張我所看不見的影片掛在眼下，敘述得如生，很細微，自然連那使我

不願再想的淺薄的電影的一閃。夜闌人靜，是相對溫習的時候了，我常是被質問，

被考驗，並且被命複述當時的言語，然而常須由她補足，由她糾正，像一個丁等的

學生。 

 

  這溫習後來也漸漸稀疏起來。但我只要看見她兩眼註視空中，出神似的凝想著，

於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窩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舊課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

我那可笑的電影的一閃。但我又知道，她一定要看見，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然而她並不覺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為可笑，甚而至於可鄙的，她也毫不以為

可笑。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她愛我，是這樣地熱烈，這樣地純真。 

 

  去年的暮春是最為幸福，也是最為忙碌的時光。我的心平靜下去了，但又有別

一部分和身體一同忙碌起來。我們這時才在路上同行，也到過幾回公園，最多的是

尋住所。我覺得在路上時時遇到探索，譏笑，猥褻和輕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

我的全身有些瑟縮，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驕傲和反抗來支持。她卻是大無畏的，對於

這些全不關心，只是鎮靜地緩緩前行，坦然如入無人之境。 

 

  尋住所實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托辭拒絕，小半是我們以為不相宜。起先我

們選擇得很苛酷，——也非苛酷，因為看去大抵不像是我們的安身之所；後來，便

只要他們能相容了。看了二十多處，這才得到可以暫且敷衍的處所，是吉兆衚衕一

所小屋裡的兩間南屋；主人是一個小官，然而倒是明白人，自住著正屋和廂房。他

只有夫人和一個不到周歲的女孩子，雇一個鄉下的女工，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極其

安閑幽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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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傢具很簡單，但已經用去了我的籌來的款子的大半；子君還賣掉了她唯

一的金戒指和耳環。我攔阻她，還是定要賣，我也就不再堅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給

她加入一點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 

 

  和她的叔子，她早經鬧開，至於使他氣憤到不再認她做侄女；我也陸續和幾個

自以為忠告，其實是替我膽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絕了交。然而這倒很清靜。每

日辦公散後，雖然已近黃昏，車夫又一定走得這樣慢，但究竟還有二人相對的時候。

我們先是沉默的相視，接著是放懷而親密的交談，後來又是沉默。大家低頭沉思著，

卻並未想著什麼事。我也漸漸清醒地讀遍了她的身體，她的靈魂，不過三星期，我

似乎於她已經更加瞭解，揭去許多先前以為瞭解而現在看來卻是隔膜，即所謂真的

隔膜了。 

 

  子君也逐日活潑起來。但她並不愛花，我在廟會時買來的兩盆小草花，四天不

澆，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沒有照顧一切的閑暇。然而她愛動物，也許是從官太太那

裡傳染的罷，不一月，我們的眷屬便驟然加得很多，四隻小油雞，在小院子裡和房

主人的十多隻在一同走。但她們卻認識雞的相貌，各知道那一隻是自家的。還有一

隻花白的叭兒狗，從廟會買來，記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卻給它另起了一個，叫作

阿隨。我就叫它阿隨，但我不喜歡這名字。 

 

  這是真的，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我和子君說起這，她也領會地點

點頭。 

 

  唉唉，那是怎樣的寧靜而幸福的夜呵！ 

 

  安寧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這樣的安寧和幸福。我們在會館里時，還偶有

議論的衝突和意思的誤會，自從到吉兆衚衕以來，連這一點也沒有了；我們只在燈

下對坐的懷舊譚中，回味那時衝突以後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樂趣。 

 

  子君竟胖了起來，臉色也紅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務便連談天的工夫也沒

有，何況讀書和散步。我們常說，我們總還得雇一個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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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使我也一樣地不快活，傍晚回來，常見她包藏著不快活的顏色，尤其使我

不樂的是她要裝作勉強的笑容。幸而探聽出來了，也還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鬥，導

火線便是兩家的小油雞。但又何必硬不告訴我呢？人總該有一個獨立的家庭。這樣

的處所，是不能居住的。 

 

  我的路也鑄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裡便坐在

辦公桌前鈔，鈔，鈔些公文和信件；在家裡是和她相對或幫她生白爐子，煮飯，蒸

饅頭。我的學會了煮飯，就在這時候。 

 

