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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编辑、导演－作家与文学生产
———中国当代文学生产的演变轨迹

■赵 勇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演变轨迹是从作家－编辑式的文学生产模式向

导演－作家式的文化生产模式位移。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路遥，虽然在其成长中，不乏编辑对他

的帮助与提高，但他既是文学生产的主体，也一直掌握着创作的主动权。后者的代表人物是

刘震云、严歌苓，他们在为导演写作的过程中已让文学丧失了自主性，从而也让其作品呈现

出“电影小说”的特征。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隐含着印刷文化向视觉文化转型的时代信号，
也潜藏着纯文学生产向大众文化生产演变的诸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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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生产的变化是惊人的。例如，此前我们只有纯文学（精英文

学）和通俗文学，但世纪之交以来出现了网络文学。以前我们认为文学是作家个体的一种精神劳

动，像马克思所说的如同“春蚕吐丝”一样，是其“天性的能动表现”；如今许多作家已经承认文学

写作就是一种商业行为，他们开始遵循“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的写作策略。以前作

家是文学生产的绝对主体，编辑在其中顶多扮演一下敲边鼓的角色，如今媒介或媒体人已开始左

右文学生产。在这些变化中，本文将选取其中的一个方面，并以路遥、刘震云、严歌苓等作家为例，
着重谈论作家与编辑、导演的交往与互动，并由此对文学生产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以期能从中

发现一些问题。

一

现在看来，在20世纪80年代的精英文学生产中，文学编辑和文学期刊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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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他（它）们既是文学作品的把关者，同时也扮演着发现作者和优秀作品、提出修改意见并让

作者改稿、涉及重大（或敏感）问题时拍板发表并承担发表责任等多重角色。而作家作为生产主

体，也往往把文学期刊作为其推出文学产品的首选阵地。尤其重要的是，如果他们的作品能被名

刊相中，不仅有助于他们的出道与成长，而且有利于他们迅速赢得知名度，获得影响力，并积累起

相应的文化资本。余华曾详细交待过他当年初学写作时小说屡投不中，终于在1983年被《北京文

学》发现的情景。而当他开始“起飞”时，《收获》则成为发表先锋文学作品的助推器。这个刊物的重

要性正如余华所言：“由于《收获》在中国文学界举足轻重，只要在《收获》发表小说，就会引起广泛

关注，有点像美国的作者在《纽约客》发表小说那样。”［1］（P49）柯云路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如日中

天，与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新星》（1984）、《夜与昼》（1986）和《衰与荣》（1987－1988）均首发于重要

文学期刊《当代》的关系密切。他曾回忆，《衰与荣》因有些内容比较“尖锐”，主编秦兆阳有些举棋

不定。最后，主编在与作者交换意见并经编辑部慎重讨论后，才决定分两期刊发这部60万字的作

品，并表示“出了问题我负责”［2］。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着20世纪80年代

精英文学生产的基本特征。
但是，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笔者依然想以路遥为例，进一步呈现作家与编辑交往互动中

的更多细节。
作为20世纪80年代出道的一位重要作家， 路遥的成长也与文学期刊及其编辑对他的青睐有

关。但与其他作家相比，他的经历或许更富有某种传奇色彩。1978年，他写出了中篇小说《惊心动

魄的一幕》，此后的两年中，这篇小说几乎被他投遍了所有的大型文学期刊，却均被退稿。几近绝

望之时，路遥通过朋友把这篇作品转交给《当代》杂志，不久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当代》编辑刘

茵给《延河》编辑部打去电话，让副主编转告路遥“这个小说‘秦兆阳同志看过了，他有些意见，想

请路遥来北京来改稿’。”路遥获此消息，欣喜若狂，激动中给刘茵写去8页长信，详述他写作这篇

小说的创作动因、思路以及写作中的苦恼。信至最后，路遥坦诚表白：“我曾想过，这篇稿件到你们

那里，将是进我国最高的‘文学裁判所’（先前我不敢设想给你们投稿）。如这里也维持‘死刑原

判’，我就准备把稿子一把火烧掉。”［3］（P121-126）随后，路遥进京改稿20多天，当面聆听秦兆阳指导，同

时接受责编刘茵与二审副主编孟伟哉的具体修改意见，然后在原稿基础上增加一万多字。小说改

好后，很快发表在《当代》1980年第3期的头条位置上，随后又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因为小说获奖，秦兆阳还亲自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评论，对这部作品予以高度评价。［3］（P128）于

