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問魯迅，漢字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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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5 月，魯迅對上海《救亡情報》的記者說：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因為漢字的艱深，使全

國大多數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人民決

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受到的壓榨，整個民族的

危機。我是自身受漢字苦痛很深的一個人，因此我堅

決主張新文字來代替這種障礙大眾進步的漢字”1 值
得注意的是，魯迅先生的這番談話是 1936 年 5 月講

的，而在 1936 年春，曾在燕京大學歷史系任教的洪業

先生，在上第一堂課時，“突然，洪先生一拍講桌，

挺身站了起來，憤然說道：同學們，現在日本人侵略

我們，國家已危在旦夕了……日本人狂得很，他們說，

世界漢學中心從來就不在中國，……現在是在日本。

他們說我們中國人沒有能力，我們一定要爭口氣，把

漢學中心搶回我們北京來。”2 請看，同在 1936 年春

夏之季，一個是著名的作家，一個是淡泊的學人；一

個在上海，一個在北平；一個面對記者，一個面對學

生，二人卻發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如果抹去二

人的名字而留下二人的言論，今天的讀者看後將會表

示出甚麼樣的態度呢？ 
 
 

一、偉人的誤判 
 

說實話，看到魯迅的上述言論，我是目瞪口呆，

可謂心冷手涼，一時不知何說起才好。因為筆者雖區

區一介布衣，然先生在自己心目中是極有地位的，我

一直是敬重偉大的魯迅先生。然而，在民族危亡的關

頭，魯迅卻對《救亡情報》的記者說了一段很不合時

宜，使人難以理解的話。魯迅之言，激進是夠激進的，

然而“滅”了漢字，中國就得救麼？！中國人還會是

中國人嗎？！“我以我血薦軒轅”的魯迅先生啊，

“滅”了漢字，您又如何用自己的“血”去“薦軒

轅”呢？！再者，“軒轅” 還會要您所“薦”的

“血”麼？！世界上還從未聽說過有“滅”了自己民

族文字而興盛強大起來的國家！ 
歷史證明，創造出漢字的中華民族，不但給中國

和世界帶來了輝煌燦爛的文化藝術，而且在古代，就

逐步建立了最為發達的數學、天文曆法、物理、化學、

地學、農學、醫藥學、以及工程技術等各個學科。3 請
問九泉之下的魯迅，這個歷史情況，您難道會不知道

嗎？！ 
不錯，“漢字是艱深”，但艱深的漢字並未導致

中國“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關於這個歷史情況

前面已經談了。何況，作為一個中國人，他也許聽不

懂各地方言，但講各種方言的中國人卻都認識全世界

獨一無二的方塊字。無論海內外的華人身處何方，也

許他們的政治觀點不同，宗教信仰有異，或者說是無

黨無派，但在方塊漢字的大旗指引下，所有的中國人

都會為中華之崛起，領土之完整，祖國之強盛，而與

各兄弟少數民族的骨肉同胞攜手共進，奮勇向前，去

創造美好的明天。道理很簡單，因為“漢字”是中華

民族文化的“根”(安子介先生語)。“根”固才能枝

葉繁茂才能不受歧視。 
至於說漢字導致“遭受的壓榨，整個民族的危

機”云云，則實在是天大的冤枉！真所謂，漢字何罪，

遭此責駡？！試問先生，一部源遠流長的華夏文明

史，去掉以漢字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標誌，會有“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浩然正氣嗎？會

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忠烈

嗎？會有“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振

聾發聵嗎？會有先生您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

為孺子牛”的憎愛評判嗎？先生啊，假如沒有漢字，

如何去鑄成中華民族的脊樑？又怎樣去築成華夏文明

的長城？！ 

∗ 福建省老子研究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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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使用漢字的中國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云

云，難道不是先生您極為有害的誤導又是甚麼？！請

聽聽，英國科學史字貝爾納是怎麼說的，這位西方學

者認為，“中國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人類文明和科

學的巨大中心之一。”法國啟蒙思想家狄德羅，盛讚

“中華民族 ，其歷史之悠久，文化、藝術、智慧、政

治、哲學的趣味，無不在所有民族之上”。英國著名

科學家李約瑟則認為：中國“…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

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

平”4，李約瑟還曾明確地指出：“倘若沒有中國古代

科技的優越貢獻，我們西方文明的整個過程，將不可

能實現。試問若無火藥、紙、印刷術和羅盤針，我們

將無法想像，如何能消滅歐洲封建主義，而產生資本

主義。”2000 年 5 月 22 日來華講學的未來學大師奈

斯比特告誡，中國在發展自己的高新技術的同時，一

定不能丟掉中國的傳統文化，對全球化，對高新技術

的認同，不能以犧牲中國文化教育為代價…… 
我不知道，先生是否為“漢字落後論”的始作俑

者？但我卻知道，早在“五四”之前，魯迅在給摯友

許壽棠的一封信中說過：“漢文終當廢去”。然而，

具有 6,000 年左右歷史的中國漢字，在西方語言學家

經過長期多次交流看法後認為，“漢語是智慧的語

言”。美國的一些專家已感悟到：中國漢字的“形”

