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語言革命與現代性

關于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學革命的省思

黎湘萍*

二十世紀初， 中國大 l陸哇、 毫 i濟弩日的3

字"立變革的“白話文運動"開f始i拾台 興中國的情形相{似以， 十九世帝紀己末二十世

紀初的韓閻的“新文學"也是以“言文一致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當時的朝鮮半島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才正式

推間普及早在十五世紀的世宗時代就已經頒布的《訓民正音〉的文字改

革方案，從而試圖奠定祥、民族“語言、文字"的主體地位 1) 在日本統治下

的台灣，雖然當時的主要媒體、教育體制等都在強制推行日語政策，使台

灣進一步“內地化"(即日本化 這一點頗象日本逼迫朝鮮“合邦"的情形) , 

但台灣的知識界划在熱烈討論“白話文"、“言文一致"的問題，試圖通過倡

導中國的白話文或台灣的閩南方言 來建立一種足以對抗異族統治的“文

化傳統"月 版研究台灣新文化運動的學者，在談到台閏的“白話文"運動

* 'I'[叫!lf [ 向科 FjI院教拉

1) 參~~友向占削球[~，月;工代史〉第間社第凹節“新文學的J)r: é!ê" ， 'IIxJ:N第302-311 1'(

北J~uk }j : 1', I:N JIU:1993iy 12) JW I彼
2) 扳技'iTiÚ (新文學;主動(Ý'J，\巴拉) .文 "1' ， '1沒 'r' [(，j ，'r問文Þ('l介紹了大陸的 ['1 ，:;日文

注呦，把:1'，“ l' 1 話之:)~;L的也泣，台閑話 :HÝ9改造"認為他:該JEf?商品改准為合J里

的 , {打J 主尤'!扣:可11叮I

跟 i巾1 ' 1闕湖立文;化!脫l悅兌節 r ， (參見 pJR少任軒的< frìPl%Jr 文學迎動俯史) ，前20-21jC 台

北J[而終川假公，，]1977;[二5月初版 1978"!'3JJ J'[J ,l frWî話立的iktil航導火來 JL郭

秋刊'IÝJ 1(也在台 it'1 ;~~~ y:. 提案}文， (1 1 址~ '1' 可以 iG溯到 1924"1 一 10 月攻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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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方言"討論時，大抵著力于尋找它與大陸的新文化運動之間的關係.但

臺i賢的新文化運動雖然受到大陸的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去口還長有自己的

任務和目的.現在來重讀當時的文獻 我不僅對兩岸之間共祠的“語言革

命"感興趣，對彼此在“語言革命"的背后所感覺到此不司的“認同"(identitv)

危機更感興趣，我的基本印象是 兩岸的“語言革命"是與當峙中國知識分

于對“現代性"的理解息息相關的，對“現代性"的理解實際上影響著中國

“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發生在這一歷史進程的最初階役的“語言革命"及其

它的最后結呆(譬如白話文的成功與廢除漢字和拼音化的失敗)， f以乎暗示

著牛國“現代化"的某種“喂度，\

那麼，語言革命與現代世究竟具有什麼樣的關係嗎?

首先，廣義地說，“現代 1生叫modernity)本身就是一佢純粹的語言

概念.這個概念需要處于歷史發展過程中此人們去不斷地賦于內涵民意

義，因而t酌意義不是帶庄的1 而是根攝“現代"的六何“語境"(context)變

化的，從1 也是“歷史行的.3) 因此，以西方文藝復興之後，特別是近代工業

〈台持民銀〉二卷「九J凹的迫IEftMD 〈言語之社會性質〉一文.連溫卿說(大直~)

“言語不[1民歧的敵你心是 樣的，益言語的社會性質是 →方前排斥其他民族的言

語在世界上的優越地位;另 方面則保護民族的獨立精神，極力保護自己，"17民技

語言" 他又說: μ近代的政治思想， 是把國家的理念和民脹的耳念視為同一的，

同民族必讀服從同→政治權力之理想，同一民直必須使用同一的言語.因此在德

國使有-;f甲:誰?去:噁國在那裹，那要就可以聽到位關語所以無論什恆地方，若

有民族問題?必有言語問題(何引自陳少延著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 ，日后l~

62頁)反革?他又發表了《將來之台灣語〉二-卷二|\二卡→j嗨，說凹言語在統治

改策上的重要性. 他哥|述一個例于說， 荷蘭有→位博士曾對自己的到民警告說:

消滅荷闊的不是創、不是槍炮，而是德語 在他看來，殖民她的語文政策就是以

統治國的國語‘倒!化被統治者，所以防~1臼揖話，強調要設法保存台灣語，進行

整理，并加以改造當時老少生吋ii分于都因繞這保存和建設“台、語"作了不是工作

如注~jfJ世、黃石輝、郭秋生等而這都是針對 1=[ 木的殖民地語言政策的.

