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5 卷第 3 期
2012 年 6 月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 45 No． 3
June． 2012

小说语言与当代小说传播
孙德喜
（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新时期之前的小说以工农兵为传播对象，作家以工农兵语言进行书写和言说，其语言主要表现为口
语化。“文革”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势作用，大量领袖语言直接嵌入小说文本。新时期小说以思想文化启
蒙为传播目标，出现了饱含情感色彩的人道主义语言和人文理性语言。自 90 年代以来，文化消费成为小说传
播主要动力，作家根据读者的趣味选择小说语言使小说语言呈现出调侃性、时尚化和感官化的特征。各时期
小说语言的根本差异表明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在随时变化。当下如何调整作家与读者的关系，通过语言
变革既保持小说的良好传播，又避免让小说沦为仅仅是娱乐工具，是目前作家和学者共同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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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nguistic Features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F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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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 are the target of the fiction dissemination before the
New Period． So the writers wrote with the language used by 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 In the period of “GCR”，the fictions are implant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the great leader’s quotations． In
the New Period，the enlightenment of culture and ideology is the target of fiction dissemination． And
the writers’language tends to be popular and reasonable． Since 1990s，the culture consump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dynamic of fiction dissemination． And the writers of fiction choose the fiction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ers’interest． The basic differences of the language of fiction in each period show the diff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ers and readers． The common problems faced by writers and scholars are how to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ers and readers，and maintain a good
spread of the fiction and avoid letting the fiction descend to merely as an entertainment tool through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language of fiction； dissemination of fiction； contempor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ers
and readers
语言是传播最重要的媒介之一。作为文学重要文体的小说，其语言决定着它的传播效果。 而小说
语言既与其传播对象———接受者密切相关，又与其所处时代关系密切。 小说社会影响的产生与审美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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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实现主要依靠语言，因而作家必须了解和适应小说接受者的语言接受习惯和能力 。与此同时，任何
文学作品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而每个时代都有其语言风格和传播特点 ，那么，作为一个时代的小说语
言必然染上这个时代的色彩。
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 60 余年的路程。这 60 余年的历史可以分为 3 个时代： 新时期之前的意识形
态挂帅时代； 新时期的文化启蒙时代和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文化消费时代。 在不同的时代，当代小
说语言出于不同的写作目的，面对不同的接受对象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

一
新时期之前的当代小说就是为工农兵而创作 。也就是说，小说应以工农兵为最主要传播对象 ，同时
也向革命干部和青年学生传播。这是由那个时代文学的“服务 ”使命所决定的。 当代小说既然将工农
兵作为小说传播的主要对象，那么在小说创作中，作家就要考虑工农兵的接受，于是他们为此而作出巨
大的努力。具体来说，他们不仅在小说中刻画工农兵形象 ，描写工农兵生活，抒发工农兵的情感，而且必
须运用工农兵的语言进行创作。早在 1942 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就已经对
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 什么是不懂？ 语
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 ，缺乏充分的认识。 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
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 ，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
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 。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 ”，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
呢？ 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
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 ，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 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
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象个“英雄 ”，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不买你的
\［1 \ ］（ P807 － 808）

