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 听 ”的 文 学 ：被 遮 蔽 的 现 代 性
— 兼 及 “声 音 ”在 现 代 性 进 程 中 的 隐 性 效 用
——
贺昌盛 王 涛

摘要：现代新文学发生之际，作家们就曾以各种方式发掘文学自身的 “听觉”资源，从组织
诗歌朗诵会到民曲山歌的收集整理，从舞台剧、广播剧及弹词评书的推广到新兴的电影艺术的全
面接纳，从 “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运动到 “国音统一”问题的研究与推广，从简化字与汉语拼音
方案的逐步确立，到狂热年代 “同一声音”的 “文学艺术”对于民众心理的强力刺激与记忆剥夺
等等， “听觉”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一直都在发挥其潜在的引导功能。清理 “听觉”在构建现
代中国的 “
想象 ／情感 ／观念”等一系列新质的过程中所隐含的效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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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对于 “事实”的陈述一直尊崇着两个毋庸

状态的 “听 ／说的文学”才得以真正实现的；脱离

置疑的原则，一是 “耳 听为虚”，一是 “立 字为

或忽略了 “听 ／说的文学”，中国文学的 “现代”意

据”。前者是指 “言 （说） 不足信”，所以才需要后

义是不可能全面呈现出来的。

者的 “（文字） 书写”作为 “确信”的证据。换句
话说，所有以 “听觉”方式获得的 “事实”都不足

一、从德里达的 “
汉语”难题说起

以成为 “思想”的对象 （它同时也不能确证其自
身），而所有以 “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一切则似

大致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学界出现了

乎都毫无疑问地指向了 “事实”本身。 “事实”陈

全面 （而混杂） 地引进西方 “前沿”学术思想的热

述的 “
虚 ／实”原则奠定了中国学术以 “（书写）文

潮，德里达及其所代表的解构主义，即是这股热潮

献”为核心的研究格局，无论是古典形态的 “解

中的一个持续甚久的焦点。因为有了 《论文字学》、

经” （
“
汉学 ／宋学”
），还是自晚清开始逐步兴盛起

《声音与现象》及 《书写与差异》等一系列著作的

来的 “文学”研究，其根基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是

译介，我们知道了 “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概念；

“文字 （文献）” （《尔雅》、 《广韵》等同样是 “文
字”文献而非纯粹的语音符号系统）。现代中国文

又因为有了 2001 年德里达的中国之行，德里达对
于 “汉语”的诸多论述再次激发了人们有关 “语音

学研究沿袭的其实也是这一传统。

／文字”问题的重新思考。一个经常被称道的观点

但在事实上，尽管汉语学术始终排斥 “听/说”

就是：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宣告了西方既有形而上学

形态，却并不能说明 “汉语思想”就属于某种独立

思想的终结，而独立于德里达所批判的 “语音中心

的纯粹 “（书写） 文字”思维系统，或者说 “汉语

主义”之外的 “汉语 （文字） 书写”系统，尽管如

思想”与当下被广泛诟病的 “逻各斯 （语音） 中心

莱布尼茨或黑格尔所说属于 “聋子的阅读”、 “哑

主义”可以划清绝对的界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推

巴的书写”，却在呈现 “语言 ／存有”之 “源”的问

演也并非完全依照其自身的 “文字”路向渐次行

题上重新获得了生机。

进，甚至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展
开恰恰是在充分激活了始终处于被排斥的 “隐身”

如果确实如此，那当然是 “汉语”及其 “思
想”的大幸，然而，事实也许并非如此。对此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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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稍加细切地分析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种虚妄

各斯 （言说） →本有”的 “形而上学-神学”结构

的 “误解”，其中 既有德里达对 “汉语”的 “误

才有可能最终被彻底摧毁，这就是德里达所说的

，同时也有中国学人对德里达的 “
有意误读”
。
读”

“
解构”
。

德里达思想的基点是质疑 “语言” （描述） 与

这里无意全面解读德里达的整个思想理论，而

“本有” （呈 现） 的关系，即 “现象 →思→语词

只是想明确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德里达绝没有以贬

（言说）”这一基本结构中 “本有”的 “本真呈现”

