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百餘年前，㆗國的文章多以文言㊢就，雖然白話文從唐宋之後作為書面語的㆒種不可忽視

的補充形式廣泛應用於小說、戲曲、語錄等㊢作領域，但沒㈲取得㈳會㆞位。㆓㈩世紀初的白

話文運動，作為現㈹㆗國的文體革命，致力於書面語的再造，這㆒運動的發起㆟是胡㊜，最高

成就體現為魯迅和周作㆟的白話㊢作，而影響最大者是毛澤東的文體。

國語運動和新文㈻運動事實㆖以新文字運動為起點和最終的目標。㆔位㆒體的新文化運動，

本質㆖是㆒種政治運動，現㈹民族國家的重建，是其最高㊪旨。語言運動和文㈻運動，乃是服

務於此㊪旨之工具。統㆒國語和言文㆒致，作為國語運動的兩大目標，在新文字之㆗才能夠完

全實現。而歷史表明，新文字從㈻理㆖講是反科㈻的，從政治㆖講，是分裂民族國家的，從文

化㆖講，是割斷歷史的，也是不可能實現的。漢語和漢字的關係幾千年來㈬乳交融，被漢字塑

造出來的漢語，無法以拼音㈹替，識字艱難，改成拼音文字容易普及教育乃是欺㆟之談。

傳承民族文化的歷史使命，並不低於現㈹民族國家的建立，為了所謂的國家利益要犧牲數

千年的文化傳統麼？錯誤的文化政策，源㉂歷史虛無主義的激進主張，意識形態的偏見。白話

文運動受其蠱惑，追求言文㆒致，向大眾語方向疾馳，㆒邊講文藝的民族形式，㆒邊積極宣導

廢除漢字、走拼音化道路。漢字的倉促簡化，文言教育的普遍不足，公民在接受過普通高等教

育後不具備閱讀典籍文獻的能力，使我們幾千年的文化傳統第㆒次面臨失傳的危險。文言的退

場，加深了傳統價值的崩解，而白話文的盛行，並不意味著新的知識和價值的成功建立。語言

文字㆖的變革，牽動著㈳會生活各種矛盾衝突，承載著百多年來㆗國㈳會現㈹化整體運動的方

方面面，同㆖㉃領袖㆘㉃百姓的每㆒位個㆟關係極為密切。

本書以百年來文言、白話之間的消長起伏為線索，通過對於清末文字改革運動、㈤㆕白話

文運動、大眾語運動、民族形式論爭等系列史實的清理，全面檢討書面語革新和文體建立㆖的

成敗得失，對於漢語書面語發展的重大問題，比如言文㆒致、漢語歐化、新舊白話、新詩舊詩、

標新立異等，㈲專章討論。本書以修辭思維的拓展、㊢作倫理的重建為旨歸，本書認為白話文

運動的危機，暴露了漢語㊢作和現㈹㆗國在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的巨大困境。

在作者看來，㆗國文化的異質性，集㆗體現於漢語和漢字的異質性㆖。這可能是我們接納

世界主義或西式普遍主義的最大難題，也是當今世界文化多元的真正表現。弘揚民族文化的前

提，是深入㆞掌握和精通㉂身的語言和文字，只㈲在此基礎㆖，才能對於民族文化的精華㈲所

繼承。由於白話文運動的巨大影響，我們㉃今還在接受不完整的漢語教育，報刊電視等各種媒

體的語言㈬準普遍較低，書面表達能力不足，缺少修辭意識，是這㆒語言教育的必然結果。假

如想改變現狀，㈲必要從反思白話文運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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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途跋涉後的歸真返璞》《摘花高處賭身輕》《不與時㆟論短長》等藝術評論。本書係

作者的第㆒部㈻術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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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  寅 

 

 

 

 

本書是對二十世紀白話文運動及其影響的一個全面反思，是對這一重大學

術課題的再度深入考察。我們都知道，對白話文運動的評價是與運動相伴而生

的一個老問題，一個世紀來論者之多，如過江之鯽。但篇幅如此龐大、視野如

此開闊的論著似乎尚未出現過。作者的觀點很清楚：白話文運動初衷是提倡白

話文，但結果卻導致文言文被廢棄。作者在今天為文言申冤，不是反對白話，

而是要重新確立文言在語文教育中的地位，彌補白話的不足，有益於白話的成

長。一句話，白話的發達、成熟、偉大，不必以文言的廢棄為前提。無論從哪

個角度看，這應該說是很理性的看法，是涉及民族語言發展方向的重要觀念。 

這些觀點在作者李春陽二零零九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即已表達。論文答辯

時，蒙劉夢溪先生錯愛，以同行專家評審相囑，實則我對新文化運動和語言學

夙無研究。但接到論文，閱讀之下深獲我心，覺得鬱積多年的骨鯁，都快然一

吐，不由得為之振奮。 

關於白話文運動的興起，近年的研究較以往已有較大突破，愈益注意到晚

清社會生活的變革及其影響，這對理解白話文運動的社會基礎無疑是很有幫助

的。但白話文運動的理論核心──言文一致的假說，是無論如何繞不過去的石

頭，本書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討論這一問題。就我所知，言文一致大概從來

就是個神話，在語言史上得不到證實，就是拼音文字也絕不等於言文一致。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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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 

題的關鍵還不在這裏，即便有過言文一致的情形，又能怎樣？ 

海納川《冷禪室詩話》載傅山與其子眉一劄云：「老人家是甚不待動，書是

兩三行，眵如膠矣。倒是那裏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漢都坐在板凳上，聽甚麼

飛龍鬧欄，消遣時光倒還使得。姚大哥說十九日請看唱，割肉二斤，燒餅煮茄，

僅足受用。不知真個請不請。若到跟前無動靜，便過紅土溝，吃兩碗大鍋粥也

好。」這是清代初年的家常書劄，一如父子對面，娓娓道來， 近口語，足見

當時口語已與今天相去不遠。如果這便是言文一致，又能說明什麼問題呢？白

話文運動的目標不是要記錄口語，而是要創造一種用口語寫作的文學。單純口

語的記錄，是不足以成為文學的。這原本是個常識，但在那一味思變的年代，

人們似乎忘忽了這一點，以為文言改作口語便是進步。三十年代官方刊發一則

何應欽的消息，指定題目為《何省長昨日去嶽麓山掃其母之墓》，第二天被報人

改作《何省長昨日去嶽麓山掃他媽的墓》！ 

如果說這不屬於文學的範圍，那麼民初陳景寔《觀塵因室詩話》還有一個

有趣的例子。陳氏舉杜甫《詠懷古蹟》「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

聯，說寫成新詩必作：「這一大些山頭和那些山澗溝子一齊都對荊門，路傍邊有

一個小村子裏頭有一位美貌的佳人。」白話倒是白話了，但能否被視為文學呢，

還要打個問號。當然，今天誰也不會將如此幼稚的白話視為文學語言變革的成

功。經過幾十年，現代漢語寫作早已度越童稚年代，具有相對成熟的品格。但

是，要確定白話文學的評價標準，判定其得失，恐怕還為時過早。正像現代性

是個未完成的過程，在一個時期被視為驚天動地的變革，隨著過程的推移，其

權重會逐漸變輕。語言也同樣如此，改革之初，難以預計未來的發展。相比當

今「新新人類」的火星語言，清末民初的文白之變，似乎又不算很大的詫異了。

然而無論如何，棄置數千年累積的語言藝術和文化傳統的沃土，徒手白戰，想

在貧瘠而日常的白話荒原上創闢一種偉大的新文學，肯定不能說是一種明智的

想法。 

不是沒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學衡》雜誌的簡章中有「體裁及辦法」一項，

出自吳宓手筆。其辭曰：「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餖飣，古

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

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學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

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故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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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3‧ 

這樣的態度，即便在今天看來，仍然可以說是睿智而不失自信的。文學不同於

日常說話，即與學術論文相比，它也是一種更講究修辭的雅言。漢語文學絕不

可能以放棄甚至犧牲漢語固有的優美形質為代價而獲得成功。哪怕這種盲目的

勇氣可能成為流行的症候，哪怕其幼稚的實驗成果可能風靡一時，但歷經時間

的淘汰，終究會在閃耀著漢語優美形質的古典作品面前黯然失色。 

一百多年前，阮元在《文言說》中寫道：「為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

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

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註 1﹞這通常被視為替

駢文辯護之辭，不知它實際上是近代社會來臨前夕，一種堅守漢語形質之美的

文學態度，也可以說是文學史上保守主義的前驅。余英時認為中國沒有保守主

義，因為沒有可以保和守的東西。他似乎未注意到晚近以來一部分文化人的想

法。 

事實上，面對白話文學的興起，也曾有人用另一種思路來設想文學的未

來。比如未被劃入學衡派而實為派中人的李審言，就對阮元的《文言說》「尤

所心醉」﹝註 2﹞，在「白話詩出，為大革命」的形勢下﹝註 3﹞，思量著要走出一

條能發揮漢語形質之美的路，並自信堅守阮元自命的「子派雜家」之學﹝註 4﹞，

據以為詩文，未嘗不能有所成就。他對古文辭偶儷傳統的張揚，實在是出於現

實中對傳統文學審美特質淪喪的恐懼。其保守主義的立場至今仍是值得我們尊

敬和反省的。然而，「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在那個時代，沒有

人會將李審言們的想法認真掂量一下，他們微弱聲音 終淹沒在白話文運動的

強勢洪流中。如今看來，白話文運動 根本的問題，不在於放棄文言本身，而

在於它同時斷絕了其他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反思白話文運動的得失，

確實是關涉現代文學、文化轉型與中國未來文學、文化發展方向的重大問題。 

當然，受語言學知識的局限，尤其是在計算機漢字處理技術發明之前，白

話文運動的鼓吹者和實踐者們對漢字和文言的悲觀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今天，

                                                 
﹝註 1﹞ 阮元《揅經室三集》卷二，中華書局 1993 年版，下冊第 605 頁。 

﹝註 2﹞ 李審言《與錢基博》其二，《李審言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下冊第 1050