3) 譬如，有人用“現代性"來描述E:洲的文益復興，而十三世紀查理大帝時代的人做

「七 1 11 紀的人」恨，認為巨己是“現代們的，歐洲(一八1日:紀的浪漫土義反對JFJLj→院

古典 k義l峙，他們用以奠定目己的“現代性"的，仗是被他們理想化了的“ 1:1二1 世紀，

參叮凹莒凹 HaberrmsLí~ (.現代性. →(蚓、完繭的項目) (11:能mit.y-An In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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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建立之後的資本主義特性作為主要描述對象的“現代性"一它在卡九

末至幾乎整個二「世紀?都作為中國知識者理解自己的歷史和現實的

重要的參照系統一也應該是“歷史"的概念.事實七，這一“現代性"已經被

正在成為另外一種有力潮流的“俊現代性"所取代-其次?“語言革命可tl是

與“現代性" I[如保在一起的. 每品種語言上變革都象歡看某種“現代"I~I甘處

境.就中國文學吏的話展情形而言，如胡適當時為奠定“白話文"的正忱地

位所論置的?“三百篇避而為5頁，一大革命也又變為有言七言之計?三大

革命也-間主變為無韻之阱文，三大革命也 古詩之變為律詩，四大革命

也詩之變為詞7i三大革命也詞立變為曲，為劇本，六大革命也" 4) 胡適

所說的文學“平斗命"宜際上既是表現在語言形式 t的歷史發展的ln:程，同

時也f是E關于當時現賈的最i吋6Tr t訓f 巳\:"自的守 E理11 解和 z象:;徵故7形|恨予矢訂:?式J志尤

由此牙右子來? “我從你的語言認識你"包合著部分真理， 而“我們從一個

時代的語言認識這個時代" 也同樣含有一定的真理 難道我們不是首先

在社會語言或文學、藝術語言襄發現思思、想變革的象徵系品訶統j光t喃?當 l卡一八|世日仕; 

示紀己的笛卡雨替稱

始? 11叩íi巾IJ 當 f代℃人聲1稱且“我?徉悄f自i 費?所以我存在"時，難道:不正消解了古ih或現代

古學家立思想的或理性的壯!蔽性 而代之以統治消費社會的“耐人哲學"

(如果商人血有哲學的話)從而宣告了“悄費"的大眾社會的降臨嗎?我

們既從每個時期流行的“語言"去認識那個時期的特j立，血從我們時代的語

言要去J忍受我們的“現代性"或所謂的“能現代性，\從這個觀點右，從不同

時代流行的種股不同的時電語言中，發現“關鍵詞"戶)并日發現由這些“關

ProjectJ，收入Chung-Ho Chung & So-You口g Ledl;~ (1/) ~ Postmodernism 
An Intrcx:luction i-'u ltho]ogy} , ZJ'，281-之95ft.仰 [c!X[Hanshinl.1 [[)炭公 lim以);lf)JJ:I~，

1 g,:ø 1三 IIJJ:Jy

4) l[î)J j自 〈過 |-tEll 心，收入《TlTMli訂立JJI 大系﹒也1世P|!li你能〉山 谷， ~1S4()ú 

曰 ìU月JUf宗﹒戚WWJWrlMil T"I糾結r; r ~J可11 “ kilHij盟"之間1)UHillf系 IYJfhri ， (j助 IJI I'
1月這 川 ~LQ. ~主 ~J， í [1叫 la 〈關;也 ri l刊i1 文化發垃j7.!lj(1ltitk 〈!前 llf〉科lJL、 199G

1|-il12)[ll "字 ;c -fì'、可Tf f ;tl叫人B.avrnondWil1 iams (1 1:) 說 kli;7 JL11IF一些|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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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詞"構成的當代精神生活，甚至由這些“關鍵詞"構成的“思想史"可能是

