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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河南曲艺文学民俗语言的艺术特征
高梓梅
( 南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 河南 南阳 473061)

摘 要: 曲艺文学以民俗语言为载体, 明白如话, 古朴自然, 呈现出口头性、白描化、形象性、叙
事性等特征, 带着土腥味儿的修辞, 精妙绝伦, 俗中透奇; 看似不符合语法规范的超常搭配, 却使人
心领神会, 令人拍案叫绝; 惯用语的运用和游戏文字隐晦语言的渗透, 更是幽默风趣, 极具表现力。
这充分表现出河南曲艺文学民俗语言的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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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语言是人民大众生活中的习惯用语, 是民众
经常使用的口头性语言, 有的符合语法, 有的不符合语

这个老婆也不瓤; 大娘来到柳树下, 冲着老头就嘟
(P58)
囔[ 3 ] ; 红娘笑盈盈, 张生太急争 ( 传统曲目鼓子

法, 被作家撷取运用到曲艺文学中, 经演员表演创造,
反映生活更形象、更具体、更生动, 彰显出曲艺文学语
言的通俗、古朴、厚重、幽默、风趣的艺术特征。
一、明白如话的大众化语言
大众的语言是产生于现实生活中活的语言, 它

曲·请宴) ; 老娘不是那省油灯。
迷瞪僧 ( 糊涂) , 不中听 ( 难听 ) , 长精 ( 希奇、古
怪 ) , 圪唠 ( 厨房锅道儿) , 耐烦人 ( 喜欢人) , 眼窝浅
( 见识短) , 不瓤 ( 不差) , 嘟囔 ( 埋怨) , 急争 ( 性子急) ,
省油灯 ( 喻好欺负的人) 。 这些语言大多是中原民众

精确、生动、丰富, 又明白如话, 彰显出民众的生活意
识和色泽。曲艺文学反映的是民众的生活, 表达的是
民众的思想和情感, 采用的语言是民众的语言, 与民
众的思想和情感保持一致。 曲艺文学大量采用明白
如话的大众化语言, 使其具有了民俗文学的特征。从

的口头用语, 土腥味极浓。这些口头用语是一个地区
的民俗文化的载体, 更是曲艺文学的载体, 曲艺文学
采用了这些用语, 说的是民众的话, 反映的是民众的
事, 听起来亲切、感人, 无论思想上或心理上都易于
与之产生共鸣, 使之在人际关系、生活方式、伦理道

语汇上看, 其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口头性。语言是许多文化的载体, 更是曲艺文
学的载体,“我们的语言运用影响了我们的文化, 我
(P282)
们的文化也影响了我们的语言运用”[ 1 ]
。曲艺文
学运用了人民大众的口头性语言和俚俗方言, 深深

德上来调整、平衡、轻松自我。
2. 白描化。 曲艺文学的语言常采用白描的艺术
手法再现生活。 白描化语言就是对民众生活中的语
言不加雕琢, 保持其古朴、自然、生动的韵味, 如单口
相声《拔牙》
:“王三孩, 老老实实张大嘴巴, 猫着腰,

地影响着曲艺文学的性质, 使其突出了民俗特征。口
头性语言和俚俗方言虽土腥味十足, 却古朴自然, 是
原汁原味的民众生活用语, 凝结着深厚的民俗因素,
因此它反映民众生活更真实, 如: 你不必假装迷瞪僧
( 传统曲目鼓子曲·月下来迟) ; 冷笑无情不中听 ( 同
上 ) ; 见一个人儿真是长精 ( 传统曲目鼓子曲·酬
韵) ; 王书吏无奈爬进锅圪唠 ( 传统曲目鼓子曲·打
(P76)
面缸) ; 这个小伙真正好, 实在实的耐烦人儿[ 2 ] ;

合着眼, 看来他熏得很舒服呢, 谁也不防那七龙八虎
金银香里, 裹了这么一个麻雷子, 王三孩熏得正舒
服, 冷不防‘通’一声, 平地一声炸雷, 吓得王三孩脖
子一梗, 身子一歪,‘妈呀’一声, 那颗独牙连血带肉
拔了出来, 痛得他捂着腮帮, 蹲倒在地。 跑江湖的赶

女会计她的眼窝浅, 只气得止不住把泪滴[ 2 ]

(P59)