低 “语音 （言说）”的方式来抬高 “文字 （书写）”

是否可能。在他看来，这是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事

之地位的意愿——
—从 “文字”入手来拆解西方以

情，因为基于索绪尔的 “能指/所指”的区分，当

“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根基且历久弥坚的 “形而上

“语词”的所指确定了某个终极意指 （如 “本有”、

学-神学”体系仅仅只是德里达的 “解构”策略而

“始基”、 “存在”等） 的时候，以该 “语词”为核

已；德里达在诸多论述中对以 “文字 （书写）”为

心的周边就会形成无数的共同指向此一 “所指”的

显著特征的 “汉语”也曾有过多种阐发，譬如，他

相关联的 “语词” （能指），但关联的 “语词”自

曾引用莱布尼兹的话认为： “言语是通过发音提供

身绝非仅有可以关联的 “唯一的所指”——
—它的

思想符号。文字是通过纸上的永久笔画提供思想符

“非关联”的 “所指”总是会将该 “语词”引向其

号。后者不必与发音相联系。从汉字中可以明显地

他的向度； “非关联”的 “语词”既能够持续不断

看到这一点”， “汉字也许更具有哲学特点并且似

地走向 “歧途”并形成各自差异的等级序列 （概念

乎基于更多的理性考虑”。① 据此，就曾有学者肯定

的种属关系），同时又会像种子一样生成出其他的

地认为： “德里达也对被认为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

新的 “（能指） 语词”。如此织就的只能是一张 “众

西方文化传统开出了一剂 ‘药’来，这剂药足可医

声喧哗”的 “能指之网”，最初所确定的那个终极

治已入穷途的本体论，也足可医治业已支离破碎的

的 “所指”永远不可能呈现其自身， “本有”也就

语言现实。这就是蕴含在中国文字中的诗的灵动和

永远不可能真正得以显现了。因此，自古希腊以来

神思。汉字文化因此毋庸置疑成为德里达文字学的

的所谓形而上学体系，实际上仅仅只是以 “逻各斯

一个楷模所在。
”② 这其实是对德里达的一种极大的

（言说/理性）”为中心而构建起来的空洞的 “能指 ／

误读，因为德里达在指出汉语 “以字形为核心”的

所指”大厦，其所 “显现”的所谓 “本有”不过是

特征的同时也明确表示，西方世界有关汉字的诸多

“
貌似在场”的 “
缺席”而已。

观念实际不过是 “欧洲人的一种幻觉，……幻觉更

鉴于西语传统中所固有的 “语音”优先地位，

多地表现了误解而不是无知”③。如果纯粹依据西

德里达所说的 “逻各斯中心”实际指的就是 “语音

式的 “语音中心论”的思路来思考汉语问题，那

中心”。 “文字”由此也就成为了与 “意义”基本

么，如德里达所说： “汉字就像驶向港口的船只一

上彼此间隔 进而毫无关系的 “外在”的 “中介”

样在即将达到目的地时在一定程度上搁浅了。我们

（替补物）。德里达据此认为，以语言的 “能指 ／所

可以说汉字系统是一种尚未完全的字母系统吗？”

指”方式去追溯 “本有 ／始基”是根本 “不可能

“能指从一开始就是它自身重复的可能性，是它自

的”，不过，否定形而上学的既有路径并不是德里

身的图画或相似性的可能性。它是它的理想性的条

达的最终目的，德里达把自己放置在 “不可能”的

件，是将它确定为能指并使它发挥能指作用的东

边界上，其实是为了对 “语言之源”重新发问；也

西，这种东西将它与所指联系起来，而所指因为同

就是说，尽管 “文字”之于 “语音”是处于 “低位

样的原因决不可能成为 ‘独一无二的实在’。从符

格”的附属产物，但它却有可能为追溯 “源初语

号出现以来，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根本就不存在纯

言”留下蛛丝马迹，如同婴儿最初的呀呀啼叫与胡

粹的 ‘实在性’、 ‘单一性’、 ‘独特性’。我们有

乱 涂 抹 ， 德 里 达 将 其 称 之 为 “踪 迹 ”。 他 认 为 ，

什么权力假定 ‘在古代’、在汉字出现之前可能具

“踪迹”并非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那样会直接指向

有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那种价值和意义呢？”④ 德里

“本有的在场”——
—这种路向仍未脱 “逻各斯中心”

