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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小报与苏州评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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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上海小报和苏州评弹均为雅俗共赏的市民大众文化。由于城市化的发展,两者为了共同

的利益相互依存和发展。一方面,苏州评弹促进了上海小报的发展繁荣; 另一方面, 小报报人利用苏州评

弹这一流行于江南吴语地区的民间文化在市民中的影响大力宣传, 争取生存空间。同时, 对评弹艺人的追

捧也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在市民文化商业化进程中对大众文化的引领和重塑。这两种不同类别大众文化

在商业发达的城市中,进行着融合和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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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 odern Shanghai t abloid and ballad sing ing in Suzhou appeal to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tastes as urban public

cultur e. W 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both of them depend on each other fo r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for t he

common interests. On one hand, ballad sing ing in Suzhou promo tes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Shanghai tabloid.

On the other hand, tabloid journalists make propaganda by use of the influence of ballad sing ing in Suzhou w hich is a

folk culture pr evalent in area of Wu dialect in Jiangnan t o fight for survival. M eanw hile, the pursuit of ballad sing ing

artists also r ef lects the tradit ional intellectuals. leading and remodeling of popular cult ur e in the pro cess of commercia-l

ization of urban cult ur e. The tw o different t ypes of popular culture int eg rat 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commercia-l deve-l

oped cities.

*
近代上海小报与苏州评弹,都是流行于江南

一带具有地方性文化色彩的大众文化。近代以

来, 随着苏州评弹艺人向上海的发展, 在近代上

海都市近代化、商业化过程中,评弹艺术也加速

了其商业化进程。尤其是女弹词在日益商业化

大都市中, 生活成本日高, 各类消闲娱乐竞争日

烈。在此情景之下, 如何保持评弹文化在上海的

地位,使自身在近代上海娱乐文化场域中占有一

定的话语权,苏州评弹加强了自身社会网络及与

其他行业的互助。而近代报刊等大众传媒的出

现和繁荣发展, 为传统评弹艺术的发展及自身的

近代转型提供了工具。评弹艺术与近代报纸尤

其是小报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民间文化与近

代上海城市生活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¹ ,

而对于苏州评弹与近代上海报刊之间的研究则

相对薄弱。本文试从晚清以来上海繁盛的小报

与苏州评弹之间的关联作一探讨, 以就教于方

家。

一  苏州评弹催生上海小报

近代上海地处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前沿,

加上相当时期政治环境特殊, 故报刊业繁荣发

#109#

*

¹

* 基金项目: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 SJ0703) ;上海市教委项目( 09YS187)。

这方面研究较多,如熊月之主编的5上海通史6 (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99年版)部分章节中关于近代上海文化方

面的论述;李长莉的5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

理的近代化6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 ;罗苏文的

5近代上海 ) ) ) 都市社会与文化6 (中华书局 2006 年

版) ;姜进主编的5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6 (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高福进的5洋娱乐的流入 ) ) )

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业6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等。其他关于评弹与近代上海市民文化研究的如申浩