;我

着问他:‘怎么样? 干脆吧? 除根了吧? ’
诸位请看, 他
舒服得不知说啥好了……”
这段相声明白如话, 既有
人的声音、动作, 又有人的表情、心理活动, 把拔牙人
的惊、痛, 跑江湖的骗、 诈, 表现得幽默风趣。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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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曾说:“白描却并没有秘诀, 如果要说有, 也不过
是和障眼法反一调: 有真意, 去粉饰, 少做作, 勿卖弄
(P614)
而已。”[ 4 ]
曲艺文学所用的语言就是去掉了一切
粉饰, 保持了人民群众口头用语的原汁原味、土语土
调, 给人以真实的感觉。再如传统段子中对青年女子

了农民的世界观和认识论, 虽极土极俗, 但凝练、厚
重, 是农民生活用语的本来面目, 反映出中原农民的
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
二、俗中透奇的修辞语言
曲艺文学的语言大多是农民生活交往中的日常

美貌的描写语言: 杏子眼, 柳叶眉, 脸蛋赛似鸡蛋二
层皮儿, 红丢丢的胭脂抹嘴唇儿…… 对人称呼是
“柱他爹”
、
“栓他娘”
、
“铁蛋”
、
“狗剩”
、
“你这妮”
、
“你
这娃”等等, 这些鲜活的语言走进曲艺文学中, 使之
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民俗文化。

用语, 经过不断加工、调适、修饰, 使之诙谐幽默, 情
趣盎然, 隐含着农民自发的修辞技巧, 但不乏其“俗”
味。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诡异的比喻、离奇的夸张。比喻能化抽象为具
体, 化深奥为浅显, 化平实为生动, 贴切的比喻使语

3. 形象性。曲艺文学为民间叙事性文学, 靠叙事

来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生活, 要求语言必须具有
形象性, 才使故事叙事清晰, 人物形象有血有肉, 鲜
明地树立在观众面前。如现代曲目《二嫂买锄》
“鼓子
头”的语言:“二嫂子叫王九茹, 火辣辣的脾气, 是一

言有动人的魅力。曲艺文学常用比喻而且诡异, 诡异
是说雅文学中难以找到, 俗文学中常用的比喻, 这种
比喻一是俗, 二是异, 但又顺理成章。如现代曲目《吃
喜面》中王妈妈得了孙子, 非常高兴, 曲词的语言则
是:“王妈妈儿, 楞得好像脚趾甲儿, 头发卷儿撅上天

个见面熟……”[ 5 ]
两句话就把二嫂子的性格特
征展现在观众面前; 现代曲目《算卦》
的语言更精彩:
“张瞎子, 李瞎子, 肩上背个褂搭子”
; 再看现代曲目
《女货郎》中的语言:“正中间站着一位大姑娘, 这姑
娘年纪不过 20 岁, 浑身上下有力量, 你看她高卷裤

儿。”
“楞”
是方言, 就是喜欢、高兴的意思, 但像脚趾
甲, 就解不通了, 群众却明白。 再如现代曲目《刮胡
子》
中的比喻:“赵大伯一听合不拢嘴, 赵大娘心里好
像化冰糖。”
“化冰糖”是多么甜蜜, 一下子把赵大娘
想见儿媳妇的内心感受真实形象地表达出来了。 现

腿过膝盖, 腿肚上沾满泥巴浆, 满头大汗往下淌, 忽
(P27)
打着衣角来乘凉。”[ 6 ]
这些语言把一个个不同性
格, 不同身份的人物真实地再现在观众面前。语言的
形象性最具艺术魅力, 也最能体现曲艺文学的艺术
特征。

代曲目《三考新郎》
的比喻更土更鲜:“这时候从门外
进来快二嫂, 她说话好像摇铃铛。”
“摇铃铛”
清脆、响
亮, 突出了快二嫂的性格特点。比喻语言富于形象美
和动感美。夸张是文学中常用的手法, 但在曲艺中又
有所不同, 离奇得耐人寻味, 精妙得引人发笑。 如现

4. 叙事性。 曲艺文学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

个生动有趣的故事, 故事情节的生动与否, 靠语言的
表达, 要求其语言必须具备较强的叙事性, 才能抓住
观众的心理, 使观众一下子进入故事中, 关心故事中
的人物命运。 如现代曲目《两亲家》
:“张家洼, 李家

