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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魯迅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有人說他是思想家、文學家、革命家，有

人說他是「精神界的戰士」，有人說他是中華民族的「民族魂」，有人說

他是「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佔 大領土的作家」，陳獨秀說「世之毀

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 

明朝末年開始，就不斷有歐洲人前來叩門，要求貿易通商，但無論如

何也叩不開天朝上國的大門。到了 1840 年，這道大門終於關不住了，英

國以列強式的敲門行徑希望實現對華商業貿易。中國與英國之間，爆發了

一場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條約規定中國開放五

口通商，廣東新安縣城外五十公里的香港島割讓給英國管治。這打破了天

朝上國妄自尊大的幻夢，中國亦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中國被

動地成為世界列國中其中一國的時候，傳統的衣冠文物已經不能夠適應這

個新時勢了。其後，席捲清朝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國起義，其勢力範圍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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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省，先後攻克了六百多座城市。這次起義是中國歷史上規模 大的農

民戰爭，亦是傷亡 慘重的內戰，令到全國陷入巨大的創傷。鴉片戰爭之

後，清廷政治腐敗，民心渙散，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相繼入侵中國。1856

年，英國與法國欲謀取在中國更大的利益，以亞羅號事件和西林教案為導

火線，組織英法聯軍攻陷廣州，焚燒民居，第二次鴉片戰爭正式爆發！1860

年 10 月，英法聯軍北上攻入北京，火燒圓明園。咸豐皇帝逃到熱河，

後死在那裏。清朝礙於劣勢，接受英法兩國所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國再次

割地賠款，廣東新安縣的九龍半島被割予英國。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既在

民族壓迫下呻吟，亦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欺淩！作為受到外國欺負之後的

反應，到了十九世紀六十

年代，個別地方開始辦起

機器製造局、船廠之類的

近代工業，亦派出了 早

一批留學生。不少人已經

感到中國必須有所改革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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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出生的時候，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局面。他所處的年代，是中國大

動盪大變革的年代，是中華民族災難深重、面臨生死存亡嚴重威脅的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年代。毫無疑問，魯迅是一個思想進步、富有民族大義，對

社會、民族、國家愛得深沉的時代偉人。魯迅一生足跡遍佈多處地方，本

故事把魯迅的生平置

於風雲幻變的大時代

歷史框架上，以時間

為經，魯迅輾轉之地

為緯，分別將紹興、

南京、日本、北京、

香港、上海等地方列

為敘述重點，擷取魯迅的重大生平事蹟，通過他心繫天下的家國情懷串連

起來，帶領讀者進入魯迅的精神世界，一起回顧一代偉人短促而非凡的一

生。 

演然 

2021 年 9 月  

前
言 

掃
描
收
看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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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 

 

魯迅 浙江紹興人。姓周，本名樟壽，入學時改字豫才，後改名周樹人。

1918 年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時開始用魯迅作筆名。 

蔣氏 魯迅繼祖母。 

魯瑞 魯迅母親。 

長媽媽 又叫阿長。魯迅童年時代的保姆。 

周伯宜 魯迅父親。秀才出身，因屢次應鄉試而未中，常年閒居在家，借

酒消愁，後患病離世。 

章福慶 貧農，人稱慶叔，閏土父親。 

章閏土 章閏土，章福慶的大兒子。 

壽鏡吾 三味書屋主人，樟壽的授業師，為人正直，嚴肅。 

厲綏之 魯迅在南京鐵路學堂的同學，其後一同赴日留學。 

許壽裳 魯迅在日本留學時結識的同學，兩人志趣相同，成為摯交。 

藤野先生 魯迅在日本仙台醫專的老師。善良，仁慈。 

章水生 章閏土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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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玄同 魯迅在東京唸書時結識的同學，兩人師從章太炎，分外投契。五

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回國後受其鼓勵開始投入文學創作。 

許廣平 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學生領袖。後為魯迅戀人。 

劉和珍 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領袖。 

楊德群 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領袖。 

李秉中 魯迅學生，也是忘年交，其後投靠國民政府，勸說魯迅向蔣介石

投誠，遭到拒絕。 

周海嬰 魯迅的獨生子。 

章貴 章閏土的孫子。紹興魯迅紀念館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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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快樂童年 