达确实承认，汉字以 “书写”为中心的系统，对于

的束缚， “踪迹”恰恰充分显现了 “在场”之 “意

解构以 “语音”为中心的西方形而上学体系来说，

义”的缺失；而要追溯 “意义”，就必须沿着 “踪

应当是一种难得的参照，但这并不说明他会以 “文

迹”的指引去追溯下一个 “踪迹”，在对 “不在场

字 （或图画）”为新的根基来 “建构”全新的思想

的在场”持续不断地 “抹去 ／书写……”的过程中，

体系，因为那样很可能会重新陷入 “逻各斯中心”

“文本”就会成为 “踪迹的踪迹”的复合体。 “逻

的怪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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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德里达讨论 “文字 （书写）”问题是

到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传奇，真正支撑其作为

有其特定前提的，那就是西方文化所固有的 “言文

“文字文本”得以留存和传播的也恰恰是那些隐藏

一致”的语言传统， “文字 （书写）”在此不过是

在 “文字”背后的 以 “吟唱”为基准 的 “乐音”

“言说 （语音）”所保留下来的 “痕迹” （标记）；

（听觉） 元素，它既构建了传统中国文学自身独特

“文”与 “说”虽然本应属于 “同步”展开的过程，

的 “乐感”精神，同时也使得 “诗性”的文学文本

但 “说”的优先性固化了 “语音”的 “中心”地

经学/史学”等的文献文本 （唱读）形成了某种
与 “

位——
—由 此 对 “文 字 （书 写）” 形 成 了 压 抑 ——
—

“听觉”上潜在的呼应 （“礼 ／乐”互证）。换言之，

“文”在等级序列中处在了次于 “说”的 “低位格”

并不是说以 “书写”为中心的汉语表述真的可以完

上。德里达认为，从现象学的立场而言，如同随性

全无视 “语音”的功能，而只能说， “声音”在被

的涂鸦一样， “文字”也许比 “言说”更具有逼近

“书写”所替代的过程中已经逐步退到了幕后，甚

本有或 “源初”的意味，清理这些 “能指”的 “痕

而最终淡出了人们关注的视线。这种现象既与自宋

迹”，才有可能看清楚人类理性是如何以技术化的

代开始，特别是明清以降日渐发达的印刷技术有

方式建构起了庞大而牢固的形而上学-神学体系的。

关，更与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核心的对于纯粹 “语音

德里达的主旨仅仅在于 “解构”这一体系，从 “文

形式”的排斥 （如骈俪、宫体、艳词、俚曲等） 有

字”入手也不过是这一 “解构”策略所选择的手段

着密切的关系。汉语 “言文各异”的现象绝非自然

而已。德里达从未奢望以 “汉字”为全新的路径来

演化的结果，更多的其实是某种人为造成的后果，

重建人类思想的新的 “终极”系统，因为在他看

“声音”在此并非是消逝了，而只是被 “遮蔽”了

来，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已。
现代 “民族一国家”的出现，一个最为突出的

二、 “言文一致”的另一面：现代中国
文学的 “
说 ／听”取向

标志就是 “言文一致”的统一的 “民族语言”的形
成。中国新文学发生之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
在借助报刊书籍持续推进和改造 “印本文化”的同

基于某种语言认知上的隔膜，德里达对于汉语

时，日益明显地感受到了 “言文各异”所带来的诸

的理解也许确实不够深入，不过，他的诸多讨论却

多麻烦。它不仅仅是显示在 “文言”与 “白话 （口

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思考。比 如，德里达认为 ：

语）”的 “语词”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各地方言

“文字的拼音化问题是贯穿于反思的所有领域并且

的交互混杂上。由此， “国语的统一”就成为了推

构成其统一性的津梁。这种拼音化是一种历史过

广新文化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程，没有一种文字能完全摆脱这一过程，并且这种

依照胡适等人的思路，创造现代的新的文学样

进化之谜不会受到历史概念的支配”， “中文或日

式，首先就在于真正实现 “书面语 （文字书写）”

