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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中國自由撰稿人

● 黃發有

在1990年代的中國，「自由撰稿人」算得上是一種時尚，甚至連許多緊抱鐵

飯碗不放的人也以「大陸自由撰稿人」自居，難道戴上了「自由」的面具，寫出來

的文字就脫胎換骨成了「自由寫作」？反觀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心靈史，他

們始終被一種身份焦慮所糾纏，他們總是渴望v轉型再生，渴望v與「舊我」一

刀兩斷的「新我」的誕生。不管是昔日那種試圖擺脫自身的小資產階級「原罪」、

成長為革命主體的精神籲求，還是今日以「自由」標籤來完成自我重塑的文化選

擇，其本質都是一種身份政治或文化幻術。割斷「過去」與「現在」的歷史聯繫的

「再生」和「斷裂」，只是自欺欺人的文化逃避，在惡性循環的身份遊戲中，「皇帝

的新衣」裹藏v的依然是一些「舊靈魂」。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代的文化情境

中，「自由撰稿人」還是一種商業標籤，是「寫手」和「槍手」的別稱。由此可見，

「自由」其實是在話語權力與文化商業的夾縫中穿行的荊棘路。

一

近代以前文人的生存，幾乎不可能擺脫對傳統官僚體制的依附。近代報刊

出現以後，專業性的文藝報刊陸續誕生，近代小說創作的繁榮與傳播方式的革

新密切相關。尤其在稿酬制度確立後，文化情境產生了堪稱重大的現代轉型。

梁啟超1902年11月在日本橫濱創辦《新小說》，此前半個月，梁氏主編的另一刊

物《新民叢報》刊登了一則〈新小說徵文啟〉，介紹即將問世的《新小說》的用稿方

針並為之徵稿，且公布了《新小說》要付稿酬及稿酬標準。《月月小說》 （1906）與

《小說林》 （1907）也都刊登了付酬啟事。《小說月報》 （1910）、《禮拜六》 （1914）

等著名雜誌的稿酬標準更加完善，「以字計酬」、「以版納稅」在「五四」時期已經

制度化。當時報刊的付酬文體尚局限於小說和戲劇，由此可見小說文體在當時

受重視的程度。現代稿酬制度可謂職業作家的產床，吳趼人、李伯元和林紓都

不屑於官宦之途，專心於著譯。自由獨立的經濟生活成了自由思想與獨立人格

的物質基礎，它不僅催生了職業作家，而且孕育了現代自由知識份子。

經濟的自主使從事精神創造的知識階層贏得了自由的可能性，但經濟的自

主絕不等於自由，物的佔有與物的奴役常常是如影隨形。如何在政治與商業的

夾擊中保持人格的獨立與自由，在二十世紀中國的自由寫作中，實在是一個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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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持久的「老問題」，而花樣不斷翻新的「新情況」只是反覆印證了「自由寫作」的

