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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研究的新语境与新拓展

主持人语:
一般说来,文学研究的突围或创新,大致采取发掘新材料、转变思维观念或重释经典等路径。 对经

典作家而言,要在文献史料上开辟新天地,显然存有一定限度。 回到经典也要讲功力,调整思维,重构观

念需有学术背景做铺垫。 老舍研究就面临这样的难题。 如何开拓老舍研究的思路及意义,这一组文章

也试图做些尝试和探索。 老舍与传统文化关系是一个老话题,他不同于五四作家对待传统的认知方式,
而以调适而稳健的融合路径,实现传统的反思与接续,直至完成现代白话文的创作实践。 除鲁迅之外,
老舍也是现代作家中拥有经典最多的作家,其文学经典生成的多样化理路及其丰富的现实意义,也是值

得反思和借鉴的重要资源。 如果说这样的话题讨论是老树开新花的话,那么对老舍与美术长期而广泛

的联系做富有深度的分析,以及对老舍小说创作中“未完成”现象背后的“重复”书写及个人困厄的发

现,显然就有开辟新领域、提出新说法的意图了。 这组文章只是想努力在老舍研究上做到更细一点、更
新一点或更深一点。 (王本朝)

重审老舍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王本朝

摘　 要:　 老舍与传统文化关系是一个老话题。 老舍的文学创作保持有鲜明的传统文

化和文学印记,受到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影响。 没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吸纳,也就没

有老舍的精神底蕴。 但老舍之所以是现代的老舍,确是因为他批判和超越了传统价值。
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老舍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的认知方式,在接续传统

基础上超越传统,以调适而稳健的融合路径,完成传统文化批判和现代白话文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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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与传统文化是一个老话题,很难说出新意,但面临新的社会语境和学术背景,它却又不断生发

出新的意义,在确认历史联系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它们之间的意义范式问题。 老舍是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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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学孕育的产物,保持有鲜明的传统文化和文学印记。 没有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也就不可能形成

老舍特有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心理,更不可能创造出老舍文学语言的干净与简练。 但老舍之所以是现代
的老舍,却与他批判和超越了传统有关联,由此才生成了现代的审美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老舍的学问与文学创作

我想从老舍的学问讨论老舍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老舍有没有学问呢? 这是个问题。 记得还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王蒙就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家的非学者化现象提出过批评,而主张作家学者化。 在他看
来,作家不一定是学者,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大作家确是非常有学问的,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叶
圣陶、巴金、曹禺、谢冰心等,“哪一位不是文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呢?”①不知何故,王蒙没有提到老舍。
有人说,五四是一个没有学者的时代,只有思想启蒙和反启蒙。② 实际上,五四时代也有学术大师和学

术命题,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自不必多说,就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主将中的胡适、鲁迅、郭沫若、
周作人和钱玄同等,也是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拥有扎实的传统功底,只不过当时出现了“思想”凸
显、“学术”边缘的社会取向而已。 老舍的学术功底就要薄弱得多。 鲁迅自称有“十四年”的读经经历,
可见浸淫传统典籍之深,从《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和鲁迅其他文章里,我们也能见其学问冰
山之一角。 郭沫若的蒙学相当扎实,背诵了《唐诗三百首》《千家诗》 《易经》 《书经》 《周礼》 《仪礼》等经

典,后还研读《古文尚书》《春秋》《史记》和《礼记》等。③ 由此建构的旧学功底,显然可为郭沫若的学术
研究和文学创作提供坚实基础。 胡适也算学问家,兼修国学和西学,从小“读过《诗经》 《书经》 《礼

记》”④。 相对而言,老舍的经史子集功底就要薄弱一些,多偏于文学读物。 他说自己,“幼读三百千,不
求甚解”⑤,“我不能不说我比一般的小学生多念背几篇古文,因为在学堂———那时候确是叫作学堂———
下课后,我还到私塾去读《古文观止》。 《诗经》我也读过,一点也不瞎吹”⑥。 这虽不无老舍的幽默和自
谦,但的确所涉旧学知识比较零散、单一,“在私塾里读书,而且时常挨打,十来岁的时候,才进学校,因
为读过古书较多,所以国文成绩比较好些。 课余之暇,仍然读习古文”⑦。 也许是由于家庭贫穷和个人

