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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曾被老舍称为“国内惟一的妇孺皆知

的老作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通俗文

学大家。他一生著作等身，创作的中长篇小说达

110多部，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最多产的作家之

一。1929年，张恨水结识了上海《新闻报》副刊

《快活林》主编严独鹤，应邀创作《啼笑因缘》并在

《新闻报》连载刊出。《啼笑因缘》的面世在当时引

起了不小的“轰动”，《啼笑因缘》的可贵和成功之

处，不仅仅在于它当年横空出世轰动了文坛，获

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成就了一段“洛阳纸贵”的

文坛佳话，更在于它后续的持久的艺术生命力和

影响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啼笑因缘》一

版再版，经久不衰，成为广大群众最欢迎的作品

之一，而且它还被改编为戏剧、评弹、影视剧等多

种艺术形式，在坊间流传，深受观众的喜爱。据有

论者统计：“仅搬上银幕和荧幕的，就有14次之

多，而且在这70多年来，不断地改编拍摄，差不

多5年一次，这可能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创下

的最高纪录了。”《啼笑因缘》成就了张恨水，而

《啼笑因缘》对张恨水来说，具有标本式的价值和

意义。透过这部小说，我们可以充分地领略张恨

水娴熟驾驭“传统”和“现代”小说艺术的非凡才

华和天赋，欣赏张恨水小说的独特价值内涵和艺

术魅力。

浓郁的“传统”韵味

茅盾曾对张恨水作出如下评价：“30年来，

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

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从实际创作来看，

张恨水的小说的确充满了浓郁的传统小说的韵

味，而《啼笑因缘》堪称是最有力的佐证——有学

者把《啼笑因缘》视为中国现代章回小说成熟的

标志。

首先，从小说的形式来看，《啼笑因缘》是一

部“地道”的韵味十足的章回体小说。小说共二十

二章，章节题目工整对仗，完全符合传统章回体

小说的体式要求。关键是，关于章回体小说这种

形式，张恨水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认识，他曾说：

“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可遗弃的东西，不然，

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呢？自然，章回小

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

（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

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

普通民众所能接受。”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考虑，章

回体是国人传统的审美习惯和样式，普通大众自

然容易接受。作为职业小说家的张恨水，理所当

然要考虑潜在的读者市场。

其次，从小说创作的技法上，我们也可以看

出《啼笑因缘》主要采用了传统小说的写作套路

和叙事手法。这一点，张恨水在“《作完〈啼笑因

缘〉后的说话》对读者一个总答复”中有明确的

交代：“凡是一种小说的构成，除了命意和修辞而

外，关于叙事，有三个写法：一是渲染，二是穿插，

三是剪裁。……我的笔很笨，当然作不到上述三

点，但是作《啼笑因缘》的时候，当然是极力向着

这条路上走。”作品除了熟练地使用“渲染”“穿

插”“剪裁”等叙事手法外，还灵活地运用了“巧

合”“误会”“悬念”等传统小说的常用的“戏码”和

“桥段”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既使小说的叙事