十分重要的工作. 因此，假如把一場社會革命或文化革命首先看作是“語

言"的革命，至少從“革命性"的語言里尋找社會 文化革命的開端，那麼，

很可能會對“語言"的重要性有更加深刻的認識.由此來君二十世紀初的中

國的文學革命運動，對于當時的胡適等人從“白話文"切入中闊的“現代化"

運動，顯然有重新解讀和評估的必要了 6)

一、現代性:理解“現實"的過程

在論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發起的“語言革命"一亦即“白話文"運動

之前，我想首先簡略目顧一下中國自近代以來的“文化論述"主要特徵，

因為這些特徵似乎正反映出當時中國的知識者關于自己民族的歷史和關

于現實的理解，這種理解恰恰構成了他們的“現代性"概念的內涵.他們的

“文化論述" 證明了“現代性"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 而是他們理解“現

實"的過程.

清代嘉慶以後一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 出現了龔自珍、魏源、林

則徐、姚瑩、包世臣、張際亮等人為代表的“經世"派學者，他們不再熱衷

于空疏的理學和繁潰的考證，轉而研求有利于治國經邦的農政、刑名、

j曹運、鹽法、輿地.邊疆、戰守等“質學"在他們的影響下，土林中興起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 New York: Com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其中第一種著作有中譯木，見吳松江，

張文定譯的〈文化與社會}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6) 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評價“白話文"迎動， 只注重其“ T其性"或“形式"的革新意

義，沒有注意到當時胡迪等人在論誰“白話文"的合坤一性所J采取的敘述策略，自rJ倡

導“白話文"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理解的“現代性"以及從洋務運動、維新迪勁

到五四IJ年期“現代性"概念內涵的變化和發展.



后li-JJff命H明~f \，;'I，j 111 

了一股講求“經世致用"研求“實學"要求變革的新思潮和新學風.這種學

風直接影響後來的洋務派知識分子.“經世派"和“洋務派"知識分子與宋明

理學長期調養 7寸的專講空疏的心性之學、不務實際的士人的不同之處.

就在于他們開始接觸了“西學，\經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魏源在〈海圓圓志〉

(1842年初刻)中有主iJ了西方蒸汽機的威力:“今西方各國，最奇巧有益之

事，乃是火蒸水汽，舟車所動之機關，其勢若大風無可擋也"他同時也感

到了西方的威脅， 因而提出了“自n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 7) 強大的西方

的存在，破除了傳統的“華夷"偏見，讓中國士人可以用更加現實的態度來

反省中國的處境.鄭觀應 @rJ 明確地說﹒“若我中國，自謂居地球立中，余概

為夷狄，向來畫~~童自守，不寧遠圓 .... .夫地球固體，白無東西， (可有中

進?同居覆載;三中，吳必自分夷夏?"8) 這些近代知識分子已經從故

泊、經濟、軍事、教育各個方面來考察現代的西方之所以富強的原因，

譬如情桂芬0809 ~ 1874)通過閱讀西學書籍， 開闊了眼界， 胡話了“採西

學"、“制洋器"的新思想 他在戚盟末年就j走出要研究“彼何以小而強，我

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他曾稱贊西方社會“君民木PI音"感覺到

了其政治制度的優越性 9) 而鄭觀應、薛福成等人進一步觀察到歐洲各國

富強的原因在于“工胡同先"“工商諂務之振興"以及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

優越 10) 1877年(光緒三年)和11881年(光緒七年)隨便歐洲的張德貨和徐建

寅分別在英國和德國旁聽了議院會議 在日記中記下了對西方議院的觀

感.鄭觀fff!-更專門撰文介紹了西方的議院制度，認為“泰西故事舉國J8比如"

所以能“通上下之情"這種“體察民惰，博採眾議"的方法是優于中國的“良

7) 'Iiè\f引 I'I ，FI 紀蒜、 18UY: 凱 i 祠的 ('lll明現代化史〉前一巷，把59月，北京三聯悍的

1995:jl~5月初版.

8) 鄭l凹陷 Oh計﹒渝公11;)， (鄭l'{j[l!~f1J~) I'， JI日，把67丘， 'ILè\f ij I n (rll閻明代化世〉
前向巷， |IUL，把72H.

