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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翼小说语言特色漫谈
□汪青梅

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因而，作为文学
表达的载体和手段，语言的使用既构成文学作品的基本的格
局和面貌，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风格和特征。由此，
我们称一名成功的小说家为语言艺术的大师大抵不为过，在
群星闪耀、名家辈出的中国现代文学30年中，可以开列出一串
长长的名单来表彰他们，张天翼无疑是其中一位应当引起我
们足够重视的作家。

张天翼小说语言最为鲜明的特色，就其作品创作的年代
来讲，首先表现在其语言素材的丰富性——大量地使用民间
语言，显得新颖独特。与张天翼同属湖南湘乡人的蒋牧良称张
天翼“运用各式各样的语言，描写各式各样的人物和生活”。
（《张天翼研究资料》，第52页）

一般而言，一位作家让某些人群或者某种地域的语言进
入文学创作，这种语言通常都出自作家自身长期居留于此以
致特别熟悉的生活环境，例如众所周知的老舍“京味”小说。而
在张天翼，却有不同的具体情形。张天翼青少年时随父母四处
搬迁流寓，也因此在湘乡话之外，还熟练地习得杭州话、北平
话、扬州话和四川话等多地方言。如果说，这仅是丰富的人生
经历加上张天翼过人的语言天赋使然的话，那么，能够做到将
庞杂丰富的“大众语”引入作品，则就需要有意识的主动学习
和积累。张天翼在《创作的故事》这篇短文中谈到自己的创作
经历，在多方面积极尝试之后，他“开始试着要把人们嘴里说
得出的话写到纸上去”，为此，他开始“去注意人们的谈话”，发
现“一般人嘴里未必个个都说得像文章里写的那么漂亮，那么
合文法”，他还发现，人们日常的言谈中还“常有些可笑的口头
语”，这样的发现和体会让他笃定“我既然想写现实世界里的
真正的事，就得用真正的话，并且叫大家看得懂”。据《张天翼
生平和文学活动年表》记载，早在1929年，张天翼24岁时就在
都市中广泛接触到中流社会和下层民众的生活，认识了许多
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工人、车夫、女工、学徒、失业
者等等，同时注意观察他们生活的情形、留心和听取他们生活
的故事，甚至还同他们交谈。

实际上，除了对语言较为敏感的天赋能力之外，张天翼的
生活和学习经历中，其实早就为他语言材料的丰厚积累和深
刻感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张天翼传略》显示，1920年张天翼
毕业于杭县县立高等小学校，随后考入杭州宗文中学，在上学
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小说，如《说岳》《杨家将》《西游
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等，还有外国童话以及林
译外国小说和鸳鸯蝴蝶派作品。此外，张天翼的母亲还不时声
情并茂地给子女们讲故事。并且，1926年21岁的张天翼考入
北京大学预科，在听课之外，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出版的各
种中外文艺书籍和报刊杂志，因为从小熟读英语，所以他在这
个时期读了许多英文版的外国名著。老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作
家的作品英文版也在张天翼的熟读之列。

可见，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张天翼接触到社会中下层民众
复杂的生活情形，而语言上的禀赋和主动学习积累又使他储
备了丰富的语言材料，于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张天
翼的小说题材和小说语言都空前丰富多彩。尤其是张天翼较
为自觉地吸收广大中下层民众的语言，丰富和充实了“五四”

以来文坛语言的格局，而这对于刚刚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文学
革命，力行以白话取代文言，正积极探求成长壮大之路的中国
新文学而言，无疑是一股清新刚健的风。当然，这在张天翼作
品面世不久就广受注意、饱受赞誉了。

张天翼小说语言的另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其人物语
言的诸多可圈可点之处。早在1936年8月3日《国闻周报》第
13卷第30期刊载的评论张天翼小说合集《畸人集》的文章中，
汪华称赞张天翼对中国文坛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小说技巧，贡
献之一为写实主义，贡献之二“是对话的灵活，词句的简练以