文这类有着大量非表音文字的文字很早就包含表音

与 “口语 （白话）”的完全统一，胡适为此甚至专

因素，在结构上它们仍然受到表意文字或代数符号

门精心编著了一部众说纷纭的 《白话文学史》，来

。 一般说来，汉语确实属于一种完全独立
的支配”

证明 “言文一致”从古至今都是一种可行的事实。

的 “文字 （书写）”系统，因为在 “能指”范畴内，

不过，胡适的这一思路与清末黄遵宪等人的所谓

汉字除了 “音”之外，还有一种 “形”的 “能指”

“我手写我口”的设想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也就

功能；更为特出的是，作为 “能指”的 “形”有时

是说，在 “言说”和 “书写”的问题上，他们所更

候甚至可以与同样作为 “能指”的 “音”完全两相

—这是长久以来 “印
为看重的其实都是 “书写”——

—“音”的缺失 （不在场） 并不会影响 “形”
分离——

本文化”造成的偏见——
—依此向度，以 “书写”为

的 “能指”功能的单独发挥， “形”因此具有了优

核心载体的 “新文化”只可能对 “小众”的 “精英

先于 “音”的特权。 “音形各立”的现象一方面促

阶层” （即所谓读书人） 发生作用，因为接受 “书

进了 “书写文化”的高度发达 （如中国文人所固有

写文本”需要有足够的基础教育作为支撑，这对于

的立言、史撰及书法艺术等传统），另一方面也同

更为广泛的底层民众而言，无疑仍旧是一种隔膜。

时压抑和贬低了 “
音”的 “
能指”功能的合理发展。

日本学者平田昌司曾指出： “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

但实际上，如德里达所言，完全脱离 “语音”

里，以报纸杂志为媒介而展开的 ‘言文一致’的文

⑤

而独立存在的 “书写”系统是根本不存在的，汉语

学，同以 ‘国语运动’为代表的语言改革紧密地联

也不会例外。以文学为例，从诗骚、汉赋、乐府，

系在了一起， ‘国民文学’的意义才最终得以形
２０１７．８

８３

成。
”⑥ 无可否认，现代新文学的诞生确实得力于白

歌谣民曲； “新月派”诗人的 “新格律诗”创作也

话文运动的倡导，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推进却不能

特别注意到了诗的节奏、韵律、音尺等 “听觉”感

完全无视 “语音”层面的 “听”的潜在功能的存在

受的问题；1930 年代，以朱光潜、朱自清等 “京

与发挥。

派”文人为主还曾借鉴英伦朗诵诗的经验专门组织

汉语文学语言的革新，在 “书写”层面上的确

了 “读诗会”⑨。但从实际的效果看，这些活动仍

是由晚清以降白话报刊的流行及民初白话文运动所

然是以 “书写”为核心平台来展开的，也就是说，

推动的，而在 “言说”层面上则是由 “国音统一”

这里的 “诵/听”在根本上依旧是为 “写/看”服务

运动主导的，这当然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得力于民族

的， “
书写文化”在此仍居于关键的中心地位。

语言的发掘这一事实对中国学人的启发有着密切的

平 田 昌 司 曾 将 1926 年 初 步 确 定 为 现 代 中 国
“听的文学革命”的肇始之 年，其理由是： “在

关系。自晚清开始的大规模语言变革有其多方面的
原因，陈望道先生归纳认为： “《国音沿革》曾列
举五个缘由：一、受东西洋拼音文字的观感；二、

1920 年代中期到 1930 年代中期三个契机的集中出
现： （一） 西方现代戏剧理论的系统接受； （二）

罗马字拼音和简字的试验；三、方言不通的阻碍；

收音机播放功能的应用； （三） 华语有声电影的制

⑦

四、平民教育的可能；五、受新文化运动的促进。
”