清光緒十七年（1891 年），

一個秋天的下午。 

縱橫交錯的河道，穿梭往來

的烏蓬船 1，幽靜的石板街，這

裏是江南水城，也是魯迅的故鄉

浙江紹興會稽。童年的魯迅不叫魯迅，也不叫周樹人，而叫樟壽。這一年，

樟壽十一歲了，他坐在四合院庭院內一株大槐樹下的小飯桌前，專心致志

地畫畫，他的祖母蔣氏搖著芭蕉扇坐在桌旁。飯桌上放了幾本畫冊，都是

樟壽用積存的壓歲錢買回來的。樟壽自小就喜歡畫畫，他還從文具雜貨店

買來質地薄而透明的荊川紙，蒙在圖畫書上，用筆蘸了墨汁，像寫毛筆字

描紅一樣，把畫臨下來，不亦樂乎。 

「嫲嫲，看！漂亮不漂亮？」

樟壽拿起畫便向祖母問道。 

 

 
1 烏篷船：江南地區的獨特水上交通工具，因竹篾篷被漆塗成黑色而得名。船身狹小，船篷

低矮。船板上輔以草席，可坐可臥，但因船篷低矮和船身狹小，故乘客不方便直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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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看了看，讚賞道：「樟壽真有天分，畫越來越漂亮了！」 

樟壽看著自己的畫，沾沾自喜。 

「樟壽，」祖母又說，「今天要背的書都背了嗎？」 

「背了！」 

「那你背了甚麼書？」 

「《詩經》、《楚辭》，還有《儒林外史》，不過我還是喜歡看圖畫

書。」 

「圖畫書別看太多了，給爸爸發現了要給打掌心的！」 

「不讓他知道就行了，而且我又不是所有圖畫書都看，有一種圖畫書

就讓我倒了胃口。」 

「甚麼圖畫書讓你倒了胃口呢？」 

「《二十四孝圖》！」 

「樟壽，這麼說不對！孝順父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呀。」祖母嚴肅地

說。 

「嫲嫲，那妳有沒有聽過『郭巨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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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巨埋兒？」 

「從前有一個人，他叫郭巨，家裏很窮，他的母親常常省下自己吃的

東西給郭巨三歲的兒子，郭巨就對妻子說，『我們家窮不能好好的供養母

親，兒子又分去了母親的食物，為甚麼不把兒子給埋了？』他的妻子不敢

違抗他，只好在地上掘坑，準備把兒子活生生地埋葬了！」樟壽頓了頓，

又問，「嫲嫲，這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嗎？」 

「這個嘛－－」祖

母一時說不出話來。 

樟 壽 繼 續 說 下

去： 

「如果我們家變窮，

爸爸為了盡孝，為了讓妳多吃點，也會把我給埋掉嗎？」 

祖母驚愕地眨了眨眼睛，臉上的肌肉一下子僵住了。 

「啊！」這時樟壽突然想起，「嫲嫲，我想要一本《山海經》！2」 

「《山海經》？」 

「裏面有很多圖畫的！有人面獸、九頭蛇、獨腳牛、三腳鳥，我找了

 
2 《山海經》：先秦時期的古籍，作者不詳，書內記載許多民間傳說的妖怪，詭異的怪獸以

及光怪陸離的傳說，長期被認為是一部語怪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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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家書店都沒找到呀！嫲嫲，妳有辦法找到嗎？」 

「樟壽呀，不正經的書不要看了。」 

「哪裏不正經？」 

忽然，槐樹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聲，一對閃閃的眼睛在黑暗中隨聲

而下。 

「那是甚麼？」樟

壽大吃一驚。 

「别怕，那是一隻

貓而已！」祖母說著，

已見一隻黑貓向着一

個方向溜去了。 

「哼！我 討厭的就是貓了！」樟壽撅起嘴巴說道。 

「你還在想著你的隱鼠 3 嗎？」祖母問道。 

「嫲嫲，你知道貓有多殘忍嗎？牠們把老鼠捉住，不會一口咬死，而

是盡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到自己玩厭了，就這才吃

下去，多恐怖！我的隱鼠就是這樣給貓折磨至死的！」 

 
3 隱鼠：是鼠類 小的一種，只有拇指那麼大，不很畏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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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隱鼠不是給阿長踩死的嗎？」祖母奇怪一問。 

「甚麼！？」樟壽瞪大眼睛說道，「我的隱鼠是給長媽媽踩死的？！」 

「你的隱鼠爬上了阿長的腳，就給她一腳踩死了！」祖母回道。 

「甚麼？！原來長媽媽一直在騙我！原來她才是兇手！」樟壽怒不可

遏。 

祖母搖搖頭，笑了笑說：「她也不是故意的，你就別生氣了。」 

「哼！我怎麼能不生氣！」 

「嫲嫲給你講個故事好不好？」 

這一招果然奏效，樟壽稍微軟化了。於是，祖母便說起故事來。 

「你知道嗎，貓是老虎的師父呀。」 

「哦？」樟壽露出好奇的表情。 

「老虎本來是甚麼都不會的，就投到貓的門下來。貓就教給牠撲的方

法、捉的方法、吃的方法，像自己捉老鼠一樣。這些教完了；老虎想，本

領都學到了，誰也比不過牠了，只有老師的貓還比自己強，要是殺掉貓，

自己便是 強的角色了。牠打定主意，就上前去撲貓。貓是早知道牠的來

意的，一跳，便上了樹，老虎卻只能眼睜睜地在樹下蹲著。原來，貓還沒

有教給牠上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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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壽思考了一下，便說：「嫲嫲，如果貓教了老虎爬樹，那麼剛才跳

