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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体指文学作品的体裁、体式的规范,文体既有稳定性, 也有变异性。文体的生成和进化的动力

是错综复杂的。巴赫金是诗学大师,也是文体学大家。他是一个具有改良主义品格的文体改革家, 既主张狂

欢生成体裁,承认文体的革命性和变异性, 也强调文体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他的文体进化观产生于特殊的历

史语境中,正是受到了政治生活的压抑和已有文体的压迫,他才高度重视狂欢理论与对话理论, 认为对话和狂

欢都具有生成体裁的意义,特别是狂欢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的一般感受。人的狂欢与文体的狂欢都源于

人、社会和文体都具有的追求自由的天性和革命的潜能。巴赫金的理论有助于当下中国的文学自律和文体自

觉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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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文体观及产生背景

规范反映了某种价值系统,因为它们可以引

导一个决策者做出恰当的选择; 按照规范提供的

标准行为,可以帮助决策者找到有利的选择方式,

或是找到应当比其他选择方式更为有利的选择方

式。 文体指文学作品的 体裁 或 体式 规范,具

有艺术价值和政治价值,即既具有艺术规范及艺

术革命的潜能, 也具有政治律令及政治革命的潜

能。文体如同福柯所言的话语,不仅仅是语言,实

质上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 话语甚至

可以产生真理。福柯曾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从何时起,从什么样的语义或句法的转变开始,

人能认识到语言已变成一种理性话语?

很多文论家都重视文体, 出现了很多高明论

述: 文学的种类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名称,它是

一种能够在一件作品中参与显示其特点的美学惯

例。 类型理论是秩序的法则, 它不是根据时间

或地点(朝代或民族语言) ,而是根据特殊的文学

组织或结构来划分文学和文学史的。在某种形式

上,任何区别于历史研究的批评性和评价性研究,

都呼唤这种结构。 在一个社会中,某些复现的

话语属性被制度化, 个人作品按照规范即该制度

被产生和感知。所谓体裁,无论是文学的还是非

文学的,不过是话语属性的制度化而已。 文体

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

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

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 文人与文体

都有追求自由的天性, 也有强烈的归宿感和秩序

感。这是社会存在和文体存在的心理学基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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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家诗人既有文体自觉性, 也有文体创作性,波

德莱尔鲜明地指出: 人具有一种特权, 可以在一

种虚假的体裁中或者在侵犯艺术的自然肌体时不

断地发展巨大的才能。

现代意义的文体学大约出现在 20世纪 60年

代,既是语言学也是文艺学的分支,更多是语言学

领域的 风格学 和文艺学领域的 体裁学 。尽管

巴赫金的文体研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体学, 但

是他的研究既有传统的 修辞学 , 也涉及到现代

的 体裁学 和 风格学 ,他创造性地更新了文体

研究的方法,极大地拓展了文体研究的范围, 特别

是将打破了文学研究的疆域, 将语言学和政治学

融入文学研究中,他不仅重视 体裁 和 文本 ,也

重视 风格 和 作家 , 还重视文本体裁和言语风

格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美学基础。在某种意义上,

他可以被称为文体学研究中的语言文体学和社会

文体学及政治文体学的先行者。在文学研究中,

巴赫金敏锐地意识到文体研究, 特别是体裁研究

的薄弱和研究方法的单调: 体裁尚无充分的研

究。获得研究的仅有文学体裁的理论, 但它是建

立在亚里士多德和新古典主义的狭窄基础之上

的。像长篇小说这种现代文学的主导体裁,则根

本没有人探讨。 巴赫金从语言学、文学、美学、

社会学、政治学等多方面研究了文体。体裁理论

在巴赫金诗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构成巴赫金诗学

的三大理论复调小说理论、对话理论和狂欢理论

都直接讨论了文体的生成与进化。他的代表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全书五章, 有三章谈

及文体,第四章的标题是 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的

体裁特点和情节布局特点 。 文本、对话与人文

一书中涉及文体的论文有 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

类型(体裁类型)的历史 、言语体裁问题 、 言

语体裁问题 相关笔记存稿 。 周边集 一书中涉

及文体的章节有 关于形式主义方法的历史 、诗

学中的形式主义问题 、文学史中的形式主义方

法 等。巴赫金十分重视 体裁 研究的重要性:

