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五年十一月號 總第 44 期 2005年11月30日

 

被放逐的邊緣話語──

解讀建國初期文壇有關同人刊物的言說

⊙ 陳偉軍

 

規範期刊運作、管理，是構建社會文化秩序的一個重要方面。新中國成立後，一種新的文化

生產機制逐步形成，它根據時代的需要，造就了一系列無形的規範，對期刊乃至整個出版事

業實施引導，以形成有利於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社會文化語境。

建國初期，新的文學、文化格局處於形成之中，對文藝刊物的整頓、調整、改進在大刀闊斧

地施行，刊物運作漸漸被納入高度「一體化」的組織方式。然而，處於強勢地位的主流話語

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來自文藝界的質疑，胡風等一些理論家、作家發出了「異端」的聲

音，顯示出來自邊緣的對話仍然是存在的。本文試圖通過對胡風等人有關同人刊物的言說的

梳理，從一個側面透視建國初期文學生產模式、輿論環境和文化生態的獨特之處。

一

新中國傳播機制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國家對報紙、期刊、書籍等實施監管，以發揮媒介在建

構社會秩序和權威時不可替代的作用，確保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在出版領域建立起來。國家

對期刊的監管，是與社會的整體結構變化相適應的。政權的更迭催生新的文化體系、控制模

式形成，每一種期刊的合法性同時必須接受主流意識形態的檢驗，這主要表現在對辦刊宗

旨、編輯方針、內容品質等的內在規約。就文藝刊物而言，它必須把保持政治敏感和思想警

覺放在首位，以符合特定時代文化整合的要求。建國初期，文藝雜誌的體制化過程與文藝工

作者的思想改造幾乎是同步進行的。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藝界召開了整風學習動員大

會，胡喬木在會上作了題為《文藝工作者為甚麼要改造思想》的報告。報告指出：「目前文

藝工作中的首要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確立工人階級的思想領導和幫助廣大的非工人階級

文藝工作者進行思想改造的問題。」1會上，周揚和丁玲也分別作了題為《整頓文藝思想，改

進領導工作》和《為提高我們刊物的思想性、戰鬥性而鬥爭》的報告。這兩個報告從不同角

度強調了文藝界整風的必要，包括改進文藝領導工作和整頓辦刊方針等。丁玲在報告中說：

「我們還有很多人用一種傳統的觀點、舊的觀點去對待我們今天的刊物，把刊物常常看成只

是一夥人的事。過去一小夥人掌握了一個刊物（即是所謂同人刊物），發表這一夥人的思

想，宣傳這一夥人的思想，反對一些他們要反對的，也慷慨激昂過，也發牢騷。這些刊物有

的曾經因為被進步人士所掌握，當時起過一些積極的作用，有的編輯部裏因為有共產黨員，

曾反映過一些黨的政策。但這種辦刊物的辦法，已經過時了，我們應該明白我們已經處於另

外一個嶄新的時代了。我們已經是主人，國家和人民需要我們的刊物能擔當思想領導的任

務，能帶領群眾參加一切生活中的思想鬥爭，並且能引導和組織作家們一同完成這個任



務……。」2丁玲明確提出同人刊物的時代已經結束。這也意味著，「五四」以來《新青年》

編輯部同人所開創的文化傳統，在意識形態高度一體化的語境中難以為繼，「自由表達」將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社會文化語境的變化，理論家、作家不可能沒有感受到。以胡風為例，他在1949年就致信給