兴趣,老舍感受和记忆深刻的主要是通俗小说。 他在怀念小学同学罗常培时说:“下午放学后,我们每
每一同到小茶馆里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⑧,痴迷于武侠小说,“有一阵很想当‘黄天霸’。 每

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 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 这是
听《五女七贞》的结果”⑨。 在这绘声绘色的描述里,可见老舍拥有真切的民间化和大众化经验,偏爱

《今古奇观》《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小说。 严格说来,这都不算真正的旧学问。 老舍
中学时代所就读的北京师范学校比较重视古文教育,培养了老舍对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老舍个人对
《离骚》《十八家诗抄》和《陆放翁诗集》也爱不释手:当其他同学在课上演题或记单字的时候,他却在阅

读诗词和古文,还尝试写诗作赋;写文章学习桐城派,作诗模仿陆放翁和吴梅村。 这些知识和经历都有
老舍个人兴趣在里面,没有其他作家那样的精神紧张和心理压力,他对传统的看法也就少了对抗和张

力,没有为倒脏水连同小孩一起倒出去,反而是多了些温情和稳健。 周作人就曾说过:“我们生在这好
而又坏的时代,得以自由的创作,却又因为传统的压力太重,以至有非连着小孩一起便不能把盆水倒掉

的情形。”可见传统压力之重,以至于出现“只在表示反抗而非建立”的结局。 为了反抗而不得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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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就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策略,老舍却没有这样大的传统压力,他的活动空间及自由度也就

大多了。
显然,老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问家,不长于经史之学,也缺乏长期浸染的学习经验。 我们从他

撰写的《唐代的爱情小说》《〈红楼梦〉并不是梦》 《中国现代小说》等文章里,就能看到他的知识边界和

兴趣爱好。 他担任过大学教席,在齐鲁大学主讲“文学概论”课程,其中“中国历代文说”章节,也大量引

用了《说文》《易》《论语》《诗经》《楚辞》《文赋》《诗品》《文心雕龙》《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文

献资料,说明他对传统文体、文章学知识的驾轻就熟。 总的说来,老舍熟悉和接受的传统不是系统性、知
识化的,而是生活化、经验性的传统,自然也就有了个人化特征。 这对老舍却未必是一件坏事。 老舍曾

经说过:“从我一生下来直到如今,没人盼望我成个学者”①,“学问渊博并不见得必是幸福”②。 没有传

统学识的束缚和压力,就没有了反传统的决绝和急迫,也许文学创作的体验性和想象力反而会变得更加

舒展而丰富了,也有了更加自由的表达空间。 对作家而言,学问是一种能量,也是一份负担,老舍没有这

样的负担。 但是,老舍并不贬低有学问的人,虽然他与“咬言咂字的学者” 没有缘分,因为他“看不

惯”③,但他对鲁迅、郭沫若和许地山等有学问的现代作家却给予了高度评价。 如他评价鲁迅没有采取

思想启蒙和精神人格视角,反而是肯定了鲁迅的学问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认为鲁迅是“时代的纪念

碑”和“十字路口的警察,指挥着全部的交通”,拥有渊博的知识和学问,“大概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

的人”,但他并没有“牺牲”在学术“研究”之中,没有被“博通古今中外”的“学问”所“吓住”,没有因“对

旧物的探索而阻碍对新物的创造”,而“永远不被任何东西迷住心”,“随时研究,随时判断”,直至融合古

今而出神入化。④ 老舍的结论是:“他的旧学问好,新知识广博,他能由旧而新,随手拾掇极精确的字与

词,得到惊人的效果”,“用创造的能力把古今的距离缩短,而成为他独有的东西。 长于古文古诗,又博

览东西的文艺”,“把最简单的言语(中国话),调动得(极难调动)跌宕多姿,永远新鲜,永远清新,永远

软中带硬,永远厉害而不粗鄙”。⑤ 老舍这里谈到了鲁迅的学问,最终转向了语言文字的运用。 这也是

老舍所走的路子,传统不仅仅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更是一种生活形态和语言方式。 老舍非常尊敬郭