代曲目《两亲家》
中:“你亲家办法就是多。 多少? 多
得简直没法说, 一肚子, 两肋巴, 脑子里装了一疙瘩,
掏出来够你两车拉。”
再如《黑妮》
:“咱俩打个马虎算
(P36)
啥事儿, 你瞧你小嘴噘得能拴驴儿。”[ 9 ]
总之, 曲
艺文学中的比喻夸张俯拾皆是, 土腥味十足, 所用语

洼, 住着张、李两老八, 张老八, 李老八, 两个老八是
亲 家, 都 在 队 里 当 保 管, 人 们 称 他 俩 是 红 管 家
(P1)
……”[ 6 ] 一开头通过叙事性语言把作品中的主人
翁的姓名、关系、身份交代得一清二楚, 两个老八之
间会发生什么事呢, 自然会吸引听众, 了解下情。 再

言都是农民的口头用语, 所用事物都是他们在生活
中的熟悉事物, 运用在曲艺中, 使曲艺文学的语言幽
默风趣, 鲜活异常。
2. 铺陈的排比、缜密的顶针。排比是曲艺文学中
常用的艺术手法, 并且铺陈得尽情, 靠演员的嘴皮子

如《卖丫鬟》中:“八十岁老婆坐楼台, 叫声丫鬟你过
(P471)
来, 听一听老奶奶对你教调与铺摆……”[ 7 ]
地主
婆对丫鬟教调什么, 铺摆什么, 小丫鬟会是怎样的命
运呢? 不能不引起观众对小丫鬟命运的关注。 曲艺
文学的叙事性使故事的情节跌宕起伏, 土声土调的

功一气道出, 吸引观众, 是曲艺段子里的亮点, 是迎
来掌声的地方。 传统段子《小黑驴儿》
对新媳妇花鞋
的描写: 前三针儿, 后三针儿; 左三针儿, 右三针儿;
顺三针儿, 横三针儿; 起三针, 纳三针儿; 紧三针儿,
慢三针儿; 不紧不慢又三针儿; 隔着三针蹦三针儿;

语言, 使曲艺文学具备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高尔基
说:“作为一种感人的力量, 语言真正的美, 产生于言
辞的准确、明晰和动听。这些言辞描绘出作品中的图
(P263)
景、人物性格和思想。”[ 8 ]
曲艺文学的大众化语
言明晰、动听, 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普通生活, 揭示

鞋尖扎到鞋后跟儿…… 语言精彩奇妙, 令人拍案叫
绝。 再如现代曲目《两亲家》
中亲家母对亲家张老八
的招待, 显示出农家招待客人的礼节习俗:“炒茄子,
拌黄瓜, 煎豆腐, 调豆芽, 凉面条子鸡蛋花, 桌子上摆
(P4)
了一扑拉……”[ 9 ] 排比艺术手法使语言畅达明

(P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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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富有节奏感, 能把情感尽情地抒发出来。 顶针续
麻的艺术手法, 更耐人寻味, 如传统曲目《百山图》
中
对景物的描写: 碧云天外天外天, 天下美景实可观,
关桥以下有龙戏水, 水底的鱼鳖难把船翻…… 字头
咬字尾显示出语言的清新、流畅, 富有情趣。

传统段子里有, 现代段子也有。 如“怕的是惹得俗人
启笑唇”( 传统曲目鼓子曲·黛玉焚稿) ;“照着吕布
刺喉咽”( 传统曲目鼓子曲·风仪停) ;“我急忙下坡
(P28)
迎上去, 夺过扁担肩上放”( 三弦书·女货郎) [ 9 ] 。
说唱文学为了押韵, 不免出现倒装语, 倒装语是曲艺

除以上修辞手法外, 曲艺文学中还常用对偶、反
复等修辞手法, 同时也不乏赋、兴的艺术手法, 如现
代曲目《刘胡兰就义》
中的“鼓子头”
:“反动军阀阎锡
山, 文水县里逞凶残……”一开始直述其事, 给人以
直观的认识和感受。 兴的手法在曲艺文学中也是常

文学语言的习惯用法。
3. 省略语。曲艺文学中的唱词, 为了上下押韵,
还使用省略语的形式。 如“说什么西施貂禅女, 月里
嫦娥下广寒 ( 宫) ”( 传统曲目鼓子曲·挑帘) ;“天气
晚了, 安歇吧, 二人双双入红绫 ( 被) ”( 传统曲目鼓子
曲·月下来迟) ;“恨不能铲尽那天下不平 ( 事) ”( 鼓
(P4)
子曲·张衡观天) [ 9 ] 等。