形式主义者一个劲儿地强调,他们研究的是作为

客观现实的艺术作品, 而不管作者和接受者的主

观意识和主观心理如何。因此对他们来说,文学

史就成为作品和由这些作品根据内在的特征联合

而成的客观群体 流派、风格、体裁 的历

史。由于形式主义者的这个原理是提出来反对心

理主义美学和对艺术作品所作的素朴的、主观心

理的解释(把它解释成为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心

灵 的表现)的, 因此他们的这个论点完全可以接

受。 在 言语体裁问题 一文中, 他不但承认言

语体裁具有稳定性: 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与

语言的使用相关联。 每一单个的表述, 无疑

是个人的, 但使用语言的每一领域却锤炼出相对

稳定的表述类型, 我们称之为言语体裁。 还高

度肯定了体裁具有 质文代变 的特点和研究文体

进化的意义: 每一时代,每一文学流派和文学作

品的风格, 一个时代和流派范围内的每一文学体

裁,各自都有对文学作品接受人的独特见解,都有

对自己的读者、听众、观众、民众的独特感觉和理

解。研究这些见解的历史沿革, 是一项有意义的

重要的任务。

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产生于特殊的语境中,

封闭保守的社会生活和独裁政治对人产生了极大

的压抑,人也渴望变革。他认为: 确实,复调小说

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才能出现。不仅如此,对复

调小说最适宜的土壤, 恰恰就在俄国。这里资本

主义的兴起几乎成了一场灾难, 它遇到了未曾触

动过的众多的社会阶层, 众多的世界。这些阶层

和世界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渐进过程中, 没有像西

方那样减弱自己独特的封闭性。这样一种处于形

成过程中的社会生活, 其矛盾的本质是无法囊括

在某一自信而冷静的审视者的独白型意识之中

的。社会生活的矛盾本质在这里应该表现得特别

突出;与此同时,相互邂逅而失去思想平衡的多种

世界, 也应该特别充分特别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

独特面貌。这样便创造了客观的前提, 使复调小

说在极大程度上获得了多元化和多声部性质。

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

自的独立, 作为一个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

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如

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 那么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

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 从原则上便超出了某一人

意志的范围。可以这么说,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

在于把众多意志结合起来, 在于形成事件。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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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生活的压抑和已有文体的压迫使巴赫金推

崇 对话 与 狂欢 , 他试图借学术研究宣泄被压

抑的思想,追求人生自由和思想自由。重视群体

社会和现实生活是俄国文学艺术的传统,无论是

文学家还是画家, 都特别爱国,都主张 为生活而

艺术 喜欢直接干预生活。布尔什维克党人更是

极端反对艺术家 为艺术而艺术 。在十月革命

前,列宁就提出了 文学的党性原则 ,认为作家的

写作事业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十月革

命后,列宁更是坚决主张艺术是属于人民的, 政府

也极端强调文学的启蒙宣传功能。 1919年俄共

(布)中央机关报 真理报 连续发表社论,号召

作家们学习 表现活生生的、实际的生活 ,强调一

切艺术的作用都是 为了人民,为了改变生活 ;因

此无产阶级诗人必须 胸中装着千百万人 ,必须

充满强烈的现代感 。 这种以 人民 的名义来

剥夺人的主体性和作家的创作自由及文体独创的

行为,加剧了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作家的压迫,政

治霸权助长了文体霸权。俄国艺术家并没有被强

权吓倒,仍然有来自底层的抗争,如福柯所言: 哪

里有权力,那里就有抵制。 这些抵抗不从属

于一些不同性质的原则; 但是,它们并不因此一定

是让人失望的诱饵或许诺。它们是权力关系中的

另一极,是权力关系不可消除的对立面。 连马

雅科夫斯基、高尔基这样的受到政府重视的诗人

作家都没有完全被规训, 仍然坚持艺术的自主性。

虽则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理论显然不能接受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艺术, 可是几乎所有 20世纪的