节奏更加紧凑和富有张力，同时又增添了作品

“跌宕起伏”的审美效果。

再次，从作品内容本身来看，《啼笑因缘》可以

看作是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一个现代翻版。作

品讲述的是青年学生樊家树在北平天桥偶遇唱大

鼓的沈凤喜，二人两情相悦坠入爱河，而表哥表嫂

却极力撮合樊家树和官宦小姐何丽娜发展关系。

巧合的是，沈凤喜和何丽娜相貌十分神似，于是，

樊家树、沈凤喜、何丽娜三人交往过程中，闹出了

很多的误会。期间，还穿插着关秀姑对樊家树的暗

恋。不过，与以往“才子佳人小说”不同的是，这个

三角恋爱的故事并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

局。最终，沈凤喜因为财迷心窍，被刘将军霸占，不

堪虐待，精神崩溃，得了疯病。关秀姑和父亲合力

营救出被土匪绑架的樊家树，却选择了主动退

出——陪父亲回了故乡。何丽娜也因为情场失意，

隐居到了西山别墅。关氏父女极力撮合樊家树和

何丽娜，最后，樊、何的重逢给人们留下了遐想和

悬念。可以看出，在故事情节上，这部小说相比于

传统的通俗小说，并无太多的新意，它没有实质性

地突破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藩篱。

内含的“现代”意蕴

范伯群先生认为张恨水是“由鸳鸯蝴蝶派向

新小说过渡的代表性作家”。这个基本的判断，我

们十分认同。张恨水作为一个现代通俗小说家，

他身上明显地存在过渡性的特征：一方面，他很

好地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无论

是形式技巧还是内容神韵，张恨水都做到了惟妙

惟肖，这使其作品的“传统”韵味十足；另一方面，

他积极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大胆地借鉴西方小说

的优长，真正做到了活学活用，使得作品内含了

丰富的“现代”意蕴。可以说，张恨水的小说是“传

统”和“现代”兼容并蓄。在《啼笑因缘》这部小说

中，这种兼收“传统”“现代”的过渡性特征十分鲜

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传统”和“现代”在

《啼笑因缘》中互相包容、并行不悖——“传统”的

外衣下包裹着的是鲜活的“现代”意蕴。

首先，小说的主题富有浓厚的“现代”意蕴。

《啼笑因缘》是一部社会言情小说，同时还包含着

谴责社会、伸张侠义精神等方面的内涵，可以说，

是集合了言情、谴责、侠义等多个主题元素。单纯

从字面来理解，言情、谴责、侠义都属于传统通俗

小说的主题范畴，很难看到“现代”精神的曙光。

但是，《啼笑因缘》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它跳出

了传统的窠臼，展现了现代的精神内涵。小说描

写了爱情，但是，却不是简单地重复“才子佳人

式”的旧爱情，而是追求自由的现代爱情。主人公

樊家树完全没有门第观念，他敢于大胆地去追求

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鼓书艺人。樊家树对沈凤

喜的爱，完全出处于自然和本能的，没有“风花雪

月”的修饰，是一种贴近于真实生活的现代爱情。

这份爱情，最终无奈以悲剧收场，作家实际上借

助这个悲剧的爱情故事批判了现实社会中的黑

暗和丑陋。这种批判本身蕴含着强烈的反封建的

意识和悲剧精神，是现代精神的直接体现。小说

中，关寿峰、关秀姑父女的侠义行径代表着一种

伸张正义的精神力量。而对正义的呼唤，也是现

代社会的一种精神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啼笑

因缘》在主题上蕴含着十分丰厚的“现代”意蕴。

其次，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富有现代观念

的人物形象。《啼笑因缘》中，张恨水成功地塑造

了一系列具有现代观念、富有现代气息的人物形

象。主人公樊家树既富有学识又胸怀博爱之心，

尤为可贵之处是，他平易近人，热心助人，具有平

民意识，从来不对人端少爷架子。他无私地帮助

凤喜一家，从来不计回报，对待关寿峰和关秀姑

父女俩也是一样。在感情上，他敢爱敢恨，追求自

由恋爱，爱的执著，爱的真切。在张恨水的笔下，