作。这一切为跨区域的所有非特定受众的 ‘听’提

事实上，以西语方式标注汉字读音，最早可以追溯

”⑩ 平田氏的讨论是具有相当的启发
供了前提条件。

到明代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的 《西字奇迹》 （1605
年） 和金尼阁的 《西儒耳目资》 （1626 年）。据陈

意义的，因为他特别关注到了全新的现代文化艺术

望道先生考证，方以智的 《通雅》即曾受其影响。

的问题。如果说汉语从 “文言”向 “白话”的转换

陈望道把自明代开始的汉语注音潮流划分为三个阶

尚只是完成了 “小众”的 “知识阶层”在 “书写”

段： “第一段为西人自己计划便于学习汉字的时

形态上 “言文一致”的现代转型的话，那么，另一

期；第二段为随地拼音、专备教会中人传道给不识

种意义上的 “言文一致”，即在更为广大的范围内

样式是如何真正传播和普及到更为广泛的民众中去

字人之用的时期；第三段为用作普及及教育工具的

实现全体国民的 “说”和 “写”的统一，则是由

”⑧ 其中以始于光绪时代的第三阶段中国学人
时期。

“听”的革命性转化来完成的。这其中，舞台剧的

的自主研究对后世的 “汉语拼音化”趋向影响最

革新及无线电广播、电影等现代传媒技术的积极介

大，包括卢戆章 《一目了然初阶》中半中半西的音

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自晚清至于 1920

标、沈学的 《盛世元音》、王炳耀的 《拼音字谱》、

年代，出于不同目的的需要，街头及特定场所的各

王照的 《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 《重订合声简

式演讲宣传，就已经开始触及到汉语在 “听”的层

字谱》等，直至民国教育部 “读音统一会”颁布

面的语言变革了。陈平原特意指出， “演说”作为

《
注音字母》以统一汉字的读音 （1918 年）。 “汉语
拼音化”被推到极端，则出现了民初吴稚晖等对于

一种最为直接的知识传播方式，甚至影响到了现代

“世界语”的倡导、刘半农和傅斯年等人的 “废除

“书写”为载体的报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除了其

汉字论”、赵元任和黎锦熙等的 “国语罗马字”，以

面对面的现场感受以外， “听”的直接的感染力才

及 1930 年代瞿秋白等人的 “汉字拉丁化”等一系

是至关重要的核心因素，而其背后作为 “演说者”

列激烈的讨论与实践。发生于晚清至民国的这类激

之 “语音”尺度的，则是官方所主导的 “国音统

进的运动虽然其 “废字改音”的目标最终并没有真

一”运动的持续展开。1922 年，赵元任为普及统一

正得以实现，但现代新文化的建设者们对于 “语

的国音专门灌制了 “国语留声机片”。同年， 《大

言”
，特别是 “
声音统一”的焦虑却已经绽露无遗。

陆报》和中国无线电公司将无线电台引入中国 （由

如果说现代新文学的创制需要依赖作家们的

輯
訛
“
演说”之所以有时候比以
中国学术文体的革新。輥

美 国 人 经 营）， 孙 中 山 表 示 祝 贺 ， 并 明 确 表 示 ：

“书面白话文”的 “书写”的话，那么，新文学的

“余之宣言亦被宣传，余尤欣慰。余切望中国人人

传播与普及却不得不考虑 “听 ／说”因素的参与，

能读或听余之宣言，今得广为宣布，被置有无线电

否则，新文学就很难真正实现其现代性的全面转换

话接受器之数百人听闻，且远达天津及香港，诚为

与推广。新文化的倡导者们也曾以各种方式去深入

可惊可喜之事。吾人以统一中国为职志者，极欢迎

发掘文学自身的 “听觉”资源，早在 1920 年，北
京大学就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由沈兼士和周作人主

如无线电话之大进步。此物不但可于言语上使中国

持成立了 “歌谣研究会”，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各式

訛
輰
益加团结也。”輥
自 1928 年左右开始，由中国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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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世界密切联络，并能联络国内之各省各镇，使