  但我的食品卻比在會館里時好得多了。做菜雖不是子君的特長，然而她於此卻

傾註著全力；對於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來算作分甘共苦。況

且她又這樣地終日汗流滿面，短髮都粘在腦額上；兩隻手又只是這樣地粗糙起來。 

 

  況且還要飼阿隨，飼油雞，……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我曾經忠告她：我不吃，

倒也罷了；卻萬不可這樣地操勞。她只看了我一眼，不開口，神色卻似乎有點悽然；

我也只好不開口。然而她還是這樣地操勞。 

 

  我所豫期的打擊果然到來。雙十節的前一晚，我呆坐著，她在洗碗。聽到打門

聲，我去開門時，是局裡的信差，交給我一張油印的紙條。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燈

下去一看，果然，印著的就是：奉局長諭史涓生著毋庸到局辦事秘書處啟十月九號 

 

  這在會館里時，我就早已料到了；那雪花膏便是局長的兒子的賭友，一定要去

添些謠言，設法報告的。到現在才發生效驗，已經要算是很晚的了。其實這在我不

能算是一個打擊，因為我早就決定，可以給別人去鈔寫，或者教讀，或者雖然費力，

也還可以譯點書，況且《自由之友》的總編輯便是見過幾次的熟人，兩月前還通過

信。但我的心卻跳躍著。那麼一個無畏的子君也變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來似

乎也較為怯弱了。 

 

  「那算什麼。哼，我們幹新的。我們……。」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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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話沒有說完；不知怎地，那聲音在我聽去卻只是浮浮的；燈光也覺得格外

黯淡。人們真是可笑的動物，一點極微末的小事情，便會受著很深的影響。我們先

是默默地相視，逐漸商量起來，終於決定將現有的錢竭力節省，一面登「小廣告」

去尋求鈔寫和教讀，一面寫信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說明我目下的遭遇，請他

收用我的譯本，給我幫一點艱辛時候的忙。 

 

  「說做，就做罷！來開一條新的路！」 

 

  我立刻轉身向了書案，推開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子君便送過那黯淡的燈來。

我先擬廣告；其次是選定可譯的書，遷移以來未曾翻閱過，每本的頭上都滿漫著灰

塵了；最後才寫信。 

 

  我很費躊躕，不知道怎樣措辭好，當停筆凝思的時候，轉眼去一瞥她的臉，在

昏暗的燈光下，又很見得悽然。我真不料這樣微細的小事情，竟會給堅決的，無畏

的子君以這麼顯著的變化。她近來實在變得很怯弱了，但也並不是今夜才開始的。

我的心因此更繚亂，忽然有安寧的生活的影像——會館里的破屋的寂靜，在眼前一

閃，剛剛想定睛凝視，卻又看見了昏暗的燈光。 

 

  許久之後，信也寫成了，是一封頗長的信；很覺得疲勞，彷彿近來自己也較為

怯弱了。於是我們決定，廣告和發信，就在明日一同實行。大家不約而同地伸直了

腰肢，在無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堅忍崛強的精神，還看見從新萌芽起來的將

來的希望。 

 

  外來的打擊其實倒是振作了我們的新精神。局裡的生活，原如鳥販子手裡的禽

鳥一般，僅有一點小米維繫殘生，決不會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

使放出籠外，早已不能奮飛。現在總算脫出這牢籠了，我從此要在新的開闊的天空

中翱翔，趁我還未忘卻了我的翅子的扇動。 

 

  小廣告是一時自然不會發生效力的；但譯書也不是容易事，先前看過，以為已

經懂得的，一動手，卻疑難百出了，進行得很慢。然而我決計努力地做，一本半新

的字典，不到半月，邊上便有了一大片烏黑的指痕，這就證明著我的工作的切實。

《自由之友》的總編輯曾經說過，他的刊物是決不會埋沒好稿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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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的是我沒有一間靜室，子君又沒有先前那麼幽靜，善於體帖了，屋子裡總

是散亂著碗碟，瀰漫著煤煙，使人不能安心做事，但是這自然還只能怨我自己無力

置一間書齋。然而又加以阿隨，加以油雞們。加以油雞們又大起來了，更容易成為

兩家爭吵的引線。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飯；子君的功業，彷彿就完全建立在這吃飯中。

吃了籌錢，籌來吃飯，還要餵阿隨，飼油雞；她似乎將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

也不想到我的構思就常常為了這催促吃飯而打斷。即使在坐中給看一點怒色，她總

是不改變，仍然毫無感觸似的大嚼起來。 

 