及标点符号运用的神妙”。（《张天翼研究资料》，第302页）
首先是对话的大量使用。就小说篇幅而言，张天翼擅长短

制而少长篇，翻开他的短篇小说，人物的对话往往占据了不小
的篇幅，与之相对，在有限的篇幅中，小说常见的环境描写和
人物心理刻画倒颇少见。我们可以认为，人物对话在很大程度
上发挥着或者说替代了环境描写、氛围营造和人物心理展示
的作用，甚至不露痕迹地实现了故事展开的背景揭示和情节
推进。

例如，在《儿女们》当中，广川伯伯的女儿小银儿因逃避与
廉大爷同族的油坊主的无爱婚姻而出走，撺掇介绍婚事的乡
绅廉大爷借着广川伯伯表达歉意的话，顺势表态赞成广川伯
伯要儿子黑二去找回小银儿的打算时，廉大爷正在佛堂敲木
鱼的五姨太插话：

他叫着说：
“那叫黑二找她回来，叫黑二找她回来！……”
佛堂里的木鱼响忽然停止，五姨太尖嗓子嚷起来：

“死不要脸，明明是要找回小银儿来想上手！瑞州有了两
个姘头不够，又来……”

廉大爷脸发了紫，就更提高了嗓子：
“马上找回来，于老兄的面子也就……限他明天找回来，

明天！好，就这样罢。……”
小说在此之前并未直接提及廉大爷的婚姻生活，而五姨

太的出场及插话，揭示了廉大爷不仅有三妻四妾的前置事实，
而且还表明廉大爷继续为自己猎艳的可能动机，对五姨太怀
着醋意的猜测和指责，尽管廉大爷的回应言辞选择避其锋芒
迂回绕开但又似乎不离进行中的谈话主题，但他仿佛秘密被
拆穿、形象被毁的尴尬窘境已被显露无疑，并且，就小说全文
来看，此处扎实地埋下了一个伏笔，与下文乡民对虚伪乡绅廉
大爷巧立名目摊派征收税捐的怨愤之语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

逻辑，由此完成了对廉大爷形象的塑造和伪劣品质的彻底揭
露。此类的例子还可以继续列举。由此可见，对话的巧妙使用，
在张天翼的小说中起到了“微言大义”的表达效果，这在篇幅
有限的短篇小说中，应当可以增加读者进行想象、推断和回味
的余地，由此形成小说传情表意的较大张力空间。

其次是人物口头禅尤其是粗话的使用。张天翼在表现中
下层社会各色人等时，往往注意采撷他们日常的生活语言，在
表现中心人物时，常以人物的口头禅为其传神，而这些口头禅
又多见粗话。对此，曾有人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张天翼似乎有

将社会底层人物粗鄙化之嫌，依据是底层人物也有讲文雅之
语的。其实，我们可以绕开逻辑上的偏与全之争，而集中讨论
这种粗话使用的具体情形和表达效果。就我们的日常经验而
言，口头禅常是一个人个性的名片风格的标志，而口头禅进入
文学书写，亦具有“以一当十”的功效。口头禅的“不变”与人物
活动场景和情节不断推展的“变化”之间，能实现情节补白、深
化意蕴以及烘托主题的作用。

且以《团圆》为例。小说叙述的是乡间一个家庭的辛酸故
事，爸爸离家外出找出路无着落，也没有讯息捎给留守家中的
妻儿，妈妈领着几个孩子艰难求生，不得已忍辱卖身，小说着
力刻画了爸爸突然归来带给妻儿的冲击与震颤。小说开篇就
描写儿童大根竟然用一句大人讲的粗话“操你妹妹的哥哥”来
发泄自己流鼻涕的不悦之感。由此造成一个悬念，读者想要追
索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孩子竟然那么熟练地使用大人制造的粗
话。随着情节展开，读者心中的疑团得以解开，粗话来自一个
欺压大根妈妈的嫖客，少不更事的孩子竟然学会了他的粗话，
足见嫖客登门欺压妇孺的时间频次之高，才会在幼童心中刻
下如此深刻的印痕，甚至成为无意识。而当大根妈妈得知丈夫
归来的消息乞求嫖客不再纠缠而嫖客不依不饶，大根以儿童
之力与之对抗时，口中说出的亦是同一句粗话，此时无疑表达
了幼小心灵对霸道嫖客的憎恨厌恶。最后在大根爸爸得知实
情，却压抑不住屈辱之感而打骂妻子时，大根叫骂着反对爸爸
打妈妈时也使用了那句口头禅，显露出孩子的善恶是非之辨
和本然的恋母爱母之情。小说《仇恨》中粗话的使用也很典型
地体现了类似特点，在其他诸篇中，“操你归了包锥的祖宗”