帐。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毛泽东是从作家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提出语言要求的 。从传播学来看，既然小说传播的目标是工农
兵，那么作家们的小说创作就得让工农兵读懂 ，而工农兵能否读懂小说，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首要
一点就是小说语言应当为工农兵所理解和接受 。语言是读者接受小说最初的步骤 。从小说的传播过程
来看，小说是语言艺术，作家将小说的故事、人物、情感等转化为语言，而读者要接受小说，通过阅读小
说，在头脑中将小说语言还原为故事 、人物和情感等。语言成为联系作家与读者的媒介，只有读者首先
读懂语言，那么小说才能为读者所接受，小说传播的目标才能实现。
为了有效地实现小说向工农兵的传播 ，作家首先必须以工农兵语言进行书写和言说 。那么，究竟什
么是工农兵语言呢？ 从概念上讲，所谓“工农兵语言 ”在内涵和外延上并不十分明确，显然不是语言学
上的概念。不过，对于作家来说，其意义大致还是清楚的，就是指工农兵的日常语言。 中国是一个传统
的农业国家，几千年来基本上是农耕社会，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到了 20
世纪，中国虽然开始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 ，但是中国从整体来看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 新中国成立以
后，农民仍然是人口的大多数，而生活在城市里的工人和干部虽然脱离了农业生产劳动 ，但是他们不过
是进了城的农民，他们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与农民相差无几。 作为人民子弟兵的军人基本
上也都来自农村，实际上都是穿着军装扛着枪的农民 。因此，工农兵的语言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农民的
语言。不过，从作家们的创作实际来看，许多作家小说创作的成功虽然洋溢着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蕴
含浓浓的农民味，但已经不完全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语言 ，只能说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这里的
广大人民群众既包括农民，也包括干部和革命青年。
那么，到底什么是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呢 ？ 当年的作家们只知道来源于人民大众 ，是从人民
群众的日常语言中提炼出来的，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呢？ 没有人作具体的说明。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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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们的小说来看，其语言特性主要表现为口语化语言 。汉语文学写作在五四之前以文言文为主 ，五四
以后基本上为白话文所取代，这是一大进步，但是，在早期的白话文书写中，人们发现汉语出现了严重的
欧化和书面化倾向。不少小说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小说在社会底层的
1930 － 1940 年代，左翼作家和理
传播，不利于小说走向大众，不利于对大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于是，
\［2 \ ］（ P135 － 142）

论家们提出并倡导大众语。

新中国文学所倡导的小说语言基本上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大众语。所谓大众语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 ： 一是大众在当时所说的语言； 一是大众能够理解的语言。
从大众的素质来看，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绝大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具有高小及以上文化程度的
不多，因而他们的语言交流基本上是口语 ，对于书面语的接受则存在很大的困难 。如果说书面语是以文
字为中心的语言，以视觉的方式接受，那么口语则是以语音（ 声音 ） 为中心，以听觉的方式接受。 在书面
语接受中，读者可以根据需要重读，跳读（ 选读） ，以便细细品味，加深理解。 因此，书面语的接受是非线
性的，读者拥有充分的主动性； 而口语的接受则不同，它是在语音流动中完成的，其接受则是线性的，读
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因而，偏重于口语的接受则要求语言必须浅俗平白 ，必须生活化。所谓浅俗
\［3 \ ］（ P84 － 88）