  使她明白了我的作工不能受規定的吃飯的束縛，就費去五星期。她明白之後，

大約很不高興罷，可是沒有說。我的工作果然從此較為迅速地進行，不久就共譯了

五萬言，只要潤色一回，便可以和做好的兩篇小品，一同寄給《自由之友》去。只

是吃飯卻依然給我苦惱。菜冷，是無妨的，然而竟不夠；有時連飯也不夠，雖然我

因為終日坐在家裡用腦，飯量已經比先前要減少得多。這是先去餵了阿隨了，有時

還並那近來連自己也輕易不吃的羊肉。她說，阿隨實在瘦得太可憐，房東太太還因

此嗤笑我們了，她受不住這樣的奚落。 

 

  於是吃我殘飯的便只有油雞們。這是我積久才看出來的，但同時也如赫胥黎的

論定「人類在宇宙間的位置」一般，自覺了我在這裡的位置：不過是叭兒狗和油雞

之間。 

 

  後來，經多次的抗爭和催逼，油雞們也逐漸成為餚饌，我們和阿隨都享用了十

多日的鮮肥；可是其實都很瘦，因為它們早已每日只能得到幾粒高粱了。從此便清

靜得多。只有子君很頹唐，似乎常覺得悽苦和無聊，至於不大願意開口。我想，人

是多麼容易改變呵！ 

 

  但是阿隨也將留不住了。我們已經不能再希望從什麼地方會有來信，子君也早

沒有一點食物可以引它打拱或直立起來。冬季又逼近得這麼快，火爐就要成為很大

的問題；它的食量，在我們其實早是一個極易覺得的很重的負擔。於是連它也留不

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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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使插了草標到廟市去出賣，也許能得幾文錢罷，然而我們都不能，也不願這

樣做。終於是用包袱蒙著頭，由我帶到西郊去放掉了，還要追上來，便推在一個並

不很深的土坑裡。 

 

  我一回寓，覺得又清靜得多多了；但子君的淒慘的神色，卻使我很吃驚。那是

沒有見過的神色，自然是為阿隨。但又何至於此呢？我還沒有說起推在土坑裡的事。 

 

  到夜間，在她的淒慘的神色中，加上冰冷的分子了。 

 

  「奇怪。——子君，你怎麼今天這樣兒了？」我忍不住問。 

 

  「什麼？」她連看也不看我。 

 

  「你的臉色……。」 

 

  「沒有什麼，——什麼也沒有。」 

 

  我終於從她言動上看出，她大概已經認定我是一個忍心的人。其實，我一個人，

是容易生活的，雖然因為驕傲，向來不與世交來往，遷居以後，也疏遠了所有舊識

的人，然而只要能遠走高飛，生路還寬廣得很。現在忍受著這生活壓迫的苦痛，大

半倒是為她，便是放掉阿隨，也何嘗不如此。但子君的識見卻似乎只是淺薄起來，

竟至於連這一點也想不到了。 

 

  我揀了一個機會，將這些道理暗示她；她領會似的點頭。然而看她後來的情形，

她是沒有懂，或者是並不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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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那裡去呢？大道上，

公園裡，雖然沒有冰冷的神情，冷風究竟也刺得人皮膚欲裂。我終於在通俗圖書館

里覓得了我的天堂。 

 

  那裡無須買票；閱書室里又裝著兩個鐵火爐。縱使不過是燒著不死不活的煤的

火爐，但單是看見裝著它，精神上也就總覺得有些溫暖。書卻無可看：舊的陳腐，

新的是幾乎沒有的。 

 

  好在我到那裡去也並非為看書。另外時常還有幾個人，多則十餘人，都是單薄

衣裳，正如我，各人看各人的書，作為取暖的口實。這於我尤為合式。道路上容易

遇見熟人，得到輕蔑的一瞥，但此地卻決無那樣的橫禍，因為他們是永遠圍在別的

鐵爐旁，或者靠在自家的白爐邊的。 

 

  那裡雖然沒有書給我看，卻還有安閑容得我想。待到孤身枯坐，回憶從前，這

才覺得大半年來，只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

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世界上並非沒有為了奮鬥者而開的

活路；我也還未忘卻翅子的扇動，雖然比先前已經頹唐得多……。 

 