9) 的中!芬(校分MiJ/L ，:~ . ~I JiJi不 2日儀) .峙1) 11" 卡拉是ij {先覺有的悲劇} ~S 巾，

ZJ77i℃ jtJHJjH本 ll lli反而1J9931 r5JJ 何~ )~N: 

10) 參 t~手拉荊Ji-\' fF ， lùJ 1:，站7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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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1]) 雖然這時候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所謂“現代性"概念， 但這些近

代知識分子關于西方的認識，以及他們“前夷之長技以制夷"佑法自強的

原則，已經將他們的“文化論述"明頭區別于古具的文化前述.其中最重要

的待價.就是把西方封μ現代性"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參照系統，耳而西方的

歷史和現實.也同樣作為一種有力的佐誼，木斷加強看誰說的確定性，不

斷作為一種不容置疑的現代化力量

然而被當作國家言:宜之標本的西方各臣， 其政治、經濟、教育等制

度即使高明， fc都無法被當時封建王朝各利益階厝所採約，處于政治的違

法的洋務派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是戶務派官僚的幕憬)試圖以此訴諸當時的三

權，來推行改革的路線.當然更注定了失敗的命運.繼洋務派之後的維新

派知識分于的文化論述， 基本二採取7他們的先驅者的策時. 不同的是，

184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段的悲劇p 刺激了維新派知識分于更深入地思

考西方文化對中圍的傳統故治與文化結構的撞擊‘在康有73給光緒皇帝

的數次上書和委折中，說乎涉及到全宙變革清故府內政外交的所有方法，

包括下誼求言、闢館顧問、開府關士、建築鐵路、開設礦學及務農、

蔥商、勸工、教民等各種辦法 11康有為用以抵抗西方文化的?仍然是隕

舊偏狹的傳統觀念.他把建立“于J教"當作與“保國"一樣重要的致治獵施，

試圖通過重新解釋“春秋公羊傳"來ft古旦失制.在他的思想中，還是把中國

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區分開來認為如果中國的物質文明也像西方那

樣發達自古話，那膺，就可以把孔于的思想著及到全世界了.“全地球四訓1，

除芷'(;"~有孔于與佛、百外?余皆為耶所棋矣，使吾國器藝早精，舟車拉馳

于域外，貝Ij使歐、墨、戶、奧早從孔學可也，日民淺妄，豈能話之哉， "12) 

中華文化的優直感和團暫的日益衰弱，生怕無法平心靜氣理解偉基督教

那樣的精神文化.梁啟超的“新學"也同樣融合著中西學說.他說:“我們當

11)那觀IE- 〈易吉﹒論述政〉、 〈車;申l應某〉』二 JI日，第103}:':(

12) (康有為突駒) ，第232~234頁 '1耳目 1 自〈中間現代化史〉第→谷，第130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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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認為.中國自漢以後的學問全要不得的，外來的學問都是好的-既然漢

以後要不得!所以專請各控的正文和周秦諸于.既然外區學社都好，圳是

不懂外頭話，不能讀外國書，只好拿幾部教會的譯書當寶貝，再加上在們

主觀拍理想，我們所標騁的‘新學\就是這三種原素混合揖成六13) 梁啟超

新學里的西學 I]X:份比重較犬-變法失敗以j兌 /tt~ 關于“民王 7\ “ E 由"、

“革命"、“破壞"的論述可以封閉了以后自治主義論述的先河-的認為國民

只有自覺維護自己的權力國權、民權才可以完整1 不受侵犯，[1而~)，法

蘭西作為例子來激勵人民:“甘法蘭古之民， 自放棄其自由，于是國王侵

之，貴族侵之，教徒侵之，當「八世紀之末罪悔不復措天日 法人一旦自

悟其罪，自悔其罪，大 lii 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權完全無缺jLIE文今日，誰能

i主侵之者'ì"14) 他提出的“新民"和“啟蒙..39課題也是了日後文學革命的先聲.