南京的路翎談自己對辦刊物的想法，並讓路翎轉告正在編輯《螞蟻小集》的化鐵和歐陽莊：

「刊物，暫不必弄了，也不可能弄罷。如莊兄被要求弄，那是另一回事。」3作為主持過《七

月》、《希望》這兩個分別可稱為半同人雜誌、同人雜誌的胡風，預料到了社會整合中媒介

領域將要發生的深刻變化。在胡風看來，《希望》式的同人雜誌難以適應新時代文化建設的

要求，其價值屬性必然被重新評判。因此，他意識到，只有作為地下黨員的歐陽莊如果被要

求創辦雜誌，那麼刊物才具有「合法性」，其同人性質也隨之發生改變。事實說明胡風的預

見是正確的，大陸原有的文藝刊物在建國前後都陸續停刊了。而新辦同人雜誌，也不會有更

好的命運，最典型的要數胡風的夫人梅志跟路翎等人創辦的《起點》，該刊獲准登記在1949

年和1950年之交。然而，《起點》根本無法打開發展的局面，主管全國私營文藝期刊發行工

作的三聯書店上海分店拒絕發行這個刊物，因為北京的總店有吩咐，「叫他們不要賣」，刊

物才出了三期就要停辦。《起點》的命運，在某種意義上宣告它即是同人雜誌的終點。1953

年7月，胡風在全家遷往北京之前徹底結束了「希望社」的業務4。「希望社」的節餘和全部

紙型移交給了國家出版機構。

作為有著自己獨特文學觀念與文化追求的理論家、編輯家，胡風曾以《七月》、《希望》等

雜誌為陣地，影響、培養了路翎、丘東平、彭柏山等一批作家。胡風的編輯思想，繼承發揚

了「五四」以來啟蒙主義期刊的傳統，表徵為對文學、文化發展與社會歷史進步的深切關

懷。早在1936年，他在《文學修業的一個基本形態》一文中，主張同人刊物「應該廣泛地吸

收周圍的愛好文學的分子，一方面擴大團體的基礎，一方面也就是擴大接觸人生觀感人生的

機會。」1938年4月29日，胡風主持了《現時文藝活動與〈七月〉》座談會，既是與文藝界人

士討論《七月》雜誌的性質與發展問題，也是向社會、向文藝界表白他的期刊設計理念：

「我所說的『同人雜誌』是指編輯上有一定的態度，基本撰稿人在大體上傾向一致說的，這

和網羅各方面作家的指導機關雜誌不同。第一，我以為用一個文藝態度號召作者讀者，由這

求發展的雜誌，對於文學運動是有用的。第二，《七月》的工作如果不是採取這個方向，恐

怕很難得開始。第三，《七月》也並不是少數人佔領的雜誌，相反地，它倒是儘量地團結而

且號召傾向上能夠共鳴的作家，盡量地尋求新的作家，例如開始沒有寫稿的作家現在寫得很

多，如東平、艾青等；許多新作家的出現更不必說了。這是一個方針或方向的問題，我平常

談話的時候，是使用『半同人雜誌』這個說法的。」5無論是同人雜誌抑或半同人雜誌，這種

對於期刊屬性的定位，帶有鮮明的個性色彩。而富有個性特徵的文學期刊，是組織文學社

團、形成文學流派必需的手段。像《小說月報》、《新青年》、《現代》、《文學》等等期

刊，中國現代文學正是以這些刊物為重要陣地，展開其多元化的探索、追尋。

毋庸置疑，建國後一段時間，帶有「流派」、社團色彩的期刊是不允許出現的。這時期的文

學刊物與作家創作，還沒有形成良性互動的關係。胡風從自己的文學主張和編輯理念出發，

對建國初期文壇的狀況及文藝期刊的運作表示不滿：「看一看情形，真是空虛得很，一個

《人民文學》，都苦於沒有文章，一個《報》，也是七拼八湊，這中間又急於以棍子征服人

或甚至殺人，做盡了壞事，你看，這能成甚麼氣候？」由此，胡風診斷「一體化」文學生產

模式的弊端，對文學、文化的發展前景深表憂慮：「屠殺了現在者一定也屠殺了將來的」。



更令他苦悶的是，知識份子的獨立聲音缺乏公開表達的管道，只能私下交流：「這些話，不

足為外人道的。」6

在文學期刊「大一統」的模式中，胡風的出版期望註定無法與當時的辦刊方針同步。建國初

期，有關領導人提出《文藝報》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兩個負責崗位讓胡風選擇，而胡風出於

