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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文言统一对阅读文化嬗变的影响∗

□郑爽

　　摘要　清末民初以文言统一为旨归的汉语改革,在加速汉语现代化转型的同时,也对阅读媒

介、阅读群体、文本符号、阅读习惯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诸项改革不仅助推阅读媒介向新文

化书籍、近代报章、新文学杂志转向;也使边缘知识分子成为社会阅读的新生力量,阅读群体呈现

多元化趋势,新文学作家的递承式阅读成为推动语言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不仅提倡规范标点、
汉字简化与汉字横排,形成辅助白话文阅读的符号书写新风尚;也促使默读、泛读成为阅读的普

适方式,读者的阅读结构逐渐向近代学科体系转移,读书看报成为新的生活时尚.尽管此次改革

不甚完善,却为助推国民基础教育的迅速发展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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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转型期,阅读

文化亦呈现剥离传统、彰显现代性的蜕变.此时发

生的以文言统一为旨归的汉语改革,经历了从汉字

拼音化的提倡到注音符号的退居,国语作为国家标

准语的身份确立与标准探讨,国语文学的新文学正

宗地位的确立与语言规范.这些成绩在改革落潮后

获得教育制度、出版文化等方面的巩固与推广,使语

言建构与阅读接受之间呈现出效果与时间上的差

异,部分阅读文化的新质在五四之后才逐渐显现.
清末民初文言统一视域下的汉语改革,不仅加速了

汉语现代化的进程,亦使阅读媒介、阅读群体、文本

符号、阅读习惯因循而动、蜕变更新,展示出阅读文

化的时代先锋品质.语言改革引发的阅读嬗变,正
是近代中国对西学与新学接受的历史缩影,呈现出

世人的集体心态与思想转型.

１　清末民初文言统一的历史面向

１．１　千古文章: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文言分离传统

中国封建社会有着文言分离的漫长历史.古人

向有“三不朽”之说,“立言”即列其中.“立言”指做

文章,古人把文章看成一件传之千古的事物,而对文

字充满了敬意,故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沿袭千年

的科举取士,讲求“先王之道”,作文不能用自己的身

份说话,而需“代圣贤立言”,并在写作上要严守“清
真雅正”的要求.这种维护儒家思想的“制艺之文”,
多在命意、立局、造句上下足功夫,与“引车卖浆者

流”的民间俗语相去甚远.正是这种文与言的疏离,
在维护以士大夫为重心的封建“政统”与“道统”的同

时,使不懂文言的普通百姓永久处于“不议不论”的
地位,正如陈荣衮所言,究其根本,是“直弃其国民

矣”[１].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可以独立地与概念发生

直接联系,而不需要通过“读音”与概念保持距离.
这种视觉表意上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对于文明传承

与文化一统极具意义,也是构成汉语长期文言分离

的自身原因所在.

１．２　唯新是尚:清末民初文言统一的社会语境

肇始于１９世纪下半叶的西学东渐现象,促使中

华民族的传统观念意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崩坏与转

移.汉语言文字也迎合社会发展的外在需要,顺应

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逐渐结束了汉语沿袭千年的

文言分离状态,在向印欧语系的吸纳与排拒过程中,
触动了载道之本的文言文,并在欧化的探索过程中

最终尊重了汉语本身的文化特征与发展规律,确立

了白话文的正宗地位.清末民初的汉语改革,是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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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西洋的“坚船利炮”,而自觉野蛮的国人在不断走

向尊西崇新路途后的一种自发与自觉.其目的,于
近处观,一方面是“与一般人生出交涉”[２],实现大众

教育与文化普及,凝聚国人力量;另一方面是试图打

破中西文化传播壁垒,实现文化对接与融合.于远

处观,则是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终理想.尽

管,西学东渐现象的发生是清末民初文言统一的诱

发因素,然而汉语的发展变化却始终遵循自身的特

点与规律.

