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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散文作为现代文学的主要文体之一，较

之其他文体类型，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要“平顺”

许多，其原因，除了如周作人所言“现今的散文小

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

之’”之外，“五四”文学革命伊始，现代散文文体

理论的及时规范，亦为重要因素之一，胡适作为

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重镇”，最早提出

了较为系统的有关现代散文的文体理论，今日看

来，其对于现代散文的发展成熟，功莫大焉。

胡适的现代散文文体理论包括现代散文语

体理论、现代散文观念和现代散文的近代演变三

部分。文学革命伊始，胡适率先提出了与现代散

文相匹配的语体标准和语体理论。其实，不仅单

向度的散文文体理论，包括整个文学革命的“第

一枪”，都是从打破古代散文形式束缚开始的。

胡适在1916年10月给陈独秀的信中说：“综观

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

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欲

救此文胜质之弊，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

壳内之精神。古人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

应之曰：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年余来思

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

入手。”上述言论可视为1917年1月1日在《新青

年》第2卷5号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八不主

义”的“原型”之一。在1918年发表的《建设的文

学革命论》中，胡适又将“八不主义”改为以下四

条要求：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

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

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

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四条也可视为胡适对

现代散文文体在语体方面的理论要求。在胡适

的理论影响下，在众多散文家的努力下，现代散

文彻底打破了文言语体的束缚，既以现代白话语

体为主，吸收口语、俚语、韵语，又汲取外国散文

语言的长处，形成了既明白晓畅，又细腻优美的

语言体式。

在现代散文观念方面，胡适提出了重应用讲

文采，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现代散文观。在现代

散文范畴的界定上，胡适在对章炳麟的褒扬中论

述了自己的散文观，他认为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

的押阵大将，但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

故论衡》《检讨》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他的著

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章氏

论文，有很多精到的话。他的《文学总略》推翻古

来一切狭陋的‘文’论，他承认文是起于应用的，

是一种代言的工具；一切无句读的表谱簿录，和

一切有句读的文辞，并无根本的区别。至于‘有

韵为文，无韵为笔’，和‘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

人感’的区别，更不能成立了。”胡适认为这种观

念，初看去似不重要，其实关系很大，许多人只为

打不破这种因袭的区别，故有应用文与美文的分

别，以至于有些人竟说美文可以不注重内容，有

的人竟说美文自成一种高尚不可捉摸，不受常识

与论理的裁制，甚至成为不必求人解的东西。而

“他（章炳麟）是能实行不分文辞与学说的人，故

他讲学说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学的价值。”在胡适

看来，章炳麟的文章，所以能自成一家，并非因为

学界普遍认为的那样模仿魏晋，只是因为“他有

学问做底子，有论理做骨格。《国故论衡》里的文

章，如《原儒》《原名》《明见》《原道》《明解故上》

《语言缘起说》……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

上品的文章。《检讨》里也有许多好文章；如《清

儒》篇，真是近代难得的文章。”在胡适心目中，尽

管对作为“古文家”的章炳麟有着清醒的认识，

“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的第一作家，这是无

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

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

不能做到‘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

但他认为章氏的散文观念却并不落后，在现代散

文发生之际，胡适同样反对在散文创作中过早和

过于严格地将“文辞”与“学说”对立，反对将散文

的概念限制得过于狭窄，反对因理论的“想象预

设”而限制现代散文的创作，因而提出了重应用

讲文采，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现代散文观念。今

日看来，胡适的这种现代散文观还是较为明智

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当时散文的创作实绩也的

确如此，文学革命发生后，现代散文的文体样式

发展的较为充分，有寓言式散文，“随感录”式议

论性散文，语丝式散文，闲谈式小品，抒情式小品

等，就连胡适本人的“述学文体”，朱自清也甚为