己独立经营，已陆续创建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各

学—神学体系之所以能够建构起来，其根源就在于

地的广播电台。无论是在普通民众对科学、民主、

“逻各斯中心主义”，更准确地讲，即是 “语音中心

平等、自由等现代观念的接受上，还是在此后不久

主义”成为了这一大厦的根基。如果撇开其 “解

所发生的民族生存的战争中，广播电台都以 “听 ／

构”意图不论的话，德里达其实道出了一个容易为

说”的 “
声音”方式发挥出了其特有的作用。

人所忽略的事实，即 “语音”层面的 “说 ／听”与

当然，以纯粹 “声音”形式传播的广播及无线

思想向度上的 “趋同”可能存在着某种极其微妙的

电台等也有其无可回避的局限，特别是需要顾及受

关系。相比于 “书写”的 “文字”隔膜 （以 “识

众的文化层次和语言水准，所以早期广播及无线电

字”与否为界） 而言， “说 ／听”几乎不存在任何

台的节目多是以新闻、音乐、曲艺、演讲、戏曲、

传达上的阻碍，其在达成 “同一”取向时所发挥的

广告和商业资讯等之类为主，除了包天笑、周瘦

功能也远比 “
文字”要快捷和高效得多。

鹃、张恨水等通俗文学作家的部分作品被改编为

以此返观现代中国文学的曲折历程就会发现，

“评书”或 “广播剧”用于播送以外，直接将 “五

现代汉语文学实际上经历的是一种 “去雅入俗”的

四”以来新文学作家的作品转换为 “口语”形式加

语言渐变过程，即从糅合白话口语、古汉语及外来

以传播的情况极为少见，这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证

语等而成的 所谓 “白话”，演化 成为初步定型 的

明了 “白话文运动”所希冀的 “言文一致”仍旧限

“国语”，最终被确定为全民通用的 “普通话”。这

于 “书面语”层面，还未能真正实现 “书写/言说”

一过程中，恰恰是以 “语音”为核心的 “说”在持

的全面统一。

续引导着 “写”的路向。 “五四”时代的 “白话文

不过，作为新型传媒手段的电影倒是在推广新

学”尚保留着 “书写”层面上 “文”趋于 “雅”的

文学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以工业技术为先导的

痕迹，它以 “书面白话”为根基但与纯粹 “口语”

电影艺术本身就是现代性进程的标志之一。中国电

中的粗俗语汇保持了必要的界限，所以并不能完全

影自 1905 年诞生开始，就已经承担起了大众文化

以 “口语”的形式流畅地传达出来。 “国语”初步

形态向现代转型的任务，特别是在 1930 年 “有声
电影”进入中国以后，电影更是成为了传播现代观

统一的时代，以城市市民为主体的受众能够接受新

念以推进现代文化的重要平台。除了电影工作者自

层的 “（口语） 言说”可以达成 “语音”层次上的

行编剧拍摄的电影，如蔡楚生的 《渔光曲》、许幸

基本同一，但这种形态对于更为广泛的尤其是以地

之的 《风云儿女》以外，茅盾的小说 《春蚕》、曹

方方言为交流语言的乡村民众来说仍旧有多重的隔

禺 的 《雷 雨 》 和 《日 出 》 等 ， 巴 金 的 《家 》、

膜。从这个意义上讲， “普通话”的全面推广，也

《春》、 《秋》，以及鲁迅的 《祝福》等新文学作品，

许才是将 “言文一致”的文学真正普及到民众中去

也都陆续被改编成了电影，在更为广大的范围内得

的关键手段。

的 “国语文学”，是因为作家的 “书写”与市民阶

到了推广和传播。据不完全统计，仅在 1949 年以
前，由现代文学作家编写的脚本拍摄的电影就有两

自身以 “书写 ／文字”为中心的表达传统，甚至似

百多部，有近半数的电影是根据这一时期的文学作

乎还印证了德里达所谓以 “文字痕迹”为参照来

品改编而成的。

“解构”思维的 “同一性”这一策略的可行性，但

輥
輱
訛

如果说以 “白话”取代 “文言”尚只是完成了
“书写”层 面的 “言文一致”的 话，那么，作为

表面看来，现代中国文学似乎继承了中国文学

实际上，这不过是长久以来 “印本文化”意识的惯
性所造成的一种误解。如同现有的各式 “文学史”