能傳達豐富的理性信息，既有猜讀的可能性，又有聯

想之餘地，有助於智商及思維能力的發展。5 法國大

藝術家巴爾蒂斯則認為，中國書法藝術舉世無雙，幾

乎包容了造型藝術的一切規律。所以，但凡從藝，最

好以中國書法啟蒙(畢家索稱巴爾蒂斯是“20 世紀最

偉大的畫家”)。世界級現代音樂大師雅尼曾說過：漢

字“不僅是一種象形文字，更是一種奇妙無比的語言

──語調變化如此之多，因而聽起來就象音樂一樣”。 
 
 

二、漢字的優美受全球性認同 
 

曾在聯合國任職的致力於推動漢語現代化的語言

學家袁曉園，認為簡單明確的漢字比起英、法、西、

日等國語言均有優勢。舉例說，一個中國小學生能夠

完全看懂《人民日報》，而有近半數的美國大學生卻看

不懂《紐約時報》。西方心理學家曾對中國兒童進行了

智力測驗，在 12 個測驗項目中，中國兒童有 7 個項目

的得分比美國兒童高。中國兒童在算術、詞彙及圖像

概念三個項目上得分最高。科學家們在分析其中原因

時認為，這應歸功於中國方塊字體使用方面的訓練。

另據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兒科教授鮑秀蘭女士介紹，20
世紀 80 年代，她曾對中國的新生兒進行行為神經測試

的研究，發現中國孩子在聽、看、學的能力上比國外

的孩子還要優秀。對此，美國哈佛大學兒童醫院教授

布萊壽頓在中國的測試也證明了這一點。1985 年 7 月

16 日，美籍華人科學家李政道在和鄧小平會見時曾

說：不僅我個人，國外許多學者都認為，今後 10 年、

20 年，世界科技領袖絕大多數將是華裔、是中國人，

這是可以證明的。現在美國，隨便哪個高水平的大學，

研究科學的高才生中，有 3/4 都是華人。李政道還建

議，祖國要提倡民族的精神，團結的力量和理想。據

2003 年 11 月 12 日的《羊城晚報》報道，英國一項全

球調查發現，中國內地和香港、台灣、新加坡以及日

本、韓國等環太平洋地區的人口平均智商，位列全球

最高。這說明，方塊漢字與儒家文化起了不可忽視的

作用。中國著名翻譯家葉君健先生生前認為：“要想

真正學好外文，必須有堅實的中文功底”。印度前總

理尼赫魯曾對其女兒說：“世界上有一個偉大的國

家，她的每一個字都是一首優美的詩，一幅美麗的畫，

你要好好地學習。我說的這個國家就是中國”。6

美國《時代》週刊發出專文指出，古老的漢字和

矽世界的奇特結合，將給世界經濟和文化生活帶來巨

大的變化。不少中外專家預測，簡潔、準確、嚴密、

合理、科學、先進的漢字漢語將是對 21 世紀發揮威力

的時代。筆者高興地得知，中文可望取代日文，成為

全球第二大網絡經濟語言。而荷蘭語言學家萊溫松則

於 2000 年 5 月指出，100 年後，人類現存語言有 3/4
可能消失，越來越多的人將選擇“通用語”──華

語、英語或西班牙語。2004 年 3 月 5 日的《文滙讀書

週報》報道：英國語言學家葛拉鐸在《科學》期刊上

認為，50 年後世界流行說中文。現在，方塊字不但進

入電腦與互聯網，而且借中國與海外華人經濟騰飛之

勢，在網絡世界茁壯成長，使中文的經濟價值越來越

高，其獨特的文化魅力，更使世界上越來越多人立志

學習中文。 
2003 年 3 月的香港《明報》月刊，發表了香港中

文大學翻譯系教授金聖華先生的文章——“活水”還

是“泥淖”，文章認為：“可怕的是背後隱藏的一些

思想概念，認為中文落伍過時，不夠精確，在現代社

會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的情況之下，無法表達衍生出來

的新事物、新觀念。這種想法，在一般民間甚至於學

術界都相當普遍。……可惜時下有不少中國人，……

把自家的寶貝拋出去當垃圾，把別人的廢物抬進來當

珍品，久而久之，中文的純淨優美，已消磨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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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4 月 17 日的香港《亞洲週刊》發表了一篇專