的5社会史视野下的评弹文化变迁6 ,5上海师范大学学

报62007年第 5期,周巍的5晚清以来/ 女弹词0职业生

涯的呈现及其意义6 ,5上海师范大学学报62009年第 3

期,等等。



达,为/全国新闻纸的中心地0。特别是自甲午战
争以后, 在救亡运动的呼唤和维新潮流的推动

下,上海掀起了新一轮办报高潮。据秦绍德统

计,在 1896~ 1898年 3年间, 上海新创办的报刊

达到 48 种, 占同期全国新办报刊的 441 9%。¹

在近代上海办报热潮的影响下,一种新体裁的消

闲文艺小报随之诞生。上海消闲文艺小报的出

现又与近代上海娱乐业的繁荣有着密切关系。

自上海开埠以后,尤其是太平军在江南地区与清

军的作战,致使大批江南富豪、地主、商人等纷纷

迁往或避难租界,租界消闲娱乐业随之发展。有

报刊描绘了当时上海娱乐业之盛况: /上海之洋

泾浜甚胜地也,中外杂处, 商贾辐辏, 俗尚繁华,

习成淫逸,故妓馆之多甲于天下。辅之以戏场,

衬之以酒肆, 又有茶居、烟室以点缀之。月地花

天, 灯山酒海。耳谋郑卫之声, 目熟冶荡之

态。0 º

在近代上海繁荣发达的消闲娱乐业中,苏州

评弹尤其女弹词艺人占有一席之地。女弹词群

体的存在和发展,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近代上海休

闲文艺小报的创办。

苏州评弹是中国南方主要以吴语说唱的一

种雅俗共赏的大众娱乐,本以苏州为中心,以周

边农村城镇为主要阵地。随着近代以来战争和

经济变迁的影响,农村市场日趋衰落。而上海自

开埠以后, 随着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娱乐

业大发展, 评弹艺人大量流入,上海成为苏州之

外又一重要集散地。

女弹词艺人进入上海以后, 以色艺倾动听

众,成为上海市民消遣娱乐的对象。上海在开埠

之前,城隍庙一带是本城民众唯一的游乐场所,

苏州评弹艺人在此安营扎寨。随着上海租界消

费文化的繁荣, 本来仅仅活动在上海城内的女弹

词艺人, 很快移居租界, 并创办/ 书寓0, 卖艺为

生,产生了/书寓0式的弹词女艺人。/书寓0本为

女弹词艺人的居所, /创自朱素兰0, /同治初年最
为盛行0 »。这些女弹词艺人的艺术造诣很高,

且多色艺俱佳。她们受聘于书场老板, 登台献

艺。她们自高身价, 所住场所称/书寓0,自称为

/词史0或/先生0。早期时代, 女弹词艺人比较谨

严,不与一般妓女同流合污,如袁翔甫在 1872年

5沪北竹枝词6所吟: /一曲琵琶四座倾, 佳人也自

号-先生. ; 就中谁是超群者, 吴素卿同黄爱卿。0

注云: /说书女流,身价颇高。0 ¼这些/书寓0女弹

词艺人谙习弹词之妙,有些能通文墨,能/诗名0,
并自诩黛玉、香君 ½ , 颇能说明女弹词的高雅及

个人素养。

开埠以后的上海, 随着社会性质悄然改变,

传统价值观念渐渐被近代功利价值观念与享乐

观念所取代,日渐呈现商业社会与消费社会的特

性。¾ 在上海的租界, 商业繁荣和娱乐文化发

达, /书寓0女弹词艺人逐渐发展成为高级妓女,

也成为传统文人学士消费的对象。传统士大夫

与/书寓0女弹词艺人/才子佳人0式的交游,反映

出传统文人的/青楼情结0。中国旧式文人雅士

向有喜欢嫖妓的风气和传统。近代著名学者王

韬既是我国近代史上开新风气者, 又是个上海

通,同时也是一个喜欢狎妓的学士, 自称/身历花
丛凡 40年0。文士狎妓在当时很流行,为文士风

习之一。因此, /爱听弹词闲步寻书寓0 ¿就成为

文人士大夫们的一种消闲方式。这样,文人与女

弹词艺人之间的赠诗赋词唱和之作屡见报端。

王韬对于/书寓0女弹词艺人的评价甚高,表达了

传统士大夫对于高级妓女的一种才子佳人式的

交游情结, 女弹词艺人与士大夫之间的交往也在

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

随着近代上海洋场才子与苏州女弹词艺人

或曰高级妓女群体之间的诗酬唱和交往的加深,

在近代上海报刊业发达繁荣的大背景中,也促成

了新的大众媒介 ) ) ) 消闲文艺小报的诞生。

早在 1872年5申报6创刊后, 就公开征求过

/骚人韵士0们的/短什长篇0和/天下各名区竹枝
词及长歌纪事之类0的文字, 也就是士大夫与女

性交游的诗赋唱和。后来,这样/描写艳情,流连

风景0的唱和之作太多, 于是就有了中国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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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绍德:5近代上海报刊史论6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7页。