下來的不就是老虎了？！」 

「是呀是呀！」祖母不禁呵呵笑了幾聲。 

「不過我還是討厭貓！」樟壽撅起嘴唇又說道，「牠們跟老虎獅子一

樣都是殘忍的，都喜歡欺凌弱小！妳別看貓平常很純良的樣子，都是裝出

來的，牠們又虛偽又狡猾！」 

「那麼樟壽千萬不要學牠們，不要欺凌弱小，不要虛偽，不要狡猾！」 

「我當然不會，我也不會讓人家欺負我！」 

「好！」 

兩婆孫相視一笑。 

這個時候，屋內突然傳來

一陣吵聲。 

「你發甚麼脾氣呀？你別喝了。」 

「不要理我！」 

樟壽走到窗前探聽，隱約聽到了父母的吵架聲。 

「一次沒考上算甚麼？明年再來就是了。」母親勸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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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不起阿爹！」父親沮喪起來。 

「公公不會怪你的。至少你還有夢，只要不放棄，一定會成功的。」

母親又說。 

「為甚麼？為甚麼我這麼倒楣？」父親還在自怨自艾。 

母親一想，便說：「呀！

公公在京城做大官，應該有

不少關係，不如叫他疏通－

－」 

父親連忙打斷她的話：

「妳想也別這麼想！妳不知道在科場作弊是死罪嗎？不死也要坐一世的

監呀！」 

話音剛落，就傳來瓷器錚錚然擲地的聲音。 

「那當我沒講過好了。」母親低頭說道。 

樟壽知道爸爸又在借酒消愁，獨自生悶氣了。樟壽的爸爸叫周伯宜，

秀才出身，因屢次應鄉試而未中，常年閒居在家，這一次又再落第，心情

鬱悶難舒，喝了幾杯悶酒，無緣無故地又發起脾氣來，一不合意就亂摔碗

筷，害得整家人都緊張起來。樟壽的媽媽叫魯瑞，沒有正式上過學，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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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塾師給她的兄弟上課，她只能站在門外偷聽。不久，連這個權利也被

剝奪了，她就自己找些書看，遇到不認識的字，問問別人，終於以自修獲

得看書的能力。 

樟壽從窗縫中看到父親陰沉的臉色，憂鬱、壓抑、悲傷，極度難看的

樣子，他不敢貿然走進屋內，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兒。這時，一隻菜碗竟從

窗子飛了出來，差點擊中樟壽的頭，幸好他急忙閃躲，不然還不得被碗子

砸暈過去。菜碗飛過他的臉，落在剛剛從菜市場買菜回來的長媽媽的跟

前。 

樟壽一見長媽媽便想到隱鼠慘死的一幕，頓時怒火中燒： 

「哼！哼！哼！阿長！」 

祖母即時把話打斷：「樟壽，不要這樣沒禮貌！」 

長媽媽微笑道：「哥兒 4，有圖畫的『山海經』，我給你買來了。」 

樟壽瞪大眼睛，喜出望外，高興得全身都顫抖了。他趕緊接過來，打

開紙包，是四本小小的書，略略一翻…… 

 
4 哥兒：紹興保姆對少爺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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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人面獸、九頭蛇、獨腳牛、三腳鳥，果然都在，還有那掉了頭

還『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拿著盾牌與斧頭狂舞的怪物『刑天』啊！長

媽媽，妳是怎麼得到的呢？」 

「喜歡嗎？」長媽媽微笑問道。 

「嗯！」樟壽大力點頭，十分歡喜，「長媽媽妳真厲害！這太好了！

太好了！」 

樟壽捧著幾本小書，雀躍

萬分。一霎那，這又使他對長

媽媽發生新的敬意了，別人不

肯做，或不能做的事，長媽媽

卻能夠做成功。她確有偉大的神力。謀害隱鼠的怨恨，從此完全消滅了。 

「樟壽不生長媽媽的氣了嗎？」祖母問道。 

「生我的氣？為甚麼？」長媽媽一臉奇怪。 

樟壽只管翻揭著書頁，他就在這種美妙的《山海經》世界裏陶醉了。 

這個時候，父親從屋內出來，母親緊隨在後。 

樟壽一見父親，馬上把《山海經》藏於身後。 

長媽媽一見老爺，連忙上前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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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爺！您吩咐的事情我都做了。」然後向身後招手，喊道，「快，