俄国文学都反映出他的影响。不仅是颓废派作家

和象征主义派作家, 都带有陀斯妥耶夫斯基

的思想的艺术的痕迹。 模仿或研究陀斯妥耶夫

斯基成为作家或理论家宣泄自由欲望的特殊方

式。巴赫金的文体研究代表作 陀斯妥耶夫斯基

诗学问题 完成于 1929年,正是政治独裁与文化

专制合流并形成霸权的特殊年代。

巴赫金创造性地把人类的狂欢及狂欢节仪式

与艺术的生成及文体形式联系起来。他认为: 狂

欢既是一种世界的和语言的一般感受, 也是一种

特殊的文体形式的一般感受。 狂欢节上形成

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

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

演。 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 这就是我们所

谓的狂欢化。 言语体裁能比较直接地、敏锐

地、灵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

表述及其类型亦即言语体裁, 是从社会历史到语

言历史的传送带。 哪里有风格(语体) , 哪里就

有体裁。风格(语体)从一个体裁转入另一体裁,

不仅要使风格(语体)在它所不习惯的体裁中表现

异常, 而且会破坏或改变这一体裁。 除了此类

程式化的体裁之外, 这些体裁的大部分都可

加以自由的创造性的改造(这一点同艺术体裁一

样,而某些体裁还可在更大程度上改造)。不过,

创造性的自由的运用并不是重新创造体裁;为了

自由地运用体裁, 需要很好地掌握体裁。 他研

究出狂欢式的几个特殊范畴: 人们之间随便而又

亲昵的接触、插科打诨、俯就、粗鄙。这是巴赫金

的 狂欢生成体裁 文体理论的社会学及政治学基

础。探究巴赫金狂欢生成体裁的文体进化论,不

难发现正是人, 特别是社会人的狂欢与文体自身

的狂欢品性导致了新文体对旧文体的 扬弃 式取

代,促成了文学体裁的分化与演变。正是社会的

狂欢带来了语言的狂欢和体裁的狂欢, 文体的狂

欢带来了文体的进化, 与人的狂欢和社会的狂欢

一样, 语言的狂欢和体裁的狂欢都不是绝对自由

的,仍然会受到各种限制。

文体的狂欢与文体生成

文体常常是人类社会的自由或法则的象征,

文体的反秩序动态性存在方式是文体狂欢的重要

原因, 文体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正是文体革命的

原动力。文体的演变历程也可以称之为人不断自

我解放及社会的自由不断地被释放的历程。在正

常情况下,如同人的自由与法则既对抗又和解,文

体自由与文体法则的对立也会造成文体和谐, 使

文体能够健康发展。群体社会的秩序性和制度性

与人类文明及文化的稳定性决定了文体也具有稳

定性。 由某一类型构成的连续性可以体现在该

类型的所有本文系列中, 文学类型在非逻辑、

组的特殊性意义上是可以确定的, 与广泛的辅助

功能的范围相对。文学类型可以独立结构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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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构必须在由不可替代的因素构成的结构中