訪文章——“尋回古典的智慧種子，開拓中華未來。”

文章報道了台灣教授王財貴全力推動兒童讀經，在全

球華人社會播下中華古典的智慧的種子，影響中國及

東南亞，尋回漂泊的中華文化精神。王財貴教授認為：

“沒有自我文化的民族，縱有再大的本領，終究不能

參懷世界文明的創建，並為其他民族所輕賤。”此話

不假。世界科學家弗里曼‧戴森在其撰著的《宇宙波

瀾——科技與人類前途的自省》一書中說：“被征服

達 600 年，又接受征服者長達 70 年的語文強迫教育之

後，藍大諾的威爾斯人仍舊是威爾斯人。”他們古老

的語言“是他們擁有的、惟一能使征服者由驕傲變謙

卑、並維持自身族裔獨特性的武器。”“只要他們的

語言還活着，他們便有一個外來征服者永遠無法穿透

的內在城堡。”他還說：“定居在以色列的猶太人應

當最瞭解，語言對於人類事務扮演着推動力角色的道

理。當我到以色列訪問時，最深印在腦海的，還不是

那些博物館、大學、城市、農莊，而是一群托兒所的

孩子在海法的公園裏面，用幾乎七百年前就逍逝的希

伯來語彼此對談。……由於語言復興的成功，才使得

其它成就變為可能。”正因為漢字漢語造就了中華民

族的聰明才智，謝冰心、趙撲初等有識之士才會倡導

創辦幼年古典學校。 
筆者認為，以漢字漢語為標誌的中華傳統文化，

代表着的是中華民族的靈魂。而一個沒有民族之魂的

國家，無論其有多麼悠久的歷史，遼闊的疆土、龐大

的人口，都將缺乏精神上的凝聚力，都將喪失向前發

展的生命力，都將失“魂”落“魄”，淪為外來文化

可悲的精神“奴隸”(誰人不知，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

族的奴化，首先是從文字語言開始的。如過去日本帝

國主義對中國台灣和東北三省就是如此。也正因為如

此，才會在如今的台灣政壇上出現像李登輝、陳水扁、

呂秀蓮這樣的民族敗類，歷史罪人)。到那時，也就意

味着在地球上，一個曾經有過輝煌歷史的民族——中

華民族，已經閹割異化或名存實亡了！ 
不要以為凡黑頭髮、黃皮膚就是代表中國人；正

如不要將黃頭髮、白皮膚的俄羅斯人錯當成英國人一

樣。在網絡加快英語全球化的今天，中國的近鄰——

俄羅斯，正在着手淨化俄語的工作。一位擔任俄語委

員會成員的專家說：“假如我們不能規範我們的語

言，我們就談不上有統一的國家目標。”因為，語言

是通往一個國家靈魂的門戶。該委員會主席是一位名

叫瓦蓮娜‧馬特韋延科的俄羅斯副總理，她清晰地表

示：“我們可以創造一個不容許別人扭曲和玷污我們

語言的社會氛圍。首先開始整頓的是大眾傳播媒體”。 
 
 

三、世界不毁，漢字不滅 
 

 “位卑未敢忘憂國”。筆者在此呼籲，中國政府

應該立即着手淨化中文的工作！因為這關係着建立民

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扳正中華民族脊樑的重要意義。 
曾擔任中國外交官的章含之女士有過這樣的感