過來！」 

只見長媽媽身後走出兩個身影，一個男人和一個少年。兩人身穿滿是

補丁的衣服，一看就知是窮戶。 

「老爺，他是我鄉里，章福慶，阿慶叔，很能幹的。」長媽媽介紹道。 

「老爺好！奶奶好！」章福慶連忙上前，低頭哈腰，恭恭敬敬地請安。 

「今年是周家的大年，」周伯宜說道，「要祭祖要拜土地，時下又是

水稻收穫的季節，要忙的事情特別多。老章，夠你忙了。呃－呵－」這是

喝 下 的 酒 在 胃 裏 作 怪 的 聲

音。 

長媽媽接過話說：「老

爺，少奶，種田這塊事就交

給慶叔吧。」 

這時，章福慶把身邊的孩子推前一下，對周伯宜說道：「老爺，這是

我大兒子，叫閏土，也能幫上一點忙的。」 

 

「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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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這孩子八字缺土。」 

母親魯瑞打量一下閏土，問道：「有十五六歲吧？」 

「剛剛十四。」章福慶答道。 

「那比大阿官大三歲。」長媽媽搭嘴說，「長得也算高大。」 

「這樣吧，」魯瑞建議道，「閏土來管祭器吧，尤其在夜裏， 近賊

子特別多。」 

「也好。」周伯宜表示同意，便對樟壽說道，「樟壽，你先帶閏土過

去放祭品的地方，我們等一下過來。」 

樟壽與閏土第一次見面，兩人好奇地望著對方。 

「樟壽，你好！我叫閏土。」閏土滿有自信地介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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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閏土！」長媽媽連忙更正他，「大阿官是周家的大公子呀，別亂講！

沒大沒小的！」 

「小孩子沒所謂啦！」魯瑞笑道。 

樟壽對著閏土微笑道，「閏土哥！跟我來吧！」便伸手拖著閏土走去

了。 

幾個大人看著兩個孩子，搖頭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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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一）：《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是魯迅的一部散文集，此文集作為「回憶的記事」，描繪了魯

迅童年時代在紹興的生活情景，形象地反映了他的性格和志趣的形成經過。 

魯迅的童年經歷可見於《二十四孝圖》、《狗貓鼠》、《阿長與山海經》等

多篇文章。《二十四孝圖》一文重點描寫了魯迅小時候在閱讀《二十四孝》的故

事時所引起的強烈反感，揭露了封建孝道的虛偽和殘酷。 

在《狗˙貓˙鼠》中，魯迅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回憶了祖母給自己講述的貓

虎傳說，自己在老屋中聽到的老鼠跳樑的聲響裏，想像正月十四夜裏老鼠成親的

儀仗，特別是自己飼養一隻隱鼠過程中的悲喜苦樂，交代了「仇貓」 的原因。 

《阿長與〈山海經〉》一文則記述了魯迅兒時與保姆長媽媽相處的情景，描

寫了長媽媽善良、樸實而又迷信、嘮叨的性格，卻又對她尋購贈送自己渴求已久

的繪圖《山海經》之事，充滿了尊敬和感激，表達了對這位勞動婦女的真誠惦念，

以及對年幼無知的時光的深切懷念。 

《朝花夕拾》中的作品雖然都是在追憶往事，但也是借題發揮，影射、譏諷

當時的社會現實。例如《二十四孝圖》借「郭巨埋兒」、「老萊娛親」等孝道故

事來對當時反對白話文、提倡復古的傾向予以尖銳的抨擊；而在《狗˙貓˙鼠》

中，作者表面上討厭貓，實際上卻鞭撻了具有與貓類似習性的一類人，如當時社

會上軍閥統治者的幫兇，以表達對弱小者的同情和對施暴者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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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高小適用  

 

一、 魯迅的故鄉在哪裏？ 

 □ A 南京       □ B 紹興       □ C 上海 

二、 魯迅童年的名字叫甚麼？他的童年嗜好又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樟壽不喜歡《二十四孝圖》中哪一個故事？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樟壽為甚麼怨恨長媽媽？其後他的怨恨又是如何消滅的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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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初中適用 

 

一、 魯迅的故鄉在哪裏？那裏有些甚麼地方特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樟壽（魯迅童年）為甚麼不喜歡《二十四孝圖》中〈郭巨埋兒〉這

個故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樟壽「仇貓」的原因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樟壽的爸爸為甚麼借酒消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樟壽與閏土是如何認識的呢？你認為閏土是一個怎樣的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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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年閏土 

