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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俗赋的传播方式大致有两种, 即口 头传播 和文字传 播。先秦 时期, 民间俗 赋以 口头 语言为 主要

媒介并辅以各种非语言因素进行传 播。文字应 用逐渐 普及和 印刷术 发明之 后, 文 字作为 主要传 播媒介 及其
书写、传抄、
印刷等手段的应用促进了 文人俗 赋的传 播。早期的 人类传 播基本 是一种 自发行 为, 大多是 小范
围的无序传播, 又缺乏保留影像 的技 术手段, 因 此民间 艺术 形式 的口头 传播 方式直 接造 成了 保存 信息 的困
难, 易于流失。民间俗赋在口耳相传的时代, 人们 对文字 的使用 尚处于 低级阶 段, 早 期的民 间俗 赋可能 只是
人们用以娱乐的/ 话语游戏0, 而民间俗赋的创作者和传播者( 韵诵表 演者) 大都来自 乡野, 所以不太 可能把自
己的口头话语付诸文字, 同时也缺乏保留 自己话 语成果 的意识。以 文字为 主要传 播方式 流传的 文人俗 赋文
本, 也由于各种历史因素难免流失的厄 运。文人俗 赋散佚 的原因 大致有三 点, 即正统 的、
主 流意 识形态 的排
斥; 统治者/ 焚书0 和战乱毁书; 皇权统治下的/ 文化清剿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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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发生, 传播是人
类共同生活的精神需要, 传播同时促进了人类生产
劳动的发展。/ 媒介0 是一种具体的信息载体, 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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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赋在先秦以口头传播为主, 即以口头语言为
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在口语传播阶段, 说者的传
播和听者的反馈都在直接交流中进行, 使传者与被

类用来传递和获得信息的工具, 如语言、文字等; 传

传者之间的思想、情感和信息的交流、
理解与补充都

播渠道主要指利用媒介的方式。语言作为传播的媒

比较直观。同时, 参与传播的各方还借助身体姿态、

介使人们的信息交流更加便捷, 但语言媒介并不是

面部表情、
语气声调等非语言因素来创造传播的氛

传播的唯一工具, 人们同时利用多种辅助手段, 即非

围, 增加传播的信息量。虽然会受时空制约, 但口语

语言媒介, 进行更为丰富的传播。具体到以/ 笔墨游

传播的实时传 播效果则是其他传播手 段无法比拟

戏0成就/

娱乐0旨归的俗赋 ¹

的传播, 亦有语言和非

语言两种传播介质。无论是民 间俗赋还是文 人俗

的。由于古代没有今天的影象保留技术, 所以我们
无法还原古代的民间说唱艺人、宫廷俳优表演的具

赋, 在传播过程中由/ 技术0层面和/ 意识0层面的原

体情景, 也无从知道他们 吟诵的俗赋的具 体内容。

因造成的流失都不可避免。

但我们根据大量出土的古代/ 说唱俑0形象可以略知

一、俗赋传播的渠道之一: 口头语言媒介
及其辅助手段

其一二。º
现已出土的说唱俑以汉代的居多。一般说唱俑
造型大都是身材短胖, 上身袒裸, 下身着裤蚨足。有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 在口头话语活动中, 人除了

的手臂佩镯, 一手执槌, 一手抱扁鼓, 面部表情生动,

用语言之外, 还通过声调、
表情、
姿态、
动作等/ 形象0

神态夸张、
诙谐。从形态上看, 这些说唱俑多是依侏

的符号来传达信息。这些信息可以补充和加强语言

儒俳优( 男性) 身形而塑造。由于俳优地位低下, 是

信息, 甚至可表达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内容, 从而使语

/ 倡乐可狎玩者0,

言信息的内涵更加丰富。

倡俳裸戏坐中, 以为乐0 ¼ 。而表演时又往往用鼓来

»

所以他们往往赤裸上身, 如/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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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诵、唱 韵 律, 如/ 引昌 邑 乐人, 击 鼓 歌吹 作 俳

演。这些表演者的舞姿、
杂技的动作仍然具有滑稽、

倡0 ½

戏谑的特点。此外, 后期出土的敦煌俗赋文本的吟

。

1957 年成都天回山出土的东汉说唱俑 最为典
型, 此俑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陶俑蹲坐在地面