5上海新报6 , 1869年 11月 13日, 第 2 版/ 中外新闻0

栏。

王韬:5淞滨琐话6卷十二,5沪上词场竹枝词6 ,齐鲁出

版社 1986年版,第 341页。

陈汝衡:5说书史话6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14页。

葛元煦等著:5沪游杂记# 淞南梦影录# 沪游梦影6 ,上

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08页。

参见张蕾:5都市新词语与社会生活变迁 ) ) ) 以清末民

初的上海为中心6 , 5上海师范大学学报62008 年第 3

期。

5蝶恋花# 申江感事词6 ,5申报6 , 1872年 5月 24日,第

3版。



文艺期刊5瀛寰琐记6的创刊, 它主要是刊登文人

雅士茶余酒后的一些消闲性诗词文章, 间有游

记、翻译小说之类。其后, 这类期刊所刊载的文

艺作品, 多数是以上海十里洋场为背景,反映的

也多是活跃在上海这一日益都市化社会舞台上

的买办官僚、洋场才子、地方绅商和市井小民的

生活和心态。

十里洋场奢侈消费风气日炽, 女弹词书寓为

洋场才子冶游其中提供了理想的空间。传统文

人笔墨和才情相当程度上花费在妓场之中,尤其

是高级妓女身上。传统女弹词艺人在商业社会

大潮中也逐渐蜕变。很多女弹词艺人逐渐沦为

妓女, /废书而用唱0, /书寓0性质发生变化。女

弹词艺人的蜕变促使上海娼妓业的繁荣,也刺激

了近代上海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 吸引了众多文

士来此寻芳觅艳。

如前所叙, 女弹词艺人自身的转变及其与传

统士大夫之间的交往,促成了近代上海新的传播

媒介 ) ) ) 小报的诞生。小报最早是在5申报6文
艺附刊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第一张娱乐消闲型

的小报 ) ) ) 5游戏报6诞生于风月场中, 其所记多

为妓女的日常起居及其容貌才艺。自此,女弹词

艺人及妓女叙事成为小报不变的主题之一。

二  苏州评弹与上海小报的共生

苏州评弹与近代上海各类文艺小报,在近代

上海都市化进程中, 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 两

者之间相互倚重,以求发展。小报借重苏州评弹

在市民大众中的影响,创办专业小报并刊登评弹

消息,扩大发行量;苏州评弹则借助近代大众媒

介小报的宣传及与报人的合作求得生存空间,以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本和更大的社会利益。