 

樟壽在深宅中長大，除了讀書，生活乏善可陳。平常他 喜歡跑到家

後面的大院子，那裏叫做「百草園」，其實是一個近似荒野的大地方，長

有不同的花草樹木，包括紫紅的桑葚 5、酸甜的覆盆子、光滑的石井欄、

高大的皂莢樹 6 等。樟壽趁大人不注意，鑽進了這片自由的天地，整日與

花鳥草蟲為伴，以此來打發冗長的時光，他見到蟬兒就抓、看到飛鳥就追，

餓了就在草地上啃饅頭，累了就在大樹下乘涼，樸質純真，不見愁容，一

切感受都是那麼的天真爛漫。這個時候，他結識了閏土，閏土出生在農村，

沒有別的娛樂活動，唯一的生活就是幫父親幹活。像這一次，父親去周家

打工，忙不過來的時候，就把他帶去。當閏土見到樟壽，沒有工人見到少

 
5 桑葚：粵音「嗓甚」，普通話讀 sāng shèn。桑樹的成熟果實，可作鮮果食用，味甜汁多。 
6 皂荚樹：粵音「造甲」，普通話讀 zào jiá。豆科落葉喬木或小喬木，高可達三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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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的畏縮，也沒有因為身份地位不同而自卑，反而把樟壽當作朋友。兩孩

年紀相若，一見如故，無所不談。 

「閏土哥，你還會捕鳥雀？」樟壽驚訝地問道，「我也要捕鳥雀，你

帶我去捕鳥雀好嗎？」 

「這不能。」閏土說道，「須大雪下了才好，我們沙地上，下了雪，

我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下秕穀，看鳥雀來吃時，

我遠遠地將縛在棒上的繩子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了。甚麼都有：稻

雞，角雞，鵓鴣7，藍背……」 

「冬天快來吧！快

點下雪吧！我要跟閏土

哥去捕鳥雀！」樟壽天真

地禱告。 

「如果是夏天。我們日裏到海邊撿貝殼去。」閏土又說。 

「貝殼？」樟壽問道。 

「難道你連貝殼也沒見過？」閏土感到奇怪。 

「我真的沒見過呢，我從來也沒去過海邊。海邊真的有很多貝殼嗎？」 

 
7 鵓鴣：粵音「缽姑」，普通話讀 bógū。即斑鳩，羽毛黑褐色，天要下雨或剛晴的時候，

常在樹上咕咕地叫，也叫水鴣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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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啊！五顏六色、不同形狀的都有！紅的綠的都有，鬼見怕 8 也有，

觀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賊嗎？」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吃，我們這裏是不算偷的。要管的

是獾 9 豬、刺蝟、猹。」 

「猹？那是甚麼？」 

「像小狗的動物，很

兇猛的。」 

「不咬人嗎？」 

「有胡叉就不怕了。月亮地下，你聽，啦啦的響了，猹在咬瓜了。你

便捏了胡叉，輕輕地走去……走到了，看見猹了，你便刺！」 

「唷！」樟壽叫了一聲。 

「怎麼啦？你怕嗎？」 

「不是。閏土哥，我覺得你很厲害，我很羡慕你呢。」 

「我羡慕你才是，你可以上課，可以讀書寫字。」 

 
8 鬼見怕：指海邊奇形怪狀、五顏六色的一種小貝殼。貝殼面呈白色，表面光滑，有花紋。

舊時紹興人把它繫在小孩子的手腕或腳踝上，認為可避邪氣。 
9 獾： 粵音「歡」，普通話讀 huān。又名獾豬， 哺乳動物，體型粗壯，吻鼻部裸露突出似

豬拱嘴，四肢粗短，頭大頸粗，耳小眼也小，尾短，背部淡黑色或灰色，四肢棕黑

色，頭部有一條白色縱紋，頸、喉、耳朵和尾部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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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很悶的，每天都要背書。」 

「你知道嗎？其實我一直想讀書，我不想和阿爹一樣，一生勞碌，一

世做窮人。」 

「閏土哥，你這麼聰明，見識這麼多，以後一定會出人頭地的，你是

我的榜樣啊！」 

「那好！樟壽，從今天開始，我們就是好朋友！祝我們友誼永固！」 

閏土伸出他的友誼之手。 

「好！友誼永固！」 樟壽也伸出他的友誼之手。 

就是這樣，兩人緊緊地把對方的手握住。閏土很開心的跟樟壽聊農村

生活。他的心裏有無窮無盡的稀奇的事，都是樟壽往常的一些朋友所不知

道的。閏土在海邊時，樟壽大概只看見院子裏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閏土

說得興高采烈，樟壽聽的津津有味。

在樟壽眼中，閏土很有想法和見識。

他被閏土豐富的生活和有趣的經

歷折服，將他視為見多識廣的哥哥

來崇拜。兩人很快就變成了形影不

離的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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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二）：《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父親的病》 