經世派、洋指派和%1新派， ~rj 然已經接觸到西方思想、但他們的共同

特點，還是延禎了傳統士人叫:圓倍功“主榷"來實施改革計割酌道路-到了

卡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新的自由派布激進派出現按1 文化論述才開

始擺脫那種自信要依附主權而不得不額得“公允"j~姿態.表現出徹底拋棄

舊文化，室設新文化的堅決態度 在這方面，阪獨秀早胡的論述，堪為代

表-他在 iiii了|有正人 liEi丘tt文~，月〉中認為“古代文明，語其大耍，不外宗教

以士或泣，法草以在|IUR子首，文學以揖jjIrP戚，此;有國所同 ill";而近代文明則

分呵，東西洋兩種文有東J主文明J、印度、中國為代表但這兩種文明5': :R~ 

V丘世"直l車二未能院離古代文明的“東凹" ~此是“古之i量也"真正可

~:J. ff且得上“近世文明"的可是“歐羅主人之所獨有"這就是西洋文明，它發

源于法國，移植于是間，“風靡亞細頁，\陳獨秀把近世文明(西洋文明)概括

為三個特徵 一、人權說;二、生物進化論;三、社會主義 15) 這是較早

13) 決件品! 〈iUK從fTUE ﹒ {ikiukf主 JlfL》之|JLlAVL|(|;) ， h72221γt

l4)iznj泣， 〈 qLfhE也jyiQE ﹒閻峙。l 之lclt〉， 21)97月 [ :海人lUHlktl1984可以自

l5J UULi hlji|三河L ，ι〉 , 注~l:WtLl 目'1， 1915q 叫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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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論述中的關于西方“現代性"的概括.陳獨秀對待西單的態度，態度

也及其鮮明.他說:“吾人之于學術，只當論其是不是，才可當論其古不吉，

只當論其粹不坪， 不當論其國不國. 以其無中外古今之別也. 中國學術，

陸于晚周，差比歐羅巴古之希臘.所不同者，歐羅巴之學術，自希臘迄今，

日近不已;近數百年，百科朋典，益非古人所能夢見;中國之學術，則自

曉周而後， 日就表落耳"他認為，倘論學術，必守三戒:一是“勿尊聖"

二是“勿尊古"三是“勿尊臣" 16) 堅決否定了巳經遠遠落在西方後面的中

團舊文化.

綜上所述、從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初期的“文化論述"經過了經

世1辰一洋務j辰一維新派 自由派 激進派這樣一些不同的階段.他們首

先沿著傳統土人的“經世致用"的“實學"道路，走向“自而夷之長主J;J制夷"

估法自強，又是兩洋務泣的“中體耳用"的誼和論，然後變為自由主義的

“全盤西化"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作為“楊樣"的西芳資

本主義的雙病的暴露和作為新的社會形式的蘇開社會主義的誕生?才使

得自由主義的論述漸漸被“社會主義"的論述所動搖.他們從反省牛圍積弱

的原因，到尋找出路，也經過了不同的階段:從工具性的反省、到思想性

的反省、到制度性的反省而這些皮書背後的共同點顯然是“認同"的危

機.對古典中國及其文化的認同危機.他們已經潛意識或有意地把強大的

西方諸國文化、政治經濟等作為一種新的強有力的參照系統，來理解自

己的現實、自己的“現代性"因而被當作榜樣的西方文化的盛衰，會直接

影響到知識者肘最終的μ文f化~"選擇甚至

怪的事情了.

16) 陳獨秀(隨感錄(一力，原*;1: (新青年〉第4卷第4號， 191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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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白話文:走向“現代"的“啟蒙"工具