１．３　取其适用:清末民初文言统一的实现路径

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伴随着社会转型与危机意

识的出现应运而生,思想启蒙是其最大特点.这一

时期的学者多数都在提倡白话文,却并不反对文言

文.白话文完全是一种为疏于教化的百姓量身定制

的,用以开启民智、宣传现代思想的书面工具.文言

文稳居正宗地位,使文言统一始终偏于一隅.新学

的输入,自然会催生汉语新名词的出现,晚清语言在

趋向白化的同时,亦发生吸纳与更新,新知识、新名

词入文渐成风尚.与此同时,具有“重眼学、轻耳学”
民族传统的中国人,开始探索一种“以音求字”的“切
音字”,取代以象形立本的表意汉字.对这种汉字替

代方案的集体追求逐渐发展成晚清的拼音化运动.
中国幅员辽阔、方言歧出,切音字虽能实现“文字简

易”,却难以达到“语言统一”;不仅没能做到声入心

通的“言同音”,也破坏了构筑民族认同的“书同文”.
因此,“语言统一”问题亟待解决,并逐渐成为民初国

语运动的主线.清末的“趋新”是一种提升,是向西

方学习中国文化中没有的经验.虽有取代传统的意

味,但终究是隐晦的.
时至民国,对待中西与新旧的态度,更表现出一

种或存或废的整体观,“尊西”意味着意识层面也要

弃中.世人在效仿西方的同时亦反观传统,出现求

其适中、持续发展的理性回归.庚子之后提出的国

语统一即是清末拼音化运动的延续.为解决方言歧

出的难题,民国时期曾由政府出面组织语言学界与

文化教育界共同倡议,在全国范围内以行政法令为

主要形式,推广一种排除一切各地方言所形成的唯

一的、共同的标准化语言,即国语.国语正是一种有

别于传统方言与官话,裹挟着西方概念、术语与话语

范式的具有现代意识的语言系统,可以看成现代汉

语的渊源.与此同时,时人不断认识到象形文字在

保持表意稳定性与维护文化传承与统一方面的重要

作用.认为汉字的长处就在“睹文即能见意,足见古

人作字,原示人以浅近”[３];再者,“形字”不仅具有传

递意义的形象性,同时声旁亦能表音.汉字的优越

性被再次认同,最终确立了以文字匡正语言、以读音

统驭口音的主导思想,实现了“以文统言”这一理性

思考的复归.北京政府教育部于１９１８年正式公布

了注音字母,拼音最后演化成汉字读音的记号,用以

标识汉字在国语中的标准读音.国语运动与文学革

命(白话文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双潮合流,不仅在言

文互动中寻求统一,也最终确立了白话文的正宗地

位.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声明要立白话文学为正

宗,取代文言文,成为新文学运动的战斗檄文[４].胡

适提出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国语的文

学,文学的国语”[５],成为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正式

合流的标志.国语研究会也对国语提出“近文”的要

求,认为国语的标准应源自新文学的语言实践,而新

文学运动的使命,就是要建立与国语相呼应的国语

文学,在语言与文学的对应关系上实现统一.１９２０
年１月,教育部正式行文,训令“凡国民学校一二年

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６].
改国文为国语,是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合流的最大

成果,也是确立白话文地位的最为关键的一环.事

实上,国语文学在新文学作家的实际创作中,偏离了

建设平民文学的初心,“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的理想

并未真正实现.

１．４　浚牖民智:清末民初文言统一的余音走向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为选拔官吏、维护统治而进

行的精英式教育.它以四书五经为文本,培养的是

“明人伦”的君子.近代封建王朝的没落与西学的冲

击,使清末志士强烈意识到:欲强国必开启民智,而
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认为“初等教育言文为一,容
易普及,实其至要之原”[７].“壬寅－癸卯学制”的颁

布,宣告与科举制度相联系的书院教育被学校教育

取代,揭开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篇章.文言统一

的改革实绩亦借助新式教育走向普及.国语教育作

为国民基础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从说话、读
书、作文、写字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国语训练,从新

文学实践中诞生的诸多优秀作品亦相继编入教科书

供学生阅读效仿,成为国语写作的典范,国语的文

法、词汇、修辞也不断获得规范与完善.义务教育的

明令推行拓展了国语的受众人群,出版机构亦看准

商机,倾力发展新型教科书的编纂发行.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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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保障、新文学的创作繁荣、出版机构的商业推

动,为国语的规范与传播创造条件,共同推动国民基

础教育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始于清末的识字教

育进入民国初期逐渐发展成为识字运动,声浪席卷

全国.这里的识字,不单是狭义上的辨识字形、读音

与涵义,而是广含粗解文义、读书阅报、写作浅近应

用文之义.尤其是在１９２９年«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

纲»颁布前后,国语注音符号与简体字成为识字运动

的教育内容.各地中小学校、民众教育馆、通俗图书

馆成为识字运动的主要承办者,识字学校与识字班

分设城乡各地.通俗图书馆大多设立识字问询处、
初高级识字班,有的还设立了“流动识字班”,辅助读

者阅读.教育部还组织各级识字运动宣传委员会开

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推广活动.尽管民国时期普遍带

有强迫性的民众识字训练并不符合广大民众的自身

需求,但识字运动的广泛开展却为民众真正享有阅

读权利奠定了基础,社会大众教育迅速发展,全民阅

读思想初露端倪.