平白，就是指语句短小，多用习见词语，“严格遵守语法规范 ”，

排除语义丰赡，内涵复杂的语

汇，其原则就是让人一看（ 听） 就懂。如何让小说语言浅俗平白呢？ 长期被树立为体现《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根本方向”的赵树理介绍过他的经验： “有时候从学校回到家乡，向乡间父老兄弟
们谈起话来，一不留心，也往往带一点学生腔，可是一带出那种腔调，立时就要遭到他们的议论。碰惯了
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 ，也要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习惯，
说话如此，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 ‘所以 ’生一点，咱就写
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儿，他们就不愿意看。 字眼儿如此，句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句子
长了人家听起来捏不到一块儿，何妨简短些多说几句： ‘鸡叫’‘狗咬 ’本来很习惯，何必写成‘鸡在叫 ’
‘狗在咬’呢？”\［4 \ ］（ P10） 在这里，赵树理不仅去掉了所谓的“学生腔”（ 其实是知识分子语言 ） ，而且去掉了
书面语的表达方式，倡导语言走向口语。
作为小说书写和言说的一种风格 ，语言走向浅俗平白未尝不可，如果将其作为所有作家努力的方
向，则成了问题。且不说小说语言风格应该多样化 ，就语言的文学特性而言，单一的浅俗平白的语言能
否承担起文学的重任就值得怀疑 。浅俗平白的语言不仅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和文化内涵 ，而且可能疏
远甚至排斥隐喻、象征，力避语言陌生化，从而令语言走向平淡而失去文学的韵味 ，甚至使小说语言走向
陈词滥调，缺乏创造性和新鲜感，缺乏可读性。 尽管如此，作家们还得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从作家们
（ 特别是解放区崛起的作家） 来看，他们之所以强烈地认同，是因为他们要为工农兵服务，要让自己的小
说走向工农兵； 从官方来说，作为工具的文学不仅可以为政治服务 ，而且可以受到很好的控制。 因为语
言的浅俗平白可以使小说叙事十分清楚 ，主题鲜明突出，所表达的思想契合官方的意识形态 。如果小说
语言走向深层次的思想探索，就可能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直通最根本的人性与自然，就可能通向现代
思想文化启蒙，从而将思想文化引向官方意识形态的栅栏之外 ，甚至可能走向其对立面。 对于这一点，
当局心里非常清楚，因而不遗余力地推行浅俗平白的语言 。这样，语言不再是存在的家园，也不是诗意
的所在，不过是工具。
然而，作家尽管认同小说语言的大众化方向 ，但是很快意识到语言的浅俗平白与文学自身的要求之
间产生的矛盾。茅盾在阅读 1960 年的短篇小说时就感觉到了小说语汇贫乏的问题： “我们常常看到党
委书记甲和党委书记乙所用的语汇几乎只是一套 ———不论在任何场合，都是那一套。…… 此中原因之
一，就是党委书记等等人物的语言不但有公式化的毛病 ，而它的语汇亦为某种无形的戒律所束缚，只在
\［5 \ ］（ P396）

一定的圈子里讨生活。”

茅盾在当时情况下没有阐明“无形的戒律 ”具体所指，但是我们现在看

来还是比较清楚的。作家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便想方设法协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具体做法是，到民间
艺术中汲取营养，大量吸收民间的俗语、谚语、歌谣、歇后语以及板话、说书等艺术形式，到古典文学中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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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某些表达形式。民间的各种艺术形式新鲜活泼，清新自然，而且形象生动，蕴涵着丰富的民间智慧，为
普通的工农兵所喜闻乐见。赵树理在这方面做出表率，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当然，作家在吸收和借
鉴民间语言和传统小说语言的同时对其作了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改造与过滤 ，剔除民间语言中那些被
视为粗俗的原生态的东西。
就 1950 － 1970 年代的小说创作来说，其传播对象是工农兵，是人民大众。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
传播的主要信息是当时的意识形态 ，将本来是民间娱乐的小说转化为赋予其教育功能的小说 ，就是让小
说充分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因此，这个时期的小说语言在大众化和口语化的同时还表现为强烈
的政治化特征。具体来说，一方面，作家们赋予小说以革命传统教育的使命，通过英雄人物对普通群众
的批评教育，以政治话语讲授各种革命道理； 另一方面，让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在关键时刻想起领袖的教
导，直接将领袖语录嵌入小说文本。这种政治化的小说语言，既不是作家对于小说语言形态的探索和尝
试，也不是小说语言自身发展的需要 ，而是以权势话语向读者传输官方的意识形态和路线、方针、政策。
因而，无论是革命道理，还是领袖语录，都大大强化了小说语言的政治内涵，化为小说的灵魂，统率着整
个小说。这样发展的结果，小说语言同小说一样，越来越走向工具化、理性化，越来越远离灵气和诗意，
最终产生了《虹南作战史》这样的小说怪物———通篇以领袖语录和政治说教向读者灌输阶级斗争观念 。
结果，小说语言的发展必然陷入困境，当小说语言充斥着领袖语录和政治说教之时，必然遭到读者的厌
弃，令读者反感，进而产生逆反心理和抵制这样小说的情绪 ，最终使小说传播受到阻断。