沫若的学问,也有很高的评价,说“他的考古学的成就,我只知道:遇有机会,我总是小学生似的恭听他

讲说古史或古文字”⑥。 他在评价许地山时,谈到了学识和创作的结合:“许地山的学识,使我们感到自

己的空虚。 我们应当学他。 我们不能专靠没有被学识滋润过的聪明与才力去支持写作”,“我们不必成

为学者,但必须有丰富的学识。 地山先生在学问方面给了我们很好一个示范,我们应当以他的勤学苦练

的榜样去充实自己,而且要以学术为创作的柱梁,正像生活经验那样地建造文艺的美厦华堂来”。⑦ “以

学术为创作的柱梁”,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命题。 可见,有学问也并不是坏事,要将其融入时代感知和

生命体验之中,文学创作才不会被其所累;否则,创作就会变成“炫弄学问”,而“典故与学识”恰恰是“文

字的累赘”。⑧ 有了这份清醒,也让老舍在面对传统时多了一分轻松和自如,也多了一分自足和幽默。

二、老舍的反传统:绕不开的五四

讨论五四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自然绕不开五四新文化运动,老舍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与五四有

关。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抨击和反抗方式,而他们恰恰又是现代中国最富

于传统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严格的蒙学教育,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洗礼和熏陶,由
此建构了他们的传统知识结构和文学兴趣。 在他们接受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之后,有了现代价值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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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文化有了清醒的反思,也容易反戈一击,切中要害。 但也可能使他们更加亲近传统,或使他们处

于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之中,成了思想和行为的“二面黄”。
老舍对传统的认识也与五四经验有关。 他说:“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个作家。 ‘五四’给我创

造了当作家的条件”,是“‘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① 老舍具体而生动地描述了他对五四运

动的感受:“‘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的。 这样,以前我以为对的,变成了不对。 我幼年入私塾,第一天就先

给孔圣人的木牌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后来,每天上学下学都要向那牌位作揖。 到了‘五四’,孔圣人的地

位大为动摇。 既可以否定孔圣人,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否定的呢? 他是大成至圣先师啊! 这一下子就打

乱了二千年来的老规矩。 这可真不简单! 我还是我,可是我的心灵变了,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 这还

了得! 假若没有这一招,不管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想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也
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②五四让老舍有了打倒偶像、怀疑“圣人”、批判“老人老事”的思想认识,
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反封建,他“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也让他

“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 于是,有了做一个人和做中国人的价值认同,所以,他要

“感谢‘五四’”,让他“变成了作家”。③ 当然,这些判断是老舍解放后的回忆和追认,与特定的时代话语

有关。 他所描述的“五四”主要是五四学生运动,而不完全是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和意义要

复杂丰富得多。 老舍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参与者,而是五四运动的旁观者,“五四运动时,我
已在做事,不在学生里面,那时出的新书,我也买了些看,并不觉得惊奇”④,“‘五四’运动,我并没有在

里面”⑤。 老舍没有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但新文化运动却给了他思想指引。 有意思的是,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旁观者的老舍,却在潮流之外拥有了一分冷静和理性,因为他远离了五四新文化运

动在批判传统时的极端化和情绪化语境,而有了不在此山中的距离感,使他对新与旧的感受和判断,对
传统与现代的分析也就没有了简单的对抗性思维和眼光,而多了旁观者的宽容和超脱。 五四新文化运

