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揉入绘画 ,拓深了画境中的文化内涵 ,颇为

世人称道。

海上画派的兴盛 ,促进了美术教育事业 ,

把对西洋技法的参用推向消化 ,提高了美术

出版印刷、美术理论与评论的水平 ,加强了美

术对工商业的参与程度 ,因此 ,海上画派的成

就不仅在整体上提高了国画的现实感、生动

性和观赏性 ,符合新兴市民阶层对美术审美

的要求 ,而且带动了其他相关领域的发展 ,推

进了美术文化事业的繁荣 ,这为上海在相当

长的时期内成为全国美术的中心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

上海位于东海之滨 ,作为开放的前沿 ,最

得西风之先。在海上画派继续兴旺的同时 ,

上海美术的另一个高潮开始涌现 ,那就是在

本世纪初形成声势迎头赶上的西画运动。周

湘、李叔同、徐咏青、张聿光等西画先驱将西

洋画法引入上海画坛 ,形成了西画与国画并

存与互补的格局 ,并设立西画学校 ,吸引了各

路人才 ,使上海西画队伍迅速扩张 ,创作、展

览、出版、评论等画事日趋繁荣。

在上海的西画运动中造就了中国西画第

一代大家 :追求写意的林风眠、刘海粟 ;注重

现实的徐悲鸿、颜文梁 ;探索油画民族化的庞

薰　、倪贻德。他们在上海的美术活动构成

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不可或缺的一页。

在国画与西画相互辉映的上海画坛中 ,

另一种盛事是现代版画运动在 30 年代的上

海发源。在鲁迅的倡导下 ,一批批青年画家

投身版画创作 ,他们的作品贴近人民 ,刻划生

活 ,反映现实 ,对宣传革命 ,鼓舞抗日 ,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并辐射全国 ,形成了全国性的现

代版画运动。中国第一代现代版画家李桦、

江丰、陈烟桥、赖少其、黄新波 ⋯⋯都与上海

这个版画摇篮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上海美

术 ,是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节奏铿锵有力、内

容丰富多采、影响经久不衰的华丽乐章 ,并以

一个特殊的视角映照着近现代上海文化史这

不同凡响的整部乐曲。

上海语言的变迁

上海大学中文系 　钱乃荣

　　上海方言是自从有了上海浦、有了上海

人的聚居才开始形成的。历史上的上海话我

们只可从小说《何典》中看到一些清乾隆年间

的语词 ,今上海郊区还使用着其大部分。上

海地区的语言因地处海边 ,直到 19 世纪中叶

还是北部吴语中发展最慢的语言 ,保存着不

少古汉语的遗迹以至古百越语言的底层。上

海在 1843 年开埠后 ,城区迅速扩大 ,人口急

剧增多 ,上海城区的语言 (即今称的“上海

话”)在此以后的 150 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可喜的是 ,英、法、美等国的传教士在上

海刚开埠起就编写了大量上海话课本、音节

表、词典等 ,使上海方言的历史资料比我国其

他方言丰富得多 ,我们可以从中直接找到上

海话近 150 年来的变化轨迹。

今城区未达之乡 ,尤其是在浦西的旧上

海方言区的三面边缘 ,虽南北相距很远 ,但老

年人还在相同地说着跟英国传教士艾约瑟

(J . Edkins) 1853 年时所记的旧上海城里话 ,

即无论在语音或词汇都相差不大的老上海

话 ,换句话说 ,他们还在说今城区里 150 年前

说的上海话。任何一个上海人都会感觉到上

海城乡语言之间的显著差异 ,远远超过苏州

或嘉兴的城内城外方言的差距。与 150 年前

比较 ,上海话声调从 8 个合并为 5 个 ,韵母从

62 个合并为 32 个 ,连读调从复杂型的变成

重音化的延伸型。在我国方言发展史上 ,上

海话的这种高速变迁恰似在我国城市发展史

中上海的快速发展一样 ,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上海开埠后 ,压倒多数的外籍人口迁入

上海 ,上海方言一时变得无序起来。其中词

汇使用方面的兼用、借用和杂交最为常见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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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常用副词“一共”为例 ,它有“一共、一总、