“娘卖肠子的”等等粗话在不同情况下脱口而出，更多表达了
人物强烈的情感、百感交集的情绪、走投无路无能为力无可奈
何的处境，人物的仇恨、痛惜……无不可借一句看似粗鄙不堪
的口头禅来间接表达。可以看到，类似的粗话其“粗俗鄙陋”的

能指与它在小说语境中的所指并未完全统一，而是“言在此意
在彼”。

再次是标点符号与人物语言的间杂。在人物的语言中，大
量加入省略号和破折号，这在张天翼小说中同样颇为显著，也
引起过广泛的注意。但仍需指出，这种技法具有鲜明的戏剧化
效果。一方面，小说将人物口语移到纸上时，同时做出了将人
物说话时的心理状态、语气复原到纸上的努力，应当说，这种
努力是有成效的——省略号和破折号补足了文字诉诸抽象思
维再转化为形象思维过程中的困难，让读者更加容易感受小
说人物说话时的场景和神情，最大程度地让读者在阅读时有
身临其境的戏剧观赏之感。人物形象的内在心性和品格因此
得到更加逼真的传达。另一方面，就日常经验而言，口语中带
有诸多随机的停顿、留白、尾音拖延，这同样是语意表达所指
中的有效符码，不妨将张天翼小说人物语言中的省略号、破折
号等视为这些表意符号在纸上的体现，它使得读者不是匆忙
浏览而过，而是被这些标点符号“绊住”，停留下来，给予充分
的心理时间去感受作品。若非如此，该有多少言未能尽或未能
直言之意不便传达不能接收。

不妨看看《皮带》，小说中邓炳生投靠在军阀队伍中任职
的姨爹却久未谋面时，姨妈那番不免虚情假意的开脱之辞：

“你姨爹那里我天天催他，他总说等等看。……他实在太忙了，
公事又多应酬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请。今天又有人请，就是
那个司徒委员——现在姓司徒的人真少，我还当它是个名字
哩，笑死人……”此语一出，一位军阀官僚太太颇自觉得意而
又有些无知可笑的形象跃然纸上，作者在作品中对这个次要
人物几无着墨，但这段语言描写，省略号在其间增加了读者充
分感受这个人物的时长，只一番话便让此人物给读者留下深
刻印象，而不是充当一个没有个性的报幕员或者传声筒。

再看与名篇《华威先生》在题材和讽刺主题上有异曲同工
之妙的《谭九先生的工作》。谭九先生在笼络人心拉帮结派时
所说的：

昨日子我跟你讲起的那个路径——我想决计要派你一个
工作。抗敌大会一成立起来，事情是一定有你当的。你是我的
人：我总照拂你就是，你放心。况且你呢——唔，初中毕了一个
业，论程度——论程度——此所以——总而言之你也可以算
是一个知识分子……

几个破折号的连续使用，将谭九先生边说话边盘算，想表
决心以示好又怕话说得太实在而落人把柄的心理暴露无遗，
同时，在对他人文凭的计较中，破折号还似乎传递了一种可以
对别人进行估价的自以为是和贬低他人而凸显自己大学毕业
的优越感，又还有几分对方资历不够但自己还是勉为其难任
用之的高高在上的端架子之意。据此，大可勾勒出谭九先生的
一幅速写漫画，此处将讽刺之意味发挥至极，真乃“此时无声
胜有声”。

