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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导致中国小说晚熟的内部原因是小说自身的文体特征发育迟缓 ,小说在其演进过程中与文学主流相

脱节 ,始终未能形成稳定、清晰的文体规范 ,从而影响了小说在整体上成为成熟的文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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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在中国文学中可谓特殊的种类——其萌芽

可追溯到先秦时期 ,足称早出 ,而迟至晚清仍是体制

不一 ,支脉横生 ,缺乏统一的文体标准 ,显然又是晚

熟。清末民初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甚至将小说

的不发达与国运的衰落相提并论。 20世纪二三十年

代 ,学者逐渐从学术的角度讨论这一文学现象 ,而较

为流行的结论则是将小说的晚熟与欠发达归之于绵

延千余年的传统的歧视小说的观念。
[1 ]
毫无疑问 ,歧

视小说的观念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中的确根深蒂固 ,

其阻碍中国小说发展的后果亦至为显著 ,但是 ,影响

古代小说历史正常演进的决非仅此单一因素 ,略作

考察 ,即可发现导致小说晚熟的主要原因其实隐藏

在小说内部。简言之 ,是中国小说自身的文体特征发

育迟缓限制了小说的发展 ,使之始终不能成为与诗、

文并列的文学样式。

小说在汉代已被视为著述的大类 ,然而 ,《汉

书·艺文志》所著录书目表明 ,当时的小说不仅多班

固所说的“依托”之作 ,而且种类庞杂 ,是末流子、史

及术士之作的集合体 ,既没有内容旨归上的一致性 ,

也无文体方面的别具一格。 因之班固所说的“小说

家” ,实为杂家之代称 ,而所谓“小说” ,其标志乃在于

其言琐碎、不成系统 ,只能称之为“丛残短语”。 历来

文人轻视小说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小说被列为著述

之日起 ,本身就以驳杂凌乱为基本特征 ,它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独立著述 ,而是不入流的各类杂著的混合

物。 战国而至秦汉 ,诸子蜂起 ,百家争鸣 ,思想活跃 ,

文化高涨 ,反映在学术上是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落实

在著述上是子、史之作的洋洋洒洒 ,竞相问世 ,说理、

议论、叙事之文发展迅猛 ,其间不成气候、不入主流

的旁支末流便以“小说”之名命之 ,这个名字本身正

好恰切地体现了这类著述的特点和品格。所以 ,早期

轻视小说的观念实与文体的歧视毫无关系 ,不过是

出于文人学者对末流杂著的自然反应而已。

两汉而至南北朝 ,被小说史家公认为中国小说

演进的重要阶段 ,当时问世的小说如《世说新语》、

《搜神记》等不仅的确堪称佳作 ,在作品取材种类上

亦有所开拓 ,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直至晚清犹存。

以文学欣赏的眼光看 ,《世说新语》所表现的“魏晋风

度”、“江表逸气” ,是可以与当时的诗、文佳作相表里

的 ,是浓缩时代风习的典范 ,但从文体演进的角度审

视 ,应该承认《世说新语》并非小说创作更新换代的

标志 ,其中的各篇 ,写作的手法未脱传统史官“记

言”、“纪事”的窠臼 ,篇章体例则大体是历来史书片

段的移植 ,是与史传文学血缘甚深的笔记小品。 《世

说新语》所记的“轶事”、“轶闻”及名言警句 ,在正统

史书中固然难得一见 ,然而其间的差异并非文体不

同所致 ,而是创作的美学趣味转移造成的。联系当时

中国文学总的历史演进背景 ,可以说这一时期不止

是文学创作的“自觉”的时代 ,也是文体意识迅速生

长、逐渐明朗的时代。曹丕、陆机、刘勰、钟嵘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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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著述 ,都鲜明地反映了文体意识的萌发高