  屋子和讀者漸漸消失了，我看見怒濤中的漁夫，戰壕中的兵士，摩托車中的貴

人，洋場上的投機家，深山密林中的豪傑，講臺上的教授，昏夜的運動者和深夜的

偷兒……。子君，——不在近旁。她的勇氣都失掉了，只為著阿隨悲憤，為著做飯

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並不怎樣瘦損……。 

 

  冷了起來，火爐里的不死不活的幾片硬煤，也終於燒盡了，已是閉館的時候。

又須回到吉兆衚衕，領略冰冷的顏色去了。近來也間或遇到溫暖的神情，但這卻反

而增加我的苦痛。記得有一夜，子君的眼裡忽而又發出久已不見的稚氣的光來，笑

著和我談到還在會館時候的情形，時時又很帶些恐怖的神色。我知道我近來的超過

她的冷漠，已經引起她的憂疑來，只得也勉力談笑，想給她一點慰藉。然而我的笑

貌一上臉，我的話一齣口，卻即刻變為空虛，這空虛又即刻發生反響，迴向我的耳

目里，給我一個難堪的惡毒的冷嘲。子君似乎也覺得的，從此便失掉了她往常的麻

木似的鎮靜，雖然竭力掩飾，總還是時時露出憂疑的神色來，但對我卻溫和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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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明告她，但我還沒有敢，當決心要說的時候，看見她孩子一般的眼色，就

使我只得暫且改作勉強的歡容。但是這又即刻來冷嘲我，並使我失卻那冷漠的鎮靜。 

 

  她從此又開始了往事的溫習和新的考驗，逼我做出許多虛偽的溫存的答案來，

將溫存示給她，虛偽的草稿便寫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漸被這些草稿填滿了，常覺

得難於呼吸。我在苦惱中常常想，說真實自然須有極大的勇氣的；假如沒有這勇氣，

而苟安於虛偽，那也便是不能開闢新的生路的人。不獨不是這個，連這人也未嘗有！ 

 

  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極冷的早晨，這是從未見過的，但也許是從我看來的怨

色。我那時冷冷地氣憤和暗笑了；她所磨練的思想和豁達無畏的言論，到底也還是

一個空虛，而對於這空虛卻並未自覺。她早已什麼書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

第一著是求生，向著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

道捶著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士也難於戰鬥，只得一同滅亡。 

 

  我覺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們的分離；她應該決然捨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

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幸而是早晨，時間正多，我可以說我的真實。我們的

新的道路的開闢，便在這一遭。 

 

  我和她閑談，故意地引起我們的往事，提到文藝，於是涉及外國的文人，文人

的作品：《諾拉》，《海的女人》。稱揚諾拉的果決……。也還是去年在會館的破

屋裡講過的那些話，但現在已經變成空虛，從我的嘴傳入自己的耳中，時時疑心有

一個隱形的壞孩子，在背後惡意地刻毒地學舌。 

 

  她還是點頭答應著傾聽，後來沉默了。我也就斷續地說完了我的話，連餘音都

消失在虛空中了。 

 

  「是的。」她又沉默了一會，說，「但是，……涓生，我覺得你近來很兩樣了。

可是的？你，——你老實告訴我。」 

 

  我覺得這似乎給了我當頭一擊，但也立即定了神，說出我的意見和主張來：新

的路的開闢，新的生活的再造，為的是免得一同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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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末，我用了十分的決心，加上這幾句話： 

 

  「……況且你已經可以無須顧慮，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實說；是的，人是不

該虛偽的。我老實說罷：因為，因為我已經不愛你了！但這於你倒好得多，因為你

更可以毫無掛念地做事……。」 

 

  我同時豫期著大的變故的到來，然而只有沉默。她臉色陡然變成灰黃，死了似

的；瞬間便又蘇生，眼裡也發了稚氣的閃閃的光澤。這眼光射向四處，正如孩子在

饑渴中尋求著慈愛的母親，但只在空中尋求，恐怖地迴避著我的眼。 

 

  我不能看下去了，幸而是早晨，我冒著寒風徑奔通俗圖書館。 

 

  在那裡看見《自由之友》，我的小品文都登出了。這使我一驚，彷彿得了一點

生氣。我想，生活的路還很多，——但是，現在這樣也還是不行的。 

 

  我開始去訪問久已不相聞問的熟人，但這也不過一兩次；他們的屋子自然是暖

和的，我在骨髓中卻覺得寒冽。夜間，便蜷伏在比冰還冷的冷屋中。 

 