頁。 

﹝註 3﹞ 李審言《與陳石遺》其一，《李審言文集》，下冊第 1041 頁。 

﹝註 4﹞ 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揅經室三集》卷二，下冊第 6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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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4‧ 

還有人出於語言的自卑，而導致董樂山說的「漢語的自我殖民地化」，那就肯定

與漢語教育的失誤有關了。從決定一種語言諸多基本特徵的音節數量說，漢語

在所有語言中居中等水平，學習難度大致也是中等，並不比學習許多語言更困

難。這一點當年文廷式與李提摩太辯論中文的繁簡問題，即已闡述得很明白： 

西人李提摩太，嘗謂中國文繁，余應之曰：中國文不繁。李提摩

太請其說，余告之曰：西人拼音，凡數萬音。而中國所用之音，

不過數千。此簡一也。西人字典不下十萬字，其常用之字亦將近

萬。而中國所有之字，除別體訛體外，不過一萬；所常用之字不

過四千。其簡二也。且數千之音，大半分以四聲，道之語言，則

平、上、去三音不甚分別，是音尤簡矣。各國語言凡襯字餘音皆

著之筆畫。中國則以數虛字形似之，而一切起音、收音概置不用，

此所以簡而足用也。問曰：然則中國學童每至七八年、十年，猶

有文理不通者，其故何歟？余曰：此求工求雅之過，非文字之咎

也。中國文法，大半沿之周、秦、漢者十七八，沿之唐、宋者十

二三。若近千年之名物則不登於文字，近五百年之語言則不書之

簡牘。是學者讀古書，通文理，其中已兼兩次翻譯之功，安得不

迂緩乎？且閭里之女子，鄉井之細民，但能閱戲文、看小說，不

一二年，便可親筆寫家信。若謂非十年不可，豈此等人之聰明轉

過於在塾肄業者乎？故但令識字能書之後，即改學化學、算學等

藝，度其用文字之功，雖至愚之人，三年，無不能操筆記事者矣。

以是言之，不必再造簡便文字也。﹝註 5﹞ 

若從數千年不斷的歷史和強大的構詞能力來說，則漢語毫無疑問是世界上 偉

大的語言之一。不僅擁有數量 豐富的詞彙，而且它強大的構詞能力足以消化

任何外來語，這只消看看漢語可以不用音譯法來吸收任何外來語就知道了。很

多語言都做不到這一點， 為我們熟悉的例子是日語。 

因為有了比較語言學，讓我們知道，漢語是世界上 簡潔的語言。聯合國

使用的文件，漢語本是 薄的，若用文言還會薄許多。當年黃季剛先生講課，

盛讚文言的簡潔，因胡適提倡白話文，便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家人

                                                 
﹝註 5﹞ 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中華書局 1993 年版，下冊第 8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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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5‧ 

電報必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需要十一個字。文言只需『妻喪速

歸』四字，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在白話文犧牲掉這種簡潔性後，我看到

日本店鋪「年中無休」的牌子，竟不覺有禮失求諸野的感慨，國內通常寫的是

「節假日照常營業」。 

讀完春陽這部書稿，覺得她許多想法都與我不謀而合。比如她說：「就掌

握白話、文言的一般情況而言，前者易而後者難，國家的教育政策當應先易

後難而循序漸進，決不可捨難就易而自甘淺陋。」我也認為，一個人要想學

好漢語，寫好語體文，首先必須學好古漢語。林琴南說「非讀破萬卷，不能

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確為至理名言。我甚至認為，中學語文課就可以

不教白話作品，只讀文言。白話自幼使用，到了中學就不用再學，自己閱讀

文學作品即可；而文言則需要花時間來學習，一旦學好，自然提升語文水平。

看港、臺電視節目，日常措辭明顯比大陸文雅。臺灣電子通訊產品的廣告會

說「無遠弗屆」，警察調查交通事故現場，面對電視鏡頭，會說「事主已往生」。

想想我們一般會怎麼說？ 

讀春陽還在修訂中的書稿，的確給我很多觸動，很多啟發。對一個涉學未

深的年輕學者來說，駕馭如此重大的課題，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膽識的，更需

要具備相當的學養、才能。我覺得春陽不僅表達了自己的想法，還表達得很有

力。第一章對《中國大百科全書》「白話文運動」詞條的逐句解讀和評點，便頗

見功力，澄清不少似是而非的不確論斷。眾所周知，《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纂

曾集合了各學術領域的專家，但受當時觀念和學術積纍的局限，論述中還是存

在不少問題。經春陽一番分疏，其失實和不嚴密之處一一暴露出來。第二章逐

個剖析白話文運動中的五位重要人物，讓我們看到周作人、廢名、李長之他們

對文言、白話與新文學關係的認識，其實都是很通達而妥帖的。隨後她又梳理

了現代白話文運動涉及的「大眾語」、「民族形式」、「整風」、「文革語言」、「幫

八股」、「言文一致」、「歐化」、「翻譯的白話」等一系列概念，並將這些時尚話

語背後的文化焦慮和意識形態背景作了詳盡的剖析。貫穿於其中的歷時性眼

光，不僅有文化批評的視野，也不乏歷史反思的深度。 

當然，我同時也感覺到，作者對白話文運動乃至文學語言變異的合理性，

似乎估計不足。文學本質上就是一種語言的遊戲，故而決不肯屈從於日常語言。

賈平凹的小說語言就是商洛方言嗎？不是，是商洛方言和《水滸傳》式的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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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的混雜體。網絡文學更充斥著改造日常語言習慣的縮略、錯位、雙關等各

種語言花招。這本是後現代寫作的一種常態，也是網絡掙脫意識形態束縛後的

自然反應，但春陽似乎出於對語言純潔性的理想，而明顯持否定態度。這或許

與個人趣味有很大的關係。她說魯迅、周作人而外，幾乎所有白話作家的創作，

都不能令她滿意。周作人我從來不喜歡，讀得很少，無法評論。但魯迅我還是

熟悉的，並不覺得魯迅的白話怎麼好，非但文白夾雜，還帶有濃厚的日語語法

痕跡（這也是當時留日文人的通病），現在看來仍是現代漢語初期較為幼稚的白

話。我的判斷也可能比較主觀，難得專家首肯。但文學評價原本與批評者的知

識背景有關，許多人稱讚金庸的語言好，文史知識淵博，而在我這個古典文學

研究者看來，金庸小說的語言有點粗糙，文史知識也一般，他真正的本領乃在

奇幻的想像力、駕馭複雜情節的魄力和刻畫人物的功力。 

這些問題都容有討論，但有一點似乎值得作者注意。我在閱讀中不時感覺

到，作者才氣橫溢，而且急於表達平時積纍的有關歷史人物和文化問題的許多

想法，寫著寫著就跟隨史料議論開去。胡適、魯迅等五位先賢，本來只須討論

他們與白話文運動的關係， 終都寫得近似作家論。這是作者需要斟酌的問題，

但在我們讀者，固不妨將這部著作當作中國二十世紀的語言文化史來讀。語言

原是文化 基本的載體，在語言中發生的一切都密切關係著我們的生活。這一

點，對經歷「史無前例」的語言洗禮的我輩來說，再容易理解不過。 

轉眄四年過去，春陽的書稿經反覆修訂，行將授梓，春陽遂囑我為新稿寫

個序。本來我既無能力評價她的研究，也不足為她的大作增重，既承重囑，祗

好聊陳管見以塞責，不想一氣寫了五千字，大概也是有感而發罷。春陽和讀者

們覺有不妥，自可一笑置之，不值得指正的。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於花蓮 



 
 
 
 

序 

 

‧序 7‧ 

讀李春陽白話文運動史話 
 

陳丹青 

 

 

 

 

一國之語言文字，其語文亡者，則其國亡，其語文存者，則其國存。

語言文字者，國界種界之鴻溝，而保國保種之金城湯池也。 

 

以上這番話，是晚清官員鄧實所說，文言句式，不難懂。逾百年後，中國沒有

亡，而且正在崛起；漢字迄未廢除，由繁體而簡體，仍在使用。中國的「語文」

則發生空前巨變：文言文早經廢棄，現代語文一律是白話文，能讀古文者，固

然有，但恐怕沒人再如鄧實輩這般思維而說話了。 

這樣的「中國語文」是怎樣一種語文？由這語文而言說的中國，是怎樣一

個中國？ 

語言亡失繼而亡國的古例，並非沒有。鄧實說這話，時在國難逼近之際，

朝野救國，議論滔滔，他獨取「語文」一節而發此危言，不知當初獲致怎樣的

應和。百年迄今，救國強國的無數實踐多半奏效，或在試圖奏效的路途，其中，

始于民初的白話文運動及其後果，則要比其他革命──國體、政治、經濟、科

技、文藝──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來得更為深刻、更為久長、更難評估。 

李春陽女士《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似在回應鄧實以上這番話。昔鄧實以五

十六字出之，本書逾六十萬字──前年、今年，我居然逐字通讀了兩遍，其中

布滿許許多多我所不知道的掌故與識見，更有我大欠明白的道理在。我願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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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序言感謝李春陽。 