动给予了老舍“一双新眼睛”,这是毋庸置疑的,没有五四也就没有老舍,只是老舍的“五四”既不同于陈

独秀和鲁迅的“五四”,也不同于胡适和周作人的“五四”。
五四运动教会老舍敢于怀疑传统,反思传统而趋新,后来的英伦讲学经历及对西方文化的熟悉,又

让老舍有了一面反观传统的镜子,他发现了所谓新派事物的伪善和丑陋。 新与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新
事物中也有旧成分。 于是,老舍在文学创作里既批判旧观念,又嘲弄新事物;既延续新文学“改造国民

性”主题,又不赶尽杀绝,给传统留条活路。 小说《老张的哲学》 《二马》 《赵子曰》揭示各种社会病象及

弱国地位,反思传统文化弱点,有批判但无锋芒,有温和与幽默之风。 老舍看待任何事物多持两面或多

面眼光。 小说《二马》塑造的老马形象懒散、爱面子,带有精神胜利的特点,但他也有善良的同情心。 20
世纪 40 年代,随着民族战争的展开,传统文化被看成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之源泉,老舍看到了民族精神

气节,也不忽略传统文化的病根,如小说《四世同堂》既呈现了传统文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

品格,肯定“四世同堂”的传统美德,但也批判了传统文化里好死不如赖活的无是非观念,特别是延续在

现实生活里的汉奸现象。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作家中,对新思想、新事物持嘲弄态度和立场的

大作家并不多,除鲁迅、沈从文外,恐怕就是老舍了。 老舍对新时代、新思想、新人物和新潮流等“新派”
事物多有质疑和不信任,《老张的哲学》写到的老张是骗子加流氓。 《赵子曰》写新式学堂的大学生们每

天干的事不是骂老师、打校长、闹学潮,就是喝酒、打麻将,大学成了骗钱的机构,“新诗人”也有神经质,
写一些无病呻吟的“新诗”。 《文博士》里的文博士虽留过学但也如同江湖骗子。 《猫城记》更是新事物

的寓言小说,表现了新思潮、新事物等种种“胡闹”现象,特别是现代政治与革命、教育与文化、学生与学

潮、文化与知识以及各种新思想都成了荒诞的笑话。 政党闹“哄哄”,大学教育在制造无用的文凭,革命

是“大家夫斯基主义”,新知识成了谁也不懂的“斯基” ……。 由此可见,老舍骨子里对现代新事物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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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全集》第 1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36 页。
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全集》第 1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36 页。
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全集》第 1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37 页。
老舍:《我的创作经验———在市立中学之讲演》,《老舍全集》第 1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9 页。
老舍:《我的创作经验(讲演稿)》,《老舍全集》第 1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8 页。



绝望之感,新的外来的所谓好的东西都在社会现实里被扭曲、变形和抽空了,成了种种游戏和笑话,包括

现代的“政治”“革命”“启蒙” “进步” “知识”和“学生运动”都显得有些荒诞不经。 老舍对传统文明和

现代文明也没有绝对的肯定或否定,传统和现代都存在价值弊端,也有合理性的一面,传统文明与现代

文明是矛盾的,也是可以统一的。
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老舍没有五四人的剑拔弩张,不将传统与现代进行简单归类,或做善恶

二分,而持一种稳健的融合思路。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他站在中间位置,比反传统者而近于传统,比传统

者而又反传统,而呈现“调适的传统”和“稳健的现代”特点。 对于旧文化、旧文艺,老舍说过:“对于旧的

文艺,应有相当的认识,不错,因为它们自有它们的价值。 但是不可认识古物而走入迷古;事事以古代的

为准则,便是因沿,便是消失了自身。”①传统虽“自有它的价值”,但也不能以其为现代的准则,那样就

“消失”了自身。 老舍抗战时期在重庆看画展,他“虽不懂画事”,但却“很喜欢看画”,他看了关良、李
平、赵望云和关山月等画家的画,感到他们的作品“既非中国画,也非西洋画”,于是他称它们是“新中国