 

《朝花夕拾》中的散文除了描繪魯迅童年時代在紹興家鄉的生活，還有他在

私塾中學習的情景，以及其後後因家道中落，從家鄉到南京，又到日本留學，然

後回國教書的經歷。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主要講了魯迅從小時候在他家後邊的一個叫

「百草園」的園裏玩樂，到他進入三味書屋讀書的故事。百草園是魯迅玩耍的地

方，三味書屋是魯迅學習的地方。文章描述了魯迅從百草園這麼一個美好的天堂，

一下子墜入到三味書屋這所全紹興最嚴厲的私塾。學童在這裏受到規矩的束縛，

但魯迅並沒有將三味書屋寫得死氣沉沉，課間學生溜到後園嬉耍，老私塾壽鏡吾

先生在課堂上入神讀書時學生卻乘機偷樂等，通過這些小故事的敘述，使得三味

書屋充滿了諧趣，表現了兒童不可壓抑的快樂天性。這一段時光啟蒙了魯迅由童

年到少年的過渡。 

在《父親的病》這篇文章中，魯迅用諷刺的筆調寫了庸醫誤人，以兩個「名

醫」的藥引一個比一個獨特，刻劃出某些中醫故弄玄虛、勒索錢財、草菅人命的

醜惡面貌，並通過他們的相繼藉故辭去，體現出父親的病情一步步惡化，表達出

作者對這些庸醫的深切痛恨。《父親的病》是以魯迅叫著臨終的父親，叫了一聲

又一聲，直到父親的呼吸停止而結尾。直到魯迅長大，還能聽得到自己那時的聲

音，覺得是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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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高小適用  

 

一、 「百草園」是甚麼地方？  

□ A 藥店       □ B 荒蕪的園子       □ C 市內公園  

二、 樟壽為甚麼羡慕閏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閏土又為甚麼羡慕樟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嘗試代入故事中的人物。你會選擇過樟壽的生活還是閏土的生活？

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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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初中適用 

 

一、 樟壽通常在「百草園」裏做些甚麼事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你認為在樟壽的眼中，閏土是個怎樣的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你認為在閏土的眼中，樟壽又是一個怎樣的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樟壽在結識閏土前的生活是怎樣的？在結識閏土後，他的思想世界

起了甚麼變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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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道中落 

 

清光緒二十年（1894 年）。 

天，是灰濛濛的。 

一場初雪，白白的，已把地面覆蓋了起來。 

這天一大清早，琅琅書聲在寒冷的空氣中迴響。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峰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那是杜甫 10 的《春望》。 

此時此刻，十來個小孩就

都抱著厚厚的書卷，坐在課堂

裏，搖頭晃腦，認真地誦讀著

書上的內容。這些孩子大的十

二三歲，小的才七八歲，正是

無知貪玩的年紀，現在卻都能老老實實地呆在私塾 11 讀書。 

 
10 杜甫：唐代著名诗人。 
11 私塾：也叫私學 ，或學堂，是中國古代的私立學校，大多由讀書人、秀才等私人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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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壽十三歲了，他被送到全城著名的私塾——三味書屋這裏來讀書已

經兩年了。讀的是《四書》《五經》之類的古文書，偶然也讀讀唐詩宋詞。

私塾的老師是壽鏡吾老先生，他是個非常正直、質樸、博愛的人，在教育

學生上，他還是遵守私塾的老一套，每天教給學生的就是死板地背書、聽

書、寫字。 

「在杜甫的眼中，昔日長安的春天是何等的繁華！」 

壽鏡吾正在一本正經地講解著詩句。 

「鳥語花香，飛絮彌漫，煙柳明媚，遊人如鯽，可是那種景象如今已

經蕩然無存了！山河依舊，但是國都已經淪陷，城池也在戰火中殘破不堪！

亂草叢生，林木荒蕪，國家衰

敗，留下的只是頹垣殘壁

啊！」 

壽老先生說得熱淚

盈眶，情緒激動。 

原來，消息傳來，中國

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紹興城內的街頭巷尾，群眾已在議論紛紛。 

「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了！」 

 
由教書者（稱為塾師）在自宅設立，入學者多係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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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鬼子搶灘成功，攻下了威海衛炮臺了！」 