1.近代上海小报对评弹艺人的借重

晚清民国以来上海文艺小报达到鼎盛期,各

类小报为生存计, 竞相刊登迎合市民大众的新

闻, 苏州评弹经过在上海的发展已有众多听客,

自然成为小报重要的新闻来源。

小报之间多以评弹艺人作为宣传材料,甚至

不惜造谣生事,以吸引读者的关注, 借以扩大自

身影响力。如著名小报5晶报6与5金刚钻6之间
的笔战就多次以评弹艺人的影响力来开战。

1927年 9月初, 5晶报6载光裕社社长王效松逝

世, 引得众人惋惜,而同时有票友在某茶馆门前

高悬金字牌,书写/本楼聘请光裕社王效松先生

开讲水浒全传0字样, 说明王效松确实不曾死。

于是, 5金刚钻6报发文将5晶报6大加讽刺, 建议

王效松见报赶紧寻个自尽以成全5晶报6。¹ 小

报之间为此大打笔墨官司, 吸引读者的眼球, 这

也是小报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而采取的惯用伎俩。

小报为扩大销量有时也与评弹联盟。5新闻

报6刊出的5新闻夜报6为扩大发行量就想出新花

样,由金康候先生代邀弹词家聚餐, 席间说明5夜

报6附印全沪电台弹词节目, 弹唱者姓名、电台、

时间, 每晚每档印一份开篇,请按报上印的弹唱,

每天下午由送报人送一份当天5夜报6至弹唱者

家中, 以便弹唱。5新闻夜报6由此被喜爱评弹

者,或订阅,或另买,销数大增。又有小报报人吴

疴尘创办5新春秋6报,利用评弹为其小报做广告

宣传。其方法是, 先经由王畹香供给评弹开篇,

由艺人在电台弹唱;他则在5新春秋6报上刊登启

事,选举弹词三鼎甲,报上印选举票, 每票一人,

填了寄报馆;选票最多者为状元,次者为榜眼,再

次者为探花。其操作过程与早年的5游戏报6/选

举花榜0一样, 从此5新春秋6销数大增。在销量

大增后,很快改为日刊。º 小报即是如此借重评

弹消息推销自己。

2.评弹艺人同样借助大众媒介扩大自身影

响

在商业化的近代上海, 评弹艺人要生存发

展,一方面需要个人的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功

力;另一方面, 更需要大众传媒的舆论宣传。民

国以后的上海,报人社会地位较高, 握有一定的

话语权,各界人士对于报刊媒介十分重视。消闲

类小报更喜欢刊登各界名人的趣闻逸事,以满足

一般读者的猎奇心理和阅读兴趣。因此,即使是

大名角到上海来, 也要拜访小报馆, 请他们多多

关照、笔下留情或多多美言, /四大名旦0之一梅

兰芳到了上海, 也要虚心地请各小报记者和编辑

吃饭, 与各小报处好关系。甚至时常有政界要人

贿买小报文人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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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听客:5王效松愿意死吗?6 , 5金刚钻6 , 1927年 9月