画”。 什么是新中国画? 也就是中西调和的画。 由此,他谈到了文化的调和,认为:“中华民族是最善于

调和的民族”,并使用调和创造新事物,“他们的建筑,文艺,音乐,戏剧,服装,武器……都在改变”,“他

们的自尊自傲使他们舍不得脱去长衫,他们的并不顽固又使他们不反对换上西装,而且调合一下便创出

了中山装”,“明白了这一点,便明白了中国的新文化。 猛一看起来,它未免有点乱七八糟,不成样子。
但是,请你放心,它必会慢慢把固有的与外来的东西细细揉弄,揉成个圆圆的珠子来”。② 在这里,老舍

说到了新文化,它表面上杂乱不堪,但终将成为“新珠子”。 这也是老舍对待传统文化艺术和西方文化

艺术的态度和方法,文化调和不同于五四时期激进主义的文化焦虑,而有文化创造的冷静和自信。 也许

正因如此,老舍在传统与反传统的夹缝里,做到了化合中西、汇通而成新的自我创造。

三、简明有力:老舍的白话文传统

对老舍来说,传统文化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存在物,而是生活方式和行为实践,是道德伦理的自觉。
他既没有传统文化的压力,也没有反传统的诱惑。 五四运动给予老舍精神心理的解放以及理性的价值

联系。 那么,传统如何进入老舍的创作资源呢? 在我看来,老舍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民族国

家意识的坚守,表现在伦理道德站位,还在于白话文对古文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有关民族国家意识和伦

理道德已有不少成果论述,在这里,我想讨论老舍的白话文创作与古文传统的关系。
应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新文学运动是其重要内容,特别是白话文的普遍兴起

并成为其现代意识表达的主要工具,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 老舍认为,白话的贡献是“打断了文人腕

上的锁铐———文言”,但如果“只运用白话并不能解决问题。 没有新思想、新感情,用白话也可以写出非

常陈腐的东西。 新的心灵得到新的表现工具,才能产生内容与形式一致新颖的作品”,语言不只是简单

的表达工具,它与人的思想和心理相关。 因为老舍拥有了“新的心灵”,他的创作才有了“新的文学语

言”。③ 五四白话文与晚清白话和古白话的区别在于拥有现代思想和心灵的支撑,并且现代白话文创作

拥有一个不断变化、演进的过程,包括白话文理论的建构和创作实践的探索。 一般文学史认为,老舍的

白话文贡献在于明白晓畅,老舍是继鲁迅、胡适、周作人之后探索实践了白话文的多种可能性,他的特点

在于发扬白话文的简明而有力量,显示了白话文的魅力和劲道。
相对于文言文,白话文的确拥有俗白和自由优势,但它也容易陷入种种弊端,或因近口语而流于浅

显、粗疏,或趋于欧化而拗峭、繁复。 老舍的白话文却完全摆脱了这样的毛病,他继承发扬了文言文遗

产,坚守了白话文的汉语特性。 如何接受文学遗产,老舍有自己的回答:“用世界文艺名著来启发,用中

国文字去练习,这是我的意见。”④“中国文字”是中国文学最大的遗产,这恰恰容易被人忽略掉,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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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论创作》,《老舍全集》第 1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 页。
老舍:《观画偶感》,《老舍全集》第 1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90 页。
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全集》第 1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37 页。
老舍:《如何接受文学遗产》,《老舍全集》第 1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50 页。



“中国老的作品,并不是与我们毫无关系。 我们现在既还用方块字作我们表现的工具”,“方块字”就是

我们与传统联系的桥梁,这座桥梁上已经走过了许多人,“文字在前人的手里真称得起千锤百炼,值得

我们去学习。 我觉得,能练习练习旧体文,与旧体诗词,对我们并不是件白费功夫的事”。① 在这里,老
舍特别强调新文学对文言文的继承和发扬,并将其视作中国文学遗产的主要内容:“语言是一代传给一