诵表演特点也很突出, / 如果把-俗赋. 看作保存了古

上, 右腿扬起, 左臂下挟有一圆形扁鼓, 右手执鼓槌

老的韵诵传统的讲唱艺术体裁, 那么, 敦煌赋体作品
都是可以按其表演形式而称为-俗赋. 的0 ¾ 。也就

作敲击状。短胖身材, 头裹巾帻, 额前结花, 上身袒

是说韵诵俗赋是作为讲唱表演形式的一种而存在并

裸, 两肩高耸, 乳肌下垂, 大腹如鼓, 两臂穿戴有珠翠
饰品, 下身着大角长裤, 赤足。执桴的右手 高举齐

传播演变的, 并且在有俗赋文本流传的岁月里, 俗赋

眉, 左手挎抱扁鼓, 收胸凸肚, 右脚平抬, 左脚卷曲,

依然以口头吟诵的形式进行传播, 与文本的传播并
行不悖。也正是人们对俳优娱戏表演形式的热衷,

作戏笑表演态。人物面部的幽默表情被刻画得极为
生动传神, 额 皱数道, 两眼眯缝, 张口嬉笑, 恣意调

才使这种以口头语言媒介辅助以情态、动作表演的

谑, 手舞足蹈, 神采飞扬, 仿佛正进行到说唱表演中

元素娱乐着今天的人们 ) ) ) 相声、鼓书、快板、滑稽
小品( 包括哑剧) 、戏剧丑角等艺术表演形式中无不

的精彩之处, 艺人进入了/ 得意忘形0 的状态。另有

信息传播, 走过秦砖汉瓦, 穿越时空隧道, 以更新的

一尊比较罕见的汉代击锣说唱俑由私人收藏。也是
上身裸露, 体态微胖。头扎花结, 臂带玉箍, 身挎包

浸染着来自远古的气息。

囊, 左手持铜锣, 右手举锣棰, 左腿弯曲, 右腿席地于

关系, 它将分散的人聚集为群体, 进行情感与经验的
交流, 协调了人际关系。尤其是宫廷中具有/ 娱人0

陶台之上, 脚趾露出, 人物额头皱纹尽现, 而眉眼呈

口耳相传的民间俗赋传播具有亲密的人际接触

眯睁微笑之状, 情态幽默诙谐, 栩栩如生。脸部的表
情无不说明他正沉浸在自己的表演中, 仿佛表演到

职能的俳优表演, 往往能将/ 逆耳忠言0 巧妙地/ 装

高潮, 做意犹未尽之状。

在愉悦的心境下受之。说者不仅能够以话语直接征
服听者, 而且是全身心的投入, 情不自禁之时, 甚至

已出土的汉代说唱俑除单独表演形态外, 还有
双人表演者, 似与 民间俗赋问答式 韵诵表演相符。

扮0成戏谑之语, 这样, 即便是/ 逆耳0之言, 也使听者

手舞足蹈, 神采飞扬, 面部表情、体态动作直接参与

如 1968 年河北省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两

传播, 成为传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久而久之, 形

件铜制坐姿说唱俑, 服饰、
风格基本相同, 头戴圆帽,

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身体语言, 使传播具有了一定

高髻, 袒胸露腹。一件右手上举, 左手置于腿上, 张
嘴作诵说状。另一件双手置于盘坐的腿上, 低头嬉

的表演性。接受者不仅是听觉的参与, 而且是视觉
的参与, 通过对说者动作和表情的观察, 加深对话语

笑, 似在迎合同伴的表演。或许此俑所表现的就是

意义的领会。/ 如果说赋这一较富文人色彩的文体

二人一问一答的情态, 可能诙谐、可能机智、可能幽
默。又此俑出土于王侯之墓, 亦印证汉代宫廷、
王侯

也体现了以民间表演为渊薮的特点 ) ) ) 荀卿赋保留
了民间游戏的情趣, 敦煌俗赋反映了韵诵传统在民

中流行以俳优表演为娱乐之项目。

间的流传, 汉代文人赋有如优人的脚本( 本文注: 冯

虽然我们无法知晓这些进行滑稽表演的说唱俑
诵唱的具体内容, 但可见其/ 情态语0所传达出的幽
默感和喜剧性, 会使观众( 听众) 产生极大的情绪共
鸣, 令人情不自禁露出会心的笑容。口头语言媒介

沅君语) , 那么, 从文体上说, 民间文学( 讲唱文学) 与
作家文学( 书写文学) 的关系便可以看作本末关系。
, ,韵文的历史便可以理解为表演者或传播者的历
史。
0 ¿ 民间俗赋缘起于祝颂仪式文或民间隐语, 以

及其丰富的辅助手段, 应该说在民间通俗艺术( 包括
俗赋) 的传播方面所产生的效果, 是其他媒介无法超

韵文形式而便于吟诵、记忆、传播, 因而民间俗赋的

越的。

艺术形式的传播史。

已经出土的同类说唱俑还有很多, 无论他们的
/ 真身0, 还是/ 泥身0, 都是以畸形丑陋的身躯, 荒诞
滑稽的神态, 调谑戏笑, 谐趣娱人。这种表情动作的

历史即口头吟诵、并辅以情态和体态等表演手段的

二、俗赋的传播渠道之二: 文字媒介及其
抄写、印刷等手段

独特性、
夸张性以及娱 人性, 正 是古代民间说 唱艺

文字媒介及其应用使人类社会从/ 看和听0的文

人、
俳优的伎艺特点。另外, 在汉代画像砖乐舞百戏
图像中, 常可以看到在女舞人身旁有形象滑稽的侏

化发展到/ 阅读0的文化。文字把活的语言的自发性
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 掌握文字的人与文字的

儒在作插科打诨式的舞蹈, 或跳丸、弄剑等杂 技表

载体皆有一定/ 范围0) , 并造成了具体意识内容的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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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化, 但它同时也使读者获得了思想的充分自由, 读

写介质。

者面对文字时, 他可以以自己的经验世界参与作品
的创作, 并把经过自己/ 创作0的作品加以表达, 如文
本的传抄、
笺注等等, 再通过印刷传播到更大范围。

其次, 汉代职业抄书行业的出现对文学作品的
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根据5后汉书 # 班超传6
永平五年, 兄固被召诣校书郎, 超与母随至