是，路遥一下子成名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也成了路遥的成名作。两年之后，路遥又在《当代》
（1982年第5期）顺利发表了另一中篇———《在困难的日子里》。

这是作家与文学期刊及其编辑交往的一个典型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一个普通作者要想冲杀

出来，他必须通过文学期刊发表作品。而作品能否被刊物相中，当然首先取决于作品质量，但与此

同时，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偶然因素。而文学期刊的级别、发行量和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作品发表之后的命运。可以想象，路遥的这部中篇假如不是秦兆阳慧眼识珠，那么，它很可能

被路遥一把火烧掉。即便它没有被付之一炬，而是在一个地方刊物（比如《延河》）发表出来，它的

读者面与影响力既无法与“四大名旦”之一的《当代》相比，也不可能获得重要奖项。可以说，《当

代》当年能推出路遥的小说，等于是让他在写作的起步阶段获得了一个很高的展示平台。
因为《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与获奖，路遥开始时来运转，于是，很快有了《人生》的面世。而

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及时诞生，又与王维玲的约稿、推动等有关。王维玲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
据他回忆，1981年他曾应邀担任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评委。由于阅读作品时《惊心动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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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幕》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所以，在颁奖会上他便特别留意路遥，并约其长谈。正是在这次推心

置腹的谈话中，路遥向他透露，他想对准农村与城市的“交叉地带”，“把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交织

在一起，写一部既有城里人，又有农村人，还有混合着城乡色彩的人的中篇小说”。［4］（P366）这部小说

其实在1979年就已经动笔，但因构思不成熟，只是开了个头之后便不得不放弃。1980年又重写一

次，还是因为开掘不深，又被他扔到一边。路遥的这番交待与构想让王维玲很是激动，于是，他向

路遥郑重约稿。在王维玲的促动下，路遥于1981年10月拿出了初稿，请他过目。王维玲与几位编辑

读后，一方面觉得这是一部成熟之作；另一方面又认为还可以对个别地方进行修改、调整，也需要

把结尾推上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维玲给路遥写去长信，提出五点修改意见，而路遥则进京改

稿。修改完成后，《人生》先在大型文学期刊《收获》（1982年第3期）发表，很快又被《中篇小说选刊》
（1982年第5期）和《新华文摘》（1982年第9期）转载。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单行本（1982年12月）后，
更是盛况空前，第一版印行13万册，很快脱销，最终加印到25万余册。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路遥与编辑的这次交往呢？如果与第一次稍作对比，这一交往的特点或

许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在与《当代》及其编辑的交往中，路遥是初出茅庐的写作者和投稿者，而秦

兆阳既是资深编辑，又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加上路遥的小说也确实有提升的空间，《当代》审稿

很严，对稿件的要求又很高，在此情况下，路遥虽然是创作主体，但他的能动性或许还没有完全释

放出来，而是很可能全盘接受了修改意见。这样，他才有了“改稿比写稿还难”的感慨。［3］（P127）而从

《人生》的诞生过程看，王维玲虽然既是小说的助产婆和把关人，也是修改意见的主要提出者。但

是，从实际情况看，一方面路遥与编辑的关系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投稿人成为被约稿的对

象；另一方面，路遥当时的自信心也大大增强。王维玲曾经回忆，虽然他写去长信，对小说结尾、人

物塑造（涉及刘巧珍、高加林、马栓和德顺爷爷）都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但当路遥来北京改稿

时，“他谈的这些构想，几乎没有一条是原封不动地采纳我们的建议，但他谈的这些，又与我们的

建议和想法那么吻合。听他讲时，我连连叫好；听完之后，我拍手叫绝。路遥的悟性极高，不但善解

人意，而且能从别人的意见、建议之中抓住要点和本质，融会贯通，化为自己的血肉，深化到小说

中去”［4］（P379）。如此看来，路遥对于修改建议的采纳显然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那些建议只是促

使他进一步创造的引线，但在具体修改时，他并没有亦步亦趋，而是借此落实自己的想法，完善自

己的构思。这样，他在修改过程中就不但掌握了主动权，而且也使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获得了