我們在討論七述幾個群體的知識者關于十九世紀以來的中國現實的

理解峙，特加強話了他們叮文化論述所包含的西方話語，這是這些文化論

述區別于中國古典的文化論述的主要特徵-而正是那些西方話語，旺構成

了位f門關于自一方立“現代性刊的理解 也構改了他們關于自己的時代、現實

的理解.那麼，這些文化論述FJf訴諸的對象是在日尼?洋務派、維新派訴諸

皇權， 試圖借助皇權來變革， 結果是悲劇; 自 Etui 激進派要訴諸可道，

同時在與當時的保守主義論戰中耗費了不少精力-他們所 1宣布的表現工

具一文言文 使得這些討論局限于知識界或讀書界，而且億萬民眾相脫

離 V了譚"的民眾與先覺的“精英，立悶，橫巨著白古老的“文言"築成的

“培"這個問題，早已姨一些i幸好京人物所認識到了 f7ú虹梁啟超在 G晶

湖南應辦主事〉中說"是故權立與智，相唱者也，包立欲JV民權，必以塞

民智為第一義，今日欲{向民權，必以版民智為第一義"他較早提倡芳唔，

提出“野史"觀念，提倡“開民智"、“開女智，\“開~~申智"“間，立，智"首設時

苦學堂，通通變革教學內容，來啟發史智，“先須J証其識見~.皮其詔思，但

與主友 i友講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圍以何1強，以何而弱，足以何而智，以

何而J事，令其恍然于中國種種舊習之必不可以立國"“欲典民權，宜先典

神權，技興神權，宜以學會為之起點 "17) 戊戌變法另一個領袖人物王照

(直隸寧i可縣人.死于1933年)亦說:“余今奉告當j董老:富強治理，在幸存精

其業各擴其職各知其分之齊氓，不在少數之英雋也.軒廷所應注意而急圓

者宜在此也茫茫九州，芸芸宮兆，呼之不省，喚立不應，勸導禁令毫無把

握，而乃舞文弄墨，龔空論以飾高名，心目中不見細民，妄冀富強之效出

于策略之轉移焉，苟不當其任，不至其時，不知其f有三窮也!"(〈官話合聲

17) ~~.~引 i j I7| 紀霖、政注凱!J{，j'向 ('1 '閻現代化史〉出一告 1技X)~ 1949，兒:135ßL
J 七」;1三 11而 IJf!lij19訣別 5月 H '1: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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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原序? )18) 他認為.“今日欲放中國，尹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

非有易識之字不可，欲為易識之字 非用拼昔立法不可 "19) 為了喚醒民

眾，開啟民智1 傳播新思想和文化，只有普及教育一途，而要普及教育y 就

要做到J言文一致，便于老百姓讀書認字.為此"他創造了一種“官話字母"

共六十余母，用兩拼立法，“專排白話"因“語言必歸一致，\故主張用北京

話作標準-這是自話文運動的先驅-

胡適有兩篇回賄、“白話文"運動的文章:其一是寫于1933年 12月的

〈逼上梁山) ( <四十自述〉之一章) ; 其二是寫于1935年9月酌〈〈中國

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 ，這兩篇文章的重要性并不僅僅在于

他敘述了“文學革命"的歷史背景 更在于他把這場“革命"的過程(尤其是

彙定“白話文"正統地位的過程一展現為一個逐漸地理解現實的過程-而這

一過程p 也正是當時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試圖徹底擺悅耳清末以來經

世派、洋務派，維新;長等知識分于關于西方“現代性"乏理解的局限，重新

建構新的“現代性"的過程.

胡適在“導言"中分析“文學革命運動"發生的背景時，首先提到的是當

時的“古文"在四五十年間“掙扎"的草史.這種“掙扎"實際己表月亮了古文

無論在清理歷史，還是面對現實酌重大問題，都已無法再擔當促使牛國現

代化拘重任.但他何客觀地評價了在當時成為主要潮流的柯我跟古文在

回國散文發展史上的意義，認為桐城派做到了“文從字順"明白曉暢，這

是古文的進步， 因而其應用的範團比以往更為廣泛.當時流行的“時務策

詰"(政論)文字和翻譯的外國學術著作、小說1 都是從t間棋派古文入手.立日

馮佳芬的〈校分廬抗議〉、王師的報館文章、鄭觀店、部作舟、湯壽潛

詣家的“危言"以及後)區的譚桐同、梁啟超，章士主;、等人，都是從桐';$.派

古文入手的。嚴復的社會科學譯著和1汽車于觀:譯的小說，使用的都是桐域派

18) 轉引自 f切;直《〈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說;6~7瓦香港文學社

1962年3月復印版圖

19) 同上，只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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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文體.然而也正是在面對西學亟需介紹和普及J‘芸芸億兆"亟需

啟蒙、中國的整個體制 包括故怡的和文化的體制 亟需現代化這樣一

個日益復雜的新時代時3 古文已經顯得捉襟見Hc:-，刀不從心，雖然此時旦

有些人士在提倡音標文字運動.但沒有考慮到白話文的運用，但;至月1混在

專為文言注音上匠，還沒有達到後來社設玄同所主張的“廢除漢字"全部

代之以羅馬耕音的大膽揖棄傳統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白話文的提倡已

經是勢所必行了.