24日,第 2版。

陈端麟遗作:5书坛杂忆 ) ) ) 3新闻夜报4刊登开篇6 ,

5评弹艺术6第 10 集, 中国曲艺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4~ 155页。

如:5缪斌贿小报之一篇糊涂账6 ,5黄报6 , 1930年 4月

10日,第 2版;灵犀:5收买舆论6 ,5社会日报6 , 1931年
4月 13日,第 3版。



鉴于生存压力, 为了在评弹界及众多地方戏

曲文化中崭露头角, 评弹艺人与近代媒介结缘,

而消闲娱乐性质的近代上海小报无疑给他们提

供了舆论平台。小报对评弹艺人色艺的报道,为

评弹艺人做广告宣传,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而

小报也津津乐道于此类娱乐文化信息的报道,以

求扩大自身影响的广告效应, 如谓/大书家之状

况,首屈王效松,躯干魁伟,方面大耳,架金镜,拈

霜髭,俨然显仕达宦也0 ¹。周瘦竹/固有书瘾0,

创办戏曲小报5罗宾汉6, 经常在报端发表文章,

对评弹艺人品头论足。光裕社社员朱幼良、程筱

舫、叶声翔、许继祥、韩士良、蒋如庭、周玉泉等评

弹艺人, 均是他十分推崇的人物, 在报上对他们

的书艺进行褒扬。º 这种做法,在听客中引起轰

动。林步屋,创办小报5大报6, 其在沪上闻名遐
迩,文笔老到, 经他评论的艺人无不声名鹊起。

因此,来沪艺人, 尤其是/女伶来沪, 多欢拜林步

屋为师,或继承膝下, 意在文字吹嘘也0 »。众多

评弹艺人借重小报这一舆论平台, 很快在大都市

上海文化市场站稳脚跟。如/名无籍籍之朱惠珍

小姐0,在小报文人张健帆、聊庵、沙雁、泊凤等人

的捧文宣传下, /乃一举而传遍书迷之口矣0¼。

很多评弹艺人都是在这班文人的笔墨之下/爆得

大名0的。

小报文人对于书写捧文可说是不遗余力而

极揄扬之能事的。如赞美音韵/一曲开篇, 歌来

如珠走玉盘, 抑扬悦耳, 咬字亦准确, 运腔尤平

稳0。又如对女艺人身材面貌的赞誉: / 丰容盛

髭,圆姿替月, ,修短合度,每抵书场, 辄笑靥迎

人0, 将一个女说书写得如天仙一般。½ 更有露

骨的捧文, /余对于杜剑华之品性、人格、书艺等

等,无一不佩服得五体投地, ,只要与她有一面

之缘者,莫不翘起大拇指, 喊声-不错. 。其书艺
如何,早已脍炙人口,尽人皆知,无容赘述矣0¾。

苏州评弹在近代上海的发展, 除了小报的推

波助澜而外, 近代广播电台的出现和发展,亦为

评弹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自 20世纪

20年代出现无线电广播后, 许多弹词家如水之

就壑,纷纷到上海的无线电台中奏艺, 内外行皆

以为无线电台优于书场。¿ 评弹艺人蒋宾初虽

在上海开了好多年/码头0,可是其名不彰。自进

了开洛电台,也就响起来了。À 小报等近代传媒

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评弹艺术走进市民百姓

的日常生活之中。

小报等近代大众传媒的宗旨是娱乐民众,各

类趣闻逸事,政界、伶妓界等公众人物的日常琐

事成为小报的重要版面。近代新闻传播对于大

众舆论导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评弹艺人的评

判有着重要的意义, /是非曲直报中分,一纸发行

四海闻。震聩发聋权力大,万般提创总由君0 Á ,

报纸的舆论力量由此可见一斑。近代上海小报

对于评弹艺人的评论, 影响着艺人的声誉和形

象。

三  评弹艺人与上海小报文人之间

苏州评弹进入上海以后, 其内部矛盾重重。

既有行业组织内部之间的矛盾,又有艺人之间的

竞争冲突。评弹行业组织以及艺人之间为了生

存和发展, 利用近代大众媒介的舆论宣传扩大自

身声誉和影响, 开始与大众媒介及报人发生联

系。同时, 小报文人对艺人的追捧, 更利用手中

的大众媒介,对他们心目中的艺人进行宣传和揄

扬,一定程度上是对评弹艺人的文化重塑。

1.捧角

对评弹艺人的追捧,在晚清小报文人之中就

已经开始。王韬是近代上海传统士大夫阶层的

代表人物之一。他在5瀛壖杂志6卷五中,述及了

当年上海女弹词艺人之盛况。/平生好作冶游0

的他放情于青楼勾栏的欢场情场中,一有空闲,

便与一班/长三倌人0斗诗侑酒,并演绎了一场与

/书寓0陆小芬的莫逆之交。�lu 他与/书寓0女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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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艺人之间的交往故事, 都记录在5海陬冶游
录6、5花国剧谈6、5艳史丛钞6等笔记小说中。另