用的, 如现代曲目《一只猫》的开头:“世上人要是不
相交, 各人的爱好你猜不着。 咱今儿唱一位姚大嫂
(P159)
……”[ 9 ]
用世人通过相交了解他人的爱好来兴
起姚大嫂的养猫爱好, 进而塑造姚大嫂的性格特征。
由此可见, 经过调适加工的语言, 更加清新、活泼、流

倒装语为了上下协韵, 把语言倒置, 省略语为了
上下协韵而把字省略, 在文法修辞上不同, 不合语
法, 但曲艺文学中有这种用法。除特造语、倒装语、省

畅, 真正成为有血有肉的大众化语言。
三、不合语法的习惯性语言
河南曲艺文学中常用农民的习惯性语言, 这种
语言似通不通, 不合语法, 但恰当地表现出农民的心
理文化素质和河南大地的文化积淀。 这种习惯语言

略语外, 还有重叠语。 重叠语大多是为了绘声或绘
景, 如脸是“白生生”
; 眉是“弯争争”
; 眼是“虎灵灵”
,
另外“咕咚咚”
、
“扑楞楞”
、
“刷啦啦”
、
“怒冲冲”
等, 曲
艺文学中随处可见, 这是俗文学特别具有的情调。
四、游戏文字的隐晦语言

文人不用, 只在民间说唱文学中存在。不合语法的习
惯性语言有的是历史遗传下来的群众口头语言, 有
的是无名作者创造出来的特造语言。
1. 特造语。特造语是曲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
为了上下押韵, 意思接近所表达的内容的语言传统

曲艺文学常运用民间俗语来游戏文字, 构成口
头文学的形式, 使其呈现隐晦曲折、幽默滑稽的情
趣, 虽为玩耍, 却如同一碟小菜, 调和了观众的口味,
使观众在忍俊不禁中得到教化。这些游戏文字, 颇具
匠心, 是农民对生活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透露出农民

段子用的最多, 如:“敬德一见事不好, 双膝扎跪地流
平”( 鼓子曲·搬敬德) ;“双膝扎跪流平地, 谢过公
主思念情”( 鼓子曲·百话赠剑) ;“张君瑞一见莺莺
到, 双膝扎跪地尘埃”( 鼓子曲·酬简) ;“哭一声二公
婆细听衷肠”( 鼓子曲·尽孝完节) ;“吩咐小玉快看
酒, 推杯换盏饮刘伶”( 鼓子曲·暗饯) ;“许士林进到
南学内, 苦坐南学念圣贤”( 鼓子曲·塔前寄子) 等。

的聪明才智。 总之, 其艺术性极高, 每一个文字游戏
都耐人寻味。
1. 谜语。谜语供猜测之用, 故意躲躲闪闪, 使语
意含蓄。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篇》中说:“回互其
辞, 使昏迷也。”
又说:“义欲惋而正, 辞欲隐而显。”
谜

曲艺文学传统段子习惯用语很多, 跑得快为“一溜
烟”
、
“来好快”
、
“如飞快”
; 平地为“流平地”
、
“地流
平”
; 读书为“念圣贤”
; 喝酒为“饮刘伶”
; 人死为“染

语的这种特点, 适合文学的场景, 因此曲艺文学特别
是相声小品, 经常使用谜语制造包袱, 引人发笑。 如
传统相声段子《打灯谜》
:
甲: 你注意听着,“刺啦! ”
乙: 说呀! 甲: 完啦! 乙:
完啦! 我费半天劲, 他刺啦就完啦, 打一个什么呀?

黄泉”
。 对女子的称呼为“女裙钗”
、
“女娇娃”
、
“女花
童”…… 传统段子的习惯用语在语法上是不可解
的, 但常用, 虽不合语法, 观众却能心领神会, 知道指
的是什么。 列宁曾经说过, 常常有这样的惯用语, 它
能以出人意料的恰当, 表现出复杂现象的本质。特造

甲: 打一吃物。乙: 那位吃过“刺啦”
呀, 干脆, 猜不着。
甲: 告诉你, 是摊煎饼的。 乙: 合乎情理吗? 甲: 当然
合乎情理。 这是盛面的小罐子, 左手拿着小勺, 右手
拿着小铲子一划啦,“刺啦”
一张煎饼……
谜语在曲艺文学作品中经常运用。 谜语不仅有