２　清末民初的文言统一对阅读文化嬗变的影响

探析

２．１　阅读媒介的转型:新文化书籍、近代报章、新文

学杂志的风行

中国阅读的历史悠久,史前时代的结绳记事、契
刻便可视为汉民族祖先阅读行为的萌芽.从甲骨、
青铜器到竹简、木牍、缣帛,从纸本的手抄形式到雕

版印刷、机器印刷形式,共同承载着华夏文明的谱写

与传承.纵观以往,科举取士缔造了以儒家经典为

正宗的中国封建传统阅读,文与言的疏离致使书写

经典的文言文成为士绅精英的专享.流行于社会底

层的读物则是些词句鄙俚的通俗小说、唱本、连环

画,题材大多为清官侠客、才子佳人、忠孝节义、落草

招安等内容.清末以降,西学输入冲击了士人对传

统“道”的认知,传统经典在经历了清末“去神圣化”
与民国初期“去经典化”两个阶段后,地位从圣贤书

一举降格为古代学术思想的一般载体,除却其“近于

时务”的一面外,逐渐从众人视野中淡出[８],取而代

之的是西译书籍、新型教科书、科普读物、学术著作、
新文学书籍等新型出版物的繁荣.新型出版物的传

播虽以传统书媒作为介质,近代出版技术与装帧艺

术又赋予书媒以新的形貌:机器印刷术的引入,光绪

年间石印技术与戊戌之后铅印技术的相继使用,不

仅提高了排版与印刷效率,也使版面更加干净美观;
铅印书籍弃线装为平装,书衣舍书名签条,并出现图

画装饰.与此同时,报纸杂志作为新型阅读媒介大

量涌现,它们顺应白话文创作浪潮而兴起,印证了文

学文体的现代化变革.清末民初文言统一视域下的

语言蜕变与文体革新,历史性地选择新技术形态下

的新型载体作为传播媒介,形成一个时代特有的文

本面貌.

２．１．１　激动潮流:新型书媒的新文化传播使命与语

言变革

首先,西译书籍是近代影响最大的新型出版物,
西书翻译是汉语现代化的内在动因.清末社会的急

剧变化,使人们意识到传统知识的局限性,并转向对

西学新知的关注与吸收.晚清同光之际,美华书馆、
土山湾印书馆等教会出版机构,以及江南制造局翻

译馆、京师同文馆等官办翻译机构均热衷于西书译

介活动;２０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文明书

局等民营商办西书出版机构实力渐强、立居主体.
伴随西译出版机构的不断涌现,翻译人才的翻译实

践,大规模的西书翻译从西方自然科学延及社会科

学再至文学领域,给予传统语言文字以冲击.古典

汉语在中西语言文化的碰撞、龃龉、磨合、归化中逐

渐向现代汉语蜕变.从严复的借古文输西意,到林

纾用雅洁的文言转译近代西洋小说,再到五四时期

新文学倡导者对直译之风的推崇,正是古文从保守

走向开放的最初轨迹,也是古文现代化的内在动因.
其次,新型教科书是习读白话文的重要媒介,在

传授知识、普及教育的同时,也助推了白话文作为书

写语言的资格确立与推广传播.新型教科书的编排

出版是顺应近代教育体制变革而产生的文化现象,
白话文读写能力的培养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自教育

部训令学堂课程改国文为国语始,与国语教学相适

应的教材便不断涌现:商务印书馆编写的国民学校

用«新体国语教科书»、中华书局编写的«新教育国语

读本»等教材应时出版;向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借

鉴的世界书局,也迎合新文化运动之后提倡白话文

的社会风气,出版了许多文白对照的作文、尺牍等,
深受学生欢迎.这些教科书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风

貌,在满足不同教学需求的同时,也将社会思想、价
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规范等文化因子,潜移默化

到受教育者的血脉深处,并最终影响了一个时代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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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科普书籍与学术著作顺应新文化运动对