涨 ,他们的文学批评是基于文各有体、体自不同基础

上进行的。文章有不同的功用 ,不同的功用分出不同

的体裁 ,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风格 ,构成了这一时期

文学批评的基本理念 ,由这一基本理念为中心 ,引出

了“文”、“笔”之争 ,诗、赋之辨 ,反过来也正是这些争

辩极大地促进了诗文创作的发展与演进。 在这一时

期确立的文体意识是左右后来中国文学演变的最重

要的因素之一 ,也是后世中国文学批评的出发点之

一。可是 ,文体意识在当时的小说创作中并没有引起

相应的反响 ,当时的小说创作显然缺乏文体上的自

觉。换言之 ,《世说新语》等小说的文学价值应该充分

肯定 ,而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作品没有在整体上给

中国小说创作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它们既没有脱离

史官文化和史传文学的影响 ,在写作手法与篇章结

构方面也没有质的创新。它们无疑是优秀的笔记小

说 ,然而优秀的笔记小说仍与一般的笔记杂著属于

同一类型的著述 ,充其量不过是此类著述中的佼佼

者 ,它们并不代表新的著述类型 ,更不标志新的文体

规范已经确立。正因为如此 ,后世模拟、仿效《世说新

语》、《搜神记》的作品甚多 ,却很少有堪与比肩的杰

作佳构——不是后世的作者才华衰退 ,而是因为他

们缺少同样的时代氛围 ,因而也就不能在模拟、仿效

之作中表达类似的风神气度 ,只能写出属于自己时

代的笔记杂著。唐代的刘知几曾在其《史通》中评述

前代笔记杂著类著述的得失 ,谓“历观自古作者著述

多矣 ,虽复门千户万 ,波委云集 ,而言皆琐碎 ,事必丛

残 ,故难借光尘于五传 ,并辉烈于三史。古人以比玉

屑满箧 ,良有旨哉。”
[ 2]
所谓“言皆琐碎 ,事必丛残” ,

就两汉至南北朝小说中的佳作而言显然不当 ,但作

为一种著书类别 ,则当时大部分小说作品确在这八

个字的牢笼之中。

唐代以前的小说发展在局部上是出色的 ,在整

体上则显然与当时文学演进的潮流相脱节 ,未能在

创造新的文体规范方面与诗文齐头并进 ,相形之下 ,

诗文尤其是诗歌在确立文体规范方面却有了长足的

进步。 正是这些长足进步为诗歌在唐代的繁盛高涨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诗的辉煌成就除了时代的因