如晚清上海著名文人李伯元, 他不仅与这些女弹

词艺人交往甚深, 而且为她们创办了文艺小报

5游戏报6,开近代上海小报之先河,被称为近代

上海消闲文艺小报/鼻祖0。他曾经数次在小报

上开花榜,选出色艺俱佳的女弹词艺人。其后,

其他小报文人亦纷纷创办消闲文艺类小报,并效

仿开花榜,选举文人心目中的色艺俱佳的女弹词

艺人。小报文人创办消闲文艺小报,并频有开花

榜之举, 一些女弹词艺人因此脱颖而出,名利随

之而来,而这样的选举(捧角活动)亦成为当时市

民生活中一件重大娱乐事件。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捧角活动日见频繁, 尤

其在报界知识分子之间。他们各自在创办的报

刊上极力追捧各自心目中的女弹词或男艺人,将

他们的才情挥洒在这些激情文字上。捧角一时

成为风气。著名小报文人如横云阁主、文曲楼主

及九公先生,均有颇多为女说书捧场文字。报馆

经常出专刊专栏对名角大力宣传。如著名的5社

会日报6为女弹词艺人谢小天创办特刊, 洋洋洒

洒三万言, 加以铜版照片, 封面使用三色, /开报
纸捧角未有之盛0。其时/报纸上之揄扬,日有所

见0。而一部分文人钟情于醉疑仙,则举办竞选

弹词/皇后0活动, 并让醉疑仙登上宝座, 且举行

加冕典礼,以此来与捧谢小天者对抗。º 其他有

钱琴仙特刊,由5力报6刊发。» 小报名人张健帆

等人,借助小报小刊,积极追捧女弹词艺人,更报

道这些/大众明星0般女弹词艺人的日常文化休
闲生活¼,以满足受众的好奇和欲望。

文人之间的捧角矛盾重重。甲说/炉火纯

青0,乙就说/尚未成熟0。麦芒对针尖, 言辞越

发激烈, 笔战天天有。因此, 有和事佬出来平

息文人之间口水仗, / 求诸同人不要动肝火, 说

说笑笑的东西, 何必认真得像律师代表当事人

上法庭辩论一般各不相让0 ½。表面的冲突, 一

方面说明各自喜好有异, 另一方面也有着利益

驱动。小报文人与评弹艺人之间结成了利益

共同体。捧角的重要意义, 不在于艺人的德艺

高低, 更由于舆论造势给他们所带来经济利益

的大小。

捧角文化成为当时报人以及听客的一种普

遍心态和生活方式。/女说书赛牡丹,与其说是

艺胜于色,不如说是色胜于艺, 来得真切。好在

现在听书的大都是有闲阶级,那欣赏色相甚于欣

赏艺术,更是一般有闲阶级的一种普遍心理。0 ¾

小报报人范烟桥甚至将女弹词艺人推上影幕,他

说选择女弹词艺人作主角, /取其较为新颖,以别

于歌女、女伶等千篇一律0, 且很想/把女弹词介

绍给电影的观众0,认为这也是一种大众娱乐、女

子的自由职业。¿ 捧角在繁荣发达的市民文化

中有着重要的市场,也成为小报文人消闲生活的

一种生活方式。

2.弹词撰写

小报文人不仅在报刊上刊登大量捧文及创

办特刊,为评弹艺人摇旗呐喊, 还撰写弹词,供他

们演唱。小报文人中写弹词稿件者, 以横云阁

主、张健帆等为此中/祭酒0。5铁报6、5百美图6、

5上海人报6、5真报6等不仅刊登大量以横云阁
主、张健帆署名的关于评弹及艺人的文章, 更为

评弹艺人创作了大量的弹词。

文人创作弹词与评弹艺人生存环境有着重

要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 传统的弹词书目逐

渐为人们所厌倦, 需要不断更新, 从而获取听

客的支持。如评弹艺人蒋宾初从开洛到亚美

书场,由亚美到大中华书场, 以及其他小电台,

唱的总是5三笑6、5双金锭6。人们听厌了, 他

不得不想编几部新书以维持他的生活。À 于

是,有评弹艺人自创弹词开篇, 以吸引听客。/晚

近之弹词家,群以自编之俚俗开篇炫奇, ,加唱
自编之开篇,以资号召, ,有信手拈来, 逗人发

笑之妙。0 Á

更为普遍的是评弹艺人常邀请小报文人等

为他们编写弹词,以满足市民不断变化了的消闲

文化需求。如沈俭安、薛筱卿曾请戚饭牛为他们

根据张恨水的小说5啼笑姻缘6编创唱词;又有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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澹庵为朱耀祥编写5啼笑姻缘6。5晶报6台柱张
丹斧曾给潘心伊写过评弹开篇以满足评弹艺人