总共、共总、统共、拢共、一共拢总、一齐拢总、

一齐拉起、一起勒化、一塌括子、亨八冷打、搁

落三姆”等多种同义说法。但上海方言表现

出本土文化的强大稳定性 ,没有一种方言能

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排挤或替代上海方言 ,

上海话的权威性随着上海地区经济文化中心

的确立而得到巩固 ,整个上海话的语音、词

汇、语法系统在外来方言的影响中非但没有

动摇 ,反而形成在移民占 80 %的上海城区土

地上 ,外籍人及其子女都学上海话、用上海话

交际的局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社会语言学

课题。

不过 ,移民的方言在不同程度上冲淡了

上海话中的土语特征。江浙吴语和后来的普

通话不断影响上海话 ,于是各种方言中那些

相通的部分就占了优势 ,使高频词语公约数

化。如“地方”取代了“户荡”、“场化”,“老婆”

代替了“家主婆”或“娘子”,“归去 (又写作‘居

去’)”→“转去”→“回转去”→“回去”。上海

话也充分表现出它的宽容 ,如“父亲”可以任

用“爹爹、阿伯、爸爸”。有些外来的词语与本

地话杂交 ,会形成中间态新词语。如“一似一

式、一模一样”→“一式一样”,“一日、一天”→

“一日天”。有的借词甚至替代了本土的最基

础的词语 ,如从宁波方言中借来“阿拉”取代

了第一人称复数本地话“我伲”。不同方言的

互相撞击推动着上海话的发展。

上海话变化的最活跃时期是与上海都市

社会的活跃兴盛紧相随的 ,语言事实可以印

证上海社会的变迁。上海话发展最快时期是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前 20 多年 ,尤其是在 10

年代里 ,上海都市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面貌飞

速发展 ,有个上海话顺口溜说得很形象 :“乡

下姑娘要学上海样 ,学死学煞学勿像 ,学来稍

微有点像 ,上海又调新花样。”社会生活变化

的日新月异 ,市民思想的空前活跃 ,上海人简

直是见一样新事物就造一个新名词 ,如 :马

路、洋房、书局、报馆、影戏院、卡车、三轮车、

足球、高尔夫球、俱乐部、幼稚园、自来水、雪

花膏、橡皮筋、拍纸簿等等 ;吸收外来词如“沙

发、色拉、派力司、马赛克”和创造上海洋泾浜

语如“阿木林 (a moron)”、“毕的生司 ( empty

cents)”也进入高潮期 ;活跃的社会和民俗的

变更还产生了一大批充满生命力的新惯用

语 ,如“出风头、戳壁脚、照排头、空心汤团、毛

脚女婿、开年礼拜九、11 路电车、拆空老寿

星、崇明人阿爹”等等。这些新鲜的方言俚语

在 1924 年发行的严芙孙著的《上海俗语大辞

典》中都有生动反映 ,而以赵元任 1928 年所

记的业已形成的语音上“苏州人、浦东人相指

斥”的现象为标志 ,上海话已经脱旧变新 ,到

30 年代前期 ,上海话无论在语音或词汇方面

都已完成了从旧上海话向新上海话的重大质

变。

处于开放型、进取型文化氛围中的上海

人 ,养成了并存宽容的心理品性和人际关系。

上海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表现出一种从容平

和的兼收并蓄态度 ,上海的语言也反映了那

种生活方式、人格特征和文化心态。除了对

西方外来语慷慨大度的吸收力融化力外 ,上

海方言词语还带有它脱胎于商业社会的商务

活动的痕迹和造词用词上不拘一格的海派风

味 ,像“洋盘”、“推扳货”(很差劲的人)”、“讲

斤头 (各不相让地谈条件)”、“现开销”、“翻老

帐”、“打回票”、“勿是生意经 (决不行、不妙、

简直不像话)”、“耳朵打八折”、“一票里货色”

等日常用语中 ,都浸淫着浓厚的商业气息。

上海方言经历了 40 年代尤其是 50 年代

后一段稳定和萎缩期后 ,又迎来了新的改革

开放年代。随着社会交际的活跃和频繁 ,社

会、经济、文化形态的多元化 ,上海话近 20 年

来又有长足的变化 ,变速已在吴方言中遥遥

领先。上海方言自本世纪中叶起取代了苏州

方言在吴语区的权威地位 ,成为吴方言的代

表。上海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 ,在

传播上海语言的同时也传播着上海文明。

(责任编辑 :王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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