进行共时性的认识, 同时在形成连续性的潜在可

能性中进行历时性的认识。 因此可以相对地界

定诗、小说、散文等文体,甚至也可能界定出诗这

一大类中的小类, 如小诗、长诗、格律诗、自由诗、

十四行诗等具体诗体的文体特性, 甚至可以提出

诗体 概念,用定型诗体、准定型诗体和不定型诗

体来指称已有的诗的形式。

形式结构是体裁存在的物理基础,构形是人

的天性。如歌德所言: 人有一种构形的本性,一

旦他的生存变得安定之后,这种本性立刻就活跃

起来。 任何体裁的文学作品, 特别是艺术性较

强,对形式要求较高的体裁,如诗歌, 被视为是人

的语言智能的典型范例, 即最高的语言艺术, 如同

狂欢节,都有一个内容被赋予形式的过程。所以

内部形式的新陈代谢的文学的文体革命最能够体

现出文学的革命性质, 文体革命是文学的革命意

义的最明显、直接、实质的表现。 一件艺术品的

意义只能包含在它提供给某一感官或全部感官的

形式之中, 而人对它的把握又必须借助于想象。

而要做到这一点, 一件艺术品就必须是从作为媒

介的具体材料中抽象出来的 有意味的形式 。

狂欢节注重的也是形式与过程。在很多巫术活动

中,特别是在民间的宗教活动中,这种内容高度严

肃的仪式常常采用非严肃的方式表现, 以此反衬

出内容的严肃性, 是为了让参加仪式者不被高度

的严肃性内容压迫得无法参与仪式, 这不仅是人

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本能的反应,也符合人的生

存的 快乐原则 和社会发展的 和谐原则 ,甚至

还能够显示出人的喜新厌旧的天性。

巴赫金认为文体的生成进化与以上巫术仪式

的运作十分相似: 狂欢节的世界感受, 具有强大

的蓬勃的改造力量, 具有无法摧毁的生命力。

如果文学直接地或通过一些中介环节间接地

受到这种或那种狂欢节民间文学(古希腊罗马时

期或中世纪的民间文学)的影响,那么这种文学我

们拟称为狂欢化的文学。庄谐体的整个领域,便

是这一文学的第一个例证。 可以说小说体裁

有三个基本来源:史诗、雄辩术、狂欢节。随着哪

一个来源占据了主导地位,就形成了欧洲小说发

展史上的三条线索: 叙事、雄辩、狂欢体(它们之间

当然存在许多过渡形态)。 对话和狂欢都具有

生成体裁的意义,特别是后者,不仅能够生成一种

具体的带有狂欢特质的体裁, 如庄谐体,而且还能

够形成一类具有狂欢性质的体裁, 如在诗歌、小

说、戏剧中经久不衰的讽刺体,还有助于整个人类

文学艺术的文体的生成与进化。因为存在于人与

人类社会中的文学艺术的文体本身也与人与人类

社会一样,具有 狂欢 和 对话 的品格。文体与

人一样, 既具有秩序感, 又具有破坏欲, 自身也具

有狂欢和稳定的品质, 特别是人的狂欢性和社会

的狂欢性加剧了文体狂欢,导致了更多的、更激烈

的文体革命。

在人类社会,人一直扮演着 自然人 和 社会

人 两种角色, 人的自然属性使人更有自由欲, 人

的社会属性使人更有秩序感。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有的文化更尊重自然人,如西方文化, 有的文

化更重视社会人,如东方文化,俄苏文化更多属于

后者。 狂欢 更重视自然人, 对话 更重视 社会

人 。如加登纳所言: 一个人是个统一的个体

他仍须在社会环境中成长(是个有情感与努

力目标的个体) , 必须依靠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

标、判断自己的成绩 这样一个事实则是人类

条件中不可避免的方面,它是牢固植根于我们物

种之中的。 偏重于 自然人 的作家更有文体独

创性, 偏重于 社会人 的作家更有文体自觉性。

作家面对文体自由与文体法则, 如同人在社会生

活必须处理个体自由与社会法则的矛盾。尽管

人的自主意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 ,

人却一直生活在自由与法则的对抗与和解中。但

是不管哪类作家都是富有创造力的人, 他的创造

力更多来自集体而非个人,他必须更多地依赖传

统而非个人才能创作。如同容格所言: 每个具有

创造力的人都是合二为一的, 甚至是异质同构的

复合体。他既是有个体生活的人, 又是非个人的、

创造的程序。 他的艺术性格承受了过多的反

对个人性的集体心理生活。艺术具有一种抓住人

并将人作为它的工具的天生驱动力。艺术家并不

是一个生来就把追求自由意志( free will)作为最

终目标的人,而是一个让艺术通过他来实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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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人。作为一个人,他可能有自己的情绪、意志