代的东西,不能一笔勾销,从新另造”,虽然“今天的人应当说今天的话”,但是,“语言的系统则有定形,
且不易变”,比如汉语有“声音”特点,传统古诗也有音乐之美,今天的白话文也“逃不出那个圈儿去”,因
为“新与旧原是同根,故不能以桃代李,硬造出另一套”。② 这就是老舍朴实的看法,于是,他大力倡导多

读古典作品,从中体会汉语之美,提高汉语的表达能力。 “文字平庸是个毛病。 为医治这个毛病,读些

古典文学著作是大有好处的”③。 只有体悟到“古典文字的神髓”,才可以“创造自己的文字风格”,它
“绝对不限于借用几个古雅的词汇”而已,而是对文言与白话进行“天衣无缝”的融合,像鲁迅那样,“把

文言与白话精巧地结合在一处”,为白话文“开辟一条新路”。④ 老舍反复地表达同样的意思:“语言是

不能割断历史的”⑤,白话文创作应重视文言文;“写白话文,只是掌握了白话还不行”⑥,“古今是分不开

的,许多古代语言还活着,当然有一些是没有人引用了,我认为有些新拼凑的东西还不如运用古代的语

言好,现代的语言还不能完全替代古代的语言。 语言是慢慢发展起来的,不是一刀两断的,不要把它们

对立起来,互不侵犯”⑦;传统文言文“让人念起来简而明,它既简单而又明白,能感动人,人家说一千个

字,我们说三百个字就够了,这就是我们的本领”⑧。
胡适倡导白话文,从古白话那里找到资源,行走俗白、明白的口语化之路。 鲁迅转化文言传统,将文

言直接嵌入白话句式,形成白话文的文言化路径。 老舍介乎他们之间,不取白话之简单直白,而又不失

白话之清楚明晰;不走文言之精简,但又有文言的简练和含蓄。 老舍接纳转化文言传统,不在文字词汇,
而在句式与声音,在内在结构和整体感受。 老舍学习并领会了汉语表达的精髓,感悟到汉语的特点和本

质:“中国的语言,是最简练的语言”⑨,“汉语的本质”在于“简练”和“含蓄”,简练有如“机枪似的,哒,
哒……这是汉语的本质”。 他把“简而明”看作汉语特色和“民族风格”。 汉语不但有简练特点,还有

“声音”情调之美:“语言是有声音的”,写文章要考虑“声音好不好听呢?” “一句话就是一个完整的意

思,顿住了再往下写。 这样跟着贯穿下去,让人念起来逻辑性很强,声音很美,这才是好的白话文”。

简练、明晰、合声调,才能体现汉语表达的“锐利,有风格,有力量”。 简明、有力不是简单的文字组合,
而是词语与句式的精雕细刻,“写一句像一句”,多用短句,把“句子组织好”,“立得住”,注重“句与句之

间的变化”,长短句式与声调相结合,将“声音与意义”处理得“恰当”而妥帖,顺畅而舒服。 这样的白

话文才是简练、明晰、生动而有力量的。
老舍的文学创作不断在这方面作努力,并成为白话文的表率。 老舍在新文学史上没有深邃思想的

自豪,没有无限激情的炫耀,却有其他作家难有的白话文自信和野心。 他认为:“在文字上不下一番工

夫,作品便不会高贵。 我们应有作八股文的态度,字字句句要细心配对,我们的作品,要成为文字的结

晶,要使读者不再想引用古句,而引用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不能改定过去,但将来的历史是由我们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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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如何接受文学遗产》,《老舍全集》第 1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50 页。
老舍:《文学遗产应怎样接受》,《老舍全集》第 1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10 页。
老舍:《古为今用》,《老舍全集》第 18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8 页。
老舍:《古为今用》,《老舍全集》第 18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1 页。
老舍:《勤学苦练,提高作品质量》,《老舍全集》第 18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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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中央戏剧学院谈话剧语言》,《老舍全集》第 18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7 页。
老舍:《勤学苦练,提高作品质量》,《老舍全集》第 18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7-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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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怎样写文章》,《老舍全集》第 1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52-455 页。