“新文学”载体的 “白话”能够真正在 “语音”层

所描述的那样，当 “文学”以 “文字文本”为基本

面上与 “口语”达成 “一致”，则主要应归功于现

形态进入到 “史”的叙述中时， “文学”所包含的

代话剧及广播电台与有声电影等传媒手段的介入，

“声音”成分即使未被完全剔除，也大多只能作为

而其背后所隐藏的最为核心的动力，则是一直在持

—正统的文学史著
旁支或足可忽略的部分而存在——

国音统一”运动。
续推进着的 “

述中绝少会出现有关评书、广播剧等的记述，戏
曲、话剧及电影等也只能以 “（文字） 剧本”的形

三、 “听”：国家意识与文学普及的世
俗化策略

式出现。这种现象并不能说明 “文学”不存在 “声
音”的成分，而只能表明， “声音”的问题几乎从
来就没有引起过人们的关注。如果缺少了 “听”的

从德里达的立场来看，几近牢不可破的形而上

环节，现代中国文学也许仍旧只能是 “精英阶层”
２０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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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小众”的孤芳自赏。

排”具体生活等等。无论是 “五四”时代的 “启蒙

中国在其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语言层面虽然

文学”，还是抗战年代的 “救亡文学”，我们其实都

没有呈现出西式的以 “语音”为中心的现象，但

可以说，文学离中国的现实境遇很近，却离文学本

“声音”却一直作为某种 “内核”在发挥着隐性的

身很远。

功效。西式语言以字母为基本符号，其 “声音”与

自白话文运动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一直都在积极

“书写”本身就能达成一致，所以在各自民族语言

地参与推进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

的现代转化过程中，对语言自身的筛选、规范及改

中，文学既要为 “现代语言”提供切实可行的 “语

造等， “语音”和 “书写”基本上可以实现 “同

言样本”，同时又要为样本的广泛推广提供尽可能

步”推进。与西语略有差别的是，汉语的 “言文一

快捷高效的多种方案。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

致”除了需要完成 “语音”的统一以外，还需要完
成 “语音”向 “字形”的转换——
—这就比西语多出

事记 （1949—1982）》的统计，共和国建 立之初，
全国的识字率几乎不足 20%，以 “扫盲”等手段来

了一个 “书写”的环节——
—而当 “字形”被呈现出

逐步提高文字的认知水平是需要一个漫长的阶段

来的时候， “语音”就被遮蔽起来了，所以， “语

的，此种途径显然不利于统一的 “国家意识”的迅

音”在西语中是显性存在的，而在汉语中却只能以

速推行。当 “书写 ／文本”形态暴露出自身的局限

隐性方式存在。尽管如此，在以 “言文一致”来建

时，以 “听”为前提的 “言说 ／语音”形态就显示

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 “语音”一直都在发

出了其特有的优势。1950 年 4 月，新闻总署专门发

挥其必不可少的特定功能，这一点与西方确立其现

布了 “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明确指出：

代民族-国家形态的历程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彼得·

“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

伯克认为： “‘标准化’是一个模糊的词语，它可

具之一，在我国目前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不

以指趋向语言统一，也可以指遵守某种语言的规

足的条件下，作用更为重大。”到 1960 年底，全国

则。
” 如果说 “
语言统一”主要显示为一种对 “同
一”取向的 “主动认同”的话，那么， “遵守规

各地的广播电台已经由 1950 年的 34 座增加到了
輳
訛
而在普及推广新文学的过程中曾发挥过
135 座。輥

则”所要求的则主要是对 “标准”的 “被动服从”，

特殊作用的戏剧和电影，则以 “听”与 “看”相互

正是这两者的合力在不断强化着 “标准”的权威特

配合的方式为文学的接受开辟了一条更为快捷的新