「不自由」。鴛鴦蝴蝶派小說家中多報人小說家，賣文為其主要的謀生手段。但

是，為生計而寫作的獨立程度總是有限的，「遊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的審美趨

向顯然不是完全出於自願，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迎合。張恂子一方面樂

此不疲地為金錢寫作，一方面自暴自棄，他罵自己的作品為「臭腳帶」1。宮白羽

有這樣的話：「稗官無異於伶官，鬻文何殊乎鬻笑！」2自責自貶的情緒在文字間

瀰漫。「自由」在這å僅僅是使自己成為甚麼具體出賣物的自由，在找不到別的

謀生手段的情況下，他們沒有不寫作的自由。發人深省的是，在1949年以前的

文化情景中，就創作群體而言，能夠始終靠寫作養活自己、無需另謀出路的只

有鴛鴦蝴蝶派作家。

對於那些擁有政治抱負的作家而言，其文學觀念烙有鮮明的功利主義色

彩。在政治理想受阻時，文學成了權宜之計。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不少作

家迫不得已地開始了職業寫作生涯。茅盾說：「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使我痛

心，也使我悲觀⋯⋯我隱居下來後，馬上面臨一個實際問題，如何維持生活？

找職業是不可能的，只好重新拿起筆來，賣文為生。」3文學僅僅是流浪的痛苦

靈魂的收留所，但顯然不是理想的歸宿。丁玲在1936年底輾轉進入延安，意味

v職業寫作生涯的終結。自由與服從、個人主義與集體權威的衝突將她拋入難

以掙脫的漩渦之中。在艾青、何其芳、蕭軍等等由文學革命而走向革命文學的

作家中間，身份轉變後的創作普遍地存在觀念大於形象的問題，個人性的「消

溶」導致了獨創性的隱遁。

在魯迅的寫作生涯中，其偉大之處並非他絕不受制於「官」的威勢和「商」的

羈絆，而在於他能夠最終掙脫「權」和「錢」的束縛。從1912到32年間，儘管魯迅本

心不願為官，常常自嘲自己「是一個官」，但又不得不做官。從1932到36年，僅

靠稿酬與版稅生活的魯迅月均收入折合今人民幣都在萬元以上，1933年4月魯迅

一家遷入施高塔路 （今上海山陰路）大陸新村九號，過上了一生中「最穩定、富

裕」的生活。僅僅在生存的角度上，「從公務員走向自由職業者」的路途就說得上

是險阻重重。要使自由成為一種持之以恆的精神追求，它不僅要求自己抵抗住

「錢」和「權」的外部壓力，還要求自己承受住靈魂陰影的重壓。自由從正面理解

是指意志不受束縛，從反面理解就是沒有任何依靠，沒有精神歸宿，無所適

從，甚至是無路可走。「自由」要求主體拒絕盲從，拒絕一切「瞞」與「騙」的精神

逃路，而懷疑精神是這種「拒絕」的守護者。但是，與虛無的直面使魯迅對自己

也充滿了懷疑，對自己靈魂å的「毒氣」和「鬼氣」極端憎惡，卻又欲罷不能。

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中有這樣的話：「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

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4在我個人看來，職業作家在二十世紀

中國的出現，同樣像娜拉一樣，是從養育士大夫的封建舊體制中的集體出走，

但是，在經濟的、政治的和人格的種種考驗面前，很多出走的人最終像〈在酒樓

上〉中的呂緯甫那樣，「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重新自投羅網

地陷入「官」的羈絆和「商」的腐蝕。就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職業作家的走向而言，

我認為其命運與人格的類型中最重要的兩種是：「歸人」與「過客」。對於懷有根

深柢固的歸鄉情結的中國文人而言，不做歸人而做「錯誤」的過客有多麼的艱難！

對於「過客」的兇險前途，〈過客〉對此有v精彩的表述。魯迅正是像自己筆下的

「過客」一樣破釜沉舟地上路，以走向深淵的勇氣擁抱前方的虛無之「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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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7月

23日，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成立 （1953年10月改稱中國作家協會）。這標誌

v新中國文藝秩序的基本確立。許多聲譽卓著的作家都被委任到文藝組織、文

學編輯、文學研究等相關崗位。譬如建國前已長期從事職業寫作的老舍時在美

國講學，他在收到受周恩來囑託馮乃超、夏衍先後寫來的邀請信後，於1949年

底扶病歸國，擔任北京市文聯主席的職務，這體現了高層領導對文藝工作的高

度重視。專業寫作隊伍逐漸成為文學創作的主力軍，業餘寫作成為專業寫作的

人才儲備形式，產生v重要的補充和豐富作用。職業寫作基本消失。

如果說在建國初期仍然存在職業寫作的話，那也只能算是餘聲。像以「自食

其力的小市民」自居的張愛玲，1950年3月至1952年1月以「梁京」為署名，在《亦

報》連載小說《十八春》和《小艾》；1952年7月她離開大陸到香港。而在上海淪陷

區賣文「實實在在卻只求果腹」的蘇青，1950年在香港《上海日報》發表了三十二篇

散文，1951年在幾經輾轉後入尹桂芳私營劇團「芳華越劇團」任專職編劇。還

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他從1949年11月15日開始，應邀為《亦報》寫稿，一直堅