每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不免要取材自其时生活中鲜活的
语言材料，才更有益于作品的表达、可读和传播，历史上的文
学变革，通常在言之无物、语言形式走向僵化之时发生。这正
是张天翼小说语言的特色及其文学史意义。当然，一个伟大作
家的出现，或许是历史的偶然，但在那位作家自身却绝不是。

简论张天翼童话作品的
艺术手法和教育功能

□周英顺

每个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受
到某些不良因素的影响，产生过这样或那样的
困惑，倘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疏导，就会导致
儿童性格上的偏差。而童话最重要的价值就是
外化儿童由无法理解的内心活动所引起的压
力，然后再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表现出来。所以
说童话对儿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效果却是
非常深远的。张天翼的童话作品无疑也担负起
这一重要教育使命，他在谈及自己儿童文学作
品的创作时就曾提及过自己的创作标准，其一
就是要让孩子们看了能够得到一些益处，譬如
使孩子们能在思想和情操方面受到好的影响和教
育，以及在孩子们的行为方面或者性格品质的发
展和形成方面受到好的影响和教育等。但张天翼
童话作品教育功能的体现并非依单纯的说教为手
段，而是借助于丰富的想象和幻想、强烈的对比
和夸张以及辛辣的讽刺和幽默来构建的。具体体
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通过想象和幻想，增强创造思维能力

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中，童话是最富于想象
和幻想的文学体裁，可以说，没有想象和幻想就
没有童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张天翼童话
作品更是以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幻想创造了继
叶圣陶童话作品之后的又一高峰，也塑造了一系
列典型的童话人物形象。

如《大林和小林》中的鳄鱼小姐，“长着一双
小眼睛，一张大嘴。她的皮肤又黑又粗又硬，头发
像钢针一样”。这位鳄鱼小姐“每天要在脸上拍四
百八十次粉，烫两回头发”。寥寥几句，亦人亦物，
无不是作者源于现实，又通过想象和幻想高于现
实的刻画。再如《秃秃大王》中的秃秃大王“只有
三尺高，脑顶上光溜溜的，一根头发也没有。眼睛
是红的，脸上还长着绿毛，原来他脸上发了霉。耳
朵附近还生出了几个小菌子”。而且秃秃大王的
牙齿能随情绪发生变化，发怒时拼命长，插进地
里，把身子举向高空，高兴时则往里缩，甚至缩进
牙床。作者笔下的秃秃大王，就是这样似人而近
妖、丑陋无比。其形象当然也不是凭空捏造，而是
作者对那些凶狠、贪婪、愚蠢的剥削者的聚焦。

《宝葫芦的秘密》里的宝葫芦，它长得就像一个普
通的葫芦，可又神通广大，知道王葆内心的想法，
而且可以据此满足王葆的需求，变出各种各样好
吃的、好玩的。这么一个宝葫芦，怎么不是作者根
据现实想象和幻想的结果呢？

总之，张天翼童话作品里塑造的这些形象，
正是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细心观察，然后通过
丰富的想象和幻想而创造的。而想象和幻想，也正
是儿童欣赏童话作品时的最主要的心理成分。张
天翼的童话作品，带领着孩子们从现实生活进入一
个又一个神奇的幻想世界，不仅给儿童带来心理
上的欢愉和满足，也无形中培养了孩子们的创造
思维能力。