二
（ 《班主任 》） 强烈呼声中起步的。 面对
新时期小说是在刘心武“救救被‘四人帮 ’坑害了的孩子 ”
“文革”十年浩劫过后的精神文化废墟，面对文化专制主义造成的国人的愚昧无知和思想僵化，伴随着
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出于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小说创作中重新高举起思想文化启蒙的旗帜 ，于是，
作家们日渐开始回归知识分子的本位 ，以文化精英的姿态面对普通民众创作小说 ，向民众传播现代思想
意识和五四文化精神。小说由过去为工农兵服务转向开启民智，重塑民魂。 他们将自己对于世界、自
然、宇宙和社会现实的理解传播给民众 ，以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 当然一个时期的作家们的思想信念不尽
相同，甚至可能彼此对立、矛盾） 指导自己的写作，正如李国文所说的那样： “作为社会主义文学，毫无疑
义，它肩负着不容推辞的职责，那就是要启迪人们去追求光明和真理 ，鼓舞人们去奋发，引导人们向上，
\［6 \ ］（ P54）

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并增强人们对于战胜一切邪恶的决心 。”

李国文的话语虽然与新时期之

前的作家们的话语没有什么两样，谈的依然是“启迪”、“鼓舞 ”和“引导 ”等等，但是这个时候“启迪 ”、
“鼓舞”和“引导”民众的思想文化资源与新时期之前已经大不一样 。如果说新时期之前，作家们只是布
道者的角色，受命于权力向人们灌输着国家意识形态，那么新时期的作家们对“极左 ”的历史反思中认
识到反对封建思想意识的必要性 ，进而到世纪之初的五四那里寻求思想文化资源 。
思想文化启蒙的途径是多样的，小说只是其中之一。小说通过叙事承担起启蒙的重任 ，让读者在阅
读叙事的过程中受到巨大的心灵震撼和思想启迪 。诚然，新时期小说最初发轫于揭批“四人帮 ”的政治
运动，但是这场政治运动由对极左政治的清算渐渐演变为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文化的思考 ，此时的小说则
由控诉式的“伤痕文学”逐步发展为比较冷静的“反思文学 ”以及后来的“文化寻根文学 ”。 无论是“伤
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抑或是“文化寻根小说 ”，基本上都是悲剧叙事。 这就是说，小说在悲剧叙事
中向读者传播其启蒙思想。悲剧叙事在语言上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 ，即对人物的人生苦难和不幸遭
遇的叙述和描写，激起读者的深切同情和悲悯，同时对暴行和卑劣行为的义愤与谴责。 从话语形态来
看，新时期之前与新时期小说语言都存在着控诉话语 ，而且彼此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但是从
新时期之前到新时期，小说的控诉话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新时期之前小说的控诉出于意
识形态的需要着力于煽动仇恨，那么新时期小说的控诉则本着人性而反对血腥暴力和野蛮行为 ，唤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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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怜悯和同情。因而，就其本质而言，此时的小说语言应该说是人道主义语言。 所谓人道主义语
言，就是悲痛的叙述，其目标通向人性中的怜悯和同情，或者说语言叙述唤醒了读者意识中沉潜着的人
道主义情怀。而人道主义以人为本位，恰恰是现代思想意识的基石，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思想
观念都是以人性为根本，从人道主义出发建立起来的。因此，人道主义语言还可以激起人们对于人物不
幸遭遇和悲剧命运的省察和思考 ，进而为将人们的思想意识牵引到现代思想观念上来提供了基本条件 。
我们知道，仅仅依靠人道主义语言展开叙事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人道主义语言可以将人们的思想意识
朝着现代思想观念的方向牵引，但这并不意味着读者的思想意识就一定会抵达现代思想观念 。 要实现
启蒙的目标，还需要进一步推动，这就需要理性。因而，与悲剧叙事相伴随的是理性语言。 这里的理性
语言并不是指语言的技术理性，而是指语言具有浓郁的人文理性色彩 ，也就是说，作家在庄重的叙事中
\［7 \ ］（ P206）