完全的释放。但可惜的是，这种局面并没有延续在《平凡的世界》里。
现在我们已知道，《人生》面世后好评如潮，特别是这部小说被导演吴天明搬上银幕并于1984

年9月在全国公映之后，更是举国震动，路遥也因此走向了自己“人生”的巅峰。然而，冷静下来之

后，他决定退出“这种红火热闹的广场式生活”，甚至计划“在所谓的‘文坛’上完全消失”［5］（P80-84），
以便能全身心投入到更大规模的创作之中。从那时开始，路遥经过长达6年的准备与写作，终于完

成了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然而，与《人生》相比，《平凡的世界》的发表与出版却颇多坎坷。第一部写出后，适逢《当代》杂

志年轻编辑周昌义去西安组稿，于是，路遥把稿子交给他，希望还能在《当代》刊发。但让他没有想

到的是，周昌义只是读了很少的文字就草率退稿了，原因是“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
“我感觉就是慢，就是罗嗦，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实

在很难往下看”。［6］于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只是在相对边缘的《花城》（1986年第6期）杂志发表

出来。与此同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青年编辑李金玉虽然在西安苦等一个多月才拿到路遥的稿

子，但带回出版社后并不被人看好。有人认为，她没有拿到受命组约的贾平凹的《浮躁》而拿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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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3］（P211）更要命的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后，《花城》
《小说评论》编辑部曾联合在京举办作品研讨会，但这部作品几乎遭到评论家的一致否定。《平凡

的世界》第二部完成后，路遥曾致信《花城》杂志副主编谢望新，希望此作继续在《花城》刊发，但由

于编辑部人事变动，发排受阻，第二部最终没能在任何一家文学刊物发表。第三部在成书前也只

是在更加边缘的《黄河》（1988年第3期）杂志上刊发了一下。
如此看来，虽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的发表和出版过程也在与编辑打交道，但那个时候的路

遥已失去了秦兆阳、王维玲们的大力支持。路遥在当时曾明确表示：“假如王维玲来信、来电话要

稿子，他便要无条件地把《平凡的世界》抽回来给中青社。”［4］（P393）这就意味着，在期刊发表方面，路

遥固然没有找到理想的刊物；在出版方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显然也并非他的首选。而从他这次

与编辑的交往情况看，虽然《平凡的世界》出版还算顺利，也在刊物上发表了其中的两部，但实际

上都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之举。因为从周昌义那里开始，编辑连同主流评论家在内，差不多就在冷

落路遥。他们的拒绝、冷淡和批评也对其写作构成了一股否定性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路遥最终

能够完成这部百万字的巨著，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与这股否定性力量作斗争的结果。这种局面除了

让我们看到路遥对自己写作理念和信仰的执着和坚守之外， 还让我们见识了一种主体性力量的

强大。很大程度上，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

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2年之后，时代精神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市场经济

了，文学怎么办”的呼声中，作家交往的对象也开始位移———原来他们主要与文学期刊和编辑打

交道，接下来他们将要与导演与影视媒介交朋友。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改弦更张了，通过

这种对比，笔者更想指出的是什么样的时代风尚成了文学界的主流。但在进入这一问题之前，笔

者依然想增加一个案例，以此说明20世纪80年代的流风遗韵。
从某种程度上说，陈忠实是在路遥的“影响的焦虑”之下开始《白鹿原》的准备和写作的。而当

他在1988年动笔，历经4年终于完成这部巨著之后，他为其作品首先想到的去处便是《当代》杂志

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当代》杂志在他的心目中威望既高，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国家级出版

社，能在如此规格的文学期刊和出版社发表并出版其作品，也是他的梦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

给何启治（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兼任《当代》杂志副主编）写信，告他《白鹿原》即将脱稿，“由

他派人来取稿，或由我送稿，请他决定”。于是，何启治派来了《当代》杂志的两位编辑高贤均与洪

清波。当把一摞手稿交给这两位编辑时，陈忠实“突然涌到口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俩了。
我把这句话还是咽下去了。我没有因情绪失控而任性”。高贤均与洪清波在火车上就轮流读开了