性，并以此为统一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形成奠定

路。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十七年间，除了独立编剧拍

了根本的基础。

摄的电影以外，文学作品的 “电影改编”几乎成为

輥
輲
訛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

热潮，既有此前作家作品的改编，如贺敬之的 《白

整体过程中， “民族语言”与 “国家语言”还需要

毛女》、老舍的 《我这一辈子》、鲁迅的 《祝福》、

给予其必要的区分。一般说来， “民族语言”表现

茅盾的 《林家铺子》、杨沫的 《青春之歌》、柔石的

为种族文化层面上的认同或特定的身份标志， “国

《二月》、赵树理的 《小二黑结婚》等，也有在共和

家语言”则涉及到对政权体制形态、观念意识倾向

国时期所创作的作品被及时改编为电影的，包括萧

及法令规范约束等的认可与遵从。就此而言，现代

也牧的 《我们夫妇之间》、老舍的 《龙须沟》、周立

中国的实际情形就显得要复杂得 多 。晚清时代，

波 的 《暴 风 骤 雨 》、 李 准 的 《李 双 双 小 传 》 等 ，

“民族语言”的统一有着区别于满族统治者的潜在

“革命英雄传奇”甚至逐步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电影

意味，但在进入民国以后，由官方所主导的 “国语

类型，如孔厥和袁静的 《新儿女英雄传》、知侠的

统一”运动则带有推行 “国家意识”的色彩了。为

《铁道游击队》、梁斌的 《红旗谱》、曲波的 《林海

民族生存而战的年代， “民族语言”重新成为了

雪原》、吴强的 《红日》、冯德英的 《苦菜花》等。

“认同”的焦点 （如伪满及沦陷区对于日语教育的

某种程度上说，新文学作家及其创作之所以能够广

抵制），而共和国建立以后对于 “普通话”的推广，

为人知，乃至最终被尊为各式名目的 “经典”，实

又转回到了 “国家意识”的统一与巩固的轨道上。

书写文本”被 “
阅读 ／看”的自然
际并不完全是其 “

“统一语言”的建构离不 开文学的支撑 ，渗透在

结果，而恰恰可能是电影画面与 “听觉”的最为直

“语言”之中的 “民族意识”与 “国家意识”都需

接的综合性刺激所带来的某种效果。更进一步说，

要藉 “文学”这一平台来实现，文学因此就不得不

由于电影所要面对的是占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它就

背负起诸多实际并不属于纯粹文学范畴的重负，包

同时承担起传播 “国家意识” （服从指令以保证其

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乃至 “组织安

能够得以公映） 及促使文学文 本趋向 “通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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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以保证其能够被接受） 的双重任务。借助电

里达所谓 “替补物”
）， “言说”反过来也一直在强

影和其他相关的视听技术手段，中国新文学最终走

化 “文字”的合法性地位。在构建 “同一性”的

世俗化”的现代性转换之途。
上了 “

“观念大厦”方面，汉语与西语并没有多大差别。

以 “统一的声音”表述出来的观念与事实，能

文学的现代性转换其实同样是在寻求 “同一性”，

够人为地使接受者的 “听”产生某种强大的 “向心

其与整体的民族-国家的 “共同体”取向也是基本

力”， “语音”在此成为了 “无形”的标准和尺度，

一致的； “共同体意识”需要 “书写”与 “言说”

这个标准和尺度甚至可以直接用于对 “有形”的

的相互配合才能最终得以实现。所以，就汉语而

“书写/文字”的校正与检验； “标准”的 “统一声

言，我们需要追问的也许并不是 “文字”与 “语

音”同时还能提升和巩固其使用者的地位， “这种

音”孰主孰次的问题，而是如何从 “汉字”的 “痕

语言的使用者逐步成为一种标志，将他们同普通民

迹”入手来破解 “汉语思想”这一不断被固化的

众区别开来，并高居于普通民众之上” 。以 “语

“观念大厦”的问题。如此，才有激活 “汉语”自

言的同一”为先导， “国家意识”能够逐步转变为

身以重新开始 “
思想”的可能。

輥
輴
訛

强势的权力话语，在 “国家意识”与 “世俗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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