樊家树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是一个性格鲜

明的现代青年学生形象。沈凤喜是一个富有青春

活力的俏皮可爱的姑娘，此外她还具有现代小市

民爱慕虚荣、贪爱钱财的性格特点，这最终导致

了她的人生悲剧。何丽娜是一个现代意识很强的

千金小姐，她生活奢侈，追求时尚，是一个性格活

泼、爱热闹的现代都市女性形象。关秀姑是一个

内心敏感、不善言辞、爱憎分明而又带有古典美

的现代侠女形象。除了刻画这几位主要人物形象

外，作者还塑造出了关寿峰、刘德柱、沈大娘、沈

三弦、陶伯和夫妇等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人物

是小说的灵魂，这些人物形象的思维方式和行为

举止都各具特点，共同构筑了《啼笑因缘》的现代

气韵。

再次，心理描写等西方小说表现方法的灵活

应用使小说叙事带有了鲜明的现代特点。心理描

写是西方现代小说常用的叙事手法，但在《啼笑

因缘》中，我们看到张恨水对心理描写并不生疏。

张恨水曾坦诚道：“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

了一部分风景描写与心理描写，有时也有些小动

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比如有一段

刻画沈凤喜心理活动的描写：“现在用他的钱，培

植自己成了一个小姐，马上就要背着他做对不住

他的事，那么，良心上说的过去吗？那刘将军那一

大把年纪，又是一个粗鲁的样子，哪有姓樊的那

样温存。姓刘的虽然能花钱，我不用他的钱，也没

有关系，姓樊的钱，虽然不像他那样慷慨，然而当

日要没有他的钱，就成了叫花子了。”这是一段非

常成功的心理刻画，既表现出了沈凤喜良心未泯

的一面，又生动地展示了凤喜在金钱诱惑下逐步

走向堕落的转折过程。在这里，我们看到，张恨水

自觉尝试西方小说技法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说，

西方小说技法（比如上述所举的心理描写的例

子）的应用，不仅丰富了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使

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叙事得到了有效的改良，同时

对于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辅助

作用。

结语：“传统”和“现代”之间平衡

有论者指出：“张恨水虽然曾被鸳鸯蝴蝶派

捧为旗帜，以资号召，但从他的作品来看，他与新

文学的关系主要不是对立，而是联系与交融。”确

如此言，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张恨

水的处理方式是寻找平衡。他曾经比较明确地阐

明自己的观点：“一份是承接先人的遗产，固有文

化，一份是接受西洋文明，这两份重担必须使它

交流。”在《啼笑因缘》中，我们看到了“传统”和

“现代”的交流、交融，看到了“传统”和“现代”的

平衡。

《啼笑因缘》是在风云际会、新旧交替的特殊

历史时期，满足了读者期待视野的一个文学奇

迹。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它承袭了“章回体”小

说的形式，融汇了“言情”“谴责”“侠义”等多种通

俗文学元素，是一次向古老文学传统的致敬。从

“现代”的角度来看，它在“传统”中输入了现代精

神意蕴，并成功地将文学传统通过现代的生产方

式和传播方式实现了转换和新生。某种意义上

说，张恨水在《啼笑因缘》中所作出的寻求平衡的

努力，也是中国通俗文学一次现代的转型。《啼笑

因缘》的成功，也就意味着中国通俗文学的成功

转型。历史会为此留下意味深长的一笔。

张恨水小说创作中的“传统”与“现代”
——以《啼笑因缘》为例 □苏 鹏

作为现代中国通俗文学大家，张恨水不仅充分利用传统

章回体式和现代报刊媒介，创作了百余部为广大民众喜闻乐

见的中长篇小说，创造了无人比肩的畅销神话，而且在与新文

学争夺读者市场的较量中，能够紧跟时代形势，不断调整创作

策略，丰富和深化创作思想，善于通过对传统小说的改造来达

到影响和教育国民的目的。具体到张恨水的武侠题材作品，主

要体现为他一方面以客观辩证的态度对待传统武侠小说和侠