这部小说，回到北京不久便代表编辑部给陈忠实写信。接到来信时，陈忠实“拆开信先看最后的署

名，是高贤均，这一瞬间感到头皮都绷紧了。待我匆匆读完信，早已按捺不住，从沙发上跃起来，
‘噢唷’大叫一声，又跌趴在沙发上”。因为信中对《白鹿原》的评价之高连他都没有想到，那一刻让

他激动万分。随后，《当代》副主编朱盛昌签署了在《当代》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连载《白鹿

原》的意见，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完成了对这部小说的审读程序，准备在1993年出版。［7］（P228-230,240-241）

这件事情发生在1992年春天，那也正是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刚刚公布的时间节点。而年届

知天命之年的陈忠实从写作《白鹿原》到最终与《当代》编辑的交往以及他被编辑肯定之后的激动

与兴奋，其中的一招一式基本上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标准动作。而他与编辑交往的往事，既有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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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传奇色彩，也更像是一个时代的最后寓言。它暗示着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与编辑的关系即将走向

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新型关系。
实际上，这种新型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例如，莫言曾于1991年写过一个

名为《白棉花》（《花城》1991年第5期）的中篇小说。为什么他会写这篇小说呢？是因为张艺谋拍摄

由其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大获成功后想再接再厉，拍一部场面大、视觉化程度高的电影。于

是，他找莫言商量，而莫言也欣然接受了这一写作任务。因此，《白棉花》实际上是“半命题作文”，
原本不在他的写作计划之内。［8］更值得注意的是，张艺谋在1993年为筹拍电影《武则天》，同时约

请苏童、北村、格非、赵玫、须兰、钮海燕六作家撰写《武则天》小说，以此作为他改编电影的底本。
虽然他最终因种种原因没能拍成这部电影，但一年之后，五部《武则天》小说陆续面世。这一现象

成了当年的文坛奇观。与此同时，许多纯文学作家也蠢蠢欲动，思谋着与影视的合作；或者是影视

剧在向作家们频频招手，比如，电视剧《海马歌舞厅》就把王朔、莫言、刘震云、海岩、马未都、梁左

等请为编剧，作家“触电”开始成为新生事物。其中，张贤亮的“华丽转身”更是彻底，他出资创办宁

夏“西部影视城”，由20世纪80年代的知名作家变成了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从此之后，作家与导演的合作进入“蜜月期”。为了把两者的关系说清楚，下面笔者将以刘震

云、严歌苓与冯小刚为例具体展开。
冯小刚因拍摄贺岁片而成名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从2003年执导《手机》开始，刘震云又差不

多成了他的“御用”编剧之一。因为担任《手机》编剧，刘震云也同时写出了小说《手机》；又因为电

影《手机》当年非常火爆，小说《手机》出版后也颇为畅销，第一次印刷就达20万册。2010年，随着

《手机》电视剧的播出，小说第三版再度上市，印数不详。此后，他们的合作可谓顺风顺水，冯小刚

因此曾投拍过根据刘震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2012）和（《我不是潘金莲》（2016）。2018
年，冯小刚又请刘震云继续做编剧，完成了《手机2》的拍摄；据业内人士透露，刘震云也同时完成

了《手机2》的同名小说。按原定计划，该小说本来将于2019年年初与电影同步上市，但由于某种原

因，这部电影与小说是否还能如期面市便也成了一个未知数。
因为《手机2》和随之而来的一些事件，也让我们有了重新审视小说《手机》的契机。笔者曾经

指出：小说《手机》实际上是一本与电影互动，看准了市场，抓住了商业卖点的通俗畅销书，也是先

有剧本后有小说、“从电影到小说”（正常的情况是从“从小说到电影”）的典型案例。［9］如今，笔者

更感兴趣的是，在剧本的写作阶段，两人是如何合作的。来自冯小刚的说法是，拍摄《手机》的主意

由他想出，刘震云则随即附和：“我愿意写这个剧本，如果你们不做，我就把它写成小说。”冯小刚

同意了，于是，他们开始讨论故事的脉络，确定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的身份，然后，刘震云进入