在分析白話文運動產生的原匡時，陳獨秀認為 “牛區近交產業發達，

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直立等苦在三7年

前提倡三封面文，只許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殼的崇論

宏議有誰肯聽?"20.l胡適同意他 i也後半部分的意見，認為“我們苦的高清司

代主張打倒古文，棋布自l 話文?只需一位?在11 '吏的彈:本就可以封報館捉拿人

了 但這全是故治的勢力，和‘產業發達 人們集中，倍(一 "21)不同意陳獨

秀的“經濟基酷決定論，\胡適認為，他的關于白話立的思想 h不是‘產業發

達人 fl 集中，產生出來的，是許多個別的， 118人傳記所獨有的原因合jii夾

烘逼出來的 從:青主任留美學生!能督處一位書記先生的一張傳單，到凱的志

向上一只小仿的打的，從進化論和實驗主義的哲學，到一個肛友的一首打

油詩; 從 ifl丁(Dar:te) 、封里 (Cbaucer)、馬丁路得 (Martin Lutbcr)諸人

的建立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國語文學，到我兒童時代訊:謂的水街傳西

游記紅樓夢: 這種種因于都是獨一的，個別的，他們合提來。邁出我‘文

學革命'的主張來.我想，如果獨秀背寫他的自傳.他的思想尋達自台因素也

必定有同樣的支萃， 也必定不是短濟史觀包括得了的心2) 陳獨秀而一到的

是白話文運動產生的必然性 而胡適更把它:有作許多偶然的因素區合起

20> 攸吉凶秀. < tfFLKZLL1
系﹒也~';tf [I I~~.tr'~i) 站尤忌， tJJA5jrL

21) ， 'iJ]i曲 〈〈 1 叫樹新文f" .l 大萍、﹒也沒FEI;ftTli〉泣 fi 〉 7 大系況一苔，立Sl6;<

22JI|1)]j忠心工j lc花 !ll〉可〈 lILiiJYJLJjI J人系﹒ :tflllull!llf川、》氾苦， LAl7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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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結果.但他承認其中有三 19j重要的因素是超越個人的的根本因素.

一、我們先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作品;二、我們從南到北，從東到

西‘有非常廣闊的官話區戚;三、我們終于打開了海禁，“和世界文化接

觸了?有了參考比較的資抖，尤其是歐圳近代國家的國語文學友單產主的

歷史?使我們明了我們自己的國語文化拍歷史，使我們放膽主張建立我們

自己的文學革命"切正是最後的一個因素，使得他增加了自信感.確實，

除了政治、文化環境這些外部條件外，胡適關于白話文的論述策略，也是

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一方面從中國文學史上取詮，另一方面又從西

方諸國之建立民族語言(國語)的事實敢證.他說:μ夫白話之文學，不足以

取富貴，不足以邀聲譽，不列于文學之‘正宗;而竿不能廢絕者，豈無故

耶。豈不以此為吾團文學趨勢，自然如此，故示可禁渴而日以昌大耶?愚

J、深信lbt理，故又以為今日之文學，當以白話文學為正宗 "24) 有意思的

是?明始倡導白話文的文幸，大首都用文言寫成，這表明 lbt8幸自由 1!互為了

“現民智"首先還得完成梁啟超所謂的“開紳智"、“開官智"的任務.由此

看來，陳獨秀和胡適對于自三的時代的認識，已經此他們的前輩前進了一

大步.而正是這種不丙晚惰的背景，才有可能白話文運動獲得成功，也正

是相對寬鬆的改治環境和文化環境才有可能容忍他們那種搬進的“全盤

西化"論

二十世紀初的“文學革命"以白話文發難一開始就具有了為中國現

代化運動作“啟蒙"重要任務.與維新變法時期的論述策略一樣!西方文化

及其發展吏，尤其是“文塾復興"運動和民族化運動，成為“啟蒙者"們整個

理論論述酌參照系統.這也是現代化運動的一種主要敘述策略，從陳獨

秀、胡適等知識分子的整個文化論述來看， 這個暐期與維新變法時期相

比，有兩個明顯的不同之處，其一是從堅持牛華古典文化的主體性，走向

23) 同 i主21.

24) t且也 〈時史的文學觀念論)， <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第一卷，第55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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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種古典文化的背棄和向西方近代文化認同的思想道路; 其二就是側

重于普及民主思想、喚醒民智的語言、文字的改革運動.