白話文運動、文化激進主義、五四啟蒙的政治化、文言傳統的喪失……這些

詞語，我平時隨口說、隨手寫，自以為歷史的是非早已清曉。讀過這篇詳詳細細

的賬，這才知道我于白話文運動，及其今日白話文的種種來歷，根本不知道。 

零碎的例，太多了。譬如，白話刊物的初起，遠自清末，主事者大抵是

洋人傳教士，並非始于民國初年那場白話文運動；一九二○年，北洋政府教育

部即訓令全國初級小學改「國文」為「國語」，「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雖說

形同空令，究竟是官府的文告，並非一班書生鬧運動；白話文運動的目標是

「言文一致」，首倡者，想當然耳，胡適之、陳獨秀，其實有言在先的卻是晚

清的黃遵憲；而在魯迅提議年輕人「少讀，或不讀中國書」之前──至少早

了近半個世紀吧──吳汝綸就扔出更為決絕的話，說是除了一冊《古文辭類

纂》，中國的古書一概不必讀…… 

這等事情，我從來不知道。 

除了陳述白話文運動的原委，本書持續接引語言學觀點，與白話文運動

的史料時相穿插，層層揭示運動的內因、外因、遠因和近因。如古代開科取

士與文言文的關係，近世廢除科舉與白話文的關係，孫中山的立國「五權」

何以特設「考試權」，周作人為什麼以「十二分的誠意」提請給大學生排幾課

「八股文」，這些，我都不知道──當章太炎為漢語漢字嚴正辯護，同期，結

構主義語言學祖宗索緒爾在巴黎開課，章太炎也完全不知道──至于什麼是

漢語的「字本位」，什麼是印歐語系的「音本位」，什麼是漢語書寫的「意」

和「象」，什麼是八股文的「破題」與「束股」，什麼是「義理」、「考據」、「詞

章」，什麼是唐宋八大家，什麼是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我原本不知道，

略微知道的，也不甚了然，現在由作者領著一路讀下去，這才望見白話文運

動鬧起來，或故意、或無意，處處和語言學發生大錯位。當初，新舊文人對

文言文的辯護有理有據有遠見，從胡適陳獨秀魯迅那邊看過去，莫不是強詞

奪理的混賬話，如今遠隔是非，始得看清強詞奪理之輩，反倒是五四運動的

健將和大佬。 

李春陽是要來質疑啟蒙前輩麼？不是；是為清末舊黨抱屈麼？也不是。通

篇讀下來，李春陽的工作，就是方方面面一五一十告訴你：白話文運動的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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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後，哪些關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哪些人物當時說了什麼話，哪些文本針對

什麼問題，哪些問題被什麼緣故或支離、或利用、或完全掩蓋了……所有這一

切，據實說，我一概不知道。 

我樂意公布我的不知道。我亟願確信：當今若干文學教授、語言學家和歷

史學者，應該知道；眼下的密密麻麻的文科研究生，也該大約知道的：但以上

細故，僅僅關乎知識？白話文運動，只是語言專業的學術課題嗎？ 

我對本書的深度認同，大約以下幾點：一、材料的看法與用法，超越學術。

二、大規模犯難，難度可驚，勇氣尤為可驚。三、對傳統中國語文，耿耿摯愛

──沒有這份摯愛，僅著眼于史料與學術，不可能有這部書。 

先說第一點。 

本書成稿，歷時五年，初稿二○○九年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我初讀，即有感

于作者對中國語文的命途與是非，異常敏感，且于歷來研究白話文運動的文本，

顯然早經追究；而茲事體大，論者累累，倘非長期浸淫大量史料，反覆辨讀，

不可能是這等審慎而富野心：此是書寫論文 可寶貴的狀態。 

白話文運動的起止，大致是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按論文通

例，此一時期的重要材料均被收入，鮮有遺漏──包括部分啟動的所謂大眾語、

世界語、拉丁化新文字等等改革，及這一過程中的著名論爭──幾乎是運動史

料的一覽表。但這份一覽表僅占全篇史料十之二三：作者的史識遠過于此。就

我二度閱讀的記憶，不斷不斷使我開眼而此前無緣一見的文本，遠比民初白話

文運動的已知史料，更具歷時感與說服力。 

撮要說來，大幅擴增的材料是： 

一、官方文本。包括北洋政府、民國政府和新中國政府的明令、文告、社

論、專著、辭典、批判稿、會議文件、政策條款等等。 

二、一改相關研究歷來聚焦民國的舊例，一九四九年後涉及語言改革的大

事記，包括重要文獻、發布年份、執行機構，從事研究或制定語言政策的人物

等，多所記存。 

三、議論白話文問題的人物身份，大幅擴充，包括革命家、哲學家、史學

家、美學家、翻譯家、官員、詩人、書畫家、文藝評論家，甚至烈士遺屬、中

小學生、老百姓。至此，「白話文運動」的主角與焦距，易為「白話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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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家，及國家首腦對語言改革的強度介入、長期掌控，可能首次被納

入白話文運動研究，時段跨越七十多年，歷經延安時期、內戰時期、新中國成

立後、文革、後文革迄今。其中以毛澤東及中共高層的相關指示與宣傳，為

重要。 

五、白話文運動著名文本之外，百餘年來的大量白話文文本，包括晚清、

民國、共和國迄今的各種公文、作文、小說、詩歌、發言、辯論、通信、雜談、

俚語、方言、網民語言……總之，以往同類研究僅限于文字學、語言學與文學

創作的材料範圍，至此擴充到白話文被及的幾乎所有層面。 

至此，李春陽打通學科，串聯古今，將白話文運動被長期支離的歷時性與

影響面，完整還給了白話文，白話文運動的語言問題和歷史問題，終告合流；

白話文研究的方法、觀念，為之一變，白話文研究的歷史視野，為之大開，白

話文運動被一舉帶出五四語境──同時，也被全方位置入長期支配這一運動的

歷時情境──進入遠為龐大的領域。在被白話文全面覆蓋滲透的所有領域中，

白話文運動漫長遍在的後果（包括無法預估的前景），可能首次──至少，以此

前未便點破的要點──被置于權力的景觀。 

這是一篇不憚其繁，事事處處以材料組構敘述的論文。所有擴增的材料，

為白話文一案展開全新的證據，其說服力，即在揭示了中國現代政治與白話文

運動的關係。這一關係的公然呈示，終于在白話文史料與中國現代史之間，清

理出一整條錯綜複雜而清晰可辨的因果鏈。自白話文運動大面積失控到深度質

變的全過程，初告揭示：當年這場語言運動設置的種種話頭，日後，幾乎全部

坐實為不折不扣的政治命題──換言之，迴避政治，無以談論白話文運動。 

在已知的白話文運動研究中，「政治」，以及政治的歷史作用，照例被審慎

帶入，作為背景，作為曖昧的補充，和語言問題區隔處理，以安全的距離織入

理論性評述；但在本書中，每一份材料呈現為政治的，同時是語言的自供狀，

閱讀全篇的過程，即是語言如何作為政治、政治如何成為語言的呈示過程：以

遞進的，漸強的方式，李春陽使擴增的材料源源提供了一組又一組政治真相：

這些政治真相的每一部分，每一個面，體現為語言──就是語言。 

是故李春陽的材料不再只是材料，而是白話文運動政治性格的自行敘述。

經審慎調理後，各種文本的政治性或從語言表層凸顯，或使語言的真問題從政

治話語中被剝離，而後，同步植入本書的多聲部結構，甚至，成為主唱：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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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章節，由此清晰，並予確立。 