因此, 读者既是接受者, 也是传播者。读者的传播主

洛阳。家贫, 常为官傭书以供养。久劳苦, 尝辍

要以文字为媒介。

业投笔叹曰: / 大丈夫无它志略, ,,安能久事

文字是文人俗赋的重要表达符号与传播符号。
相比于民间俗赋的易于流失, 文人俗赋能够得到广

笔砚间乎?0左右皆笑之。 , ,久之, 显宗问固
/ 卿弟安在0, 固对/ 为官写书, 受直以养老母0。

泛的、
永久的流传, 主要也有赖于文字传播。由于汉

v
帝乃除超为兰台令使。l

字是一种音、
形、
意结合的独特文字, 因而具有/ 声0
与/ 形0的双重特性, 能超越时空进行广泛而长久的

/ 傭书0之/ 傭0, 即受雇佣, 出卖劳动力; / 书0是
/ 抄写0意。班超以/ 傭书0 养家, 说明/ 傭书0已经成

传播。同时, 汉字的多义性、
多音性又造成了人们思

为一个行业, 并且已进入商业操作程序, 而且是在政

维活动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因此人们也就在阅

府的行政控制之下的官方行为, 可见抄写的流行与

读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接受层面。文学史的发展表
明了文学传播的一般规律: / 每种文体, 总要通过文

规模之大。这一行业在我国长期的抄写文学传播时
代对文学的传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果没有职

字记录流传开来、
获得尊崇与仿效, 才能成为主流文

业化的抄写行为, 那我们今天便无从见到印刷时代

体。因此, 中国古代韵文体制的变迁, 总是表现为发

以前的典籍。

端于口传文学而确立于书面文学的运动。在这一过
程中, 言语类的传播方式创造韵文体裁, 而文字类的

由于纸张的普及, 人们抄书的 热情大为 高涨。
5世说新语 # 文学6第九十条载: / 裴郎作5 语林6, 始

传播方式则确定其规范和权威。
0 À 韵文形式的俗赋

出, 大为 远近 所传。时流 年少, 无 不传 写, 各 有一

从民间的口头传播到文人的文字传播, 既表现了俗
赋这种艺术形式的独特魅力和生命力, 也说明传播

通。
0可见, 人们不仅传抄经典, 而且对新面世的、
或
许并不符合主流意识中/ 雅0文学标准的文本也大感

媒介的发展。文字媒介及其所使用的抄写、印刷等

兴趣。

手段为俗赋的永久传播提供了平台。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 抄写传播在战国时代应该
已初具雏形, 秦统一以后实现/ 书同文0, 汉惠文帝废

南北朝时期可以 说是掀起了历史上的抄书热
潮, 据考, 仅官方抄书见于记载的就大约有七次( 见
下表) :

/ 挟书令0之后, 汉代始重视对文学典籍的整理, 于是
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抄录传播, 文学进入了抄写传播
时代。

年代

一

首先是书写介质的逐步优化给书写带来便利。

宋文帝
元嘉年间

从秦汉始至隋唐时期雕版印刷的出现, 其间主要的
书写传播介质经历了龟甲 ) ) ) 兽骨 ) ) ) 青铜器 ) ) )
石头 ) ) ) 简牍 ) ) ) 绢帛 ) ) ) 纸张的演变。其中, 秦

二

南齐
永元末

西汉时期多以简牍为主, 东汉绢帛书写曾经流行, 但
因为绢帛毕竟属奢侈品, 所以不太可能成为大众化
的书写介质。东汉造纸术发明, 用纸抄写传播开始

事

件

文帝/ 使秘 书监 谢 灵运 整理 秘 阁书, 补足
遗阙。
0 ( 清 # 朱 铭盘5 南朝 宋会要6 上海古
籍 1984 年版 232 页)
后宫火, 延 烧 秘书 , 图书 散 乱 殆尽。 泰为
丞, 表校定 缮写, 武 帝从 之。( 清 # 朱铭盘
5南朝宋会 要6 上海古籍 1984 年 192 页)
敕使( 张率 等) 抄 乙部书, 又使 撰妇 人事二

三

梁武帝

十余条, 勒 成百卷, 使工书 人琅 邪王 深、
吴

天监初年

郡范怀约、褚洵等缮 写, 以给 后宫。( 中华

见于史书, 如5后汉书 # 和熹邓皇后传6载: / 是时, 方

书局5梁书6 卷三十三第 475 页)

国贡献, 竞求珍丽之物, 自后即位, 悉令禁绝, 岁时但

尚书仆射沈约等 参议, 请五礼 各置 旧学士

供纸墨而已。
0 Á 5后汉书 # 贾逵传6 载肃宗赏贾逵:
/ 书奏, 帝嘉之, 赐布五百匹, 衣一袭, 令逵自选公羊
严、
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 教以5 左氏6, 与简纸经传
Â

各一通。
0 竹简和纸并为赏赐物品, 这说明纸已经
作为抄写传播介质, 但还是稀有物, 并未完全取代竹
简、
绢帛。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纸才成为主体书