对现实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探讨 ，表现出“一种理性的思索与反省 ”，

赋予小说语言以思辨性

和逻辑性，并以开放的姿态引导读者参与进人物之间的交流和对话 。刘心武的问题小说，张洁的女性小
说，高晓声的乡村小说，陆文夫的市民小说，王蒙的反思小说，谌容的知识分子小说，张贤亮的“启示录 ”
小说，语言形态和风格虽然各异，然而总以其思辨引人思考，闪现出理性的光彩。 如果将现时的小说语
言理性与新时期之前小说语言理性相比 ，我们可以发现，前者是内在的理性，以人文理性深化思想文化
内涵，重构现时的人文精神； 后者则是外在的，以形式的技术理性投入到意识形态的造神中去。 新时期
小说的思想文化启蒙并不仅仅是单纯地居高临下地教育和启发读者 ，而是在建构新的人文精神过程中
进行启蒙，也就是说在启蒙过程中，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成为思想文化的接受者 ，而是激发起读者的主体
性，引导他们到人文精神的建构中来 。当读者参与进小说叙事，接受叙事的引导时，读者就不再是小说
叙事的旁观者，而是实实在在的在场者，参与建立现代思想观念。
思想的启蒙与文化的探索密切相连 。作家们在进行思想启蒙的同时还承担着对文化的探寻、审视
和省察。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小说与文化结缘表现出多种形态 ，既有形成颇为壮观的“文化寻根 ”思潮，
又有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接纳，还有对各种地域文化与民俗文化的表现 ，更有对宗教文化的探秘。 于是，
小说成为各种文化聚集、融汇、表现和传播的载体。虽然小说并不是直接传播各种形态的文化，但是小
说叙事的文化意蕴却越来越丰厚，因而小说语言相应浸透着浓郁的文化。 具体来说，在“文化寻根 ”小
说中，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审视，不仅直接从传统文化中发掘语言资源，而且还对民众具有传统文化
意味的语言予以透视。在“文化寻根”作家中，韩少功是位语言意识特别强烈的作家 。 他十分清醒地认
识到： “当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语言的世界，当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主要靠语言来养育和呈现，语言
的写作和解读就已经超越了一切职业 。只有苏醒的灵魂，才不会失去对语言的渴求和敏感 ，才总是力图
\［8 \ ］（ P85）

去语言的大海里洁净自己的某一个雨夜或一片星空 。”