譬如，據材料的類別與類比，劃分專章（如「破除文言白話之執」、「漢

語歐化問題」、「新舊白話問題」等等）；追蹤材料的要義和疑點，焦距專題（如

「白話偏至論與兒童八股」、「現代翻譯問題對白話的影響」、「從張恨水到張

愛玲與趙樹理」、「魯迅與毛澤東文體的差別」等等）；利用材料的對立或關聯，

顯示異同（論及翻譯問題一節，《天演論》的嚴復文言版與後世的白話譯文，

兩相對照；論及「毛文體」一節，毛澤東二十六歲、三十三歲、五十多歲的

文言稿件和白話文，前後對照；文革後以文革語言批判文革的材料等等）。如

此，白話文與白話文運動，該運動與政治、歷史、語言學等等過于複雜、專

業或非專業的種種關係，被所有材料的語言性能，彼此照亮──此前，這種

語言性能未被發掘、未予彰顯──並躍出材料，與本書形成交相辨識、彼此

辯難的互文關係，所有材料于言事之際，同時便在說理。 

論文的材料部分，通常枯燥乏味，以我有限的閱讀，此前鮮少在論文中遭

遇如此富有活力的材料：在其他命題的論文中，本書與材料大致處于從屬關係，

在李春陽這裏，材料就是語言，作者的見解和材料中的見解，彼此出入，與本

書不相區隔。我不願說，這是一種敘述的策略──任何策略不免傾向選擇的偏

見──毋寧是紛繁的材料導引李春陽步步窺見白話文運動的驚人的輕率，在在

觸探政治和語言、語言和政治的雙重陷阱：經由大量史料的反方向跋涉，李春

陽詳細清理了白話文運動的斑斑後事，以一種並非意在理論的論辨方式，詳實

估算白話文影響的是非凶吉：理論不可能凌越語言，理論就是語言，是語言政

治之一。面對理論的語言和語言的理論，李春陽的警策與細察，近乎張愛玲發

掘人性瑣屑的文學敏感：材料，特別是語言改革的官方權威史料，處處給她看

出無所不在的似是而非，包括逾半世紀之久被置若罔聞的大錯大謬──如政治

和語言、語言和政治的同一性──論文開篇，李春陽即截取國家辭典關于白話

文運動的大段明文，從容拆卸，分段究詰。此後，本書與材料的關係難分難解，

形同語言和語言的辯論。 

然而白話文運動的政治性格，並非本書的要旨，而是期使語言問題歸位，

或者說，作者試圖揭示：白話文運動的語言問題為什麼始終無法歸位──其

間，語言問題的「正位」，于焉顯示：作為以上材料的遙遠對比，李春陽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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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引先秦至清末的中國文論，連同歐美語言學觀點，在擴增材料中穿插並置，

將白話文占據的現代史與前白話文運動的漫長語言史，縱向銜接，兼以西方

語言學理論的橫向比照，展開多維的縱深與對話──準確地說，將之交付語

言的對決──白話文運動的政治性格，以及，這場運動本應針對的問題，因

此獲致必要的分殊、有效的平衡。 

這時，良性的悖論出現了：我不敢判斷年青的作者是否古典語文的飽學之

士，而我無學，僅讀懂小半。但是，極度荒謬而親切地，在我不能懂得的古典

引文中，我從每一字句（包括不識不解的字詞）獲得漢語的歸屬感：一種不再

為我所屬的歸屬感。我不得不由此確認，自己是白話文運動的隔代子民。 

所有書稿期待辯難。對于本書，則今後的辯難者恐怕先要面對的是官方材

料與國家文本。換言之，僅就李春陽目前所能收攬歸置的新舊史料，這篇文論

即難以撼動。即便剔除文中全部觀點──如上述，其中逾半觀點已在材料與材

料的關係中自行呈示──我們（至少，就我而言）對白話文運動，對白話文的

認知，足以被這些材料有效地照亮、變更，以至顛覆。 

我所感到 為窘迫而富有興味的是──這興味，處處來自真相的豁然──

我從此不再信任白話文及其種種權威論述。但是，我屬于白話文，就是白話文。

我與本應歸屬的中國傳統語文（包括上溯宋代的舊白話）以及這份遺產所能蘊

藉的全部文化，早經中斷線索──除了簡體漢字，還有，喧嘩至今的現代白話

文──我相信，五四前輩奮然爭得的所謂白話文，根本不記得李春陽攤開的這

些舊材料，一如這場大獲全勝的語言革命，成功取消了古典漢語的漫長記憶：

到今天，中國語文只剩了白話文。 

現在可以理解本書的冒犯與危險：它針對今日人人使用的語言。當李春陽

決意走出學術，即越出了安全線──議論這份犯難，也很難。 

五四及今，九十二年過去了。從鴉片戰爭算起，文化轉型、國家轉型則過

去一百六十多年。其間多少大事，如所周知，在當今的學術語境中，一面，亟

待史料見光，重作評估；一面，做不得，太難做，便是做了，也做不深透，做

不開。若干曾經犯忌的題目，如北洋史研究、民國研究、抗戰研究，兩黨兩岸

關係研究，包括延安整風研究，反右運動研究，文革研究……早在做，正在做，

有人做。當援引資料、觸探問題時，學者們所能把握的政治尺度，主動囿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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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位于邊緣，求取大致的安全，可就學術的名義自我維護，並獲得維護。時

間的長距離已向當今學術研究展開逐漸可為的空間：要之，這類富含當代價值

的歷史研究畢竟是在處理過去的是非，多少享有學術的超然。 

唯獨追究白話文運動，無可超然──白話文運動，是歷史舊案，白話文不

是：涉及所有人、占據所有文本，白話文的書寫言說，自動處于歷時狀態，既

指向問題的起始與根源，也自動處于現在時。 

明面上，白話文運動研究無關政治禁區（雖然處處照見權力的淵藪），也不

是歷史與思想史（雖則在在觸動思想與歷史）；看內裏，則白話文再怎麼弄，漢

語還是漢語，漢字仍是漢字，是惟中國才有的語言和文字，有這語言文字，于

是中國叫做「中國」──李春陽的冒犯，是追究漢語便即牽動中國的一切。前

引清末鄧實的那段話，或可視為嚴重的警告：不論今人是否同意、是否明白，

無妨放下權力的傲慢──即，白話文一統天下的當然傲慢──冷靜想一想。五

四一代的激忿、焦慮，早經遠隔，如今再來想想前清士子的話（那些話，亦曾

被視為舊勢力的傲慢），可就完全不一樣了。 

民初的白話文運動，是本書的主線，但不是主旨。白話文運動的研究專著，

層層疊疊，今李春陽弄這數十萬言，攤一大堆材料，其實並非與學界辯難、對

學者說話：我是讀到後來，後來再細讀，這才看清書稿的這股清正與蠻勁，指

向所有人的精神處境，這處境，難有別種指歸，具體說，便是實實在在的語言

處境──猶如檢視細胞而非病的診斷，李春陽試圖清點而究詰的問題，涵蓋文

化與文明的基本單元，占有每一位言說的個體，直指今天。易言之，但凡歷史

研究因遠隔歷史而被天然賦予的安全感，被這份書稿撤除了。 

白話文運動之于傳統中國（亦即文言）的威脅，也早經撤除了：它的勝利，

被公認是新文化的奠定，其對應，猶如新中國的創建──當年運動的肇事者，

胡適、陳獨秀，即便不再是共和國名冊中的前世罪人，也被新修的國史唾棄很

久了──繁體字，豎排本，悉數移去港臺及海外，新中國不再有一份書刊承襲

完整如昔的漢語形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明令禁止任何出版物使用繁體字。今

天，所有再版的古文著作，嚴格說，不是原典，而是由簡體字排版、白話文譯

注的讀物，今之所謂國學教育，則形同外語教育。總之，當年白話文運動的仇

敵：萬惡的古文──出于半真實、半假想──從現代中國的語言譜系中，全面

鏟除了，一如抗戰、內戰、土改、文革……悉數成為歷史名詞。我們有理由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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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白話文運動竭力撲滅的舊勢力，白話文運動惡毒描述中國語文的噩夢般的

過去，統統消失了。 

是這樣嗎？是的，除了白話文。近百年來，可能沒有一份革命的覆蓋面、

有效性、滲透力──不論是災難抑或福祉──如白話文運動那樣，在中國形成

具體而微的歷時性後果，恒久生效，人人有份。爭戰、暴力、運動、鎮壓……

那些顛覆歷史的現代往事，固然改造社會，改造人，然其侵蝕毀壞（或曰除

舊布新）的深巨與久長，均難和語言革命相詰抗：現代白話文，一種被極度

人為所改變的語言，字字句句，反過來塑造人，置人的種種可能與不可能，

于言辭、書寫和思維之間，遍布國民教育的每一階段、每一層面、每一角落，

形同語言的水土與空氣。 

這是五四文化激進主義 富活力的一份遺產嗎？它超規模繁殖，無可計

量，你開口說話，下筆寫字，你就是影響與被影響的一環，證據是：你習焉不

察，同時，別無選擇。 

當今古典語文讀本及所謂「國學教育」，對白話文既不構成絲毫威脅，也無

能襄助：足以平衡語言生態、行使語言辨識的大統：中國古典語文（包括上溯

北宋的白話文），不復存在。現代白話文，自然而然，鑄成每一位使用者的日常

獨裁，並被獨裁：沒有監督，不受制約，無須檢測，自行關閉了語言的出入與

生機，如白話文運動詛咒攻擊的千年古文，停在超穩定形態，雖生猶死，然而

空前肆虐，如問題百出而運轉如儀的國家機器。 

在可見而難以預估的未來，現代白話文看不到語言及語言之外的任何出路

與挑戰──此書題曰《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事實是，現代白話文的真正危機，

是沒有危機。 

但在白話文運動時代，語言危機不但顯在，且因其顯在，而被過度醒覺、

肆意誇大了。迎對清末民初種種危亡意識，胡適一群新黨獨取語言文字的大

關節，相率造反；而魯迅試以「 黑 黑的毒誓」詛咒文言文，又是何其怨

懟──現在，百年後，卻有李春陽單獨一個，沒有契機，沒有同志，除了冷卻

遺散的歷史文本，不具任何可資借助的時勢，居然在白話文運動九十多年後，

放膽抖開運動的舊案，死命咬住，百般糾纏：她與胡適一樣，意在掀動當年文

化叛徒群相標舉的命題嗎？ 

我願貿然斷定：這份孤膽遠遠超乎五四前輩的集體勇敢。猶如觸動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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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案，李春陽在做一件不可能之事。 