文化，一方面从主题意蕴、人物塑造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对传统

武侠小说进行现代性改造，形成了与时俱进、超越雅俗的侠文

化观。

1 张恨水出身将门之家，深受其祖其父尚武任侠精神

和义勇行为的影响。他从13岁就开始仿作武侠小

说，主人公是一位小侠，使用两把铜锤，有万夫不当之勇。14岁

看过《水浒》《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之后，经常讲给弟妹们

听。可见张恨水从小就深受侠文化影响，并对武侠小说情有独

钟。他一生中写过两部地道的武侠小说《剑胆琴心》和《中原豪

侠传》，还有四部侠义色彩浓厚的小说《啼笑因缘》《秦淮世家》

《丹凤街》和《水浒新传》。在这些作品中都有侠客的影子，体现

了张恨水对民间侠义精神的激赏和赞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

对侠盲目崇拜，更不意味着他对传统武侠小说及其精神内涵

全盘接受。

张恨水在《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一文中认为：“中国下层

社会，对于章回小说，能感到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中

国下层社会里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始终有着模糊的英雄主义

的色彩，那完全是武侠故事所教训的。”在他看来，这种教训有

极大的缺憾，即：“第一，封建思想太浓，往往让英雄变成奴才

式的。第二，完全幻想，不切实际。第三，告诉人斗争方法，也有

许多错误。”当然，这主要是针对传统武侠小说的缺陷和负面

影响而言的。他的结论是：“总括的来说，武侠小说，除了一部

分暴露的尚有可取而外，对于观众是有毒害的。”但他并未因

此对武侠小说全盘否定，而是肯定了其积极意义。他认为：“武

侠小说，会教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且告诉被压迫者联

合一致，牺牲小我。”这就深刻地揭示了武侠小说深受底层民

众欢迎的原因。由此可见，张恨水的侠文化观是辩证客观的。

他不仅看到了传统武侠小说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也看到

了它的正面作用和积极影响，特别肯定了武侠小说是底层民

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之一。

在这种侠文化观指导下，张恨水既不主张放任武侠小说

自由发展，消磨人们的意志，也不主张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传

统武侠小说的执笔者只是“想当然耳”，他们的说法和想法不

是下层社会的心里话。因此，他认为传统武侠小说执笔者“若

有今日先进文艺家的思想”，“那会赛过许多平民读本的能

力”。在这里，张恨水指出了武侠小说存在糟粕的根本原因在

于作家思想意识的落后，而不在于小说形式本身。但当时执笔

者的做法却不尽如人意，甚至站在反面。话语间流露出张恨水

试图以现代意识对传统武侠小说进行改造的冲动。

在具体改造方案上，张恨水进行了有益探索。他在《中原

豪侠传·自序》中认为：“中国是个积弱之邦，鼓动人民尚武精

神的文字，在经过时代洗礼之下，似乎只应当提倡，而不应当

消灭。”并指出创作该小说的最大原因是为了唤醒民众的民族

意识和反抗精神。他说：“第一，当时公开的写抗日小说是不可

能的，我改为写辛亥革命前夕，暗暗地写些民族意识。也是由

华北南下的人，所不免要发泄的苦闷。第二，我也觉得武侠小

说，十之八九，是对读者有毒害的，应当改良一下，我来试试

看。第三，那是生意经了，在下层社会爱读武侠小说的还多，我

要吸引一部分观众读《南京人报》。这是我坦白的话。”这既道

出了张恨水创作的动机和原因，也揭示了他改造武侠小说的

具体做法，那就是结合特定时代，为侠文化注入新的精神内

涵，以此彰显武侠小说的时代精神。

在张恨水看来，章回小说描写和承载着游侠事迹，从《水

浒传》到《彭公案》和《施公案》，“造成了民间一种极浓厚的侠

义思想”，但这类小说“限于作者时代的背景，只是提倡小仁小

义，甚至杂入奴才思想（如施公案黄天霸之为人），不合现代潮

流。而作小说者，正如笔者，不必个个内行，在叙述技击上，渲

染了许多神话，因之故事的叙述，也超现实，以致落入幻想。”