四

梁武帝
天监元年

一人, 人 各 自 举 学 士 二 人, 相 助 抄 撰 ( 五
礼) , , 又 列 副 秘 阁及5 五 经6 典 书 各 一
通, 缮写校 定, 以普 通五年 二月 始获 洗毕。
( 中华书局5 梁书6卷 二十五第 3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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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五

六

七

事

们的不断传写, 成几何级数增 加, 不断 扩充传播对

件

梁武帝

到洽迁 司徒 主簿, 直待 诏 省, 敕 使抄 甲 部

天监二年

书。( 中华书局5梁书6 卷二十七第 404 页)

梁武帝

( 张率) 敕直 寿光省, 治 丙、丁部书 抄。( 中

天监七年

华书局5 梁书6卷 三十三第 478 页)

象; 再次, 传抄具有长久性, 传写的文本可以长期保
存, 更体现出在传播时间上和信息储存上的优势, 如
5隋书 # 经籍志6所收文集就传有多种抄本。因此,
传抄成为文学、
包括文人俗赋文字传播的最为便捷
的方式之一。由于纸张价格比绢帛便宜, 且比竹简

北魏

( 高) 谧 以 坟典 残缺, 奏请 广 访群 书, 大 加

轻便而便于携带, 日常公私文件也常用纸来书写, 包

献文帝

缮写。 由 是代 京 图籍, 莫不 审 正。( 中 华

括俗赋在内的所有文化典籍因此得到了广泛的保存

天安中

书局5 魏书6卷三 十二 752 页)

和传播。我们今天还得以见到文人并非/ 认真0创作
的/ 游戏笔墨0即有赖于抄写、
印刷等传播手段。

南北朝时期, 从汉代即出现的职业抄书人员和

隋唐时期,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应用, 给以文字媒

抄书机构更为普遍。抄书成为读书人普遍的风气,

介进行传播的文学文本带来空前的繁荣。/ 从敦煌

朝廷设置/ 抄撰学士0之官以掌抄撰之务。在传抄内

纸本写卷的内容看, 纸是作家文学与民众文学交流

容方面, 不仅抄经史, 群书皆抄, 诗赋尤多。这样便
有效扩大了文人诗 赋文本流传的 范围和影响。如

的重要媒介, 曾促进通俗文体和经典文体的相互渗
透。至于印刷, 在其产生之始便因商业目的而以佛

w, 庚於陵/ 与
/ ( 徐) 摛子陵及( 庾) 信并为抄撰学士0 l

教典籍、
通俗诗歌、
字书韵书为主要内容, 后又重视

x ; 陈代/ 时皇太子( 陈叔宝) 好
谢眺、
宗夬抄撰群书0 l

集部书的刊刻, 于是一方面使近体诗与长短句词的

学, 欲博览群书, 以子集繁多, 命( 陆) 瑜抄撰, 未就而
y
卒0 l
。

主流地位得以稳固确立, 另一方面推动了唐宋白话
}
诗、
俗赋和其他通俗文学的流行。
0 l

与此同时, 私人抄书、
藏书逐渐增多。南北朝私
人抄书可考者有宋王准之, 南齐沈驎士, 梁臧逢世、

三、俗赋在传播过程中流失的原因

袁峻、
王筠、
陈郑灼、击裴等。其抄书对于传播的意

俗赋在传播过程中的流失是历史留下的缺憾, 使

义既体现于 主观 意愿的/ 传0, 又见 于客观 效果 的

我们不得不咀嚼着苦涩回眸远望。受技术和人类社
会组织发展水平及文明程度的种种限制, 早期的人类

/ 传0:
( 袁) 峻早孤, 笃志好学, 家贫无书, 每从人

传播一直停留在范围很小的无组织状态, 传播仅仅是

假借, 必皆抄写, 自课日五十纸, 纸数不登, 则不

一种自发行为。而民间艺术形式的口头传播方式更

z
休息。l

造成了保存的困难, 易于部分或全部的流失。以文字

余少好书, 老而弥笃 ,,幼年读五经, 皆七
八十遍。爱5左氏春秋6, 吟讽常为口实, 广略去
取, 凡 三过五抄。余 经及5 周官6、
5 仪礼6、
5国

传播方式流传的文人俗赋文本, 也由于各种历史因素
难免流失的厄运, 所以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 我们至
今能见到的俗赋文本少之又少。不过, 值得欣慰的