某種顧慮沒有接受分配，以後一直蹉跎下來了。到1954年，《文藝報》主編馮雪峰因「壓制

新生力量」受到《人民日報》的「質問」，接著一直檢討到1957年被劃為「右派」；胡風在

對他的大批判前夕，帶著僥倖的口吻說：「要是我就了那個位置，會比馮雪峰垮得還快還

慘。」7然而，胡風的文學理想和出版信念並沒有泯滅。羅洛在90年代接受訪談時回憶道：

「說到五十年代，胡風最大的心願，給中央寫了三十萬字，就是為了有一個自己的刊物，但

一直沒實現，後來倒因此而受批判了。他反對機關刊物，他想實行主編制，按自己的意願編

刊物，而不願受作協、文聯的領導。」8

在《三十萬言書》（《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中，胡風對現存的所謂「國

家刊物」、「領導刊物」、「機關刊物」以及全國各大區刊物提出了嚴厲批評，建議有領導

地予以取消，同時解散中央和大區各級行政管理的創作機構。他認為，這些刊物的編輯和審

閱工作，大多數是由沒有經驗而且政治和藝術水準不高的青年和被「培養」出來的「文藝幹

部」進行的，作家們成了由編輯部裁決的物件，造成了普遍的不滿。因為這些期刊「都是獨

佔性的」，擁有壟斷的地位，它們不可能鼓勵進行真正的作品競賽，「反而成了一呼百諾的

壓死了思想鬥爭的局面」，「成了主觀主義或機械論的基本陣地，形成了一堵『銅牆鐵

壁』」。胡風主張重建新的傳播話語空間，創刊若干個群眾性質的會員刊物，每一個刊物都

是「一個勞動合作單位，絕對排斥任何行政性質（包括服從多數）的工作方式」。從一種開

放性的立場出發，他強調「以保證創作條件，推動創作實踐為中心環節」9，推動刊物良性發

展，編輯工作崗位不能限制發表自由，刊物主編與主編之間可以商談交換或介紹稿件。他還

建議，為了「保證創作實踐能在更廣泛的思想鬥爭的基礎上爭取發展」，「應建立幾個公私

合營的出版社」，容納「可以出版但水準不高或審稿人把握不定的作品」10。胡風提出的發

表原則，實際上超越了狹隘的話語立場，體現出一種相容並包的精神。

胡風從創作的規律出發，試圖對當時文學單純政治化的走向進行糾偏。他提出「在三年之內

逐漸廢除供給制和薪金制，作家達到以勞動報酬自給，刊物達到企業化或半企業化」。他建

議，「黨對於任何作家都不予以憑『資格』保證作品的權利」11；批評和自我批評「不得加

『編者按』，給群眾以先入之見」，「絕對禁止匿名批評、適合於自己企圖的『讀者中

來』、甚至偽造的『讀者來信』」12。胡風的這些建議，都有其具體的針對性。如建國初期

對蕭也牧創作傾向的批判，《文藝報》主編馮雪峰化名讀者李定中，在《文藝報》1951年第4

卷第5期發表《反對玩弄人民的態度，反對新的低級趣味》一文，指斥《我們夫婦之間》、

《海河邊上》等小說是「一種新的低級趣味」。《文藝報》加的「編者按」則肯定讀者李定

中的來信，尖銳地指出了蕭也牧創作傾向的「危險性」。胡風對類似這種由刊物作出的「定

性」很反感，他認為事情的是非曲直只有在討論中才能逐漸明晰，而刊物應該採取一種「中

間」立場，而不是成為權力話語的傳聲筒。

胡風的文藝思想和編輯思想，在當時被判決為「反馬克思主義」。胡風提出的有關同人刊物

的建議，被視為是要取消黨對於文藝運動統一領導的原則，使文藝運動成為四分五裂的宗派

活動。從出版文化的角度看，胡風在解放後的悲慘結局沉重地反映了同人刊物在當代中國的



命運。據牛漢回憶，邵荃麟在1954年中國作家協會的一次小型會議上說，解放後的刊物，沒

有一個超過《七月》、《希望》的，而邵荃麟是從《希望》創刊後就一直對胡風進行嚴厲批

判的文藝理論家13。

二

清理「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後，理論家、作家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有關同人刊物的言說

不可能進入公眾領域討論。政治權利對精神文化處於絕對支配地位，此起彼伏的鬥爭、批判

浪潮，構成了一種深刻不安的輿論環境，文學創作、學術探討、思想交流等等，很難毫無顧

忌地自由進行。1956年，中共中央召開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所作的主題報告

中強調了知識份子的進步性和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並且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

號召。接著，毛澤東又提出了「雙百」方針，鼓勵文人學者進行鳴放。隨後，文藝界領導部

門鑒於文學刊物和文學出版中存在的問題，召開全國性的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研究和部

署如何貫徹「雙百」方針，以利於提倡不同風格、不同流派的自由競爭。「會上周揚講話中

講不要怕片面性，他說，你一個片面，我一個片面，加起來不就全面了麼（毛澤東在後來召

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反覆批評了這個觀點）。同時，周揚提出可以考慮允許辦同仁刊物，他

這個講話影響很大，後來文藝界不少人準備辦同仁刊物。」14中國作協則緊鑼密鼓地開展整

風鳴放會，剛調任作協黨組書記的邵荃麟（原由周揚兼），廢寢忘食地工作，主持各類會

議，到各有關單位、刊物編輯部談話。作協的整風很活躍，提出了不少理論問題和工作中的

問題，其中包括辦同人刊物，不贊成全都是機關刊物。

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喜人氣象中，一些知識份子在不同場合公開發表了自己的獨立

見解。有關同人刊物的言說也浮出歷史地表，同人刊物被認為是打破權力話語的束縛，催生

文學、文化多元化發展的一種載體。不難理解，胡風當年的聲音在大鳴放中產生了「迴

響」，邊緣話語成為曇花一現的亮點。

1957年5月23日，中國人民大學鳴放中最為活躍的法律系四年級女學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