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不乏与国语统一的时代呼声相

顺应者,或阐发语言改革理论,或运用语言改革成

果,为白话文的应用传播开疆辟域.五四运动新思

潮影响下的出版活动,对文化普及与新学术的传播

发挥了积极作用.不少作品反映汉语改革的理论建

树与创作实绩.«标准国音丛书»等汉语类图书是汉

语改革成果的直观展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白话本国史»、世界书局出版的«史记评注读本»等,
作为白话文书写的成功示范,或用白话编辑,或译以

白话、间附今义,宜于知识的掌握与经典的传承.
最后,新文学书籍作为文言统一语境下的新文

学创作实绩,取得出版市场的重要席位.新文化运

动鼓舞下的文学社团颇为活跃,他们引领时代文学

潮流的方向,与拥有资金与经营优势的出版机构合

作,共同铸就了白话文学创作出版的繁荣.据统计,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类书籍的出版量远超别类、稳居

榜首[９].如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多本新诗集、商务印

书馆的«文学研究会丛书»、泰东书局的«创造社丛

书»、新潮社的«新潮丛书»、北新书局的«文艺丛书»,
都展示了特有的新文学风格追求.

２．１．２　通今致用:近代报章的知识现代性与语言

浑融

郑观应曾言:“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
卓为有用之才,自有日报,足不逾户而周知天下之

事.”[１０]出自风雨飘摇时代的中国近代报章,作为读

书人与社会发生联系的关键媒介,不仅报道新闻时

事,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社会责任;还承担着提供

时务、推介西学、阐发新思想的任务,充分彰显通今

致用的价值追求.
近代报章的兴起对散文文体变革产生了深刻影

响.“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
畅所欲言,所谓宗派家法,无复问者”[１１].清末以

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以经世致用为目

标,借助近代报章的兴起开辟了报章文体.«中外纪

闻»«实务报»等改良派报刊开创的“时务文体”、«清
议报»«新民丛报»等革命派报刊开创的“新民文体”
作为报章文体的代表,以通俗晓畅的浅近文言为主

体,迅速跃居文坛之首.与此同时,以近代报章为主

阵地的报章白话文写作也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时代

风潮.«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京话日报»等白

话报章不断涌现,贡献出一批质量上乘的白话文.

民国初年,在文人积习与重文轻白的语言观念影响

下,报章白话文呈现出凝练、雅致的书面化倾向.文

言文的白话化与白话文的文言化,作为清末民初独

特的语言现象,共同指向“文言合”的目标.白话化

的报章文体和文言化的报章白话文形成的历史合

力,共同促成白话书写语言的近代转型.
近代报章为填充版面或吸引读者也时常刊载小

说,进而成为传播近代小说的重要媒介.维新之际,
梁启超等改良人士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创

作政治小说,达到宣教救国、启迪民智的目的.民初

小说“游戏消闲”观念的回归,使言情与社会题材成

为创作主流,缔造出文言小说的创作高峰.民初文

言小说的盛行促进了“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对流,
文言与白话通过小说这一叙事文体获得交融,对现

代汉语的素材选取与语言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时报»«神州日报»«申报»等颇有影响的日报不仅开

辟小说专栏,还配以插图辅助阅读,并附送石印绘画

小说及小说副刊增加娱乐性;不仅登载小说征文与

出版广告,而且专门创办文学杂志登载小说,与相关

书局合作出版小说单行本,共同掀起报章小说的创

作热潮.

２．１．３　刊林巨响:新文学杂志的艺术盛宴与语言

狂欢

五四运动时期,杂志作为新型印刷品,不仅是传

播新思潮的有力武器,也一度掀起新文学创作的热

潮.«新青年»«语丝»«创造月刊»«莽原»以及“四大

副刊”等报刊,一时间声势浩大,为五四新文学的创

作实践提供了广阔空间.这些刊物汇集众多时代先

锋的新思想与新创作,提倡白话文与国语文学,对大

众社会主义进步思想的认知与萌生、新文学表达的

接受与实践均产生了积极作用.新文学杂志作为文

学革命宣传与创作的主阵地,见证了白话新诗的语

言突破、白话散文的语言狂欢、白话小说的文化品位

提升,展示着文学现代化征程上从量到质的蜕变.
语言在诗体流变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原因在于,

诗歌不仅在表意层面使用语言,且在语句格式,词语

的声调、格律,语气的抑扬起伏,文字的形态方面都

与特定的语言息息相关.诗歌与语言的同构性,使
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必然挣脱陈规旧律的束缚,触
动语言变革.白话新诗的建立,即先通过颠覆文言、
倡导白话,继而挖掘白话作为诗性语言的潜质.继

胡适创作«尝试集»后,«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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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新潮»«新月»等刊物相继发表白话新诗,不仅印

证了白话入诗的可能性,也使白话诗的声律特征、语
言表现力、艺术与美学张力获得充分释放.