语6、
5尔雅6、
5山海经6、
5本草6并再抄。子史诸

是, 俗赋的很多有机元素早已渗透到其他文学艺术样

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 并躬自抄录, 大小百

式中传播, 仍有着不该被忽略的艺术价值。

{
l


余卷。不足传之好事, 盖以备遗忘而已。
/ 不足传之好事0, 说明当时很多抄撰之本皆有

( 一) 民间俗赋的流佚
民间俗赋和其他民间文艺形式一样, 在传播过

/ 传之好事0的用途, 是经史典籍、
文学篇章广泛传播

程中容易流佚, 这是由它自身的特点和外界原因共

的有效手段之一。左思5 三都赋6 成, 致/ 洛阳纸贵0

同作用的结果。其流佚原因我们归纳起来大致可分

的著名典故, 即诗赋以传抄为传播方式的典型写照。

为两类, 一 类属 于/ 技 术0 层面; 一类 属于 / 意识0
层面。

又5南史 # 后妃传6载:
( 宋孝武帝殷淑仪死, ) 谢庄作哀策文奏之,
帝卧览读, 起坐流涕曰: / 不谓当今复有此才。
0
|
l


都下传写, 纸墨为之贵。

1. 属于/ 技术0层面的原因
造成民间俗赋流佚的/ 技术0层面的原因大致有
两点。首先是民间俗赋最初的口头传播方式使信息

传抄作为一种文字传播有更优越的传播效能。
首先, 传抄表现出一种流动性, 它的传播范围更广、

在传播过程中容易丢失。因为艺人通过口头韵诵和
情态、
动作表演来传播信息, 听众( 观众) 所接受的是

速度更快; 其次, 传抄显示出互递性, 它可以通过人

直观的、
短暂的信息, 可能有部分信息是听过、
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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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过之后, 马上就忘记了或被新的信息所取代; 有些

先民的意识中, 神是至高无上的, 神在冥冥中控制着

被保留在记忆中的信息也会因为/ 千人千面0而产生

人。随着祭祀仪式中的某些要素向世俗的转化, 祭

变异, 再次传播时便与初始信息不完全相同了, 这也
是信息流失的表现。我们通常会遇到同一内容的歌

祀仪式便走向/ 游戏0, 严肃的/ 祭辞0 有了通俗的意
味, 仪式中的/ 舞蹈0则 更有喜剧性( 由某些装扮引

谣在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时间 以不同的/ 面目0 出

起) 。而游戏的目的是世俗的, 以/ 娱人0为主。既然

现, 从而更具有时代或地域特色的情况, 这就是民间

游戏的出发点在于/ 娱乐0, 则有些早期的民间俗赋

歌谣的口头传播方式所致。这种传播过程中所产生
的/ 信息变异0是由俗赋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共同完成

可能只是人们图一时之快的/ 话语游戏0, 无论传播、
接受的主体, 还是传播的内容, 可能都没有被认为具

的, 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事的变迁、环境的改变,

有进入/ 记录0程序的价值。

民间俗赋的传播者( 艺人) 和接受者( 听众、
观众) 可
能就会主动或被动地丢弃自己记忆中的有关俗赋的

民间俗赋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 造成了传播的
中断, 甚至停止。但任何生成于民间的文学样式, 总