「我們北洋水師不是有幾艘大型鐵甲艦嗎？戰前國際社會不是都看

好中國的嗎？怎麼到頭來會輸給日本鬼子的！？」 

「清政府太低估對手了。這兩年我們中國有添置洋槍炮船嗎？單單花

在重修頤和園就花了好幾百萬白銀，光緒帝大婚又花了白銀幾百萬兩，哪

裏還有多餘的軍費？」 

壽老先生痛惡帝國主義，從來不用外國貨，這次國家受到日本鬼子侵

擾，便借題發揮，以古詩抒發內心鬱悶。他手上總是拿著一把戒尺，學生

讀書不認真的，「啪」一下；背不了書的，「啪」一下；寫字寫得不好的，

「啪」一下。但壽老先生這條戒尺並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

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 

「讀書！」 

原來眼前幾個學生竟是昏昏沉沉，頻打呵欠。 

壽鏡吾走到一個學生面前喝道：「把剛才的詩句背出來！」 

那學生站起來，只管抓頭，一臉狼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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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老先生失望地搖著頭，這時，那學生指向門外，眾人一望過去，就

見樟壽站在那兒。他猶豫一會兒，便硬著頭皮走進來。壽鏡吾轉身一看，

滿臉的不高興。 

「樟壽！你為甚麼又遲到？」 

樟壽臉露歉色，說道：

「壽老師，對不起。我去

替阿爹買藥，但找遍大街

小巷都找不到，所以遲到

了。」 

「令尊病很久了，還沒有醫好嗎？」壽鏡吾問道。 

樟壽搖頭道：「一直沒有好轉，而且越來越嚴重，大夫開的藥引又越

來越難找。」 

「甚麼藥引這麼難找？」壽鏡吾又問。 

「有一種是埋在地下多年，已經化為水的醃菜鹵！」樟壽答道。 

壽鏡吾瞪眼一怔：「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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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在屋頂上經過三年霜雪的蘿蔔菜，和一雙活蟋蟀夫妻！大夫

說把這些藥引煲成藥湯給阿爹喝，阿爹就會痊癒了！」樟壽頓了頓，又問，

「壽老師，你有辦法幫我

找到這些藥引嗎？」 

「這麼古怪的藥引我

聽也沒聽過！」壽鏡吾答

道。 

樟壽感到失望，垂下頭來。 

壽鏡吾又說：「無論甚麼理由也好，作為學生，遲到都是不應該的。

你今後應該以此為訓，好好的檢討一下！」 

「知道，壽老師！我以後不會再遲到了。」 

「坐下！」 

這天下課以後，樟壽茫然若失的走在路上，就在他踏上回家的那段小

徑時，眼前出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 

「閏土哥？」 

只見閏土一臉懊惱，臉上失去了平日的歡快。 

「樟壽，我要跟你道別了。」閏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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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閏土哥，你要去哪裏？」樟壽只覺奇怪。 

「我要回鄉下，爹說我們不會再回來的了。」 

「為甚麼？」 

「你們家不需要我們了。」 

「不行！我不讓你走！」 

繁忙的秋收季節過去了，

時入寒冬，閏土要跟隨父親回到鄉下耕田了。樟壽和閏土也要分開了。他

握著閏土的手，戀戀不捨。這一次分手，不知甚麼時候才能再見。樟壽心

裏是這樣想的。 

閏土說：「放心吧，樟壽！我相信我們還會見面的。」他努力地擠出

了一絲微笑。 

「閏土哥，你走了，我怎麼辦？我真的捨不得你。」樟壽絕望地低下

了頭，一滴淚水從他眼中滾了下來，掉在了雪地上。 

兩人久久地凝視對方，閏土歎了一聲：「我會想念你的。」他用手胡

亂抹一下臉，接著又說：「對了，明年你到我這裏來吧，我會教你捕鳥，

帶你看跳魚，還會……」閏土說不下去了，眼中噙滿了淚花。 

「閏土啊，我們該走了。」那邊，慶叔在催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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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壽，」閏土說得

更快，「我們永遠是朋友，

是嗎？」 

樟壽說不出甚麼了，

只是機械地點著頭。 

雪，還在紛紛揚揚地下著，雪水與淚水混在一起流下來，就連閏土這

個堅強的孩子今天也落淚了。這時，慶叔匆匆地走過來：「閏土，走吧，

時候不早了。」又對樟壽說，「大阿官，你也別難過，正所謂，天下無不

散之宴席，你有時間去我們那裏玩玩，啊？我們走了，閏土。」 

「不！」樟壽哭著拉住閏土不鬆手，可閏土還是被慶叔拖走了。閏土

一步三回頭，留戀地看了四合院和樟壽 後一眼，便消失在了鵝毛大雪

中。 

淚水又一次糊住了樟壽的雙眼。 

雪還在下，好像給閏土唱了一首送行的歌。 

回到家裏，樟壽愁眉不展。 

「媽媽，你為甚麼把閏土哥叫走？」 

魯瑞囁嚅了一下，開口了，聲音有些顫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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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阿官！」 