民国初期的杂文与散文,使白话的语言魅力获

得充分伸张.«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民
国日报»«现代评论»等杂志陆续刊登随感录式杂文.
其文体自由洒脱,语言简洁晓畅,行文大多短小、犀
利、直白、急促,被誉为如匕首、似投枪的寸铁文章.
五四运动落潮后,人文主义的多元化追求使白话散

文的美学潜质得到释放.«小说月报»«语丝»«现代»
«太白»«论语»«人间世»«鲁迅风»«万象»«野草»«逸
经»等杂志均刊载了大量优美的散文.散文的审美

属性,使白话文在语言的锤炼上,即理性揣摩着西方

语言的精准与严密,又感性欣赏着传统诗文的散淡

与雍容.文白相通、诗乐相融,使散文的审美意趣与

语言节奏相得益彰,形成五四运动以来独抒性灵的

文人化语言范式,彻底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

迷信.
杂志的大量涌现与对小说的重视,极大地助长

了小说的声势.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赋予小说

“群治”“新民”等政治功能,将小说地位提升到“文学

之最上乘”.以政治小说、谴责小说、历史小说为主

流的晚清新小说创作迅速崛起.除“晚清四大小说

杂志”外,«新新小说»«小说月报»等小说杂志纷纷出

台,大报的副刊、文艺性期刊、综合性杂志也常连载

小说.这些小说绝大部分采用语体文,语言朴实、浅
白、流畅,有较强的表现力.民国初期,新文学杂志

作为五四白话小说的创作阵地,涌现出大批优秀作

品,如鲁迅的心理小说«狂人日记»«阿 Q 正传»、郁
达夫的自叙传小说«茫茫夜»等,以其文人化的言说

方式与写实性的创作手法,塑造出具有审美品位与

思想深度的小说文体新形式.

２．２　阅读群体的更新: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阅读

群体的多元化与递承性

２．２．１　阅读权利的下移: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与阅

读群体多元化

中国古代作为四民之首的“士”是封建社会阅读

群体中的精英人群,科举取士制度不仅使集政道二

统于一身的“士”居于社会思想的中心,亦以耕读、科
考、仕进、还乡的方式维系着城乡之间信息、人员的

联系.文与言的疏离使阅读成为精英人士的专享,
对于识字不多的底层人群,观戏、看通俗小说、听说

书等构成了以阅听为主体的大众文化,成为民众获

取纲常教化、社会风俗的主要途径.
清末以降,科举已去,士人晋升的途径就此阻

隔;西学渐入,唯新是尚,学堂教育与出洋留学成为

新型知识人的培养方式.改试策论与废除科举,促
使接受传统教育的前清遗士,逐渐向推崇新学的近

代知识分子转型.民初的智识精英,往往具有前清

举人等功名,或者留学欧美与日本的背景,并获取学

术资格证书.他们具有教授、报人、编辑等独立职

业,议政而不参政,甘作“社会的良心”,成为中国近

代学术思想与政治文化的主要推动者.与此同时,
尚有未获得学术体系认同而居于知识分子边缘地带

的人群,并且大量存在.由于新式学堂教育多有年

龄限制,且高等教育机构容量微小,部分接受中小学

堂教育的读书人不愿或无缘长期受教,他们初通文

墨、能够读报,粗识中西新旧之学却均不够系统.他

们大多缺乏进入体制的途径,从戎、从商、投身革命

成为新的谋生出路,继而为大众阅读向工人、商人、
军人、革命青年等职业群体延伸奠定了基础.此外,
一些未受完系统教育但已参与社会事务讨论的青年

学生也可视为边缘知识分子[１２].边缘知识分子身

份多重、数量庞大,他们介于智识精英与不识字的百

姓之间,既是精英的追随者,又是面向大众的知识传

布者,起到了弥合精英与百姓之间文化疏离的作用.
民国时期,伴随学堂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兴起,阅