部分, 造成传播的停止。

是会逐步走向文人化, 俗赋也不例外。俗赋文人化

其次是民间俗赋在口耳相传的时代, 人们对文

的进程也是俗赋传播的过程。

字的使用尚处于低级阶段。文字产生以后基本是少
数/ 知识阶层0的专利, 民间俗赋的创作者和传播者

( 二) 文人俗赋的散佚
文人接受民间俗赋的形式进行创作, 本是俗赋

( 韵诵表演者) 大都来自乡野, 所以不太可能把自己

传播的一个新的起点, 但由于文人气息的浸染, 民间

的口头语言用文字表现出来。而且最初受书写条件

俗赋原本鲜活的某些因素便被弱化了, 所以, 可以说

的限制, 以文字为媒介来记录和传播信息时的选择
性是非常强的, 比如刻在龟甲、
兽骨、
青铜器上的那

原汁原味的/ 俗赋0早已随着历史发展淡出我们的视
线。然而就是沾染了文人气息的文人俗赋, 以文本

些原始文字, 简洁而晦涩, 有些可能只有当时刻写的

形式进行的传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传播过程

人才知道其含义, 或者刻写的人也不过是不识字的
工匠, 只是按照识文断字的人提供的文字样本照猫

中多有散佚。大致归纳有以下三点原因。
1. 正统的、
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

画虎般刻上去而已, 所以今天的人仍不可能完全破

秦汉以前, 思想文化领域呈/ 百家争鸣0局面, 于

译那些远古的/ 密码0。即使是后来有了竹简作为文

是有诸子学说的繁荣。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荀子接受

字书写的介质, 但写字仍是一项不小的/ 工程0。因
此, 像俗赋这种口 头传播的信息, 以其/ 长 篇巨制0

并吸取了民间娱乐艺术的形式, 首制5赋6篇, 这不仅
在文学史上意义重大, 就是在文化史上也不无意义。

( 相对于/ 刻写0来讲) 是不可能完全被以文字形式记

荀赋的意义与/ 风0诗还有不同, / 风0 本来就是民间

录下来的。所以, 口头传播的俗赋由于诉诸文字的
机会不多, 这就加速了它的流佚。此外, 古代没有今

的艺术成果, 收集、
编订、
整理以后, / 风0基本保持原
有风格; 而/ 雅0、
/ 颂0诗篇原本就是文人、贵族的东

天的影音保存技术, 口头形式的民间俗赋缺乏信息

西, 自然与/ 风0异趣。而荀赋则是文人( 大儒) 直接

传播的技术支持。

取/ 俗0式而创, 这不能不说是/ 雅0 与/ 俗0 在某种程

2. 属于/ 意识0层面的原因
造成民间俗赋流佚的意识层面的原因大致也有

度上的交流与融合。
汉以儒家思想立国, 并且独断地/ 罢黜百家0, 思

两点。其一, 早期民间俗赋的创作和传播者大多处

想文化的专制在带来集权统治便利的同时, 也扼杀

于/ 无文化权力0阶层, 没有保留自己/ 话语0成果的
意识。又因为/ 学在官府0, 平民百姓几乎被剥夺了

了许多文化田园的青青幼苗。在儒家传统文化的话
语环境中, 士人/ 立言0以与正统、
主流文化相符为准

拥有/ 知识0的权利, 从而造成民间的集体无意识状

则。即便偶为娱乐、
或专为娱乐( 宫廷赋家) , 也不得

态, 久而久之, 这种/ 集体无意识0便沉淀为固定的民

不接受来自/ 正统0的一种无形的约束。所以, 赋家

族心理 ) ) ) 君为上, 民为下。所以, 处于/ 下0势的民
间艺人及其艺术的接受者, 可能从主观上就没有记

的/ 悔意0不是故作姿态, 而是发自内心的痛楚。汉
世的文人作为/ 文学侍从0, 其职必以文字游戏娱乐

录自己的口头语言的意识, 于是民间俗赋就难免在

君王。而统治者既要享受娱乐, 又要/ 板起面孔0治

这种无意识中/ 自生自灭0了。其二, 民间俗赋缘起
于隐语游戏, 而隐语游戏与原始祭祀仪式相关, 祭祀

国, 所以顶多也不过认为赋家/ 贤于倡优、博弈0, 尤
其是如枚皋、
东方朔等人几为/ 弄臣0, 则其娱君之说

仪式中要求韵诵/ 祭辞0、表演/ 舞蹈0 以/ 娱神0。在

辞、
赋文, 可能从根本上就失去了儒家思想文化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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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因此, 无论是当时的历史 见证人( 如朝廷 记事

派陈农到各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图书, 又令光禄大

/ 史官0) , 还是其后的历史记录人( 如史家) 、以及文

夫刘向等人加以校阅整理。刘向死后, 汉哀帝令其

学作品的编辑、保存者( 如后世文学选本、别集的选
编者) , 皆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旨归, 多少都带有轻视

子刘歆继承父业, 终于将三万三千九十卷书分为七
类, 编成5七略6。

/ 俗0味作品的倾向。正如陆贾所说:

后经王莽覆灭劫乱, 皇宫中图书被焚烧。东汉

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 以今之作者

光武帝、
明帝、
章帝都很重视学术文化, 于是民间各

为轻, 淡於所 见, 甘於 所闻, 惑於外貌, 失於 中
情。圣人不贵寡, 而世人贱众, 五穀养性, 而弃

地纷纷献书以充皇室。敕 令傅毅、班 固等依照5七
略6分类整理, 编成了5汉书 # 艺文志6。汉末董卓叛

~
之於地, 珠玉无用, 而宝之於身。l

乱, 强迫汉献帝西迁长安时, 乱军大肆 抢掠皇宫财

/ 自古而传之者0 确有经典, 而当世的东西也必
有可用, 但因/ 世人贱众0, 所以多有所弃。汉大赋泱

物, 那些用绢帛写成的长卷竟被当作帐子和包袱, 但
还是有七十余车书籍被运往长安。不幸的是这些书

泱滉滉, 如类珠宝, 饰于身而无关饥渴; 通俗的文辞

籍在此后的长安战乱中也化为灰烬。魏建国后, 开

( 俗赋) 多是文人休闲、
自娱自乐的产物, 或是友人朋

始收集散在民间的图书, 由中央机构秘书负责收藏

辈互相调侃的方式, 大都不以/ 传之后人0为旨归, 创
作者和读者皆无看重之心。尽管乐观主义和喜剧意

整理, 编订甲乙丙丁四部书。加上后来西晋初期的
/ 汲冢0古书, 皇家图书得以丰富。后经八王之乱和

识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但主流意识

永嘉之乱, 这些图书又荡然无存。

多认为艺术的功用在教化, 而嬉戏调笑距离教化甚

东晋在南方立国, 又经南朝宋、
齐、
梁, 江南维持

远, 故无足道。正统的思想道德观念要求于人们的
是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 对那些揶揄、调侃, 有失

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 朝廷收集、
整理的图书很有
规模, 民间藏书也大量增加。虽经齐末藏书秘阁火

恭敬的滑稽之风, 自然不敢恭维。那么, 俗赋的传播

灾, 书籍有所损失, 但由于梁武帝重视文化, 多次敕

岂有不受阻之理?
2. 统治者/ 焚书0和战乱毁书

令抄书, 很多书籍得以保存, 对文化、文学的传播是
极大的促进。侯景之乱被平息后, 湘东王萧绎( 梁元

文化的传播与书籍的流传密不可分, 因为书籍

帝) 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 今南京) 收

是文化的载体之一, 书籍的流传意味着文化的传播。

集到的公私藏书共七万余卷运回江陵( 今湖北江陵

作为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的文学作品( 包括俗赋) ,
多是以文字传播方式进行传播的, 而书籍的存毁则

县) 。梁元帝承 圣三年十 一月甲寅 ( 公元 555 年 1
月) , 西魏大军围江陵, 困在内城的梁元帝令舍人高

意味着文学作品传播的行止。历史上, 农民起义、统

善宝将宫中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全部焚毁, 制造了

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 或者是民族、政权间 的冲
突、
外敌入侵等等不测, 都曾造成文化积累的破坏和