他的《爸爸爸 》以丙崽的语言“爸爸爸 ”为

小说标题，意味深长。丙崽一生只会说两句话，一是“爸爸爸”，一是“Х 妈妈”（ 或“Х 吗吗 ”） ，别无其他
言语。说“爸爸爸”是在他高兴的时候； 否则就骂一句“Х 妈妈”。他的这两句表示肯定和否定的话表现
了他面对丰富复杂的大千世界和变化无穷的事物所显示出来的绝对化 、简单化和机械化的二元对立的
思维方式。然而，这不只是丙崽本人的事，而且是鸡头寨人认知世界的共同方式。 因为，丙崽一度被奉
为“丙爷”和“丙仙”，丙崽的言语在人们的心目中已不再是一般的言说 ，而是赋予其超自然的力量，认为
是神谕，并且按照其所预示采取行动。进入 1990 年代，韩少功创作的《马桥词典 》通过叙事充分展示了
具有文化标本意义的马桥人的日常语言 ，揭示了隐藏在这些日常语言背后的深刻的文化内涵。 马桥虽
然只是湖南的某个小小的乡村，然而马桥人的语言绝不仅仅局限于这个小小乡村 ，而是传统中国乡村语
言的一个范本。因此，读者在阅读中进而渐渐意识到自己所生存的语言文化环境 。我们知道，人类创造
了文化，而每个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的 ，每个人都在运用语言进行日常交流，同时每个人都
在受到其生活其中的语言的熏陶，受到语言内含的强大的文化力量的塑造、规范和制约。 作家阿城说
\［9 \］
过： “文化制约着人类。” 其实，语言同样制约着人。因而，《马桥词典 》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镜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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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接受了马桥人的语言基因 。 新世纪出版的《暗示 》则是韩少功
对民间传统物事的透视与解读。从《爸爸爸》到《马桥词典》，再到《暗示 》，韩少功沿着他“文化寻根 ”路
子走下来，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探索。 他的这一探索同许多“文化寻根 ”小说作家一样，虽
然没有直接开展启蒙，但是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审视和解读 ，无疑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传统文化与国
民文化心理的理解和认识。当作家们进行文化寻根之时，小说语言则浸润着传统文化。当然，作家对于
传统文化态度不同，那么传统文化对小说语言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而且并不是单纯的传统文化濡染着小
说语言，而是地域文化、宗教文化以及民俗文化与传统文化相互交融作用于小说语言 ，因而小说语言饱
含着各种文化。邓友梅的《那五》、《翡翠烟嘴》，冯骥才的《三寸金莲》、《神鞭 》，这些从宽泛意义上讲的
文化寻根小说不仅表现了京津地区的民俗文化 ，而且其语言的文化底蕴相当深厚 ，洋溢着浓郁的民俗文
化； 郑义的《老井》，贾平凹的《浮躁》、《怀念狼》及《秦腔》、《高兴》等后来延续着文化寻根余绪的小说都
蕴涵着丰富的地域文化； 张承志的《黑山羊谣》、《心灵史 》，北村的《玛卓的爱情》、《施洗的河 》，阿来的
《尘埃落定》等语言与文化寻根小说一样浸润着浓浓的宗教文化 。 此时，小说语言不再像新时期之前那
样偏重于听觉的口语化，而是书面语，需要读者强化其主体性，深入地参与到小说语言语义的建构中来 。