百年前做同一件事，則非但可能，而且聚眾，標舉國家民族的大蠹，其

勢洶洶，彙通後續不止的其他革命與其他勢力，果然將兩千年以上的語言大

統，合力扳倒了──被這洪流無情玷污的名字，包括白話文運動的所有主事

者──白話文運動贏了，傳統漢語的降伏、衰竭而敗亡，是中國語文的新生，

抑或歷史終結？相比今日李春陽這篇孤零零的文論，胡適們當年實在有福了：

白話文運動曾經悍然招致無數舊黨與之辯難，辯難雙方，乃成全一場角色相當

而聲色齊全的大革命──百年後，漢語生態毀損殆盡，白話文勢力，經已強大

到不必稱之為勢力了。 

一九四九年迄今的白話文，不是學術問題，而是霸權問題，這霸權，猶

勝于五四一代攻擊的中國古文所曾占據者。當白話文運動展開之際、推進之

時，如魏晉、唐宋、明清文人之于時文的痛詆或反撥，有沒有呢？自一九一

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如有語絲派、論語派、學衡派，及梅光迪、胡先驌、周

作人、吳宓、廢名、李長之（更不必說章太炎、嚴復）等人，均在胡適派之

外，先後給出豐富的見解，魯迅之于古文的姿態，則呼來喚去，情狀奢侈而

複雜……一九四九年至八十年代末，白話文進入文化的昏厥期、凝固期，整

整四十年，白話文未聞一句拂逆之言；迄至九十年代，知識界略微醒覺，始

有若干學者有感于時文的荒敗，歷史的疑點，乃吶吶為文，有所辨析，是為

白話文運動半個世紀之後，稀散零星的質疑之聲。 

就李春陽的材料所提示，九十年代以來，內陸學界先後曾有鄭敏議論文學寫

作與母語問題、許明議論語言革命與意識形態關係、郜元寶檢視文學語言的古今

之別與精粗之別、陳方競延展張灝關于「承續和斷裂」的論說、陳平原追述嚴復、

王國維、章太炎在古語和新學間的貢獻、陳來揭示文白之爭與文化激進主義的淵

源……這些議論，或此或彼，點到白話文運動的若干疑點及局部遺患。 

此外，老一輩語言學家如呂叔湘、徐通鏘等，則以相對超然的立場，冷靜

研析白話文：前者的重要觀點是將現代漢語歸入近代漢語範疇，「近代漢語」，

係指唐五代以來書面漢語的連續體；後者，乃對應西方語言的「音本位」，整合

國內語言學前輩（包括趙元任、王力、陳望道、張志公、朱德熙、陳承澤）的

相關見解，平實申明漢語的「字本位」概念。 

較五四前後的言論空間與爭鳴維度，今日的學術言動雖難項背而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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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觀點畢竟是書稿史料中時段切近、猶富理性的部分。可嘆如今學界既是

有限的議論空間，也是有效的消音系統，以上議論雖無全般質疑白話文的意

思，然亦應者寥寥，刊行之初，略有小議，旋即歸于默然，便在圈內也難發

生響動──漫無邊際的白話文，當然，無動于衷：覆蓋一切而喪失生態，現代

白話文問題早經越出學術與文學，當代小說、詩歌、理論、學術，只是被白話

文全面統轄、深度支配的漢語文本之一小部分。 

是故文白之爭的餘緒、文學創作的語言、歷史人物的再評價、激進主義的

舊是非……不是本書的焦點。作者的視野與關切，是在現代中國的語文──亦

即白話文運動的總後果──所能涵蓋輻射的全息景觀。在這景觀中，李春陽的

大面積追究，既針對五四前輩與新中國語言革命，自亦囊括當代學者和她自己

在內的所有寫作及其語言──書稿題旨的所謂「危機」，非指五四那場運動，而

分明說得是今天，一如九十多年前的語言革命，指向歷代群儒、朝廷群臣和所

有讀書人。 

話無須說白，也說不下去。總之，一九一五年，有來自美國康奈爾大學中

國留學生的一篇短文《文學改良芻議》；二○○九年，有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

的一篇長文《白話文運動的危機》；易言之，一個瀕臨崩解的文言文的舊中國，

是白話文運動的總背景；一個日益富強的白話文的新中國，是本書的總背景─

─由時間此端遙看彼端，今李春陽的文化劣勢，無可對應，因而，無可同情。

有如強大的敵陣，當年，是文言文成全了白話文運動；現代白話文，則自我滅

絕了任何異端，它的敵方，它的病竈，它的致命的根源，是白話文自身。目下，

國中學術的權力網絡，準確地說，權力網絡中的所謂中國學術──其編織與肌

理，全部是白話文──會如九十六年前新黨舊黨群相虎視《文學改良芻議》那

般，正視本書麼？ 

此所以我願斗膽指明李春陽的這份勇敢：它不是吉訶德式的勇敢，而是萬

分真實之事。 

《周易》與先秦諸子的「修辭」，為後世建立了「文教」。直到五四

新文化運動前，這「修辭」與「文教」在當時整體文化語境中仍然

存在，也仍然有效──白話、文言不過是語體的差別，二者使用的

漢字，幾乎每一個同樣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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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引自書稿尾章《修辭思維與寫作倫理》。我不想依從今時的濫調，將這

份題旨說成全篇書稿的「關鍵詞」，但李春陽所以有此書，便在這末一章的矜矜

告白。其中若干段落，理致平正，語氣則慨然沈痛。以下摘錄的段落不為說理

──以為不值一駁者，想必勢眾；有誠意的讀者，自當閱讀全文──意在正視

李春陽摯愛漢語的耿耿之心，我深度認同本書的理由，不全在文論的理致，而

是這份摯愛。 

此下且看李春陽對漢字與白話文的關係，如何陳述： 

即便白話文運動為了新時代而蓄意造成文化斷裂，白話文所使用的

每一字依然是漢字，凝鑄于漢字的所有文化符碼和信息作用，不可

能在同一個字裏被支解、被排除。沒有漢字，我們無法說話作文，

每一漢字會自動堅守其意指及其界限，換言之，當白話文試圖重組

漢字，猶如車道脫軌，被錯置、或被濫用的一系列漢字（歐化，以

及外來的語法加劇了這種錯置和濫用）會拒絕執行清晰正確的文句

──不幸的是，無數白話文正以災難性的錯誤，書寫大量不堪卒讀

的文章，在表達、溝通、教育、傳播中留下無可估量的連鎖後果……

白話文意圖擺脫文言，或誤以為與文言了無干系，是一種語言的錯

覺，同時，成為一種充滿錯覺的語言。 

現代白話文乃是「充滿錯覺的語言」？好大膽的說話，但我無能反駁。倘若我

們多少讀過幾句古文，又指望以白話文寫出清通的文句，並被清通地閱讀，則

作者指稱當今市面上「大量不堪卒讀的文章」，便是一句平實的話──細想，則

萬分乖謬： 

今天，我們要拿漢語漢字的一字一句完全當漢語漢字對待，已很難

做到。絕大多數人既沒學過語法也不通外文，卻用「印歐語的眼光」

或一種莫名其妙的語言觀看待漢語，一邊使用漢語，一邊又不把漢

語當作漢語，這種現象每日每時在發生，我們不必出門，打開電視

看看聽聽，漢語就是這種狀況…… 

「一邊使用漢語，一邊又不把漢語當作漢語」，哪位當代白話文作者願意坦然承

認不尊敬漢語、不懂得修辭麼？ 

修辭思維絕不僅僅是文句詞章之事，所謂思想的重估、道德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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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究歸結為語言、歸結為修辭！《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

辭。」諸如文風、格調、觀念，甚至包括全球化、經濟危機，人權

狀況，個體權利意識，法治，政治制度等等命題，能否獲致精確而

豐富的闡述，在在取決于修辭思維，脫離修辭思維，什麼問題都難

免于空論與誤談……近來「普世價值」之類話語，惟修辭之善，可

得超越，因「普世」云云，原亦不過修辭而已。 

是的：「不過修辭而已」，這是致命的話──到了本章，李春陽取「修辭」發難，

對白話文運動，對當代白話文，開始凜然側視： 

或許白話文本身就是一個被無限放大的修辭，假設它的宏願是另立

文教──其實亦屬妄想──漢語的詞彙還是那些，漢字的絕大部分

是傳承字，簡化字不過是繁體字拙劣的替代品……新興白話文批判

文言文，急于宣布舊文化崩潰了，為白話之必然取代文言，預先設

置了意識形態神話……白話文運動的嚴重失誤，是使白話寫作與文

言和舊白話為敵，不肯植根于漢語的字詞和語源，久而久之，既喪

失修辭思維，也不知有修辭思維。出離漢語規律的白話文，唯委身

于政治。 

莫說「文教」──「文教」一詞，久已失落，今幾人識得、幾人在乎？──而

「委身于政治」的白話文（即「意識形態神話」），經此劫持而催眠、復由催

眠而發昏，乃大規模「出離漢語的規則」。這是白話文運動的正果嗎？這就是

今日的漢語和寫作：「既喪失修辭思維，也不知有修辭思維。」後一句，更為

可悲──以歷史的立場看待語言，曾為白話文運動所標舉；以語言的立場看待

歷史，即本書的要害：為等待這份語言的立場，九十多年過去了。 

「歷史」一詞，或也出于「修辭」吧：在五四以來的語境中，「歷史」其實

意指政治。不是麼？自來白話文的倡導者辯護者，撮其要，莫不出于歷史的大

立場：所有現代中國的大事件，包括白話文運動，從來被要求「歷史地看待」

──西語的說法，即以賽亞‧柏林痛詆的所謂「歷史必然性」──讀李春陽排

列的「正面材料」，當初白話文悍將的大道理，說來頭頭是道，萬般確當：歷史

到了危亡關頭，豈可死抱著萬無一用的古文！連當年舊黨為古文辯護，也多出

以歷史的名義──其間秉承理性者，則于歷史考量之外，一再返顧語言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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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昔時的章太炎、梅光迪及近時的徐通鏘輩。他們親歷歷史的脅迫，歷史再嚴