剧本写作阶段。第一稿完成后他们又用一个下午读剧本、进行讨论，刘震云消化大家的意见后又

拿出了第二稿。这一稿已经成型，且冯小刚已对拍摄充满信心，“但刘震云对剧本仍不满意，提出

再给他20天的时间从头捋一遍，然后再用10天的时间，3个人一起最后打磨一遍，直至我们的能力

所不及的程度，再送电影局审查。”［10］（P201-202）而来自刘震云的说法则要更生动形象一些，这里照录

如下：
我与冯小刚的具体合作一般出现在剧本修改阶段。时间大约一个礼拜。一进入创作

阶段，冯导演爱喝水。一个上午，四瓶开水，他把着喝三壶半。“咕咚”“咕咚”一杯下去，仰

头打量四周。修改的方式非常简单，冯导演像把着水瓶一样，亲自把着电脑，响应着上帝

的召唤，我在房间随着冯导演的自言自语来回散步。修改顺利的时候我不说话，出现困

难的时候我还不说话，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等待，或想些别的。因为冯导演对生活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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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敏感性，对生活枝叶和汁液的向往和情感，就像他对水的渴望和迫不及待一样，你只

要等，就能等到他一个人找到出口。作品大树的新枝，就是这样一叶叶从房间伸向了窗

外，是开放的放射的而不是收缩的。他用实践告诉我，客串编剧是个异常轻松的工作，就

是在房间里背着手散步。朋友神经末梢的敏感，也带动了你神经的开放和再次生长。当

朋友和上帝会合的时候，你也可以抓住上帝一只手。我想说的是，冯导演对生活和艺术

理解的深入，对结构、对话、语感、情绪、高潮和声音的把握，已经超越了许多专门从事写

作的作家。他有两只翅膀而不是一只。［10］（P17-18）

以上两人的说法显然不无相互吹捧的成分， 但滤掉这些因素， 我们还是能够大体清楚，《手

机》剧本的写作、修改与完善，显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更是凝聚着冯小刚的不少修改心血。
这种修改方式已与路遥式的修改判然有别。当路遥以他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说服了王维玲后，他就

住进了出版社为他安排的客房里。“他大约在这间房间里住了十天左右，期间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他竟没有离开过书桌。累了，伏案而息；困了，伏案而眠，直到把稿子改完抄好。而那张舒适的大

床，就那么白白的空着。”［4］（P379）这自然是改小说与改剧本的区别，但显然也意味着前者是作家可

以掌控的，而后者则必须符合导演的意图。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由于小说《手机》是由剧本改编过

来的，它就既带着诸多的剧本痕迹，显然也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之作，尽管它署在刘震云

的名下。
如果说刘震云的《手机》是“从电影到小说”的典型个案，那么，严歌苓的《芳华》就是“私人订

制”的成功样本。现在我们已经得知，由于冯小刚早年有部队文工团的经历，所以在他心中也就一

直埋藏着很深的“女兵情结”，早在2002年，他就想为这种情结拍一部电影，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有报道指出，2013年，当冯小刚手中因没有好电影题材而一筹莫展时，他曾向王朔诉苦。王朔给他

出的主意是拍文工团经历，找严歌苓。［11］于是，他便找严歌苓，直陈其事，说他想拍一部“像《这里

的黎明静悄悄》那样唯美和诗意”［12］的影片。严歌苓虽然并未完全“奉旨”写作，而是打捞了一遍自

己的文工团生活，但依然为冯小刚写出了一部让他非常满意的《你触碰了我》（即《芳华》）。随后，
严歌苓又亲自担任编剧，把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在剧本写作与修改阶段，导演与作家是否还

像刘震云描述的那样相互合作，不得而知。但如果与小说对比，我们又会看到电影中已加进了许

多冯氏元素。而随着电影《芳华》在2017年底热映，小说《芳华》也成为畅销书。据责编刘稚透露，自

2017年4月出版后，这部小说一年多来已是第14次印刷，共计85万册。［13］

严歌苓是一个很有影视缘的作家，她能与冯小刚合作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奇怪的是，从2010
年开始，她就不断强调要写“抗拍性”强的小说，并把这种思考凝固成如下说法：

我非常爱文学，也爱电影。我希望这两件事情别混在一起，否则常常要造成巨大的

妥协，电影和电视带给你如此大的收益，你就会不自觉的去写作它们所需要的作品，这

有时候对文学性是一种伤害。我将会写作一些“抗拍性”很强的作品，所谓“抗拍性”，就

是文学元素大于一切的作品，它保持着文学的纯洁性。像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那就是