三
自从 1990 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文化消费的时代到来了。 本来作为精神家园的文学开
始与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成为消费的产品 。读者接受文学已经由精神抚慰和灵魂提升的需要开始转向娱
乐式的审美需求。于是，文学进入了后现代主义时代，进而加入到大众娱乐化的行列。 此时，对于读者
来说，文学接受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口味选择阅读； 对于作家
来说，很少有人视创作为生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而是将其作为谋生的手段，他们在创作时就得考虑如
何将自己的作品推向市场，如何让自己的作品受到读者的青睐，如何让自己的创作获得最大的经济利
1990 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特别重视娱乐性和休闲性。 从传播学意义来讲，小说所要传给读
益。因而，
者的不是思想文化内涵，而是娱乐休闲性的信息。这样，小说语言就必须与之相适应。 具体来说，小说
语言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调侃性。调侃就是以通俗而嘲讽的口吻作非正式言说 ，是小说语言游戏化的一种表现。1980
年代中期开始登上文坛的王朔和文坛宿将王蒙都在小说叙事和言说中引进了调侃 。调侃解构了作家与
读者之间那种启蒙与被启蒙的神圣关系 ，确立了他们之间新的关系，这就是面对滑稽而荒诞的现实而结
成的共同体的关系，大家在现实面前都感到有几分无奈 ，都需要发泄。然而他们的发泄已经不再是过去
那种怒气冲冲地发发牢骚或者谴责抗议 ，而是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发出嘲笑。 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
众来说，现实社会与其说是残酷，不如说是荒诞滑稽，他们常常感到非常无奈，他们的心态也不再以悲哀
和痛苦为主，而是颇有几分逍遥。作家从身份来看似乎是社会精英，但是他们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需
要准确地把握民众的心态，让自己与民众的心态相协调。这样，小说以调侃走向民众，说出他们想说而
没有说出的话，表现他们想表达而没有表达的情绪 ，让民众在戏谑与嘲讽的调侃中获得某种情绪释放和
心理平衡。同时，调侃语言的通俗化更容易让民众接受。 进入 1980 年代以来，国民的文化素质有了很
大的提高，过去那种文盲和半文盲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 同时，我们还必须
看到，城市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市民阶层不仅日益活跃，而且在小说读者的份额
越来越大。正是他们推动着我们的社会进入后现代时代 ，于是，文化的平民化和平面化渐成气候，疏离
深刻的思想和文化也渐成风气。因而，通俗语言越来越拥有市场。当嘲讽与通俗相结合的时候，小说语
言必然以解构神圣、消解崇高、调侃权力及其压迫，进而在狂欢中与民众心理形成强烈的共振 。
其次，时尚化。时尚就是众人的眼球聚焦点。任何一种商品要想进入消费领域，占领一定的市场，
都必须向时尚靠拢，走向时尚。作为文化的文学也不例外。作家创作小说，需要推向市场，吸引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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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球，同样需要走向时尚。小说的时尚除了题材为人们关注之外就在其语言 ，而且语言的时尚更具有决
定性意义。小说语言的时尚主要体现在引领潮流 ，具体来说，大量使用流行语。所谓流行语就是指一段
时间内在某个范围内盛行的某些表达方式 。流行语代表着一段时间内某个社会群体的兴趣、爱好与心
态，代表着某个时期的社会时尚与审美趋势 。在当下的小说文本中，作为流行语言的民谣、打油诗、顺口
溜、时尚词语、缩略语、口号等等频繁露脸，在贾平凹、莫言、池莉等人的作品中，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民谣、
故事和传闻等成为小说中的一道别致的景观 。这些民谣、故事和传闻等往往以讽喻现实，解构官僚的权
威，抨击腐败现象而契合长期以来许多民众深受压抑而需要宣泄的心理 。 而时尚词语在卫慧、棉棉等
“新新人类”作家的笔下源源不断地流出，表现的却是另一种情形。 打开她们的文本，种种时尚词语扑
面而来。最引人注目的是外文单词或译音，如“chat”（ 聊天） 、“post － 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funny”（ 乐趣）、“酷”（ cool） 、“秀”（ show） 等等。还有人物称呼的洋化以及西洋物品名称充斥于字里行间。
这种小说语言嵌入外文的现象可以认为是被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语言的殖民 ，但它恰恰反映了当前民
众文化心理。经过一些年的改革开放，作为优势出现的西方文化和语言当然受到民众的追捧。 这不仅