借助对比和夸张，增进判断能力

张天翼的童话作品，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
大都运用了强烈的对比手法。

《大林和小林》中，故事的开端就奠定了对比
的格局，大林的愿望就是当一个吃得好、穿得好
又什么都不用做的有钱人，而小林则想做一个自
食其力的好人。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对比越来
越鲜明。小林先是被狗绅士皮皮捡到，接着被拍
卖给四四格先生，他在四四格的咕噜公司里受尽
了残酷的压榨和剥削，末了还有被变成鸡蛋吃掉
的危险，后来小林和他的小工友们团结一致、奋
起反抗，才从四四格的魔爪中逃了出来，最后在
中麦伯伯的帮助下当了一名铁路工人。而大林则
在狐狸绅士包包的帮助下，顺利地当上了富翁叭
哈先生的儿子，从此衣食无忧，过上了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的寄生生活，他渐渐变得懒惰、贪婪、无
情，连自己的弟弟小林都忘得一干二净。大林和
小林的结局当然也大相径庭，好吃懒做的大林最
终将会饿死在铺满金元、银元和钻石的富翁岛，
而小林则成长为一名充满战斗力的铁路工人。通
过这样的对比，作者的思想导向显而易见，孩子
们在阅读过程中也将会明辨是非，正确选择出自
己喜欢的主人公和要走的路。《宝葫芦的秘密》也
处处充满了对比。得到宝葫芦之前的王葆，下棋
会输、钓鱼无果，不能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有无
数好朋友，过得非常开心；而得到宝葫芦之后的
王葆，简直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吃的、玩的、用
的等等应有尽有，但他要遵守和宝葫芦的约定，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宝葫芦的存在，为此，他无法
再像往常那样跟好朋友交往，生活中充满烦恼。
得到宝葫芦之初的王葆，快活地在地上打滚，视
宝葫芦为珍宝；而拥有宝葫芦一段时间的王葆，
却因金鱼事件、《科学画报》事件、下棋事件、起重
机模型事件、数学考试事件等等被宝葫芦弄得狼
狈不堪，对宝葫芦充满了怨恨，最终抛弃了宝葫
芦。通过这一系列的对比，孩子们在阅读过程中
也会自然而然得到要勤奋努力，好逸恶劳要不得
的道理。

同时张天翼又曾学过绘画，他创造性地将一
些绘画手法运用于童话创作中，常常去夸大事物
的表象，这种夸张手法的运用，极大地突显了事
物的本质。

《不动脑筋的故事》中的赵大化，不知道自己
有多大，回家走错门，问自己妹妹是哪家的，还将
邻居老奶奶当成自己的妹妹，上学要别人提醒，
把刚放下的钓鱼竿当成别人家的，两条腿塞进同
一个裤管，让被窝里的称砣硌得浑身疼也不去找
原因等等，这种极度的夸张，准确有力地刻画出
赵大化不动脑筋的特点，令小读者们感受到赵大
化的行为是可笑的、令人唾弃的。《秃秃大王》中，
秃秃宫十景之一养蛆池，仅池上就有飞来飞去的
苍蝇几万只，池里还有爬上爬下的蛆虫十几万

只；秃秃大王拥有3700多妻子，多得连他自己都
不能够辨认了；秃秃大王每天要喝5000瓶红酒，
请一次客要杀掉100个人，做10担人肉丸子。一
系列数字的运用，极尽夸张之能事，突显出了秃
秃大王丑恶、凶残的性格特点。《大林和小林》中，
在叭哈家的大宴会上，咕噜公司的四四格一共吃
了72头牛和100只猪，还有6只象，1200个鸡蛋
和3万只公鸡，吃得他绿胡子都是油，一滴滴流
下来，一直流到蔷薇公主脚边，把她的右脚都弄
得油腻腻的，像蒸好了的火腿一样。不仅如此，四
四格又吃了700头牛和1650斤面还有832只猪，
吃完这些之后竟然还说自己没有吃饱。这样的夸
张描写，将四四格贪吃、贪婪地形象刻画得淋漓
尽致。

张天翼的童话作品就是这样，运用强烈的对
比和夸张手法，使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
觉受到感染，受到教育，进一步做出选择和判断，
树立起作者所导向的价值观。

利用讽刺和幽默，加强批判意识

有人说，在童话作品中注入批判内容是我国
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发端于叶圣陶所写的

《稻草人》，成熟于张天翼所写的《大林和小林》，
综观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这一说法不无道理。
但童话作品中的批判并不是激烈地针锋相对，而
往往是通过含笑的讽刺和幽默来表达的，张天翼
的童话作品尤其如此。