一部“抗拍性”很强的作品，尽管它被拍成了电影，有的电影还获得了奥斯卡奖，但是没

有哪一部能还原这部小说的荣誉。［14］

如此看来，所谓“抗拍性”，就是要精心打造文学作品，强化其“文学性”，弱化其“电影性”，让

改编者无处下手，不给导演提供拍成电影的可乘之机。然而，《芳华》的出现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变

“抗拍性”为“可拍性”。这种自食其言的做法至少表明，电影导演在今天这个时代已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他们明里暗里的召唤，实际上已构成了文学生产的主要推手。如果说当年六作家为

作家－编辑、导演－作家与文学生产———中国当代文学生产的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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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写作还引发了文坛震动，让人颇感吃惊的话，那么如今这种做法似已成为一种常态，人们

已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了。然而，也恰恰是在这里，或许隐含着更值得人们深思的大问题。

三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已从一个侧面大体上看到了文学生产的演变轨迹，那么又该如何认识这

种轨迹呢？
首先应该意识到，改革开放虽然从1978年就拉开了帷幕，但实际上，整个20世纪80年代大体

上还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时代。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种体制自然问题多多，但是，体现在文学生

产上，它又保留着某种传统甚至古典特征。例如，许多作家对于文学还有一种敬畏感，还把文学当

成一项神圣的事业，而路遥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尽管他时常处在贫困和窘迫之中，后来又身患

疾病，但他依然凭借“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5］（P85）完成了《平凡的世界》。以今天的眼光

看，路遥对文学的那种执着、痴情甚至不惜毁掉自己的做法是不可理喻的，但实际上那又是古典

人文主义精神和情怀的一种体现。因为这种精神和情怀，他拥有了坚定的文学信仰和价值理念，
由此也爆发出了强大的主体性能量。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启动，我们进入到一个文学商业化的时代，作家的

价值观与文学观也发生了巨变。 那个时期的程乃珊就曾指出：“写小说本身， 也越来越作为一种

‘卖文’的形式而取代‘灵魂工程师’的使命感。……最近我为香港《东方日报》写连载小说，就是实

实在在的卖文，每个月的稿酬正好可以支付我的房租。我第一次庆幸，还好我会写小说，因而多了

一条谋生的活路，正如我庆幸自己会讲广东话，会扯那么几句英语，这样就比较容易找到工作一

样。什么‘做学问’呀，‘突破’呀，‘探索’呀，对我已显得那么空洞和遥远。我要考虑的只是，‘怎样’
才能卖得好。”［15］很显然，“卖文”“卖得好”既是商品意识的觉醒，也是一种崭新的价值观念。而卖

文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也确实让作家们欣喜若狂。刘震云的妻子郭建梅曾向记者描述道：“后来《一

地鸡毛》拍成电视剧了，我们家一下得了8万块钱。那8万块钱拿着，你都不知道，就简直，你能理解

那个，那个眼都得发绿。我就觉得当时拿到家，在那床上啊你知道，哎哟在那床上，一遍遍地看，一

遍遍地数，一遍遍地看，根本就爱不释手。”［16］这是穷怕了之后一夜暴富的真实写照，其中也应该

能够折射出刘震云的某种心理。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刘震云当年之所以介入《手机》的写作，
其动机之一就是“为了挣一点快钱”。［17］写剧本比写小说赚得多、来得快，这在今天已不是什么秘

密，也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如此一来，也就落入马克思的经典描述之中了：
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

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

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

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

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18］（P432）

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从哪方面看，路遥写《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还是密尔顿式的创作，而

后来的作家如刘震云、严歌苓等，当他们为导演写作时，已经成了一个“生产劳动者”，是在为“增

加资本的价值”而写作了。在这种写作中，文学已不再是事业，而是成了一项可供开发的文化产

业。
其次我们需要意识到，在作家与编辑向作家与导演的关系演变中，其背后也隐含着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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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文化秘密。20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印刷文化的时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作家还把呈现在纸

上的文字（亦即文学作品）看得至关重要。而由于作品能否发表，能在怎样的刊物上发表直接关系

着作家写作的是否成功和能被认可的程度，所以，绝大部分作家都重视文学期刊的首发，都有一

种名刊情结， 甚至作家在著名刊物上发表作品还能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学事件。1985年，《当