素与诗人个人的天赋 ,诗歌文体规范的确立是至为

关键的条件。 由于诗文等主流文学样式均已有了自

己的文体规范 ,因之唐代以后的小说发展便出现了

新的特点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不再局限为单纯追随

子、史 ,在体例上亦逐渐超出笔记杂著、短制小文的

框架 ,而是同时也受到诗歌、辞赋、古文甚至骈文的

影响。后人所说的“唐传奇” ,就鲜明地体现了小说在

唐代演进的新趋势。 唐代的传奇小说也有相当部分

的作品延续笔记杂著的传统 ,但其中名篇佳构显然

已突破了笔记杂著的旧例 ,篇幅大大增加 ,从而故事

情节也随之容量激增 ,人物的命运与遭遇开始成为

小说结构的内在主干 ,作者不但叙事 ,间或亦写景、

言情、状物 ,创作中不但纪实 ,也包含了相当比例的

虚构想象。这些变化 ,突出地表现了唐传奇在小说创

作史上的飞跃 ,相对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而言 ,唐

传奇无疑更接近后世严格意义上的小说 ,所以现代

学者称道唐人是“自觉”作小说。不过 ,唐传奇创作并

没有出现类似唐诗那样的鼎盛局面。相反 ,接下来的

两宋传奇创作很快显示出向笔记杂著回归的趋势 ,

篇幅趋短 ,情节趋简 ,文字褪色。传奇小说在唐宋两

代所表现的潮起潮落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而重要

的一点就在于唐传奇仍未能完成确立小说文体规范

的历史使命。唐人自称传奇小说是“文备众体” ,从文

体的角度分析 ,这四个字可谓凝聚了唐传奇的特征。

唐传奇在文体上是驳杂的 ,既有史传文学的遗痕 ,也

有笔记杂著的成分 ;既有古文的因素 ,也混杂有骈文

的内涵 ,且诗词、谐谑、议论等等亦每每穿插其间。因

为“文备众体” ,传奇小说的确能够多方面地展示作

者的文学才华 ,为其扬名造势 ,为士子跻身仕途发挥

独特的作用 ,因而传奇小说又号称“温卷”。但也正因

为“文备众体”的性质 ,传奇小说也就没有形成清晰、

稳定的文体标准 ,不同的作者尽可根据自己的特长、

喜好进行写作 ,所以“文备众体”事实上意味着传奇

小说本身并无固定的文体规范 ,在师法其他文学样

式则有高度的自觉和积极性。 具体就某一部小说而

言 ,作者的喜好、特长也许发挥得恰到好处 ,包括诗

词、谐谑、议论都可以为小说增色 ,但从小说文体演

进上看 ,传奇小说并没有为小说成为一种独立的文

学样式提供充足的条件。 传奇小说的优秀作品并不

表示中国古代小说在这一时期文体已臻成熟 ,而是

作者个人的才华在一种特殊的体裁上获得了淋漓尽

致的表现。传奇小说代表了古代文言小说的最高成

就 ,同时也隐含了文言小说内在的缺陷。后来的明清

文言小说佳作 ,不少是传奇小说的后继 ,例如 ,《聊斋

志异》的文笔就有 “探源左、国 ,脱胎韩、柳 ,淹有众

长 ,不名一格”之誉。
[3 ]
以语言风格的丰富性和多样

化而言 ,应该说蒲松龄确为“才子之笔” ,其小说魅力

与此关系密切 ,然而通观《聊斋志异》 ,即可发现蒲松

龄的小说创作并不存在一个贯穿始终的文体规范

—— 《聊斋志异》中既有“繁衍”的传奇小说 ,也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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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观的以简单地“记轶事”、“述轶闻”为旨归的短

制小品 ,这类作品与传统文人所说的以“纪事实 ,探

物理 ,辨疑惑 ,示劝戒 ,采风俗 ,助谈笑”的笔记杂著

并无本质区别。
[4 ]
古代小说缺少确切的文体规范可

以使蒲松林这样才华出众的作者创作极富弹性 ,他

既能写出惊世之作 ,也留下了很少真正小说意味的

篇章。 《聊斋志异》作品成就的差异从根本上说是源

自古代小说文体上的不规范、不清晰、不确定。

文言小说的文体特征始终未能稳定 ,遂限制了

它的发展与成熟 ,从唐传奇到清代文言小说长达千

余年的时间里 ,其文体特征的发育极为迟缓 ;同样 ,

以浅近的文言或白话写成的通俗小说也存在类似的

问题。 从民间“说话”演变而来的这类小说文体相对

比较独立 ,其作者也较少受传统文体范式的拘束 ,他

们的想象力、对日常生活复杂场景的表现力都很值

得称道。时至今日 ,仍广受欢迎 ,拥有大量读者的主

要是这类小说。但是 ,中外学者都注意到它们中间的

真正的杰作为数有限 ,余者大多不堪卒读。
[5 ]
其背后

的原因也可从文体方面加以探讨。例如 ,绝大部分通

俗小说都在以散文叙事为主的文本中穿插、镶嵌了

比例不等的韵文 ,包括诗词、曲赋 ,有的是叙事前的

铺垫 ,有的是叙事中的议论 ,有的是刻意的总结 ,有

的则属于某些场面必然出现的套语 ,当然也有的是

小说人物故事相关联的部分。以现代小说标准来看 ,

只有最后一种情况是合理与和谐的 ,其他情况应该

说是余赘 ,删去以后一般不会影响故事情节的完整

性 ,甚而使叙事更加紧凑 ,文字风格更为自然。但是 ,

宋元时期的“说话人”与明清通俗小说的作者是有意

以韵文入小说 ,最初的目的是借韵文提高通俗小说

的文化品级 ,及向听众或读者证明自己在主流文化

方面的修养。久而久之 ,穿插韵文变成了通俗小说文

本的惯例 ,从而造成小说中的韵文部分大多陈旧无

味、老套平庸的通病。其实 ,以浅近的白话来叙事 ,不

仅贴近通俗小说的内容 ,也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

如果说宋元之际的早期通俗小说还不能完全胜任流

畅使用浅近白话叙事写景状物 ,那么 ,明清时期的章

回小说在这方面已经不存在任何问题 ,然而明清时

期章回小说中韵语的分量较之宋元之际的早期作品

丝毫不见减少 ,显然 ,韵语成分并非出自实际需要 ,

而是惯例的延续。这说明通俗小说的演进过程中同

样缺乏文体独立的自觉 ,满足于向各种既有文体的

挪用拼凑。个别的像《红楼梦》那样的作品能够使韵

文成为小说有机的组成部分 ,但即使如《水浒传》、

《西游记》、《金瓶梅》那样富于生活气息的作品 ,尽管

主要的叙事是用生机勃勃的白话 ,造就了一种区别

于传统叙事文学的新文体 ,但比例过大的韵语套话 ,

仍明显损害了小说的成就——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

无论是文言小说还是通俗小说 ,缺少独立的稳定的

文体规范 ,的确给中国小说的历史演进带来了深远

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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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ving of Ancient No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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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herent reason that Chinese novels appear late-maturing is tha t the li tera ry form of

novel i tself develops very slow ly, and during the time o f development o f Chinese novel , i t ev olv es wi thout

connecting wi th the mainst ream of Chinese litera ture, and wi thout fo rming a stable and clear stylistic crite-

rion from beginning to end, so as to hold up i t to become a ma turing li terary fo rm on the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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