來到北京大學，參加師生集會。她發表長篇演講，胡風問題成了主要內容之一。她說：「我

過去寫過文章批判胡風，現在想起來真是幼稚，很可恥。……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正確

的，胡風提出要辦同人雜誌，現在看來很正確。他批評庸俗社會學，要動搖機械論的統治是

對的，因為現在的文藝創作中公式化概念化很嚴重。……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

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致。」15林希翎的演講在北京高校引起了轟動，一時間她成了新聞

人物。反「右」鬥爭開始後，林希翎即被《中國青年報》稱之為「她的右派言論在一個時期

內在全國年輕人，特別是大學生中十分盛行」，媒體對她的「反動言行」作了「強有力的回

擊」16。

與林希翎的「鳴放」類似，舒蕪在1957年5月26日《文藝報》發表的《關於改進文學刊物現狀

的一個建議》中，他建議允許辦同人刊物、同人出版社。從一種理想的文化生態出發，他

說：「可不可以這樣理解：讓全國文學刊物合成一個『百花園』，而有些刊物每一個只是一

種花。這樣，才能期望『一個刊物辦得好，形成一個文學流派』；才能使各個刊物各有自己

的個性和特色，互相競賽，共釀春榮。」針對當時文學期刊面貌雷同、定位模式化的現象，

他提出要打造有自我個性的期刊，「這種刊物體現『百花齊放』，就是有意識地只放某一種

花，有意識地只提倡某一文學流派，不合於刊物宗旨的作品，就是不登。」基於共同的文化



信念，「這種刊物的編輯部，必然就是由同一流派的作者自願結合而成，一身二任，自無矛

盾。」他希望同人刊物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輻射力，能夠在探索中逐步壯大出版力量，「這

種刊物當然是同人性的，倘有條件，不妨同時興辦小規模的同人出版合作社。起初可以只出

一個刊物，以後慢慢擴大，也出書。可以同人集資，也可以申請國家貸款，定期償還。這種

同人性的出版合作社的好處，與同人性刊物略同。」這和胡風在《三十萬言書》中提出的建

議毫無二致。舒蕪被打成了右派。提倡同人刊物，攻擊文藝界黨的領導等罪名羅織其身。這

個「胡風餘孽」，還是未能躲開政治風浪的衝擊，和一些胡風分子一樣，踏上通往勞動改造

的曲折道路17。

辦同人刊物真的是要脫離黨的領導嗎？非也。在一個社會文化和諧發展的環境裏，各種刊物

應該多元並進、交融互補，滿足文學、文化多樣性的追求。同人刊物雖然可能囿於門戶之

見，排斥不同的思想和觀點，形成「小集團」，但它作為期刊百花園中的一種，自有其存在

價值。當年在《文藝報》編輯部的敏澤回憶說，他們也曾有過辦同人刊物想法，而這種想法

是在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文藝界領導也一再公開提倡可以辦同人刊物的情況下萌發

的。他們試圖提倡革命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更好地尊重藝術的特點和規律，從而更好地發

揮革命文學的政治社會功能，並和那時文學上流行的越來越多的背離藝術特點和規律的不良

傾向相抗衡。敏澤等人把可否辦同人刊物的想法向馮雪峰徵求了意見，並「向作協當時的領

導人作了詢問，得到了十分肯定的答復……但我們此時還是想到了各種可能發生的指責，為

了防止別人指責我們脫離黨的領導，我們一個非黨群眾也不吸收；我們要根據黨的方針辦；

並且要在黨委領導下工作。」儘管如此，「這個遠遠沒有成為行動的、經過當時領導人批准

的打算和一些議論，不久就成了彌天的大罪！」18敏澤和馮雪峰等人一起被戴上了「右派分

子」的帽子。

跟敏澤等人的想法不謀而合，江蘇省一些青年作家、翻譯家陳椿年、高曉聲、葉至誠、方

之、陸文夫、梅汝愷、曾華等，也試圖探索辦同人雜誌之路。這些人在1957年6月初發起組織

《探求者》文學月刊社，他們不過是有此願望，並沒有成為事實，就因為反右派鬥爭而中

止。方之、葉至誠後來回憶，當年「受到了黨的雙百方針的鼓舞，毛主席《論十大關係》、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傳達報告，又促使我們去思索生活中的新問題，例

如，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以後人們的精神面貌和關係的調整，正確吸收外

國經驗和探索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史達林的悲劇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