与目标,但是作为一位艺术家,他是一个具有更高

意义的人 一个集体人。他承担和呈现着人类

的无意识的心理生活。为了履行好这艰巨的责

任,有时他不得不牺牲个人的幸福欢乐甚至普通

人生活中值得生活的任何事物。 社会人或集体

人的自由空间是有限的, 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人

的自由总是被社会的法则制约着, 使人不得不压

抑着狂欢的天性, 过着被他律和自律双重限制的

生活。自由甚至被视为一种负担: 不仅在哲学的

语言里,而且在政治学的语言里,自由都是一个最

为含糊不清的术语。 不管是在个人生活里还

是在政治生活里, 自由经常是被看作一种负担而

不是一种特权。

人的分类本能不仅体现在对形式本身的注

意,更体现在形式自身所包含的意义对人的吸引。

即使是纯形式的艺术, 也由于人的本性和心理可

以使形状具有性质而产生了实在的意义。这更引

起了人对形式及命名的重视。名正言顺, 命名

决定 存在 。文体的 分类 及 命名 正是某种文

体获得文体自律和文体自足的特权, 维护体裁的

稳定性的重要手段, 体裁名称本身就具有制定文

法的意义,文体如人一样具有归宿感和秩序感,在

文体运动中,一旦某种文体确立,一些相邻文体便

纷纷靠拢, 这种文体的特色及属性便被建立和凸

显,这种文体的稳定性便得到了确立。以中国 五

四 运动时期的白话诗运动为例, 白话诗 这一名

称的出现不仅集结了用白话、俗语、俚语写的无韵

诗,而且集结了用白话写作的有韵诗;不仅集结了

文人写的诗歌, 而且集结了民间歌谣;不仅集结了

中国的现代诗歌, 而且集结了外国的现代诗歌和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通俗诗歌。外国诗歌、古代汉

语诗歌和民间诗歌成为中国新诗的三大诗体资

源。正是这三大诗体资源保证了新诗文体的相对

稳定性。

必须全面借鉴巴赫金的文体理论

尽管巴赫金认为狂欢生成体裁,他的文体进

化论却具有明显的改良性质。他的这段话十分重

要: 文学体裁就其本质来说, 反映着较为稳定的、

经久不衰 的文学发展倾向。一种体裁中,总是

保留有已在消亡的陈旧的因素。自然, 这种陈旧

的东西所以能保存下来, 就是靠不断更新它,或者

叫现代化。一种体裁总是既如此又非如此,总是

同时既老又新。一种体裁在每个文学发展阶段

上,在这一体裁的每部具体作品中,都得到重生和

更新。体裁的生命就在这里。因此,体裁中保留

的陈旧成分,并非是僵死的而是永远鲜活的;换言

之,陈旧成分善于更新。体裁过着现今的生活,但

总是在记着自己的过去, 自己的开端。在文学发

展过程中,体裁是创造性记忆的代表。正因为如

此, 体裁才可能保证文学发展的统一性和连续

性。 尽管尊重历史和传统,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

理论、对话理论和狂欢理论,特别是狂欢理论,都

十分尖锐深刻地讨论到文体进化的本体问题, 他

选择的也是最具有文体独创性的作家陀斯妥耶夫

斯基作为文体研究对象,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极端

轻视传统、秩序和法则的文体学家,而是一个具有

改良主义品格的文体改革者。他以 狂欢 理论作

为主要的文体进化理论,确实显示出他文体进化

思想有些激进,因为 狂欢 带有明显的崇尚自由、

打破秩序的 解构 思想。但是狂欢不仅是人的天

性、也是文体的天性。人的狂欢与文体的狂欢都

源于两者都具有的自由的天性和革命的潜能。两

者都是文体生成与进化的强大动力, 也是保持文

体的健康进化的重要力量。

在人类的道德文明高度发达, 政治秩序及经

济秩序格外完善, 大工业生产十分先进的现代社

会,人被极端地 异化 和 疏离 ,产生强烈的荒诞

感。现代人的生活是非个人化、私人化的生活,个

人的狂欢很难进行。但是现代人仍然, 甚至更加

需要能够充分体现人性、思想甚至肉体的解放的

狂欢,至少需要狂欢精神,呼唤 狂欢 却不能忘记

人和文体的现实处境, 更不能违背人类的进化原

则。 进化原则说的是:整个生命的演化和进化是

在偶然与必然相关条件下进行的。首先,演变也

就是变化, 演变就是转入具有不同结构的新的状

态。向本质上的全新结构,向结构更为高级和更

为复杂的方向发生变化, 这就是进化。进化产生

于结构的内部, 而且与外部世界有一定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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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结构、新的运动结构一个个地接连出现在生