  冰的針刺著我的靈魂，使我永遠苦於麻木的疼痛。生活的路還很多，我也還沒

有忘卻翅子的扇動，我想。——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 

 

  在通俗圖書館里往往瞥見一閃的光明，新的生路橫在前面。她勇猛地覺悟了，

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而且，——毫無怨恨的神色。我便輕如行雲，漂浮空際，上

有蔚藍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廣廈高樓，戰場，摩托車，洋場，公館，晴明的鬧市，

黑暗的夜……。 

 

  而且，真的，我豫感得這新生面便要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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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總算度過了極難忍受的冬天，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惡作劇的壞孩

子的手裡一般，被繫著細線，盡情玩弄，虐待，雖然幸而沒有送掉性命，結果也還

是躺在地上，只爭著一個遲早之間。 

 

  寫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已經有三封信，這才得到回信，信封里只有兩張書

券：兩角的和三角的。我卻單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郵票，一天的饑餓，又都白挨給

於己一無所得的空虛了。 

 

  然而覺得要來的事，卻終於來到了。 

 

  這是冬春之交的事，風已沒有這麼冷，我也更久地在外面徘徊；待到回家，大

概已經昏黑。就在這樣一個昏黑的晚上，我照常沒精打采地回來，一看見寓所的門，

也照常更加喪氣，使腳步放得更緩。但終於走進自己的屋子裡了，沒有燈火；摸火

柴點起來時，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 

 

  正在錯愕中，官太太便到窗外來叫我出去。 

 

  「今天子君的父親來到這裡，將她接回去了。」她很簡單地說。 

 

  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我便如腦後受了一擊，無言地站著。 

 

  「她去了麼？」過了些時，我只問出這樣一句話。 

 

  「她去了。」 

 

  「她，——她可說什麼？」 

 

  「沒說什麼。單是托我見你回來時告訴你，說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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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信；但是屋子裡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我遍看各處，尋覓子君；只見幾件

破舊而黯淡的傢具，都顯得極其清疏，在證明著它們毫無隱匿一人一物的能力。我

轉念尋信或她留下的字跡，也沒有；只是鹽和乾辣椒，麵粉，半株白菜，卻聚集在

一處了，旁邊還有幾十枚銅元。這是我們兩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現在她就鄭重地將

這留給我一個人，在不言中，教我藉此去維持較久的生活。 

 

  我似乎被周圍所排擠，奔到院子中間，有昏黑在我的周圍；正屋的紙窗上映出

明亮的燈光，他們正在逗著孩子推笑。我的心也沉靜下來，覺得在沉重的迫壓中，

漸漸隱約地現出脫走的路徑：深山大澤，洋場，電燈下的盛筵；壕溝，最黑最黑的

深夜，利刃的一擊，毫無聲響的腳步……。 

 

  心地有些輕鬆，舒展了，想到旅費，並且噓一口氣。 

 

  躺著，在合著的眼前經過的豫想的前途，不到半夜已經現盡；暗中忽然彷彿看

見一堆食物，這之後，便浮出一個子君的灰黃的臉來，睜了孩子氣的眼睛，懇托似

的看著我。我一定神，什麼也沒有了。 

 

  但我的心卻又覺得沉重。我為什麼偏不忍耐幾天，要這樣急急地告訴她真話的

呢？現在她知道，她以後所有的只是她父親——兒女的債主——的烈日一般的嚴威

和旁人的賽過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虛空。負著虛空的重擔，在嚴威和冷眼中走著

所謂人生的路，這是怎麼可怕的事呵！而況這路的盡頭，又不過是——連墓碑也沒

有的墳墓。 

 

  我不應該將真實說給子君，我們相愛過，我應該永久奉獻她我的說謊。如果真

實可以寶貴，這在子君就不該是一個沉重的空虛。謊語當然也是一個空虛，然而臨

末，至多也不過這樣地沉重。 

 

  我以為將真實說給子君，她便可以毫無顧慮，堅決地毅然前行，一如我們將要

同居時那樣。但這恐怕是我錯誤了。她當時的勇敢和無畏是因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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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負著虛偽的重擔的勇氣，卻將真實的重擔卸給她了。她愛我之後，就要

負了這重擔，在嚴威和冷眼中走著所謂人生的路。 

 