正是这种超现实的描写，使现实中无力反抗的民众将拯救的

希望寄托于超人般的侠客身上，从而丧失反抗意志和斗争精

神。张恨水认识到传统武侠小说存在弊端，必须改造。与同时

代革命作家对武侠小说持批判甚至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同，他

主张不能“一举焚毁铲光，那就当加以纠正”，“所以平生写过

几篇武侠小说，也都是这一点意思”。基于此，他善于从民间现

实生活中挖掘侠义题材，重塑侠客形象，并结合时代语境注入

新的精神内涵。

武功和神力是侠客必备的技能，“口吐一道白光”、“飞剑

取人首级”是传统武侠小说对侠客技击之术的形象描写。但张

恨水认为：“武侠中人，其实不是小说中口吐白光的怪物”。他

在《写作生涯回忆·武侠小说的我见》中坚持自己的小说美学：

“我对武侠小说的主张……还是不超现实的社会小说。”因此，

他的武侠小说“没有口吐白光，及飞剑斩人头之事”。可见张恨

水重侠重义不重武，没有武功未必不能成为侠，只要有一副侠

义心肠，急公好义，勇于担当，就可谓侠士。这与司马迁《游侠

列传》对侠的界定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张恨水立足于民间

立场来书写侠客传奇，他说：“倘若真有人能写一部社会里层

的游侠小说，这范围必定牵涉得很广，不但涉及军事政治，并

会涉及社会经济，这要写出来，定是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大

著作，岂但震撼文坛而已哉?我越想这事越伟大，只是谢以仆

病未能。”从这段谦逊式自白中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理想的武

侠小说，是“不超现实的社会小说”。将武侠小说加入社会元

素，能极大地开拓题材范围，深化主题内涵。虽然会削弱武侠

小说的幻想性，但因社会现实的干预，而增添了世俗性内容和

深厚的人文内蕴，也不失为一种新的收获。张恨水主张真要写

游侠小说的话，可以从“四川的袍哥，两淮的帮会”的故事中取

材。他之所以如此主张，正因为他看到了四川袍哥和两淮帮会

成员具有侠客气质和可歌可泣的故事，至于其有无武功、是否

世外高人，似乎并不重要。

2 张恨水的创作以言情为主，武侠小说只是偶然反

串。虽然是反串，但并非随意，他对武侠小说创作有

自觉的内在规范。他认为：“小说而忽略了意识，那是没有灵魂

的东西，所以我对武侠小说的主张，兜了个圈子说回来，还是

不超现实的社会小说。”可以看出，张恨水并未完全承袭传统

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创作，而是对之进行了现代性改造。他赋予

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武侠小说以新的使命，使它能接地气，反

映现实，揭露社会矛盾，成为教育民众的工具。因此，张恨水实

现了对传统武侠小说的精神超越，更注重现实性、社会性和教

育性。这种改造和超越在他的武侠题材作品的主题意蕴、人物

塑造与社会功能等方面均有体现。

（一）在主题意蕴上，善于结合时代语境，给侠文化注入新
的精神内涵。张恨水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剑胆琴心》以太平天

国运动之后的社会形势为背景，结合所处的革命时代，塑造了

散居江湖、仗义行侠的侠客形象，张扬着扶危济困、除暴安良

的侠义精神。《中原豪侠传》以晚清侠客王天纵的故事为影子，

结合民间和武术界的轶事，将侠义叙事置于晚清革命的时代

语境中，侠士们关心国家社稷和民族生存，凸显出侠义精神的

现代性，意在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啼笑因缘》言

情其表，文本深层结构潜隐着舍己救人、惩恶扬善的侠义叙

事，蕴含着反封建军阀、匡扶正义等精神内涵。在《啼笑因缘续

集》中，作者又结合抗日救亡的时代语境，高扬民族气节，赋予

侠文化抗日爱国的精神内涵。《秦淮世家》《丹凤街》和《水浒新

传》均作于抗战时代，无论是徐亦进、王大狗和阿金等义救唐

氏母女而刺杀恶霸杨育权的行为，还是以童老五为首的小贩

们为了拯救缝洗女陈秀姐而慷慨赴义的事迹，都书写了底层

小人物的英雄传奇，歌颂了嫉恶如仇、舍己救人、除暴安良的

侠义精神和有血性、重信义的道德情操；而《水浒新传》借古喻

今，对招安后的梁山泊英雄勇赴国难、为国捐躯的悲剧描写充

满了英雄主义色彩，起到了砥砺民族斗志的作用。张恨水这些

革命语境和抗战语境下的侠义书写，充满了不畏强权、勇于反

抗、追求正义和公道的现代精神，甚至将侠文化提升到民族大

义的高度，这是非常可贵的。

（二）在人物塑造上，善于发掘人物身上的侠义品质，并赋
予其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剑胆琴心》中塑造了朱怀亮、张道