命的发展过程之中, 从简单结构开始,不断地向种

类更新、结构更复杂的方向发展,好像在追求着一

个目标。 当进化最后到达人类阶段, 激烈地演

化便转移到劳动、技术、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结构

上,不断地向更高方向进行自我组织,而在短暂的

几千年里实现了从原始文化到当代高度文化的神

速进化。不管文化悲观论者如何咒骂, 不管一切

悲观主义者的诅咒呼号,我们的高度文化毕竟是

高素质的文化。 文体的流变并不完全与人类文

化的进化同步, 尽管文体在流变过程中也追求一

个完美的目标, 但是也不一定如同生命及人类文

化的进化那样, 总是从简单结构开始, 向种类更

新、结构更复杂的方向发展。社会、语言、艺术都

呈动态性地发展,任何文体都会经历萌芽、成长、

繁荣到萧条的演变过程。因此文体的进化并不能

简单地界定为是由低级向高级进化, 由简单到复

杂,由文体规范到文体自由,或者由文体自由到文

体规范的规律性进化。

近20年巴赫金诗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令人

深思。20世纪 80年代是中国文化激进主义与政

治激进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开放时代, 巴赫金诗

学并没有受到中国重视,全面译介和受到追捧却

是在文化及政治保守者得势的 90年代,特别是对

话理论和狂欢理论受到知识界的极大欢迎。这一

时期也是后现代主义及解构主义受到知识分子,

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青睐的时代。世纪之交的中

国爆发了新一轮的文体大革命,文艺界出现了 众

神狂欢 的繁荣景象。诗歌界出现了 知识分子写

作与民间立场写作之争 、下半身 写作、垃圾

派 、梨花体 、废话诗 、羊羔体 有的甚至

演变成诗歌事件及文化事件。这些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是诗坛 狂欢 的结果, 导致了新诗创作的

混乱。

巴赫金的狂欢生成体裁的改良主义的文体进

化论对当前中国文学的文学自律和文体自觉建

设,特别是新诗的诗体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必须全面分析, 客观评价, 正确使用。20世

纪现代汉语诗歌正是将文体革命变味成政治运

动,如 19世纪末期的 诗界革命 和 20世纪初的

新诗运动 都是太具有 狂欢性 的非诗的文体大

革命,造成现代汉诗虽然建设了百年,却没有建立

起理想的诗体,更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 弑父 式

写作泛滥。正是由于破大于立的文体革命缺乏自

律性, 新诗诗人的文体独创性远远大于文体自觉

性,缺乏必要文体自足和文学自律,现代汉诗的文

体建设在 20世纪始终处于 自发 而非 自觉 状

态。今天中国的文体改革不能搞政治化的 狂欢

运动 ,不能再像80年代那样倡导 广场诗学 ,更

不能因为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就把 巴赫金诗学 变

味为 广场诗学 , 有意识掩盖巴赫金提出狂欢理

论的时代背景, 有目的地遮蔽巴赫金的文体进化

理论的改良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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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th e B a k h tin . s S tyle E vo lutio n Id ea W h ich N ew Style Is M a d e

b y th e M ix tu re of C a rn ival of M a n a n d S ty le b y th e R efo rm ism W a y

Wang Ke

Abstract: Style means the literature kind and literature rulewith confirmed and changeable charac2

ter. The power of making and evolution of style is complex. Bakht in is not only the most important poet ic

theorist but also the stylistics theorist who paid more attention to reform of literature style in the 20th cen2

tury.He admitted that style which has revolution character and changeable character as well as stable

character and history character can be made by carnival. Living in a special times and be controlled by

politic power, h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dialogism theory and carnival theory. Carnival is a general sense

of a specific literary form. It is very useful for making new style. The evolution of style works under the

power of carnival of style and man and society which have special character of loving freedom and revolu2

tion . Bakhtin. s stylistics evolution theory is useful stylistic build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s2

pecially building the order of literature and the principle of style.

Key words: Bakhtin; literatre style evolution theory; carnival; freedom;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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