  我想到她的死……。我看見我是一個卑怯者，應該被擯於強有力的人們，無論

是真實者，虛偽者。然而她卻自始至終，還希望我維持較久的生活……。 

 

  我要離開吉兆衚衕，在這裡是異樣的空虛和寂寞。我想，只要離開這裡，子君

便如還在我的身邊；至少，也如還在城中，有一天，將要出乎意表地訪我，像住在

會館時候似的。 

 

  然而一切請托和書信，都是一無反響；我不得已，只好訪問一個久不問候的世

交去了。他是我伯父的幼年的同窗，以正經出名的拔貢，寓京很久，交遊也廣闊的。 

 

  大概因為衣服的破舊罷，一登門便很遭門房的白眼。好容易才相見，也還相識，

但是很冷落。我們的往事，他全都知道了。 

 

  「自然，你也不能在這裡了，」他聽了我托他在別處覓事之後，冷冷地說，「但

那裡去呢？很難。——你那，什麼呢，你的朋友罷，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 

 

  我驚得沒有話。 

 

  「真的？」我終於不自覺地問。 

 

  「哈哈。自然真的。我家的王升的家，就和她家同村。」 

 

  「但是，——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誰知道呢。總之是死了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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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忘卻了怎樣辭別他，回到自己的寓所。我知道他是不說謊話的；子君總

不會再來的了，像去年那樣。她雖是想在嚴威和冷眼中負著虛空的重擔來走所謂人

生的路，也已經不能。她的命運，已經決定她在我所給與的真實——無愛的人間死

滅了！ 

 

  自然，我不能在這裡了；但是，「那裡去呢？」 

 

  四圍是廣大的空虛，還有死的寂靜。死於無愛的人們的眼前的黑暗，我彷彿一

一看見，還聽得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的聲音。 

 

  我還期待著新的東西到來，無名的，意外的。但一天一天，無非是死的寂靜。 

 

  我比先前已經不大出門，只坐臥在廣大的空虛里，一任這死的寂靜侵蝕著我的

靈魂。死的寂靜有時也自己戰慄，自己退藏，於是在這絕續之交，便閃出無名的，

意外的，新的期待。 

 

  一天是陰沉的上午，太陽還不能從雲裡面掙扎出來；連空氣都疲乏著。耳中聽

到細碎的步聲和咻咻的鼻息，使我睜開眼。大致一看，屋子裡還是空虛；但偶然看

到地面，卻盤旋著一匹小小的動物，瘦弱的，半死的，滿身灰土的……。 

 

  我一細看，我的心就一停，接著便直跳起來。 

 

  那是阿隨。它回來了。 

 

  我的離開吉兆衚衕，也不單是為了房主人們和他家女工的冷眼，大半就為著這

阿隨。但是，「那裡去呢？」新的生路自然還很多，我約略知道，也間或依稀看見，

覺得就在我面前，然而我還沒有知道跨進那裡去的第一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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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許多回的思量和比較，也還只有會館是還能相容的地方。依然是這樣的破

屋，這樣的板床，這樣的半枯的槐樹和紫藤，但那時使我希望，歡欣，愛，生活的，

卻全都逝去了，只有一個虛空，我用真實去換來的虛空存在。 

 

  新的生路還很多，我必須跨進去，因為我還活著。但我還不知道怎樣跨出那第

一步。有時，彷彿看見那生路就像一條灰白的長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來，我等著，

等著，看看臨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裡了。 

 

  初春的夜，還是那麼長。長久的枯坐中記起上午在街頭所見的葬式，前面是紙

人紙馬，後面是唱歌一般的哭聲。我現在已經知道他們的聰明瞭，這是多麼輕鬆簡

截的事。 

 

  然而子君的葬式卻又在我的眼前，是獨自負著虛空的重擔，在灰白的長路上前

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圍的嚴威和冷眼裡了。 

 

  我願意真有所謂鬼魂，真有所謂地獄，那麼，即使在孽風怒吼之中，我也將尋

覓子君，當面說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饒恕；否則，地獄的毒焰將圍繞我，

猛烈地燒盡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將在孽風和毒焰中擁抱子君，乞她寬容，或者使她快意……。 

 

  但是，這卻更虛空於新的生路；現在所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還是那麼長。我

活著，我總得向著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卻不過是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

為子君，為自己。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聲，給子君送葬，葬在遺忘中。 

 

  我要遺忘；我為自己，並且要不再想到這用了遺忘給子君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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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

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