推崇，“他那些长篇议论文在发展和组织方面，受

梁启超先生等的‘新文体’的影响极大，而‘笔锋

常带情感’，更和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是在胡适较为宽松的现代散文观的影响

下，现代散文创作在诞生之后，得到了较为充分

的发展，以此作为基础和前提，1923年6月，王统

照在《纯散文》中提出了“纯散文”的概念，强调现

代散文的文学性，“使人阅之自生美感”。1925

年 12月，鲁迅在翻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

塔》时，将散文视为“和小说戏曲诗歌一起，也算

是文艺作品之一体”。至此，现代散文从包含着

学术文、应用文、政论文的“文章”中分离出来，成

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胡适特别重视现代散文文体理论的“近代演

变”。晚清散文的变革率先从记叙性和议论性散

文肇始。记叙性散文始于“域外纪游”，在洋务运

动后不断开放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中，这种近

代游记式记叙散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王韬

的《漫游随录》《扶桑游记》，薛福成的《出使日

记》《观巴黎油画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和《巴

黎赛会纪略》等，它们分别以“游记、随笔、采风

录、见闻记”等形式，“叙录了西方社会的风土人

情，政教风俗，生活方式”。晚清议论性散文较之

传统古文，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首先是追求语

言体式的“言文合一”，清代散文以桐城派古文为

正宗，语言体式过分讲求声律，话语方式过度文

言化，造成言文分离……这样的文体功能，就不

能不与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生矛盾，

梁启超就曾指责古文的缺点，“以文而论，因袭矫

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

于社会”；晚清议论性散文变革的另一个突破点

为论证方式的科学化。古代议论性散文发展到

明清，论证方法的空泛已经严重阻滞它进一步发

展，也成为其为人们病垢的原因之一，正如陈独

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归方刘姚之文，或希

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

有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什么……

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

虽言辞激烈，却切中肯綮。

胡适非常重视晚清散文变革对现代散文的

先导作用，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他

对近代散文文体演变规律进行了梳理和归纳。

胡适把从严复到章士钊“古文学逐渐变化”的散

文发展史，按不同的时期分为四个文体类型，并

对每时期的散文文体特征做出比较恰当的论

述。他认为，近代散文的第一个时期以严复、林

纾为代表的“翻译的文章”，严复的“这种文字，以

文章论，自然是古文的好作品；以内容论，又远胜

那无数‘言之无物’的古文：怪不得严译的书风行

二十年了”；林纾译小仲马的《茶花女》，“用古文

叙事写情，也可以算是一种尝试。古文不长于写

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

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

大的成就”；鲁迅和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自然

“是这一派的最高作品”。胡适认为翻译文体具

有明确的应用性，在践行语言翻译转换的同时，

使古文由模仿转向近现代；在形式上，翻译文体

破除了八股程式，“用古文叙事写情”，兼融中西

文体之长，追求“信、达、雅”的目标，虽未挣脱文

言语体的囹圄，却是近代散文文体变革的开始。

第二个时期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文

体”。为了使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引车卖浆

之徒”能够读懂他的文章，并逐渐接受其影响，梁

启超于1920年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时，取法

日本德富苏峰的报章文体，形成了在散文史上影

响颇大的“新文体”，他将其特点归纳为“务为平

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主吸外国语法，纵笔所至

不拴束……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

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的新文体散文，虽然

被守旧的顽固派“甚为痛恨，诋为野狐”，但却颇

受大多数读者的欢迎，“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

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则十数。二

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及至《新民丛

报》创刊后，新文体日趋成熟，影响也更大。胡适

认为这种当时颇具“魔力”的新文体具有四个特

点：其一，文体的解放。它打破了一切“义法”“家

法”，打破了一切“古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其

二，条理分明。梁启超的长篇文章都长于说理，

最容易看下去；其三，辞句的浅显。“梁启超最能

运用各种字句语调来做应用的文章。他不避排

偶，不避长比，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

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因此“既容易懂