母親很少這樣稱呼自己。好一會兒，樟壽才反應過來，答應了一聲。 

魯瑞還是囁嚅著，說不出話來。 

「媽媽？ 」 

後，魯瑞深吸一口

氣，便說：「媽媽第一次

這樣叫你，因為媽媽知道，

你長大了。」 

樟壽這時成了男子漢，鼓勵母親說：「媽媽，有甚麼事，儘管說。天

下事，我來杠！」 

魯瑞眼眶一紅，看了看兒子，又深吸一氣，吐口說道： 

「兒子，自從你爺爺被拉去坐監，家裏花了好多錢，你爺爺的命才能

保住！你爹爹又不爭氣，病久了，屢醫不治，我們現在還欠下大夫一大筆

診金！家裏空了，沒有錢了，你兩個弟弟還小，萬一你爹爹出事了，媽媽

真的不知如何打算！」 

說完，魯瑞背過臉，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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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壽看見母親的脊背一陣一陣的抽搐，心如刀絞，自己不禁也落淚

了。 

「媽媽，阿爹會沒事的！」樟壽哭說道，「我們不是已經請了 好的

大夫看爹嗎？阿爹一定會好過來的！」 

這時，魯瑞從襟間掏出一個小包裹，從 裏面拿出一條金鏈，便說： 

「餘下的二十畝田，要留著吃飯，再不能賣了，只能由你到當鋪去當

東西，換錢給爹爹

買藥，付明天的診

金。」 

樟 壽 從 母 親

的手中接過了金鏈，

抹一抹淚水。 

魯瑞含淚看著兒子：「兒子，現在只剩下我們相依為命，你要爭氣！

你要爭氣呀！」 

「媽媽！」樟壽在母親的懷裏哭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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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飛舞著雪花，小北風像刀子似的猛刮，嗚嗚地吼了起來。一場暴

風雪提早襲來了，一霎時，暗黑的天空同雪海打成了一片，迷糊了景象，

一切都看不見了。 

  

第
三
章 

掃
描
收
看
舞
台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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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三）：甲午戰爭與馬關條約 

 

1894 年，中國與日本之間爆發了一場甲午戰爭。這一年，魯迅只有 13 歲。

當時的中國擁有號稱火力和噸位世界排名第六的中國北洋艦隊。北洋艦隊在戰爭

初段表現不俗，但最終卻被重創，全軍覆沒。欠缺海軍護衛的中國東北沿海，無

力抵禦日方的海陸並進，清廷被迫求和，之後國勢無法挽回。戰爭以中國失敗告

終。中國清朝政府逼於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壓力，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 《馬關條約》。其主要內容包括：大清帝國割讓遼東半島與臺灣全島及所有附

屬各島予日本。 

甲午之戰是 19 世紀末東亞二強之戰，中國代表千年傳統的古老大國，日本

代表著西化的新興動力。中國慘敗，象徵了清同治以來所推行的洋務運動的失敗，

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卻成功奠定了它在亞洲的領先地位，這加速了日本進佔亞洲

大陸的腳步，日本乘勝大張旗鼓，野心勃勃，在東北亞洲擴大勢力，也在中國掀

起了全國士子庶民對國運的關注。以此次戰爭為起點，帝國主義國家開始掀起瓜

分中國的狂潮，給中國爾後的歷史進程帶來了嚴重影響。 

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陷入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

侵略野心進一步膨脹，亡國滅種的威脅迫使進步的中國人挺身而出，救亡圖存。

甲午戰後不久，維新思想激蕩神州，革命思潮也在萌發。中國人們從慘痛的民族

失敗中警醒，而清政府卻繼續衰敗下去。 

  



何者魯迅 ｜ 中國歷史人物小說系列 （試讀版）

41 
 

工作紙（三）高小適用  

 

一、 樟壽上學時為甚麼遲到？  

□ A 晚了起床     

□ B 照顧患病的父親     

□ C 四處採購藥物  

 

二、 壽鏡吾先生在課堂上解讀古詩時「熱淚盈眶、情緒激動」。原因為

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樟壽的父親生病了，大夫開的藥引十分難找。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閏土為甚麼要跟樟壽道別？樟壽的心情如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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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 初中適用 

一、 樟壽上學時為甚麼遲到？老師壽鏡吾先生的反應如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根據文中所述，中國在甲午之戰中戰敗的原因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閏土為甚麼要離開紹興？樟壽的心情如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你認為樟壽的祖父為何會被抓去坐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樟壽的家庭面臨著甚麼危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