在于长期封闭后开放时代的人们的好奇心 ，而且在于西方文化和语言代表着开放的时代趋势 ，在于西方
文化和语言与优裕的物质条件的密切关系 。卫慧等人在 1990 年代的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受到物质消
费大潮的裹挟，面对着比中国更为发达的西方物质文明 ，放纵自己的欲望，必然在恭迎汹涌而来的西方
文化之时，毫不犹豫地投入到殖民文化的怀抱中去 ，正如她小说中的 CoCo（ 《上海宝贝 》） 等扑进洋人的
怀抱去寻求快乐。与此同时，各种流行文化现象也络绎不绝地涌进小说文本。1990 年代以来，中国的
现代化步伐大大加快了，物质条件的改善极大地刺激了人的欲望 。 于是，在卫慧等人的小说语言里，物
欲的横流与感官的刺激成为其小说语言的重要表征 。大量的中外著名品牌商标在卫慧的小说中随处可
见。《上海宝贝》中的 CoCo 在家里铺开稿纸时，“天天在屋里轻声走动着，给我倒‘三得利 ’牌汽水，用
‘妈妈之选’牌色拉乳给我做水果色拉，还有‘德芙 ’黑巧克力有助于启发灵感，…… 巨大的写字台上有
数十盒七星牌香烟，……”对品牌的强调，实际上就是对身份的强调。因为许多著名品牌只有那些有身
份有地位比较高贵的人才能享用 。而对身份的强调，当然不是简单地为了显示身份，而是在某种优越心
理的支配下展示自己的时尚和享受 ，由此突出了小说中消费时代的那些少男少女们的欲望和追求 。 因
此，他们的思想意识与生活的语汇必然也与众不同，时尚的流行语常常脱口而出。“飙车”、“杨梅大
疮”、“很酷”、“post － colonial（ 后殖民）”、“派对”、“很 funny”、“酷毙 ”等等几乎俯拾即是。 这些时尚流
行语的使用不仅表明说话人与言说者的一种文化心态 ，而且为整个小说文本的价值取向作了定位。 时
尚流行语在这里似乎成为精神消费的一个标志 ，是语言在欲望的烈火中的熊熊燃烧 。不过，小说语言在
与流行文化的交融过程中虽然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毕竟表现出对接受主体的尊重。 因为接受主
体———大众可以说就是流行文化存在的土壤或者说是推波助澜者 。 因此，小说语言的时尚化大大推动
着小说走向民众并为其广泛接受 。
再次，感官化。在文化消费时代，人们已经从以往的追求知识、思想和真理转而追求感官刺激。 无
论是影视、卡拉 OK、歌舞表演，还是文学都无一例外。 从小说来看，语言的感官性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而且这种感官性又以性为核心。1990 年代兴起的以陈染和林白等人为代表的身体写作或下半身写作 ，
更是推动着小说语言的感官化。美女作家卫慧似乎对性刺激有着特别的嗜好 ，她不仅动辄以性器官作
比喻，描摹一些事物，而且多次写到心理变态的女子的自我性刺激与性幻想 ，甚至不惜以欣赏的笔墨描
写性事，回味性爱的感觉。她的《上海宝贝 》还对女厕的卫生用具作了精细的描写，在叙述人的意识中
性似乎成为叙述的驱动力，成为意识活动的中心。于是，性事在卫慧等人的笔下往往成为一种享受，或
者说，在享受与寻求刺激的心理驱使下 ，卫慧等人去描写性与展示性。因而，语言在卫慧这里不是别的，
而是一种让人沉耽于其中的精神鸦片 。从语言形态来看，感官化就是着力于视听感觉，竭力将语言打造
成丰盛的感觉盛宴，让读者得到强烈的感官刺激。因而，作家们往往专注华丽的色彩、声音等描绘和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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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突出语言的感性特征。与此同时，小说语言的理性与思辨色彩开始淡化。 此时，作家向读者传播的
已经不再以深刻的思想和深厚的文化为主 ，而是纷繁而强烈的感官信息。从作家来说，专注于感官的描
写和叙述的时候，专注于向读者兜售各种感官信息的时候 ，他们的创作主体性已经开始悄悄的流失 。他
们在表面上可能为人们所注目，甚至为某些人追捧和羡慕，然而实际上他们已经为金钱所奴役而开始异
化。从根本上说，连接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已经由过去的文化转向物化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趋势，实际
上应该说是文学的悲哀。
小说语言既是连接作家与读者的桥梁 ，是小说存在的方式，又是小说走向读者的必然途径，还是小
说传播的必然途径。从 60 年来当代小说的发展来看，不同时期的小说，受政治文化语境的制约和影响，
传播着不同的思想文化信息，从而确立了不同的小说语言形态 ，使不同时期的小说语言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而且，小说语言的根本性的差异表明作家与读者 、民众之间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当我们进入后现
代主义时代，迎来了文化消费主义时代的时候 ，我们的作家该如何保持自己应有的主体性，确定自己与
读者和民众的关系，通过小说语言的变革既保持小说的良好传播 ，又避免让小说沦为仅仅是娱乐工具的
命运？ 这个问题需要作家和学者一起来思考和应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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