读逐渐走向大众.女性、儿童、农民等弱势群体的阅

读权利也获得重视.男女平等与女性教育观念的传

播带来女性意识的觉醒,女子学堂与女性杂志不断

涌现;美国儿童本位主义的传入亦引发社会各界对

儿童福利的关注,儿童读物的创作与出版日渐活跃;
废除科举制度使城乡渐成疏离之势,乡居精英大量

流向城市,使农村发展日渐迟缓,阻滞了中国社会的

整体发展,久居乡村的农民,数量之庞大、受教育水

平之低,成为思想启蒙的困难所在.社会教育不断

通过识字运动对农民进行扫盲,还通过设立识字处、
问字处、代笔处等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

２．２．２　阅读的语言屏障:启蒙背景下新文学的实际

读者

清末民初以文言统一为旨归的汉语改革,由精

英阶层发起,专为普通民众定制,却并未被普遍接

受.国语作为既非白话亦非文言、夹杂着古今中外

元素融合而成的语言制造,与文言文一样,实难被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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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民众掌握.新文学作为国语的文学,早期作品注

重时代精神的发扬、人生意义的挖掘、国家理想的描

述,被赋予了娱乐之外更高的使命,且需要阅读者具

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并不切合普通民众的知识水平

与阅读趣味.故而,新文学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涵,
都与普通民众产生疏离.新文学的实际读者,正是

处于大众与精英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他们既有追

求新思潮的理想与觉悟,又有接受新语言的文化基

础.新文学的实际作用,是实现智识精英与其追随

者的自我启蒙;平民文学的写作意义,在于启发智识

阶层对平民生存问题的关注,从以往的轻视变为重

视,并没有真正搭建起精英与大众之间沟通对话的

桥梁,这正是五四运动在改造国民性这一主题上受

到挫败的原因.新文学横亘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语

言隔膜,造成二者无法逾越的审美距离,抑制着民众

的阅读热情.新文学阅读群体的小众化并不意味着

品质的低劣,其对语言与文学现代化的铺设和对现

实问题的深刻反省,正是新文学先驱品质的印证.

２．２．３　新文学作家的阅读景观:延续新文学语言继

承、探索与创新发展的链条

在文学现代化的蜕变过程中,除了早期的五四

运动时期作家接受文言、欧化语、旧白话的语言影响

外,大多数作家的创作均是建立在阅读前辈作品的

基础上,伴随着文风的钟爱与扬弃、写作的模仿与创

新,从而集体将文学语言的变革推演到极致.把新

文学作家的阅读景观放置在时间历史的链条中进行

考察,呈现出鲜明的代际特点与递承性特征.周氏

兄弟等年龄较长的作家,接受过完整的旧式教育,传
统私塾教育对文言文长达十余年的反复诵读,使其

在语气、语式、语感乃至思维层面深受文言文的影

响,文言更多主导了他们的语言风格建构.郁达夫、
王统照等具有留学国外、外文学习经历的作家,语言

中具有更深的西化印记.五四运动的第一代作家,
将欧化语、文言与方言融入创作实践,为国语素材的

择取与运用提供了思路与范本.鲁迅、郭沫若、冰
心、郁达夫、叶圣陶等作为现代文学语言的开创者,
创造性地吸收欧化语、口语、文言与方言中的有益成

分,最先尝试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对后世作家的

语言形成颇具影响.“乡土写实派”的诸多作家均是

通过大量阅读鲁迅的作品,模拟他的语感、语气掌握

现代白话文的使用规律的.新文学第二代作家的语

言建设,是站在前人肩头上的学习与反思,在传承的

同时不断克服早期白话的生涩与散漫,建构了更趋

成熟的语言策略.

２．３　符号书写风尚的趋新:规范标点、汉字简化与

汉字横排的提倡

２．３．１　汉字简化,汉字谱系的废繁就简与平民文化

的弘扬

简体字是拼音文字未能通行局面下的变通之

举,是“启民智”社会语境下汉字简化的可行方案,符
合汉字演变的自身逻辑.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

篆书,再至隶书、楷书,其发展趋势即是去繁就简.
早在１９０９年,陆费逵已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

体字»,提出把简体字作为正体字的主张.五四运动

之后,汉字读写繁难导致识字率偏低、民智愚钝的普

遍认识再次引发汉字改革的民间呼声.钱玄同的

«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１９２０年)、«减省现行汉字

的笔画案»(１９２２年),胡怀深的«简易字说»(１９２８
年)、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１９３４年)等,以及后