峻，國事再切迫，他們仍然試圖申說：語言終究是語言，語言從歷史中來，語

言就是歷史──這裏所說的「歷史」，則是「歷史」一詞的本意了。 

現在，李春陽試以語言的立場所針對者，既是白話文運動全盤否定的中國

語言史，也包括白話文運動裹挾其間的歷史──不論白話文如何、古文又如何，

漢語自身的歷史，理應置于其上。 

「白話、文言不過是語體的差別，二者使用的漢字，幾乎每一個同樣古老。」

換言之，白話文、文言文，都為做文章，都能做文章。李春陽苦苦提醒、反覆

舉證：清末的語言舊黨如林紓章太炎梁啟超，俱為思想的新黨，是中國第一代

傳播域外新學問、新觀念、新文學的革命家；而通行未久的白話文，照樣速速

演成語言的八股、文章的套路，喋喋不休，織成意識形態的大羅網，其負面，

尤甚于古文所曾被詆毀者。 

這便是語言的悖論──也是語言的能量： 

從一開始，白話文運動就與晚清傳統白話刻意區別，其實出于漢語

的自為性質，舊白話會自動跟進並融入新白話，因為漢字原本深具

調節功能，舊白話之脫胎于文言，即是古例。毛澤東文體由文言而

舊白話而新白話的如意轉換，也是一例。舊白話因遠離主流話語形

態而獲晚清文士如梁啟超等青睞，也是今日之所以出現非政治化語

言環境的內在原因。如果白話文試圖擺脫危機，第一步，就是放棄

文白劃分，把白話文納入漢語修辭的正途，以語言的整體立場看待

漢語、整合漢語。 

「晚清的白話傳統」，上溯北宋，淵源久長，民初一代不是不知道。刻意抹

殺文白的對立，已不是語言的立場。一九四九年後的所謂「語言的整體立場」

──倘若曾經有過這立場的話──則如前述，無非政治意圖，政治立場。其大

門面，或曰大修辭，即是歷史：時當清末民初，誰敢逆歷史而動？以歷史的名

義，五四運動及其後續革命所要中國捐棄的大代價，首推中國的語言。 

如今要來「放棄文白劃分」，可能嗎？文言沒有了，何來劃分。當初的理

由，視語言為工具，白話文易學易懂，自然用白話文。但語言僅僅是工具麼？ 

哲學、科學、政治、學術、教育、文學，字字句句離不開語言，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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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決于語言，但在哲學史、科學史、政治史、學術思想史、教育史

和文學史的研究中，語言的位置是次要的、曖昧的，仿佛這些研究

不使用、也可以不考量語言，然而每一領域的學術文本──知識系

統、理論闡述、概念的界定等等──自始至終形諸語言和文字，遍

布修辭的期待與介入。任何一篇科學的或者政治文論，其對錯高下，

難道僅僅事關科學學理或政治是非，難道無關乎語言，無關乎理知

被如何表達，如何呈現麼？ 

這等明白的道理，久已為各學科所摒棄而相忘──近年花樣百出的所謂「國學

熱」，迄無道及語言。今日的童子初讀國學原典，但凡識得字詞，朗聲一讀，道

理未必懂，已得修辭之善，領受語言的美感：「道可道、非常道」，是理，也是

語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為知」。是理，也是語言：不是這樣的語

言，何來國學。 

修辭之為修辭，必慎待語體，計較文體，孜孜于句式的營造，字詞

的錘煉，咬文嚼字，換取風格， 終落實為一種得體的、優美的、

有尊嚴的書面語……五四一代寫文章，白話正當創生途中，不論修

辭功夫如何，以他們的舊學底線，尚能在文白之間作出選擇和調理。

今時絕大多數寫家則惟餘白話一途。以如今的白話文而談論語體和

文體，進而追究修辭思維，不禁起荒涼之嘆。 

其實何必「語體」、「文體」，尋常交談，何嘗不涉修辭。此刻無端想起明人話本

的四句話，是西門慶、潘金蓮被假定初會于宋代的問答： 

不敢動問娘子青春。 

奴才虛度二十一載。 

小人痴長七歲。 

大人將天比地。 

這是白話還是文言文？是書面語還是口語？是俚語、大眾語還是國語？何必追

究。直到我記事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滬上裏巷、窮鄉僻壤，還常親耳聽得

長輩用了幾乎同樣的詞語和機鋒，一問一答、一去一來，知進退，守分寸，暗

示明說，閃爍語言的活潑與狡黠。在市井村野未被現代白話滲透的二十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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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文革」初年，這類日常話語仍未根絕：在南方，在我落戶的山鄉，目不

識丁的婦孺一開口，分明是前朝的舊白話：稱青年為「後生」、稱俊美為「標致」，

稱可憐為「作孽」…… 

語言文字兼具天然的保守性與活躍性，保守，是因一民族的語言必

與這民族的歷史同樣長久，不可率爾更動；活躍，是因語言永遠繁

忙，渴望被使用，人人用，時時用，無一事不用，又被不同的人以

不同的理由使用。當語言的保守性與活躍度被強行改變、強行抑制，

語言進入既被動又任意的狀態：它不再聰明，不再主動尋求語言的

機會，修辭變得多餘；它又被輕率地，有時幾乎是無羞恥地濫用，

無視語法，或者，夾雜太多外來的語法，不忍卒讀──這正是新白

話日益貧薄荒敗的根源。 

這段描述，準確而緊要。荒敗貧薄的寫作，不忍卒讀，粗暴乖張的說話，不忍

卒聽，而今時的寫家讀者、說者聽者，不覺有異。是的，「不再主動尋求語言的

機會」，語言必定失去知覺，「不再聰明」──更糟的是，自作聰明，「輕率地」、

「無羞恥地濫用」語言。對應《水滸》那對妖男魔女的初見，今時北大清華若

干教授私下與同行打照面，「語體」如何： 

你哪兒的？我的書讀過沒有？ 

這甚至難說是一句「問話」，聽來與今時任何門房、保安、信訪辦科員的說 

話，沒有兩樣。某位學者初來京城，飽受學界日常話語的侮辱性「洗禮」，向

我訴苦。但他怎樣表達自己的反感呢：「你不知道啊，都這麼說話，牛著呢，

一個個都很牛！」──「牛」，也是「活躍而繁忙」的語言之一例吧，而今忙

著活著的，是只剩偉大的白話與白話文： 

過去百年來，白話文運動成功地使今日絕大部分中國人不識文言，

也不會使用文言，識了白話，也未見得寫好白話。文言、白話，曾

經並存千年，主從尊卑，自然而然。文言依憑豐富的字形彌補字音

的相對貧乏，與此相應，中國人的認知經驗，目治重于耳治。歷史

演進，白話趨時，是情理中事，晚清白話文運動是此一趨勢的加速，

到了五四文化激進主義，整套意義系統驟然更替，白話文運動的震

蕩，至今猶在。白話的絕對優勢，已不可逆轉，文言作為漢語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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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與有效性，除了古文專業而外，幾蕩然無存。 

據李春陽告知，今日極少數專研古文的中青年學者，深藏古籍之內，不讀五四

文章，更不讀時文。但這不是語言的生態，而是白話文帝國的微型孤島，是古

文尚未死絕的微喘餘息，雖非「無存」，卻已「蕩然」，決不是活的語言場，猶

難滋生精美的語言，更未推出高明的寫家。 

白話文勝利了。今若干喜好文墨、追慕經典的青年書生，倒也試著寫那

麼幾句文白摻雜的詞語，全篇文言的短章，也未絕迹：前些年南京高考狀元

的「文言作文」即是盛傳一時、旋即忘卻的個例；而八零後記者的手機短信，

也常以連連「頓首」收句，引以為雅，雖「雅」得可憐，渾然不知其錯──

自宋及清，及民國，識文言而用白話，乃平常事，用得精彩而怡然，便是上

引潘金蓮西門慶的問答；今天，會用且用對文言者，即便心誠意正，也落得

一個奇怪的異類，不免做作之態、乖張之嫌。這類形迹可疑的語言「返祖」

現象，並不能視作語言的機會，半點無助于語言傳統的起死而回生，惟反證

一件事：白話文勝利了。 

自從革命以其粗暴性格闖入漢語，強求漢語，漢語從此失去斯文，

又在失去規範的同時，被剝奪自為的餘地……寫作倫理在一九四九

年之後的中國，幾乎不是問題：它消失了。多少以作家自居的人口

口聲聲要為社會承擔責任，卻對文字極端不負責任，下筆之輕率、

粗暴，趣味之粗鄙、平庸，從文字開始即取消了他所宣稱的價值。

難以想像，一個造成文字災難的人，如何造福于社會。顧彬說「中

國作家語言水平太低」，這話初聽荒唐，然而任何國家，作家都是

指那些善用語言，精通語言的人。倘若一國的作家而語言水平太

低，豈非惡夢。 

豈是漢語失去斯文，便是「斯文」一詞，也已失落，億萬人口行事說話而閃過

「斯文」一念者幾稀。域外文人如德國顧彬的批評，其實要算斯文的，記得此

言一出，本土文壇的愕然與驚怒，即大欠斯文，而回應此說的文章，我約略一

讀：何談修辭。 

「凡是成功的修辭，必定能夠適合內容複雜的題旨，內容複雜的情

境，極盡語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覺得無可移易，至少寫說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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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無可移易。」（語出陳望道《修辭學發凡》）此「無可移易」一