的! 使将来的人们忘了《离骚》、诸子,而引据我们,是我们应有的野心。”①老舍的白话文创作就实现了

这样的目标。 他采用地道的白话文写作《骆驼祥子》,体现了白话的原味儿,简洁而生动,既保留了生活

口语的活泼与生动,又吸纳了文言的简练与精醇,没有五四新文学语言的苍白,也没有戏台语的做作和

欧化的冗长,一切都显得是那样平易、自然、纯粹、直白、干净,有味道。 例如叙述人物:“他忽然想起来,
今年是二十二岁。 因为父母死得早,他忘了生日是在哪一天。 自从到城里来,他没有过一次生日。 好

吧,今天买上了新车,就算是生日吧,人的也是车的……”简洁明快,有古代话本和评书的味道,不但读

得懂,听起来也有声调。 写自然:“风,土,雨,混在一处,联成一片,横着竖着都灰茫茫冷飕飕,一切的东

西都被裹在里面,辨不清哪是树,哪是地,哪是云,四面八方全乱,全响,全迷糊。 风过去了,只剩下直的

雨道,扯天扯地的垂落,看不清一条条的,只是那么一片,一阵,地上射起了无数的箭头,房屋上落下万千

条瀑布。”一个单字、一个词语、一个短句均可成句,好似下雨的雨点,落在读者心里,干净明了,虽用作

修饰,但一点也不繁复、冗杂,毫无叠屋架梁的欧化毛病。 同样写自然,老舍的语言也不只一个路数。 如

《微神》的开篇:“清明已过了,大概是;海棠花不是都快开齐了吗? 今年的节气自然是晚了一些,蝴蝶们

还很弱;蜂儿可是一出世就那么挺拔,好象世界确是甜蜜可喜的。 天上只有三四块不大也不笨重的白

云,燕儿们给白云上钉小黑丁字玩呢。 没有什么风,可是柳枝似乎故意地轻摆,象逗弄着四处的绿意。
田中的清绿轻轻地上了小山,因为娇弱怕累得慌,似乎是,越高绿色越浅了些;山顶上还是些黄多于绿的

纹缕呢。 山腰中的树,就是不绿的也显出柔嫩来,山后的蓝天也是暖和的,不然,大雁们为何唱着向那边

排着队去呢? 石凹藏着些怪害羞的三月兰,叶儿还赶不上花朵大。”且不说它的丰富而贴切的比喻,文
中大量使用了“大概是”“不是”“可是”“似乎是”“也是”“还是”“就是”等判断语词,也让人不得不佩服

老舍对汉语声音感悟的精当和巧妙。 再如《断魂枪》的结尾:“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

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 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

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 不传!’”将自然环境、人物动作、心理及神态融合贯注,字字精准,
有少一字不明、多一字累赘之境。

如果说,鲁迅的白话文体现了现代白话与文言的综合与平衡,那么,老舍则将文言之精髓,主要是简

练和韵律化成了白话文表达,它不在字、词、句之外形,而在白话文的神采和风格,体现了汉语的精气神,
简劲、生动而有力。 另外,老舍常将新文学之小说、散文等都统称为文章。 在老舍眼里,它们都有文章属

性。 文章与文学是两个有不同含义的概念,也有不同的文体属性。 文章是古代文论概念,新文学中的文

学特别是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受到西方文学影响较大,长于想象与创造,注重审美的虚构与变化,文
无定法,体无定则,有别于传统文章学意义上的记叙、议论、说明和实用等体式规则。 老舍以文章概念称

呼新文学,表明他对文章体式的追求,实现了传统文体的现代转化。 有关问题,另文讨论。
总之,老舍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既不是简单的情绪对抗,也不是双方的观念对接,而是与他的个人经

验、知识构成、社会语境有关,与文学的手段、审美的肌体———语言表达密切相连。 可以说,白话文是连

接老舍文学创作与传统之间最为独特而有效的桥梁。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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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舍:《论创作》,《老舍全集》第 1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