来上海文化教育界闻人联袂１５家杂志社共同发起

的“手头字运动”(１９３５年),均是汉字简化民间意志

的体现.１９３５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第一批

简体字表»,虽于次年被收回废止,却是官方态度的

充分体现.这种确立简体字书写范式的努力,不仅

贯穿整个民国,亦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陆.民

国简体字运动的历史意义,不仅是对历代以来的简

体字进行搜集整理,也是对诸多汉字的进一步简化,
为普及民众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２．３．２　规范标点是汉语符号发展的新风尚

标点符号与文字符号是构成书面语的两大组成

部分.新式标点符号是为适应白话文书写而制定

的.它不但为追求明白畅达、简明易懂的白话文提

供支持,降低了阅读的难度;也与新文学形成同构关

系,是新文学现代性的体现.中国运用标点符号的

历史早至先秦,只是没有统一标准.鸦片战争之后,
西方标点的传输加速了中国旧式标点的演变.新文

化运动前后,对新式标点符号的需求应时而来.

１９１９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马裕藻

等六人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１９２０年

«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的发布,标志着我国第

一套法定新式标点符号诞生.新式标点符号的推

行,丰富了传统文献中以圈点等为主的句读符号,不
仅标识停顿、传递语气与意义,还通过修辞功能为语

言表达润色;不仅辅助阅读,也为汉语消解歧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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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情绪提供了帮助.

２．３．３　汉字横排体现中西出版文化的对接与融合

在汉字排列方面,为方便白话文镶嵌外文新名

词、易于引用科学公式,顺应白话文在书写阅读方面

便捷流畅的要求,汉字横排逐渐被提倡.民国时期

的文字印刷与书写已出现左行横排、右行横排、横竖

结合等形式.中国传统的汉字书写沿袭右行竖排的

版式.这不仅便于古人竹简刻写,亦体现出古人意

识中的上神内涵.国门开启后,国人惊讶地发现英

文左行横排的版式,这与表音文字字母书写方向有

关.在西书译介过程中,为方便镶嵌外文人名、地
名、现代科学中的新名词,易于引用各种科学公式符

号,汉字行文出现横式排版.汉字横排版式在推行

之初也颇费周折,人们褒贬不一、各执一词.钱玄同

甚至从眼睛的生理设计出发,认为横排更适合阅

读[１３].“左起横排”观念虽逐渐被国人接受,但仍被

时下不少人斥为蟹行文字.汉字横排在大陆的真正

通行一直延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２．４　阅读习惯的蜕变:默读、泛读的普适化与阅读

结构转型

２．４．１　文言统一更新读者的知识结构,助推白话文

的语言习得与语感生成

阅读,不仅是获取知识的方式,也是实现语言习

得、获知新语感的途径.新文学作家致力于白话文

的品位提升,即是语言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模仿前人

的语感与语气、遣词与造句,并受个人天赋、审美趣

味的影响进行再造,共同推进白话文的现代化转型.
普通读者对白话文的学习感知,使改革落潮后的教

育普及得以实现.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专业系统的国

语教育掌握语言,并形成民国时期普遍的阅读习惯:
通过白话报章了解新闻时事,密切保持与现实社会

的关联;通过期刊阅读新文学作品与新文化常识,提
升文化修养与审美趣味;通过阅读西译书籍、科普与

学术性读物更新知识结构,掌握面向世界的科学技

术与社会人文.阅读内容的转向深刻影响着读者的

知识结构,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内容的传统阅读逐渐

淡出,起而代之的是按近代学科体系划分的新知识

结构的生成,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的均衡

发展获得重视.汉语现代化正是在精英建构与传播

运用的交互过程中演变蜕化,并使语言习惯在民众

的阅读接受中获得潜移默化的改变.