代》杂志第2期一下子推出山西作家的四个中篇小说（分别是郑义的《老井》、成一的《云中河》、雪

珂的《女人的力量》、李锐的《红房子》），一时文坛震动，随后便有了“晋军崛起”之说。而路遥出道

时能一鸣惊人，显然有《当代》与《收获》的一份功劳。更值得思考的是，虽然电影《人生》给路遥带

来了巨大声誉，让他拥有了继续与导演合作甚至为导演写作的资本，但他却选择了抽身而退，转

而经营开了他的《平凡的世界》。当然，我们可以说，无论是当时的导演还是作家，他们都还不具备

文化产业意识，这样也就不存在合作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在印刷文化主领风骚的时代，
文学居于天然的霸主地位，作家则处在文学生产的核心位置。那个时候虽然电影也是文化生产中

的组成部分，但相对于文学而言，它只是一种次生现象。很大程度上，是文学让它有了再生的理

由。而文学大于电影，作家高于导演，也基本上是全社会的共识和评价尺度。于是，写小说而不是

写剧本，与文学耳鬓厮磨而不是向电影暗送秋波，便成了作家心目中的不二之选。
在这种文化语境中，编辑大概永远只能处于被动、从属的位置。有人指出：“传统的精英文化

的生产和消费，是由作者主导的。作者生产什么，编辑才能制作什么，读者因此也只能阅读编辑给

予他们的东西。”［19］（P49）这就是说，在作者主导型的文学生产中，尽管“名刊大编”往往风光荣耀，甚

至掌握着对作品的生杀予夺之权，但与作家这朵“红花”相比，他们只能是“绿叶”。王维玲曾经说

过：“编辑工作的特点，就是默默无闻的奉献自己的心血和精力，心甘情愿为他人做好嫁衣裳。所

以编辑工作，既是光荣的职业，又是高尚的职业，光荣在于奉献，高尚在于牺牲。”［4］（P452）这可谓是

吃透编辑工作的肺腑之言。因此，尽管一名作家成长的背后有着编辑的身影，但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作家服务的，却永远不可能僭越于作家之上。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前提是因为印刷文化已风光不再，文

化的生产与消费已在经历着从印刷文化向视觉文化的位移。而在视觉文化时代，文字以及由此建

构起来的文学退居到次要位置，图像、影像不但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而且越来越具有了市场效

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印刷文化时代作家－编辑式的文学生产模式开始淡出，导演－作家式的文

化生产模式逐渐走向前台，由此带来的是文学与影视、作家与导演之间关系的突变：如果说在20
世纪80年代作家与导演、文学与影视是母子关系，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关系则开始发生

逆转或颠倒。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路遥的《人生》虽然拍成了电影，导演吴天明自然也功不可没，但

谈及这部影片，人们习惯上还是把它与路遥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在20世纪80年代，作家与文

学总体上依然对导演与电影构成了一种强大的覆盖。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菊豆》《大红灯

笼高高挂》《活着》等影片面世之后，人们谈论的主要对象已是张艺谋了，它们背后的小说和作家

（刘恒、苏童和余华）则退居次要位置。同理，后来人们谈论《手机》和《芳华》，也主要是把功劳记在

冯小刚的头上，而刘震云、严歌苓及其小说的存在，则仿佛成了一种寄生现象。
于是，导演（尤其是著名导演）开始扮演昆德拉所谓的“意象设计师”的角色。他们不但介入到

了文学生产之中，直接催生了《武则天》《白棉花》《手机》《芳华》之类的小说，而且仿佛也成了“好

作品”的发现者。当然，这样的“好作品”肯定是适合导演拍摄意图和具有某种“电影性”的作品，它

们的“文学性”如何，并非导演考虑的重点所在。而凡是经电影电视剧之手抚摸过的小说，往往又

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畅销书。它们以影视的名义，维持着文学的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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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也就需要面对第三个问题：在这种生产模式的转换中，作家的性质与文学的本质究

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存在着一种“纯文学”，那么，这种“纯”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立足于文学场

域之内的产物，坚守文学自主性的结果。路遥无论是写《人生》还是写《平凡的世界》，都是他个人

的事情，是他确实想写，确实对艺术创造有一种渴望。他说过：“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

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最渺小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