一、
“丙化"的眼皮:拼音化運動失敗的啟示

然而“由化"論者其實并沒能走得很遠.在討論白話文時，當時的知識

分子所持的大抵是“文化"的立場，或“世界主義"立場，是在這個“現代化"

的立場上來確立新的“民族文化"這一“ I~:界主義"文化立場，最典型的巷，

是廢除漢字和拼音化的主張，這是全盤西化論的一個組成部分.但這一討

論，最后去[J木了了立，可以清作中國接受“由化"的一種限度-當時直接討

論“文言一致"和拼音化的問題而日提出廢除漢字的文章，主要有錢玄同撰

寫的《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博斯年撰寫的《文言合一草議〉、 《漢語

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和胡適的〈建設文學革命論 國語的文學一文學

的國語〉等篇.詳細介紹他們的論點和論j豈不是本文的目的，我所感興趣

的，是這些論點論證背后的西方參照系和他們的觀點所以不為人們所接

受的原因.錢玄同認為:“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

末流，不便于識，不便T寫，論其字義，貝Ij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

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貝Ij新理新事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歷史，

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

不能適用于二十世紀之新時代"他特別強調“新理新事物，皆非吾族所問

25) 最早創jili 'I~ I~河拼音字母的人jill:是治海各省和Vlí rf' {W教 1:接觸iI之月1 的人1(1]:

廈門服EtfJ fr 〈切 iL似Tyi;) '1'創作的字舟，的:戊戌變法IIS !lJJ經 1I1 他 liíJ ~Ií); cr' ',' ~本
打迎動者15察院奏請航行天 f-; 此外而起fiti美荼錫9}( (仰的-快宇) )、民取得 111 [一

炳如( (拼的二字;當) )等人， 都是中間“于向8HV/'的先鋒. 關于 '1'間“拼出化"迎動

的介紹，詳兒黎錦~ (胡話注動小史〉、 I:jKT 〈小由此文ú) 、勞乃'Wl'J ('1三，;仍不11

< ~i立和IOall1月迪在“海 I芋，失!有 lrx的材料均來 1:1 泣起和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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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因而表現“新理新事物"的概念只應該用原文表示， 木應用漢字或拼

音來翻譯因此，他主張“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

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技玄之解決.而廢記載于L門學說及道教扶言

之i英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26) 錢立用提出的過渡性解決辦法是

使用“世界語"(Espranto)，而不是“羅馬拼音法"‘傅斯年認為“假使亞洋人

至今還用埃及巴比倫的象形文字，希臘羅馬的古語，斷斷乎不能有現代西

洋的文化"他認為漢字當鹿除，但漢語當保存.保存漢語的方法就是使用

“全不含混的拼音文字"而不是直接使用“羅馬字母"他說:“拼音文字可

以我們前國語的齊一，發達，推展，更可以幫助我們的區語完全脫離文言

的羈絆，成就一種純而不雜的，貫而不靡的國語.一言以蔽之，拼音文字

妨害舊文學的生命‘幫助新文學的完成.新文學和新文字互相依軒的地方

很多.西洋中世紀的時候，新文字的發生P 恰恰早日新文學同時，而且還是

一肚事情呢 "27)

白話文的奠定是文學革命的重要成果了它配合了中國現代化運動，尤

其成為這個運動的重要啟蒙工具人們可以接棄文言而改用白話，卸難以

接受廢除漢字酌主張 漢字立難以廢除?不只是技術上拘問題?看來也是

一種悠久而影響探遠的民族文化權力是否會喪失的問題. 胡適在〈中買

新文學大系》“導言"里有一段話談到了早期所提出的“拼音"化和廢除漢

字的激進主張被忽現以致流壺的原因.他說:“在文學革命的初期提出的

那些個別的問題之中，只有一個問題還沒有得著充分的注意，直沒有多大

的進展， 一那就是廢漢字改用音標文字的問題...…拼音文字只可以拼活

的白話，不能拼古文，在那個古文學權威沒有(拉克)毫動搖的時代，大家若

不起白話，更沒有何拼音文字的決心，所以音標文字的運動不會有成功酌

26) 錢玄同國 《中關今j妥之文字問題}， {中關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第一;巷，

第172.
27) 傅斯年{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 <:中國新立學大系﹒建設理論集〉

第→卷，第1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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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如果因為自話文學的奠定和古文學的權威的崩潰‘者標文字在那不

很遙遠的將來能夠替代了那方魂的漢字做中國四萬萬人的教育工具和文

學工具了，那才可以說是中國文學革命的更大收獲了 "28) 其實，這些“激

進"主張的流產，恰恰表明了中國文化和社會能夠接收“西化"主張的限度

1996年12月 7 日于朝鮮大學校

'28)民 fl935"i三日 )1 :~ 11 . 什 JI剖析之平大三名﹒垃泣)1(1，荒丘之》站 起. :m2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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