２．４．２　默读与泛读成为新的阅读方式

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的教授方式主要是朗读与背

诵,故而成为读书人普遍的阅读方式.白话文的推

行、简体字的提倡、标点符号与阿拉伯数字的推广,
提高了大众的阅读速度.加之清末民初西方现代印

刷技术的引入与通信事业的发展,文献生产数量与

传播速度骤增,民众享有丰富而易识的阅读文本.
阅读习惯逐渐从传统摇首诵经的朗读转向默读,从
精读转向浏览与泛读.默读的普适源于信息量扩大

与语言的明了简化.汉字为表意文字,视觉信息可

通过大脑路径直接与概念发生联系,读者通过缄默

无声的默读使思维在意识的更高层次运行,开启知

识与体验相容的崭新维度,使阅读更接近于思考本

身[１４].因此,在西学涌入、知识融合的时代,默读作

为个体行为,不仅保证了公众场合的阅读私密性,也
使阅读者从文字识读的困难中解脱出来,集中发挥

思考与感知的能力.泛读的出现,同样得益于汉语

的化繁就简与西译书籍、报纸杂志数量的攀升.区

别于将晦涩难懂的少量传统经典熟稔于心,汉语的

简化有利于读者从海量的报纸杂志与书籍中捕捉、
舍取信息.因此,泛读成为时局动荡、尊西崇新时代

拓展知识视野的良策.

３　结语

清末民初的阅读世界可谓多元共生、错综复杂.
选取文言统一为主线的汉语改革作为探索此时期阅

读文化历史图像的切入口,虽可陆续开启阅读媒介、
阅读群体、文本符号、阅读习惯等诸多文化要素,却
依旧不能尽述阅读文化变迁的全貌.忽略个体差异

的群体特征总结,亦不能包罗参差多态的阅读万象.
然而,在精英建构的曲折过程、群众接受的实际距离

之间,足以瞥见清末民初时人文化自信的滑落、教育

救国的迫切,中西文化浑融时期的矛盾,阅读权利下

移过程的艰辛.汉语现代化与阅读大众化的历史脉

络正是在清末民初阅读文化的嬗变中逐步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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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InfluenceofUnityofLanguageandLetterontheEvolutionof
ReadingCultureintheQingDynastyandtheEarlyYearsoftheRepublicofChina

ZhengShuang

Abstract:TheChineseＧlanguagereformationofunifyinglanguageandletterintheQingDynastyand
theearlyyearsoftheRepublicofChina,hadnotonlyacceleratedthemodernizationofChineselanguage,

butalsoprofoundlyinfluencedthereadingmedia,readinggroups,textsymbolsandreadinghabits．These
reformsnotonlyboostedtheturningofreadingmediatonewculturebooks,modernnewspapersandnew
literarymagazines,butalsocontributesonmakingthemarginalizedintellectualsthenewlyemergedforce
ofsocialreading,diversifyingthereadinggroups,makingtheprogressivereadingofnewliterarywritersan
importantfactorinpromotinglanguageinnovationanddevelopment．Theynotonlyadvocatedstandard
punctuation,simplifiedChinesecharactersandhorizontalarrangementofChinesecharacters,butalso
formsanewtrendofsymbolicwritingthatassistsvernacularreading．Italsopromotessilentreadingand
extensivereadingastheuniversalwayofreading．Thereader＇sreadingstructuregraduallyshiftstothe
modernsubjectsystemwhilereadingbooksandreadingnewspapersbecameanewfashioninlife．Whatis
particularlyremarkableisthatalthoughthereformisnotperfect,ithascontributedalottothedevelopＧ
mentofthebasiceducationoftheChinesepeople．

Keywords:WesternLearningSpreadstotheEast;LateQingandEarlyRepublicChina;ReadingCulＧ
ture;UnificationofWrittenandSpoken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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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zedAccessPointfortheWorkofRDAandChineseCataloguing
LinMing

Abstract:ThebirthoftheRDA (ResourceDescriptionandAccess),isanimportantchangeoftheinＧ
ternationalcataloguingtheoryandpractice,alsoconducivetopromotingunificationofthedomestic
ChineseＧforeigncatalogingrules．ThisarticlediscussestheconceptofRDAs“Authorizedaccesspointfor
thework”anditsfunction,pointsoutthedeficienciesofthedomesticChinesecatalogingrulesinrealizing
functionsofcatalogue,andthroughseveralexamples,discussesthenecessityandpossibilityofdomestic
ChinesecatalogingusingRDAs“Authorizedaccesspointforthework”,inordertorealizetheunification
ofthedomesticChineseＧforeigncataloguingrulestocreateimportantpreconditions．

Keywords:AuthorizedAccessPointfortheWork;MainEntry;ParisPrinciples;InternationalCataＧ
loguingPrinciples;PreferredTitlefortheWork;UniformTitle;Relatioship;FuctionsofCat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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