歎，她說：“……當翻譯這麼多年，壓力最大的不是

外文，而是中文。我所缺的是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語

言。……希望後人不要再像我這樣無知，這樣缺乏文

化根底。”此話，很值得以洋為榮者深思。 
魯迅在這次談話中還說：“我是自身受漢字苦痛

很深的一個人”(在 1925 年 1 月，魯迅應約而寫的題

為《青年必讀書》一文中主張“我以為要少——或者

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但請先生不要忘

記，世間學問，沒有苦哪來的甜？這個淺顯的道理您

是非常明白的，不然的話，您怎麼會花大精力去整理

古籍、鑽研古碑和金石拓本？而且，中國古代典籍，

佔了您豐富藏書的絕大部分。您寫作《古小說鉤沉》、

《漢文學史綱要》及《中國小說史略》甚至於研讀道

典佛經(1914 年，魯迅所購佛學書籍佔全年購書總數

的 1/2)，贊釋迦牟尼為“大哲”等等，可以毫不誇張

的說，如果沒有漢字漢語為標誌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長

期孕育與薰陶，就不會有先生您的思想與文學成就！

您是喝着漢字漢語的“乳汁”成長起來的一代偉人，

您該由衷地感謝漢字漢語才對，卻為何要竭力貶損漢

字，過河拆橋般地要以“滅漢字為己任”，並教導青年

“不看中國書”、說“中國古書，頁頁害人”呢？！7  
令人萬萬不解的是，魯迅一方面要罵漢字、滅漢

字，然而另一方面卻又幾乎一輩子都在使用毛筆寫着

漢字。他用漢字寫作着書來維持自己和全家人的生

活。如果說上世紀 20 年代，高爾基視察索洛維茨島監

獄得知犯人過着地獄般的生活而“淚如雨下”，然而

回到莫斯科後卻發表了《索洛維茨島——犯人的天堂》

一文是虛偽的話8，那麼，魯迅對方塊字的言行不一是

不是虛偽？！不客氣地說，魯迅的滅漢字之言，不過

是拾日本人的牙慧而已。由於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提

出了“漢字無用論”、“漢醫不科學”9等言論，於是

留學日本的魯迅、錢玄同、汪大燮、余雲岫等，也人

云亦云、心甘情願地接受了彼國之觀念，一些人要滅

漢字，一些要廢中醫；而他們的共同之目的就是：滅

漢字、廢中醫，全盤西化。當然，日本人要滅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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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魯迅，漢字何罪？ 
 

廢中醫，盡可悉聽尊便。然而，作為中國人，作為“民

族之魂”且很懂得鬥爭策略的魯迅，在大敵當前之危

亡時刻，仍堅持着要滅漢字，就令人難以理解並感到

憤慨了。作為一個思想和文化界的偉人，難道不明白，

只有一個民族的文化還活着，這個民族才能頑強地活

着並存在下去的道理嗎？！ 
筆者以為，魯迅對漢字的錯誤言論，證明他沒有

看到問題的癥結。近代中國的落後，並非是漢字的過

錯，而是人的錯，制度的錯！反過來說，一個民族的

文字語言的影響力，完全取決於其綜合國力的盛衰；

假如一個民族的經濟軍事和文化科技具有強大的實

力，那麼隨着其國運的興盛，該民族的語言也會趨於

國際化並日益增強。中國歷史上的盛唐，各國派留學

人員來中國學文化，學科技，不就是有力的證明嗎？10 
英語在當今世界流行，不正是英、美兩國過去和現在

的經濟、軍事實力的體現嗎？ 
風風雨雨 60 年過去了，沒有聽從魯迅教導的中國

人民，一直都在珍愛和使用着漢字，都在看中國書，

但中國卻並沒有因些而滅亡，而且比過去更強盛了，

中國的國際地位正在日益提高，“突然，全世界都想

講中文”11，魯迅的“預言”落空了。在九泉之下的

魯迅，應該為自己的“預言”落空而感到高興。在這

裏，筆者要提一下著名作家巴金老人，他年輕時曾贊

同漢字拉丁化，然而後來他轉變了自己的觀點，並態

度鮮明地指出：“有人以為廢除漢字，改用拼音，只

要大家花幾天工夫學會字母就能看書寫信，可以解決

一切。其實他不過同祖宗劃清了界限，成了一個沒有

文化的文盲而已。”“我們是個多民族，多方言，十

億人口的大國，把我們大家緊密團結起來的就是漢

字。”“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學漢語漢字並不比學歐

美言語文字困難”。12 謝謝您，講真話的、令人尊敬

的巴金老人！ 
安子介先生說：“21 世紀是漢字是發揮威力的時

代”。13 為着這個時代的到來，洪業、安子介、錢偉

長、趙撲初、謝冰心、任繼愈、胡厚宣、胡秋原、季

羨林、袁曉園、王財貴、金聖華、李敏生、林湄(在歐

洲創辦第一份中文雜誌的女作家)等等人士，付出了艱

辛的汗水。為保衛和推廣漢字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

此，筆者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向他們致以深深的敬意！

並要說：漢字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是全球華人的驕

傲！是推不倒、撼不動、打不爛的永存心中的“萬里

長城”！世界不毀，漢字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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