人、于婆婆等侠义形象，他们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隐身于江

湖，行侠仗义，自由自在。《中原豪侠传》中的秦平生虽为官宦

子弟，却胸怀反清的革命大志，具有侠的气质和胆略，在民族

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慷慨赴义，一派革命大侠的风范。《啼笑

因缘》中的樊家树仗义疏财、急人所急，并以平等态度对待底

层人物，关寿峰和关秀姑父女知恩图报、见义勇为、锄强扶弱、

豪气干云，均为侠义之举。《水浒新传》中的卢俊义勇赴国难，

视死如归，体现了一种侠义英雄精神。还有《丹凤街》中的童老

五、洪麻皮、王狗子、杨大个子和杨大嫂子夫妇，《秦淮世家》中

的徐亦进、王大狗、阿金等，都是市井小人物，他们淳朴善良，

正直勇敢，嫉恶如仇，急公好义，彰显出市井侠客之独异风姿。

这些人物无论出身高贵，还是生活于底层，他们身上都蕴含着

优秀的侠义品质和自由精神，内心保持着人格的独立和尊严，

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或为了朋友而肝胆相照，或为了国家而

赴汤蹈火、捐躯赴难。这种义薄云天的高贵品质和义勇行为，

是中华民族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在社会功能上，因武侠元素的渗入，使小说产生了重
要的教育作用和社会价值。可以发现，张恨水的侠文化观在创

作过程中呈现出由平民意识到民族大义的嬗变轨迹。写于

1928年的《剑胆琴心》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注重描写

侠客的仗义行侠，写他们的技击本领。小说主人公隐居江湖，

过着平民的普通生活。他们有仗义行侠、扶危济困的朴素观

念，国家社稷并非其终极理想，文本中渗透着平民意识。1929

年《啼笑因缘》开始连载时，报社再三请张恨水写两位侠客，于

是他塑造了关寿峰和关秀姑两个形象。1933年张恨水开始写

《啼笑因缘续集》时，国难迫近，他在续集中写关氏父女参加了

关外的义勇军，于是民间侠客变身为抗日英雄。1936年开始

创作的《中原豪侠传》，其目的在于向民众灌输民族意识和抗

争精神，有利于唤醒民众奋起反抗。写于1939年的《秦淮世

家》和写于1940年的《丹凤街》均讴歌了市井民间的侠义精

神，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强权暴力，只有奋起反抗，才能

捍卫生存权利，维护人的尊严。1940年2月11日，《水浒新传》

开始在上海《新闻报》上连载时，就受到了“孤岛”人们的欢迎，

并获得毛泽东高度评价：“《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

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其中，卢俊义形象的全新塑造

和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军民同仇敌忾的

反抗精神。在张恨水的武侠题材作品中，侠文化一旦与革命和

抗战的背景相交融，便骤然升华为民族大义。通过梳理分析，

可以发现这些小说因武侠元素的渗入而呈现出复杂深刻的内

蕴。在追求自由、平等、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时代语境中，其

教育作用和社会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张恨水是一位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极为强烈的现代作

家，他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发掘时代精神内涵，塑造一系列仗

义行侠、扶危济困、舍己救人、慷慨赴难的侠义英雄形象。旨在

弘扬底层社会普通民众的义和勇，充分表达了力图实现社会

公道和正义、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朴素的政治愿望与价值诉求。

总起来看，张恨水坚持与时俱进的创作原则，以超越雅俗

的气度重新审视侠文化，从而使得他的武侠题材作品重侠义，

不重武，且带有朴素的平民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这是他的小

说与纯文学相耦合的地方，也是他的作品不同于一般通俗文

学的独特之处。很显然，张恨水是在以对传统武侠小说的现代

性改造来达到社会救赎与人性启蒙的目的，虽然立足于民间

立场，采用通俗文学形式，但表达的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

意识，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时代特征。我们一般将张恨水视为通

俗文学大家，但他何尝没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他的创

作又何尝缺乏纯文学因素呢？这或许是张恨水小说在当时深

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也是成就其通俗文学大家之美誉的根本

原因，毕竟他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通俗文学类型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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