句，正是修辭學要害，修辭之所以是修辭，一如字詞之所以是字詞。

白話文的大病與通病，即不知一字一詞須得不可移易。 

其實當今漢語「不可移易」之辭，並非沒有，而且多得很，惟其「不可移

易」，而成大病久病，以至無望治愈的頑症──拿起報紙，打開電視：「各級領

導必須重視起來」、「進一步加強落實各項基本工作」等等等等，就都是──如

何移易？豈容移易？于是天天講、年年講，倏忽六十年過去，無可移易。清末

鄧實憂心忡忡在茲念茲的「中國語文」，如今便是這樣一種語文，誰敢說，這不

是「保國保種的金城湯池」？是故李春陽以下數語，也可句句反證今時的語文

和中國人： 

人的思考的密碼，乃是語言，語言，豈能離開字詞。知識系統、價

值系統，不但和言語密切相關，而且起于語言，體現為語言。 

是的：「各級領導」的話語，正是當今中國人的首要「知識系統」乃至「思考密

碼」？「進一步加強落實」云云，則是政權竭力守護的「價值系統」。這一切，

在在「起于語言，體現為語言」。固然，李春陽的意思，不是這意思： 

人的創造活動，俱皆歸因于如何使用言語，或者說，莫不以言語求

得理知，求得闡釋， 後，語言作為現象，行使觀察，也被觀察。

教育，意味著從無量的書面語獲得無數資源，豐富言說，擴大存在

的幅度、維度，以及，人性的深度。 

而當今白話文的「創造活動」是在求得權力，求得控制。控制既久，早已

塑成當代中國語文的「幅度」與「維度」，更兼受惠于「各級領導」年復一年的

「加強落實」，今遍中國的知識結構與思考模式，早經層層圈定，形成國人的另

一層「深度」，或曰「淺度」，年深月久，已如文言文和舊白話的幅度與維度，

塑造了那個消失的舊中國。 

白話文運動作為中國二十世紀 為龐大的修辭意圖──這意圖本身

早已實現為龐大的事實──既是知識建構，又以此建構新的權力。

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毛文體，確曾致力于新興知識的建構……這一時

期，毛話語的訴求之一是民主，與五四價值和共和理想相呼應……

一九四九年，新的權力結構終告達成，長于說理而擅于攻心的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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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一變而為權力話語，政令與批判成為毛文體的大規模修辭實

驗……權力話語猶如怪獸般脫胎于知識，實施知識的否定。「文革」，

乃是權力踐踏知識的狂歡…… 

讀解毛時代的毛文體，今已不算太難──雖說仍未解、仍待解──難的是下文

提及的語言現狀：這現狀，很難說是毛文體的「形變」或「泛化」，「加強落

實」之類，論文采，論修辭，論蠱惑力，遠不及毛文體，然其陳腐之狀、泛

濫之姿、流布之廣、統御之效，則為昔時的毛文體所遠不及。 

在今天的語言現實中，要麼是以知識制衡權力，要麼是持續毛文體

的形變與泛化，以權力掌控知識；前者是知識權力，後者是權力知

識，欲求知識與權力的良性互動，端看我們對二者的認知，以及，

能否將權力還給知識，將修辭還給語言。 

是的。今時中國的語文──不論何種類型的寫作，不論為何而寫、為誰而寫

──多麼需要新的修辭，然而沒有；多麼需要知識的權力，然而不能。知識

應有的權力，眾人得不到，于是無權無勢的人滿口權力語言；語言應有的修

辭，眾人不會，亦且不知，于是文理不通的文章勢成語言的泥漿。古文所曾

富有的修辭，隨古文的消失，消失了。梁啟超輩及五四一代寫手之于文白之

間的餘裕，今人更是休想──「喪失修辭思維，不知有修辭思維」的漢語，

于是「委身于政治」：這是當今漢語難以展望的未來，也是現代白話文進退失

據的語言現實。 

白話文運動可能要對我們至今幼稚的理解力──也即可悲的語言狀

態──負有責任。無所感應于西方文本的修辭手腕，其結果，只能

是輕信與盲從，同時，流于淺薄的認知。時下國內主流話語的昧于

修辭，大量體現為意識形態宣傳而遭遇心理抵制。昧于修辭者而被

認作知識分子，是當今社會的常態，一如貧薄蕪雜的白話文，早已

見怪不怪了。 

「輕信與盲從」對應「幼稚的理解力」；「社會的常態」對應「貧薄蕪雜的

白話文」。白話文運動曾經抱有偉大的責任感，如今的白話與白話文，承擔什麼

責任？怎樣承擔？靠什麼承擔？除了權力性格，莫說責任，白話文作為一種語

言、語體，可曾贏得當然的敬愛、起碼的護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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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多年前，白話文運動惡毒攻擊文言文，然昔時的文士便知古文總得革

除，語言不免革新，也還摯愛文言文、惜護文言文：那是歷史的遺贈，成熟的

語言，但知善用，古文便玉成書寫古文的人。魯迅痛詆古文，算得激越，偶或

弄幾段，文辭間難掩享受之狀；胡適儼然新派，老來讀古書、參古經，他已憬

悟，並且說出：白話文運動後來成了一場禍──今世，人人都說白話文，誰人

摯愛誰人敬、誰人知惜護？倘若愛敬惜護白話文，白話文便不會是今日的白話

文。 

人不愛自己的語言，語言便不肯施惠于使用語言的人。當代的書寫不再

聰敏，市面的言說漸失生機，莫說西門慶潘金蓮的潑辣而斯文，如今撞見個

會說話的人，已是稀有的福分，稍一辨聽，也不過黃段子或江湖語，惟較「加

強落實」之類，略有人間味。據說，古語舊說而有所沿用、仍然奏效者，眼

下流在中醫界、佛學界、書畫圈──雖佛界早經行政化，書畫圈更是分餅奪

利之地──文界、學界，敢說精通而愛敬白話文者，大約有誰？能有誰？寫

著白話文，不愛白話文，早已是文界的常態，讀到本書的觀點，倒會昂然起

身，為白話文辯護吧。我讀到書稿材料中那些為白話文嚴正辯護、慨然說項

的種種腔調，不禁想：很好，你主張白話文，你愛不愛白話文？你愛白話文，

你想必懂得、應該懂得，倒來說說白話文的好，怎樣的好法，文章寫來，又

該如何有招有式使用白話文── 

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

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彩，各極其造，字法也。篇

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煉之金。文之與詩，固異象同

則。 

各極「其度」、「其致」、「其造」，白話文怎麼說？「開闔奇正」、「百尺之錦」，

白話文又怎麼說？注而釋之，說得像了，好看好聽、可感可用麼？讀李春陽上

引王世貞《藝苑卮言》的段落，我竟起可笑可憐之嘆。我笑這腐儒的眉飛色舞

得意洋洋，讀來如聞夢囈：今白話文蟻民誰曉得這一套？誰吃這一套！我猶可

憐李春陽四顧時語的大荒涼，搬出這死滅的文言文，聊以為寄，據以辯難，其

說夢之感，尤甚于王世貞。 

古文喪失，不獨漢語的意義鏈斷失，語言的聲色，便即消褪，人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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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語言和文章的關係，隨之亡失。這關係不失，于是人對自己創造的