等；當時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危害性也已暴露出來，使許多有識之士感到疾首痛心──這

一切，使我們感到不能再老一套地寫下去了，迫切想打破公式化、概念化，力求有所創新，

大膽干預生活，於是便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籌辦《探求者》文學社團和刊物。」19「探求

者」只是一個剛具雛形便遭來滅頂之災的文學社團，實際生存期僅一個月。他們有一份表明

觀點的「啟事」草稿，起草者高曉聲，又有一份「章程」草案，執筆者為陸文夫。後來，

「啟事」和「章程」作為供批判用的材料被公布20。

對「機關刊物」提出質疑，是《探求者文學月刊社啟事》發出的聲音之一。它對當時一些文

藝雜誌的辦法，表示很不滿意：編輯部缺乏獨立見解，顯示不出探討人生的精神；特別是在

藝術問題上，沒有明確的目標，看不出它們的藝術傾向。《啟事》認為，這是用行政方式來

辦雜誌的必然結果。用行政方式辦雜誌的缺點在於它是「官辦的」，儘管申明並非機關刊

物，但是卻擺脫不了機關刊物的性質。《啟事》在概述了機關刊物難免的缺點之後聲稱：我

們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藝術傾向；我們把編輯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

來源就依靠同人，我們將在雜誌上鮮明地表現出我們自己的藝術風貌。《啟事》提出了自己



在文學方面的主張：文學創作有過漫長的歷史，積累了多種多樣的創作方法。今天看來，就

像打仗可以用各種各樣的兵器一樣，只要對社會主義有利，各種創作方法都可以運用。我們

不承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最好的創作方法，更不承認這是唯一的方法。我們將勉力運用文

學這一戰鬥武器，打破教條束縛，大膽干預生活，嚴肅探討人生，促進社會主義。

為了追求刊物的特色，為文學發展提供獨異的話語空間，《探求者文學月刊社章程》明確提

出：「刊物不發表空洞的理論文章，不發表粉飾現實的作品。大膽干預生活，對當前的文藝

現狀發表自己的見解。不崇拜權威，也不故意反對權威，不趕浪頭，不作謾罵式的批評，從

封面到編排應有自己獨特的風格。」「本刊系一花獨放、一家獨鳴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

作品概不發表。」21這種編輯原則，雖然沒有機會在實踐中貫徹、實施，但其探索性、異端

性，與主流話語規範的距離是顯而易見的。

「探求者」的言論，遭到了嚴厲的政治批判。康生說它「有組織、有綱領、大搖大擺公開活

動」，意即它的形態比較完備，活動面較廣。姚文元更是連篇累牘，事後發表了好幾篇批判

文章，指斥它的「反動文藝思想」22。《新華日報》則為此發表了社論，接著《人民日報》

予以全文轉載。「不滿意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的現狀，不滿意社會主義革命的現狀，不滿

意共產黨領導的現狀，這就是『探求者』要去『探求』另外甚麼東西的原因。」「他們既然

不滿意現狀，當然只能探求到現狀的反面去。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離開共產黨的領

導，離開社會主義道路，必然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二者必居其一，這是不用探求就很明白的

常識。因此，他們所謂『打破教條束縛』，就是要打破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領導；所謂

『大膽干預生活』，就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制度；所謂『嚴肅探討人生』，就是否認辯證唯物

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這就是他們所謂『探求』的實質。至於所謂『促進社會主義』，也

就是要把社會主義『促進』到他們所『探求』的那些方向和目標去。」23這一場批判的結果

是：陳椿年、高曉聲、梅汝愷、曾華被劃為右派分子，方之、陸文夫、葉至誠的處境比右派

分子也好不了多少24。

在反「右」之後日益激進的文化思潮中，不僅有關同人刊物的言說被放逐，就是文聯、作協

機關刊物的處境，也是舉步維艱。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對文學藝術作出批示：「這些協會

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

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

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

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25在接踵而至的整改中，大批刊物失去了生存的條件。到「文

革」時期，出版機構癱瘓、撤銷，編輯隊伍下放勞改，絕大多數期刊被迫停刊。截至1969

年，全國期刊只剩下《紅旗》、《新華月報》、《人民畫報》和外文版的《人民中國》、

《北京週報》、《中國文學》等20種刊物。「這僅存的20種期刊，不僅比建國初期的1950年

（出版期刊295種）的數量少275種，而且也是近百年來中國期刊發展史上全國期刊出版量的

最低點。」26極「左」思潮的不斷演化，給文學、文化發展帶來了巨大災難。精神產品「一

體化」的生產機制，最終在嚴酷的文化禁錮中達到極致進而趨向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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