《大林和小林》中，原本是一个贫穷、瘦弱的
小男孩大林，给富翁叭哈当儿子后，改名唧唧，从
此过上了慵慵懒懒的生活，什么都不做，连吃饭
都懒得张口，每当吃饭时，就会有“二百个听差伺
候着唧唧吃饭，无论唧唧要吃什么，都用不着唧
唧自己动手。那第一号听差把菜放到唧唧口里，
然后第二号扶着唧唧的上颌，第三号扶着唧唧的
下巴，叫道：‘一、二、三！’就把唧唧的上颌和下巴
一合一合的，把菜嚼烂了，全用不着唧唧自己来
费劲。于是第二号和第三号放开了手，让第四号
走过来，把唧唧的嘴扳开。第五号用一块玻璃镜
对唧唧的嘴里一照，点点头说：‘已经都嚼好了。’
第六号就扶着唧唧的上颌，第七号扶着唧唧的下
巴，用力把唧唧的嘴扳开得大大的。第八号用一
根棍子，对着唧唧的口里一戳，就把嚼碎的东西
戳下食道去了，所以连吞都用不着自己吞。”因
此，唧唧便越长越胖了，“三千人也拖他不动。唧
唧本来住在楼上的，现在不能住在楼上了，因为
怕唧唧一上楼，楼就会塌下来。你要是对唧唧笑，
唧唧可不能对你笑，因为唧唧脸上全是肉，笑不
动了。唧唧要是一说话，牙齿肉就马上挤了出
来。”甚至指甲上都长着肉。多么丑陋和可笑的形
态，作者讽刺和幽默的锋芒，恰如锋利的匕首，直
刺那些没落的寄生虫的心窝，加强了读者对这种
寄生生活的批判意识。

《秃秃大王》中，一个女人和一个老头为5只

老虎的所属权去找秃秃大王审理此案，最终的结
果是5只老虎被当成了审理费归秃秃大王所有，
而这两个平民还要拿自己的血给秃秃大王当酒
用，还因抽血昏死过去，醒后已无行走的力气，只
好爬回家。这是对统治者鱼肉百姓的多么有力的
讽刺，读到此，对文中女人和老人的这种下层百
姓的同情，以及对秃秃大王这种剥削者的批判之
情油然而生。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
小明、白胡子老公公等这些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冲
进秃秃宫，秃秃大王的牙齿便在愤怒中越长越
长，最终“秃秃大王的身子就像旗子一样，挂在
天上了。牙齿还在那里长，秃秃大王就愈升愈
高。”“秃秃大王的身子一直升上去，升上去，升
上去，连休息都不休息一下。秃秃大王的光头在
天上发亮。”以致于天文学家以为天上多了一个
月亮呢。最后“大家就拿扇子来扇，就扇出一阵
风来，把秃秃大王的牙齿吹倒了。牙齿一倒，秃
秃大王就不知道掉到什么地方去了”。这种幽默
的结局，让人觉得秃秃大王罪有应得的同时，不
免开心一笑。

《金鸭帝国》中，仅20岁的大粪王向82岁的

格儿男爵妹妹求婚，他“不敢想，闭着眼睛，一把
抓起老郡主那根枯树似的手臂来，就在那支干皱
的手上拼命亲嘴，‘啊，你真美丽，你美丽得犹如
一朵带露的玫瑰花！……我爱你，这爱乃是何等
的深而广哟’！”这是多么滑稽的场面！可怜的老
太婆在自己的哥哥格儿男爵答应后，痛哭了三个
钟头，被迫同意了这场戏剧般的婚姻。这哪里是
求婚，分明是地主和贵族之间金钱和权利的交
易，喜剧的形式表现的是剥削者的虚伪、狡诈以
及肮脏。

张天翼的童话作品就是这样，把丑陋的、丑
恶的以及龌龊的东西用诙谐的语言暴露给人看，
使小读者在捧腹大笑之后，加强了对美好事物的
向往之情以及对非美好事物的批判之意。

当然，由于受中国传统“文以载道”思想的影
响，加之创作所处时代的要求，张天翼的童话作
品背负了过多的教育功能，甚至于使其成为政治
与说教的附属品，但瑕不掩瑜，张天翼的童话作
品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
学的丰厚遗产，张天翼也因此赢得了他在中国童
话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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