語言、語言對創造自己的人，彼此有愛，往來有靈犀。精彩的文白相間、上

好的白話文章，自有新的聲色，新的意義鏈，新的可能性，新的好辭章。可

是那樣一種新語言，好語言，惟在清末民初那一代，如梁任公的恣肆雄辯，

如周氏兄弟的潔淨而沈穩……彼時，白話文運動雖已鬧起來，文白固有的血

脈，尚且交融，文白間的往還，猶如姻親──事到如今，選來選去反覆讀，

近百年的好文章、好寫家，還是清末民初那些篇、那幾個人。此後半個多世

紀，失去愛敬的白話文降得住幾篇好文章？ 

此所以李春陽要來披頭散髮，成六十餘萬字，由白話文運動從頭說起吧。

其發難的勇氣，只因摯愛漢語：這大愛，表之于頑強的質詢，寫到本章，忽而

轉為近乎母性的，準確的說，對母親般的，那樣一種愛：不容褻瀆，義無反顧，

又如失母的孤雛，無可寄。此是稀奇之事，同時，極度嚴肅──怎樣才叫做愛

國？你愛這國家的什麼？倘若愛國而不知愛這國家的語言，愛國一說便是大欠

誠實的修辭，如泛濫無際的白話文，成一句空談，等同謊言。 

也巧，近日收到如下一份過時的網絡短訊： 

二○一○年六月七日，教育部前發言人王旭明在微博呼籲設立「語

文節」。他說，年年高考，先考語文，可見其重要。建議將每年這一

天定為語文節，每個中國人想想自己會寫文章會說話嗎？尤其當下

五種人該想，該以反思的形式過語文節：一是語文工作者包括教師

記者編輯等，二是各級各類官員，三是各級各類所謂發言人，四是

翻譯，五是為人父母者。我感覺這五類人中會語、會文者少！ 

卸任官員的「呼籲」，本不必認真，網友讀過，頃刻忘記。而急不擇言，慌不

擇路，竟給出這份藥方，也算中國當代語文抽樣之一吧：「語文工作者」，標

準四九年後的白話官腔；語文的重要居然因「年年高考，先考語文」，則對照

清末鄧實「語文文字關乎國之存亡」，簡直霄壤之別。稍可認真者，是所謂「五

類人」語文不行，如此，今遍中國的語文是何等語文？ 

九十二年前，北洋政府明令禁止文言文教學，尚有決斷與自信在，此後，

文言文果真到了末路──直到被白話文活活弄死──九十二年後，有政府教育

部前官員弄出這不倫不類的「語文節」動議，則白話文之途窮，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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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漢語的命運。一紙禁令，千年文言；「語文節」動議，百年白話文。

前者迫于國難，雖粗暴，尚有文化轉型的痛感在，後者徒託空言，迹近玩笑，

想要嚴肅，無從嚴肅起。以下李春陽的感喟，是屬懇切： 

白話取代文言，是極其複雜的精神、社會事件，深涵中國近代以來，

甚至千年以來的文化矛盾。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對決，改良和革

命的消長，啟蒙與救亡的衝突，保守與激進的起伏，全盤西化和保

存國粹的對立──單一角度、單一學科的析評，不足于解讀這一事

件的全部複雜性及其影響。 

這番話，確是議論白話文是非的大難。何止單一學科無以應對，單一國度的事

相，也須持論審慎：白話取代古文，非僅中國的語言官司。全球範圍現代化、

工業化、大眾化、商業化，語言興替的需求，語言變異之疾速，各國皆然。拉

丁文、古英語之在歐陸與英美，歷史典籍之在中亞、印度、日本，境遇類似。

亞洲地區，則各國國粹與西化、保守與激進、民粹主義和精英主義的種種語言

劇情，其性質、緣由，程度的輕重、後果的大小，各相類似，各存差異，要來

比較，怕要有另一篇大論。 

上百年前，文言文被虛擬的絕境尚能從白話文窺見廣大的出路，于是起語

言運動，今時，白話文若欲振作，靠什麼破局？向哪裏求生──在紐約，我長

期旁看各族裔移民如何與母國的傳統相周旋，久而久之，未曾見任一民族如中

國人這般，冥頑抱守民族主義，同時，怡然自安于文化的失據而無根，證之于

語言，則種種民族主義的叫囂，無有一句是民族的語言。 

原因無他：白話文，已是一種失憶的語言。這失憶，非指所謂國學──冷

落典籍，非惟中國，不懂古文，無關宏旨──要害是，當今荒敗不堪的語文課

只是識字，不再能稱之為語文教育：在絕大部分中國人、年輕人及未來一代代

「炎黃子孫」那裏，這樣一種失憶的白話文，是沒有未來的語言。 

但億萬人惟餘白話文，白話文不會死──三十多年來，國正當崛起，黨、

政府、公司企業、各行各業、各色人等，語言需求空前切迫，語言市場無可限

量。而經濟銳意前行，社會日夕變異，人心不復既往。明面上，惟體制事事掣

肘，步步滯後；向內看，則語文實與體制同病，在超速巨變的時勢與國勢間，

梗橫阻滯，呈大脫節而大錯位。更大的錯位是，億萬人已然適應了體制，在這

近乎鈣化的漫長過程中──因其漫長，事屬被迫抑或主動，已難分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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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適應的另一巨大之事，無過于白話文：這一失去記憶的超級語言聯盟，經

久釀成億萬國民的集體人格，這集體人格的單面性、平面感、空心化，無可挽

回地趨向語言的枯竭，因其枯竭而加劇語言的耗損。每一個中國人參與了這場

語言的災變式狂歡：初起，緣自革命年代的白話文，終于，實現為蕓蕓眾口的

白話文。 

人受困于語言，並為語言所反制，若欲掙扎逃出，求助者，仍是語言：

反之亦然。毛澤東那代人所曾浸潤的漢語資源，大可調度，大可選擇。今我

黨拋棄了毛語言，自亦連帶失去漢語的一大資源，縱有話說，卻沒有語言，

遂循環咬嚼另一路陳腔、另一套濫調──此亦或可解作黨語言對毛語言的全

盤失憶──這語言的絕境，除了政治的形格勢禁，內裏──有誰想到過嗎──

其實是白話文運動的世紀報應。 

這不是語言的危機、語言的歧路，而是，實實在在的窮途。這窮途，如何對

應前路昭昭、大有餘地的國勢？媒體娛樂語言、商業廣告語言、學界文論語言、

世俗人情語言、網絡流行語言……看似喧騰，花樣百出，蓋同出于長期黨化的單

一白話文，為敷衍各各殊異的語言需求，惟支離挪騰，攪拌兌水，兌水而復攪拌，

使白話文語體腫大起泡、狀若汪洋而已。這樣的白話文，實在連「語體」也難成

立。即便零星異議的語言，無一例外，源自早經用濫而仍在濫用的白話文。 

五四一代，曾將古文與文言文罵得一文不值，百般不堪。今李春陽獨自給

白話文做此龐大的診視，通篇用的是政治正確的白話文──白話文可有迎對詛

咒的氣量？我不很相信本書書稿果然能夠全文發表，便是發表了，今群起捍衛

白話文的學術徒眾與權力陣容，可比清末的士子強大太多了。讀李春陽引述世

紀以來有關白話文的種種辯詞，在在剛愎而強橫，但我仍願領教，白話文的辯

士們還能吐納什麼新的大道理。 

沒有用的。當初清人為古文苦苦辯護，是為徒勞──百年前，更大的是

非，更大的命運，不肯停下來聽取文言的辯護──今天，福兮禍兮：白話文

不存在自守自辯的語境，因白話文的植被和疆域，遠遠甚于古文：失去記憶

的語言，勢必規則蕩然，無所謂自為自證，正因此，白話文空前頑健恣肆，

休想有別種語體給它挑釁、威脅，或予襄助而制衡。放眼看去，日益潰散而

同質的白話文，不具任何語言的層級、派別、質地、表徵──所有人只會說

白話文，但白話文不屬于任何人。它甚至不再是語言，而是無關尊嚴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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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級工具，全然交付權力，演繹為不同權勢的簡陋副本。 

本書的要義，即白話文運動是由語言的權力蛻變為權力語言的歷史。眼

下，如果白話文仍然形同政權，不容絲毫質詢，如果李春陽的觀點將被某一

方（這某方其實並不存在，除了白話文）指為一組錯謬，則必定不會來自語

言的說服力──即便假以學術還是別的什麼名義──而是，取決于言說它的

權勢。這類權勢大抵是臨時的，輪替的，但不必更換、也不可能的更換的工

具，是白話文。它保證權勢運行，卻無需保證語言的效能。語言的效能，在

白話文那裏早經去勢了。 

然而這篇文論難道不存有問題或錯失麼？或許有，但我不在乎。一如我

不在乎本篇序言涉嫌無知而偏激：我願高聲說：當年白話文運動的大問題、

大過失，何止百千倍──我們，包括「語文節」的動議人，倘若早經不安于

當今的語言困境（說是「困境」，仍屬客氣的修辭）──李春陽的功績就在告

訴我們：白話文運動究竟是怎樣一場革命，堂堂漢語，何以一至于此。 

後，我對本書的唯一意見，是嫌篇幅過于冗長──包括這份序──此即

白話文。古文與文言，不曾，也不必周旋于這等長篇的官司：時代到底不同了。

揭示歷史的「全部複雜性」，需要太多篇幅，太多篇幅，需要太多新的語言：漢

語的能量、幅度、詞語、文類，確乎因白話文運動而大大拓展了。新的漢語的

可能性（這可能性，其實大半來自百年以來的翻譯之功），空前豐富了漢語的言

說與寫作──是的，被改造、被豐富的現代漢語，可以被稱之為「白話文」，但

絕不僅僅歸因于五四前後啟動的白話文。白話文的歷史，遠及宋代，白話文的

能量，原本就是漢語的能量，漢語的千年檔案，從來保有完滿自適的語言邏輯，

只是料不到自己的命。 

白話文運動的初衷，是消滅古文，解放漢語；但白話文運動所囑望的語言

未來，是不是今天這種白話文──凡同情歷史而敏感語言的人，可能會抱著兩

種難以調和的心理：白話文運動是一場語言的災變，抑或救贖？今天，當我們

下筆開口，理應對白話文心存警惕，抑或，對當初白話文運動的興起，保留一

份有所保留的同情和敬意？ 

我因此贊同李春陽在完篇之際的二○○九年未曾定奪的副標題，即，獻給

五四運動一百周年。 

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二○一二年七月七日  寫在北京、霍州、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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