语即如此, 它恰当地表现出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生活
的本质特征, 使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历史、了解历史。
2. 倒装语。曲艺文学中的倒装语并非修辞关
系, 乃是为了韵脚的协和, 无论什么唱本, 因为要适
合口头演唱需上下协韵, 随时会产生倒装, 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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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谜、事谜, 还有以体形、动作为谜面的, 如传统曲目
《夫妻观灯》
、
《李翠莲盘道》
中长达二三百句, 上自天
文, 下至地理, 有人, 有动物, 还有器具、车辆, 真是包
罗万象, 叫人思绪连绵, 回味无穷。所用语言, 无论谜
底或谜面都是民间俗语、俗物, 如“什么上圆下四方?

高梓梅: 论河南曲艺文学民俗语言的艺术特征
什么下圆上四方? 什么里圆外四方? 什么外圆里四
方? ”
谜底是筷子、水井、锅台、大钱。 谜语的运用, 不
仅能启迪人的智慧, 陶冶人的情操, 而且大大增强了
曲艺文学的艺术效果。
2. 歇后语。歇后语是民众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

农民的用语技巧和文化意识, 使其在歌颂、赞美, 讽
刺、嘲笑等方面收到特殊的功效。
总之, 曲艺文学的大众化语言, 以口头性、白描
化、叙事性、形象性为其基础, 恰当渗进农民的习惯
语言和文字游戏, 如同肥肉浊酒, 粗箸大碗, 加上几

造出来的一种特定结构的语言形式, 它源于民间俗
语, 在人们口头上广泛流传,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浓郁的生活气息, 形象生动, 幽默风趣, 人们喜闻乐
道。 曲艺文学为增加其情趣, 引起观众的思索, 经常
运用。如小品《拜年》
: 产房传喜讯——人家生了。本

味调豆腐, 生拌黄瓜, 别有一重古朴风趣的意味, 使
曲艺文学更具民俗文学的特征。

意是生了孩子, 含义是某某某升官了。 落叶的茄子
( 鹊桥》
) ; 小家雀落到井架上—— 玩意
—— 没长开 《
( 拜年》
) 等等。 歇后语言此意彼, 滑
不大, 架子不小 《
稽幽默,“当一个情景同时属于两组绝不相干的事
件, 并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意思来解释的时候, 这个情
景必然是滑稽的”[ 10 ]。 曲艺文学恰当运用农民日常
生活中的歇后语, 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风
土人情和心理习惯, 并给人以回味的余地, 用歇后语
使曲艺文学增添无穷的韵味和情趣。
3. 绕口令。绕口令颇具滑稽情调, 靠演员的嘴
上功夫, 要求吐字清晰音调准确。如传统曲目鼓子曲
《画凤凰》
: 金风吹来树叶黄, 有一位丹青会画凤凰。
画一个红凤凰, 黄凤凰, 半红不白, 半黄不粉, 粉不
粉, 黄不黄, 酱紫, 梨花, 鹅黄, 金黄, 柿黄, 色里米黄,
粉红凤凰。 再如: 南边过来一个喇嘛, 北边过来一个
哑巴…… 绕口令虽明白如话, 却分外咬嘴, 很难把
握, 需反复练习才能掌握。 文字游戏的语言除上述
外, 还有谚语等。曲艺文学采用的谜语、歇后语, 大多
来自民间的土言俗语, 它像一面镜子明显地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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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rt character istics of folk language of the l itera ture of Henan Quy i
GAO Zi2m e i
(Ch inese D ep a rtm en t of N anyang T eachers Co llege, N anyang, 473061, Ch ina )
Abstract: T he lita ra tu re of Q uyi, sim p le and na tu ra l, is ca rried by fo lk language. It ha s the cha racteristics of o ra l, line d raw 2
ing, im age and recoun ting. T he loca l rheto ric sm ell is ingen iou s and incom p a rab le and strange. T he unu sua l couoca tion, w h ich
look s like ab su rd in ligh t of trad itiona l g ramm a r, is understandab le and overw helm ing. T he app lica tion of id iom s and veiled
gam e w o rd s m akes it m o re hum o rou s and pow erfu l. T he cha racteristics of the litera ta re of Q uyi and fo lk language a re fu lly
actea lized in H enan auyi.
Key words : lannguage; cha racteristic; hab it; tem p eram en 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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