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劳动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类史和文学史表明，伟大劳动和创造精神

即使产生一些生活和艺术的断章残句，也是至为富贵的。”［5］（P80-81）这种抱负或野心固然有其自身

的原因，但无疑也是那个年代理想主义气质和英雄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

意到，相对而言，那时的文学场还是比较纯净的，场与场之间界线分明，“跨界”或“越场”还不大可

能，这就为作家坚守其价值理念和自主性提供了保障。因此我们可以说，那时的纯文学生产还没

有沾染上多少世俗气、铜臭气和影视气。作家们很天真，文学则很纯洁。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纯文学作家却已从文学场中走出，走进了演艺场或娱乐圈，由

此带来的结果则必然是“自主性的丧失”。布迪厄认为，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亦即越受同行承

认、专业资本越雄厚的作家，他就越具有抵抗的倾向；与此相反，在纯文学实践中越不能自主，也

就越会受到商业因素的吸引，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党派、新闻业和电影电视）合作。这样

就既把自己的产品投向了文学场之外更大的产品市场，也不得不屈从于那些外部权力的要求。［20］

（P72-73）莫言写出《白棉花》之后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于是，他便改弦更张，不再为导演写作，
这样他就拒绝了外部权力的收编，保持了很高的创作水准。而像刘震云、严歌苓等作家，他们脚踩

两只船， 既说明他们在文学商业化时代如鱼得水， 也意味着他们或者在文学场之内被认可度底

（如严歌苓），不得不借助于影视改编为自己的写作撑腰打气，或者是他们挥霍或透支了自己在文

学场中积累的文化资本之后，很可能会被同行与读者小瞧低看（如刘震云）。而一旦他们在两个场

之间穿梭往来，他们的作品也就失去了严肃文学的纯粹性，而是被更多地打上了大众文化产品的

烙印。爱德华·茂莱曾经提到过一种名为“电影小说”的新型品种，这种小说的基本特点是“肤浅的

性格刻画，截头去尾的场面结构，跳切式的场面变换，旨在补充银幕画面的对白，无需花上千百字

便能在一个画面里阐明其主题”［21］（P306）。实际上，无论是刘震云的《手机》还是严歌苓的《芳华》，它

们都落入了“电影小说”的套路之中，这也是作家自主性丧失之后其写作所必然面临的命运。
文学生产的演变与位移当然不只是当下中国才有的文化现象，因为昆德拉早就说过，小说在

今天已日益落入传播媒介之手，它既简化了小说的思想，也简化了小说的精神（复杂性）。［22］（P15-17）

然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著名作家与导演所讲述的文学生产如何转型的“中国故事”，还是让我们

略感吃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文学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走向了文化工业的打造和大众

文化的怀抱之中。而这种走势所形成的正负价值，依然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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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from these two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discusses whether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mid-

dle-income trap is valid, and finds that regarding wage rise as a sufficient condition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 is lack of practical evidence and is an over-interpretation of Lewis’s dualistic structure

mod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is complicated, and the exhaustion

of technological dividend is not a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the middle-income trap.

(3)Writer-Editor, Director-Writer and Literary Production———An Evolution Trail of Chi-

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Production Zhao Yong

In recent forty years, one of the evolution trail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the literary

production mode shift from the writer-editor to director-writer. The former representative is Lu Yao.

Although he received lots of assistance from editors, he is the subject of the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has always grasped the initiative of production. Whereas the latter representatives are Liu Zhenyun

and Yan Geling.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for directors, they have deprived literature of its autonomy,

thus making their work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lm fiction”. Behind this phenomenon, there is

an era signal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rinting culture to visual culture, and a lot of hidden infor-

mation lurks, which is about the evolution from pure literature production to mass culture production.

(4)Study on the Concept Evolution of Fang Shu———Centering on the Historical Biography

and Catalogue Wang Dehua YinZhiyuan

Fang Shu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ncients’ knowledge structure. However,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modern disciplines’ refinement, diversification, scientificalization, specialization, Fang Shu

was isolated from modern disciplines and often labeled as superstition. In fact, Fang Shu is the way

for the ancients to know the world and themselves, and it can reflect the unique thought and culture

of the ancients. With the help of historical biography and catalogue, we can clearly see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ang Shu, and it can provide a solid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Fang Shu culture in different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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