得，又容易模仿”；其四，富于刺激性，具有极强的

感染力。正如梁氏自己所言“条理明确笔锋超常

带情感”。论及新文体对现代散文的影响，胡适

曾说：“梁启超最先通运用各种字句语调来做应

用的文章……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义

法’，但他的应用的魔力也最大。”在胡适看来，

“新文体”虽然没有彻底实现议论性散文的口语

化，但却启示了一条“输入本民族有生命力的口

语，辅助已在社会上流行并成为口语与一部分的

外来词语和语法，以废除文言系统”的正确途径。

第三个时期是以章炳麟为代表的“述学的文

章”。胡适认为章炳麟的文章在文体上有三个特

征：首先是“精心于结构”。“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

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他的说理讲学

的“述学之文”，“又是很富于思想和组织力的”，

因而可以真正称得上“著作”，而与其他“结集”、

“语录”、“稿本”等普通文体区别开来。其次，“学

说”与“文辞”并重，他认为述学之文更不能不重

视辞章，也应写得文辞优美，应饱含作者的“生命

之气”，这就使述学说理的文章，也具有了文学价

值。再次，过分追求“古雅”。章炳麟“又喜欢用

古字来代替通行的字”，他于近代文人中，只承认

“王闿运能尽雅”。这后一特征限制了其文章的

应用性，因此“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

改革须向前进，不可回头去；他的失败使我们知

道文学‘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

第四个时期是以章士钊为代表的“政论的文

章”。针对古代散文缺乏严密的论证逻辑的缺

陷，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散文运用归纳和

演绎的推理方法，围绕论点层层深入，使该派的

散文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说服力。胡适认为这

种政论文的文体特点是“文法谨严，论理完足”，

“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

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有点倾向‘欧

化’”，但这欧化“只在把古文变精密了，变繁复

了”。因此，甲寅派的政论文在民国初年几乎成

一个重要文派，其代表人物是该时期的章士钊、

张东荪、高一涵等人，其中，章士钊的文章可为此

类政论文的典范。但是“这一派的文字，既不容

易做，又不能通俗，在实用的方面，仍旧不能不归

于失败”。

晚清散文虽未能彻底突破古文的“外壳”，

但对“五四”散文的现代性转变却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近代散文在文体功能、语言体式和论述方

式等诸方面所进行的变革，已经为现代散文文体

理论做好了准备和铺垫，使其走到了中国现代散

文的大门之前，正是在对近代散文文体梳理和总

结的基础上，胡适认识到了近代散文文体的成绩

和弊端，同时，又在它们“止步的地方起步”，在晚

清散文近代演变的基础上，建构了带有自己印记

的现代散文文体理论。

此外，胡适还特别重视传记散文文体。新文

化运动之初，他就提倡传记文学创作，并对中西

方传记散文的体例进行比较和研究，提出了以西

方传记散文体例为参照，创造中国现代文学传记

散文文体的理论主张，他自己也先后创作了《许

怡荪传》《李超传》《吴敬梓传》及自传《四十自述》

等作品。总之，胡适的现代散文文体理论最早为

中国现代散文指明了发展路向，搭建了理论框

架，中国现代散文正是在胡适上述理论基础上，

不断总结，不断修正，在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茅

盾、林语堂、沈从文、朱自清、丰子恺、张爱玲等散

文家的创作实绩中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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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研究
莫言研究的新可能性 ………………………………………………………… 张志忠

论莫言小说中的河流叙事 …………………………………………………… 陈晓燕

《蛙》的忏悔意识与伦理悖论 ………………………………………………… 王达敏

《檀香刑》中孙丙形象创作原型探源 ………………………………………… 李晓燕

作家与作品
《不幸》的互文性与高晓声的文学自觉

——兼论《探求者》社团的文学创作 ………………………………………… 陆克寒

论《寻找鱼王》及张炜之精神源流 …………………………………………… 赵月斌

舆论、媒体形象与“群”的表达——以潘汉年笔下的青年形象建构为中心… 李郭倩

“新英雄主义”：萧军的自我改造与创生……………………………………… 宋喜坤

焉能识得是“焉识”——《陆犯焉识》陆焉识形象论 ……………… 武文杰 张丽军

浅论高海涛的散文创作 ……………………………………………………… 乔世华

郭沫若研究
复兴什么，为什么复兴？——郭沫若的民族复兴思想一瞥………………… 李 怡

郭沫若“五四”时期尊孔崇儒的特质 ………………………………………… 杨华丽

郭沫若思想中的尼采资源新探 ……………………………………………… 李 斌

文学史研究
“抗战小说”的叙事伦理 …………………………………………… 张学昕 鲁斐斐

论现代历史小说的思辨叙事 ………………………………………………… 许道军

《水浒传》改编与延安戏剧文学的革命叙事 ………………………………… 焦欣波

“革命文学”的“史前史”——1928年之前的“革命文学”观………………… 李跃力

书评·综述
评晓苏《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 王先霈

评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 耿庆伟

王晓平《追寻中国的“现代”》刍议 …………………………………………… 龙其林

读毕光明、姜岚《纯文学的历史批判》………………………………………… 周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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