的需要。¹ 抗战时期, 话剧5秋海棠6风行以后,

女弹词艺人范雪君也想演唱5秋海棠6, 于是请陆
澹安为她编写5秋海棠6弹词, 并约请陆商量此

事。陆答应并提出条件: /你要全部弹词,须等许

多时日,不如我写一段你说一段, 稿费不收, 不

过,有一个条件,你白天在仙乐唱, 晚上要到我兄

弟办的一个大华书场来弹唱一场。0 º

另一方面, 小报文人创作弹词, 也是其自身

情感发泄的一种方式。晚清至民国时期,江南弹

词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得

力于近代报刊这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繁荣,弹

词小说成为这一时期报刊的一个重要内容。各

类弹词小说深受大众欢迎,它既是市井的产物,

也是部分旧文人宣泄情感的出口。小报文人群

体一方面出版游戏类小报自娱娱人,一方面也创

作了大量的弹词小说迎合市民大众消闲文化的

消费需要。5申报6/ 自由谈0创始不久就有了天
虚我生的长篇5自由花6弹词, 其他报刊如5游戏

杂志6、5小说新报6、5家庭杂志6等都有弹词小说

的刊载。这些创作弹词小说的作者,大多是旧派

小说名家, 亦是小报文人群体主要代表,如程瞻

庐、范烟桥等。或许是弹词小说比较流行的缘

故,很多文人将当红小说改编为弹词。于是, 陆

澹庵的5啼笑姻缘弹词6、程瞻庐的5欢喜冤家弹
词6等,都大行其道。»

三  结   语

近代上海小报和苏州评弹均为雅俗共赏的

市民大众文化形式。苏州评弹进入上海以后,

由于城市化的发展, 两者为了共同的利益相互

依存和发展。一方面, 苏州评弹促进了上海小

报的繁荣, 并随着小报这一近代媒介的发展,

苏州评弹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另一方面, 小报

报人利用苏州评弹这一流行于江南吴语地区

的民间文化在市民中的影响力, 刊登评弹信

息, 扩大发行量, 争取生存空间。同时, 报人对

评弹艺人的追捧也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在市

民文化商业化进程中, 对大众文化的引领和重

塑。两种不同类别的大众文化, 在商业发达的

城市中,相互融合和渗透。

从社会文化史角度看,小报报人与评弹艺人

之间的社会交往,固然表面上看是相互利用相互

依存, 进一步分析,他们之间社会网络的建构也

是为了获取如布迪厄所阐述的/文化资本0或/社

会关系资本0。在布迪厄的分析中, /文化资本0

是指各种文化要素,它与金钱、财富一样,能作为

一种资本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社会关

系资本0也即人际关系, 是指由于从属于各种集

团而获得的人际关系的总体,通过人际关系结合

而可以获得某种利益。/社会关系资本就是由于
拥有相互认知与相互承认的持续性诸关系网络

所产生的现实的或者潜在的资源总体。0/换句话

说,由于隶属于某个通过具备种种共通特征而且

是永久性有用的结合关系而连结在一起的行动

者集合的集团所产生的资源总体。0¼同样地, 小

报报人与评弹艺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就是由于各

自/社会关系资本0的积累,小报文人通过与艺人

的交往,以及在媒介上传播艺人的才艺及生活状

态,获得了艺人们的文化支持, 获取了报刊的文

化资本,扩大了知名度和生存空间; 同时,在现代

化都市上海,评弹艺人由于生存需要,加强与近

代媒介以及与小报文人之间的结合与交往,通过

大众媒介传播,拓展了自身的业务范围,提高了

他们的社会地位, 也是对其个体文化地位的确

立。近代上海小报与苏州评弹这一同属大众娱

乐文化范畴的两种文化形式,在上海日益发达的

都市化进程中,在相互纠缠、相互依存中共求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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