一场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
从秦王朝到唐初, 古代的书籍已经遇到了大小

文化传播的中断, 往往书籍的损失最为惨重。在书

无数次灾难。散处民间 的书籍虽然免 不了虫蛀鼠

写条件有限、
印刷技术还没有形成或没有普及的情

啮、
水火之害, 也难免不毁于战乱, 但一般却不会有

况下, 大量书籍都只有稿本或少数抄本流传, 千百年
的文化结晶和无数文人学士的 心血顷刻间化 为乌

被集中起来付之一炬的灾难。所以秦始皇焚书自然
是毁不尽天下之书, 图书在一次次浩劫之后总会有

有, 只使后人遥望那些灰烬中的薄烟而徒发叹息。

/ 幸存者0被收藏保留, 比如清朝列入/ 禁毁0书目的

唐以前, 大规模主动焚毁典籍的恶行莫过于秦
始皇/ 焚书0和南朝梁元帝/ 烧书0。根据5隋书 # 经

一些书, 我们现在还能见到, 恐怕其来源主要还是民
间的收藏。假如梁元帝没有下令焚书, 那么即使在

籍志6的记载: 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 规定以吏为师,

西魏军队占领江陵时有所破坏, 也总有一部分会作

禁止百姓收藏图书, 儒家经典几乎被毁殆尽, 逃亡到

为战利品被劫到长安, 也总有一些会流传到今天, 而

山林的学人只能靠口头传播记忆中的经典。至西汉
惠帝时取消了禁止百姓收藏图书的法令, 儒家学人

间接传播到今天的信息必定会更多。因为被毁灭的
永远不能恢复, 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史料证明那些被

才开始在民间传播学说, 但由于失去了完整的文本

焚毁的书籍中有文人俗赋文本, 但作为一种推测, 应

为依据, 长期的口头传播不可避免地造成很多错乱
和遗漏。汉武帝时设置了专门机构收藏全国献上的

该不是毫无理由。
3. 皇权统治下的/ 文化清剿0

图书。到了汉成帝时, 这些藏书又流失了不少, 因而

秦始皇和梁元帝公开下令焚书, 就因为恃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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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威, 无人敢反。而历史上还有更多的皇帝是打着

道设教, 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 所以治国

冠冕堂皇的旗号不动声色地损毁了大量的书籍, 有

也; 方技数术, 所以治身也; 诸子经籍之鼓吹, 文

时比直接/ 放火0 更为可恶。历史上有些朝代, 每进
行一次大规模的收书征书, 都紧接着进行大规模的

章乃政化之黼黻, 此皆治身之具也。mw
因此可以肯定在5隋书 # 经籍志6 的选编过程

抄写、
整理和编纂( 如上节所列) , 那么抄写、编纂的

中, 必有不少/ 文义浅俗, 无益教理0, 或/ 浮杂鄙俚0

原则、
标准, 理所当然都得符合皇帝的旨意及当时的

的书籍、内容已被删削或被销毁了。这些被历史的

主流意识, 这也就必然会对所收集来的书籍进行加
工、
篡改以至销毁。5隋书 # 经籍志6中提到的几次

人为选择而有意丢弃的文字里面, 或许会有很多文
人 的 闲 暇 之 作, 诸 如 俗 赋 ( 俳 谐 文) 等 等, 如 其

大规模的征集图书, 无不与当时帝 王的喜好有关。

所记 mx :

这些征集、
抄写、
编辑图书的活动, 一方面在保留和
传播文化典籍方面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又是对思想
文化的一次次清剿。

俳谐文三卷
俳谐文十卷( 袁淑撰。梁有5续俳谐文集6
十卷; 又有5俳谐文6一卷, 沈宗之撰。亡)

隋( 文帝) 开皇三年( 583 年) , 秘书监牛弘,

俳谐文已能攒集成册, 且不止一卷, 应该说这类

表请分遣使人, 搜访异本, 每书一卷, 赏绢一匹,
校写 既 定, 本 即 归 主。于 是 民 间 异 书, 往 往

作品不会是零星、偶然出现的, 但却几无保留, 无从
传播。除了不可抗拒的战乱烈火、皇帝的火炬等因

间出。mu

素外, 人为的删、
毁也是原因之一。所以后世大都仅

隋炀帝虽昏庸无道以致亡国, 但他至少在保存

见其总目, 具体文本则或散佚、或残缺, 只能让后世

古籍方面做了一件好事 ) ) ) 他下令将秘阁的三万卷
书抄了五十份副本。若无隋炀帝此举, 可能多数书

读者对着/ 三卷0、
/ 十卷0的字样, 空发想象。
又如清王朝编纂5 四库全书6 的过程中, 书籍的

籍难逃隋末唐初的战祸。李唐王朝初立, 诏修5隋书

征集规模和收录范围都大大超过了前代, 但在此期

# 经籍志6, 收集到的书有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
共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mv 。编纂5隋书 # 经籍志6

间禁毁、
删削、
篡改的书籍数量也是空前绝后的。
民间俗赋、
文人俗赋在传播过程中的信息丢失

时采取的原则和修订的目的就是:

和文本流佚, 是无可挽回的遗憾。然而, 时光的流逝

注
¹

其旧录所取, 文义浅俗, 无益教理者, 并删

并不能消减我们对远古艺术的探求兴趣, 而且这种

去之。其旧录所遗, 辞义可采, 有所弘益者, 咸
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 近观王、阮志、
录, 挹

虔诚的探寻与追问也一直存蓄在历代学人的精神世
界中。正是这种前蹈后继的精神接力, 让我们在/ 正

其风流体制, 削其浮杂鄙俚, 离其疏远, 合其近

统0、
/ 正史0忽略的情况下, 爬梳拣摘, 去弥补历史的

密, 约文绪义, 凡五十五篇, 各列本条之下, 以备
5经籍志6。虽未能研几探颐, 穷极幽隐, 庶乎弘

遗忘, 力图在几千年后的今天知悉远古人们的喜悦
或惆怅。

释:
本文非特指/ 敦 煌俗赋0 , 而是 广义的/ 游 戏文章0。 班固5汉书

的。
0 由此, / 俗赋0 始有 其名, 人 们视 其为 俗文 学一类。 由于 体

# 艺文志6 / 诗赋 略0 章 有笼 统的/ 杂 赋0 类, 列/ 5客 主 赋6 十八

裁的宽容性, 赋既可用诗的形式, 也可用 讲唱文学 的形式, 因 此

篇0 、
/ 5成相 杂辞6 十 一篇, 5隐书6 十 八篇0 等类目, 又/ 孙 卿赋0

容纳了对话、问答、
谐隐、辩难、调笑、夸张、叙事、写 物等多种 艺

下列/ 秦时杂赋九篇0 。以/ 杂赋0 与 文人赋对 举, 实际上/ 杂赋0

术手法。此类赋以游戏 娱乐为 旨归, 以幽 默滑稽 为审 美特 色,

中即包括俗赋类, 惜未录作品。孙德谦5六朝丽指6 : / 司 马迁作

或为戏谑, 或为讥讽。

5史记6 , 创 立5滑 稽列传6, 而5文 心雕龙6 以5谐 隐6 为 专篇。知

º 有研究者 认为/ 说唱 俑0 名称 不准 确, 应 为/ 俳优 俑0 。 见于 天

文体之中, 故有用游 戏者矣。
0 这里所 谓的/ 游戏0 文 体, 就 包括

池、李书5是/ 说唱俑0还是/ 俳优俑0 ) 汉代 崖墓/ 说 唱俑0 考辨6

我们所说的俗赋。萧子显5南齐书 # 文学列传6 列举了 诗、赋等

( 5文艺研究6 2005 年第 4 期) , 其理 由是/ 根据 汉代文 献尚未 有

八类文体, 也视/ 游戏0 之作为一种文 体; 刘勰5 文心雕龙6 除/ 谐

-说唱. 一词, 汉代也没 有说唱 伎艺, 说唱伎 艺是唐 宋以 后才 出

隐0 篇 外, 另 有/ 杂文0 篇, 包括 了对 问体式 的客 主赋、七体、连

现的商业娱乐形式0。本文认为/ 俳优0 与/ 说唱艺人0 身份是 交

珠, 他认为此三类为/ 文章之支派, 暇 豫之末造0, 有/ 杂以 谐谑0

叉关系, 因为俳优本身就 是综 合表演 艺术, 是集 诵、唱、滑稽 表

的特点。现代学者郑 振铎5 中国俗 文学史6 把俗 文学 作品 分为

演于一身的。/ 俳优0艺术起源 于先秦, 是 后世/ 说唱0 艺术的 先

五类, 其中第五 类是/ 游 戏文 章0 , 指出/ 这 是-俗文 学. 的 附庸

导。今天人们喜闻乐见的 快板、鼓书、相声 等等就 是由 古代 俳

, ,大体是以散文写作的, 但也有做- 赋. 体的 , ,从汉 代的王

优说唱艺术衍化而来。本文仍取/ 说唱俑0 之谓, 即 从说唱俑 的

褒5僮约6 到缪 莲仙的5文章 游戏6 , , 他们却 都是以 韵文 组成

形态看俗赋的口语传播媒介及其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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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eminat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popular
rhapsody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M A Li ya
( S chool of T eacher E ducati on , N anjing N ormal U niver sit y, N anjing, Jiangsu 210097, China)

Abstrct: T here ar e tw o gener al mo des of t ransmission of popular rhapso dy, oral tr ansmissio n and literal tr ansm issio n, mainly or al but support ed by various non- linguist ic f act ors. As charact er print ing becomes popular, charact er act s as m ain medium . At the same tim e, copying and printing promo t es the
spreading. Early hum an com municat ion is but a spo nt aneous act, diso rderly in sm al-l scale and lacking in
technical means of ret aining t he im ag e. T herefor e, oral f olk ar t direct ly r esult s in diff icult y of preservat ion, subject to loss. Popular rhapsody is spread f rom mout h to mout h just fo r f un, so t o speak. Speakers
and perf orm er s are usually g rassr oot s, impossible to w rit e dow n t o ret ain their o w n w ords. T he do om of
loss is also due t o hist orical facto rs, such as ex clusion of ort hodox and mainst ream ideolo gy, burning and
dest ruct ion of boo ks by t he r ulers and w ars, and cult ur al w ipe under imperial ruler.
Key words: popular rhapsody; t ransmission; m edium; lo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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