持到1952年3月15日，後因《吶喊衍義》被「腰斬」而停止，共發文908篇，其間還

在《大報》發表四十三篇短文。這些文章隱約地表現了對新政權的趨同傾向。

1952年8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向他組稿，請他翻譯希臘與日本古典文學作

品，他的餘生就靠此稿酬為生。耐人尋味的是，建國初期許多作家和詩人如

穆旦、豐子愷等都轉向譯事，而且像汝龍、畢修勺等翻譯家仍然繼續其自由職

業生涯。蕭乾的〈改正之後〉有這樣的話：「搞翻譯，特別是譯古典作品，甚麼

罪名都有洋人古人擔當。寫東西，要是出了岔子，可就得自家兜v了。」5至於

傅雷，在解放以後儘管擔任了一些虛職，諸如上海作家協會理事、書記處書

記、上海市政協委員、《文匯報》社外編委等等，但他和巴金一樣，從未拿過

國家的俸祿。另一個例外就是稱病避居的無名氏，成為游離於單位之外的無職

業者。

自由撰稿人的重新出現應該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精神現實。隨v

市場經濟的逐漸發育，知識份子的生存空間得到拓寬，而文化新啟蒙遭遇的精

神困境以及文化精英的分化，使部分秉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份子將眼光轉向

民間，試圖在民間建構新的精神與話語空間。王朔始終如一的「作家個體戶」形

象與私營經濟的出現可謂同源異流，他於1983年辭去北京醫藥公司藥品批發商

店業務員的工作，靠寫作謀生。王小波在1992年4月辭去大學教職，潘軍1992年

掛職停薪南下海南，韓東1992年辭去高校馬列教員的職位，余華1993年辭職，

朱文1994年辭職，吳晨駿於1995年辭職，李馮1996年辭去大學教職⋯⋯他們的

選擇都是依靠v共同的文化語境。但是，也必須注意到，有相當數量的自由撰

稿人並非出於自願，而是在體制轉軌的過程中被拋出了公職的軌道，也就是所

謂的「下崗」，或是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要討論辭職與寫作的關係，首先要討論「單位」與寫作的關係。作家的單

位，有相當數量的是作家協會。韓少功說：「作家協會——除反常的情況外，通

常是一些已經不大寫作的人代表所有作家向政府和社會要錢並把錢花掉。」6建

國後的「機關作家制」將發表了一些作品的「無產作家」請去當國家幹部，有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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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百年中國與世界 資勞保，並且分配住房。由於內部激勵機制的缺乏和緊張的人際關係，原來的

作家逐漸變成了「一些已經不大寫作的人」。追求獨創性的文學創作，顯然與這

一群體組織對個人的權威性限制之間構成潛在的衝突。「單位」對置身其中的個

人的身份限定帶來了相應的權利和待遇，這種幾乎終身不變的身份使個人不能

僅憑自願而流動，就業者的權利只有在單位中才能實現，這種家長制的福利共

同體代表國家對個人負擔起生老病死的無限義務。低工資政策、平均主義分配

原則和對日用消費品以外的個人財產權利的否定，造成了個人在物質生活方面

對單位的依賴。這樣，放棄個人的人身自由和財產權利就成了個人獲得「單位身

份」的前提。在單位體制下，個人首創精神、社會組織自治權和市場機制銷聲匿

Ô。由於單位對其成員的權利行使代理權，這種連帶責任使個人在社會活動中

只能擁有部分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也就是自己無法完整地代表自己。在責

任不能自負的情境下，個人的表達自由必然有所顧忌，單位作為責任共同體也

必然對個人形成牽制。當然，隨v政治與經濟體制的變革，1990年代的精神空

間逐漸地走向多元化，在市場、傳媒、話語等各種權力的縫隙之間，自由寫作

開始成為一種隱隱約約的可能。

三

對於1990年代的自由寫作或曰「單位外的寫作」而言，最為明顯的壓力無疑

是商業誘惑與生存壓力。在物慾橫流的年代，自由撰稿人作為群體注定是魚龍

混雜，「為錢寫作」也注定是自由撰稿人的主流趨向。要在貧困的磨刀石上砥礪

出自由思想與獨立人格，這種集「物質乞丐」與「精神貴族」於一身的文化理想具

有鮮明的殉道精神，但無視人的生存需求，片面強調「越窮越自由」的人格模式

顯然是違反人性的。市場法則打破了舊有的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的穩定結構，

新的經濟秩序使個體以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固定位置不復存在，擺脫了以往

大一統體制的束縛，但體制轉軌期間的自由僅僅是假像，個體在重新尋找自我

定位的過程中很可能重新依附於新的權威，這就是弗洛姆（Erich Fromm）所說的

「逃避自由」。因此，自由作家要面對的考驗是如何謀求生存保障的同時不淪為

物質的奴隸，如何處理作品的商業價值與人文價值的衝突。

在1990年代的自由撰稿人中，大多數傾力於消費文化產品的寫作，或者乾

脆成了書商，他們的目標就是從「無產者」變成「有產者」。對於寫作小說、散文、

詩歌等文體的自由作家，影視寫作成了其重要的生活來源。余華、王朔、潘

軍、西颺、張人捷等一大批自由作家都將相當多的精力投入到影視寫作。在

1990年代的自由作家中，王朔是市場化寫作的代表，其典型意義不止是其商業

方面的成功，更主要的是其「躲避崇高」的姿態和對市場化的全盤接受。他強調

商業機制的公平、公正與客觀，認為市場機制導致了人們可以自由選擇人生理

想和生活方式。在王朔看來，商業文明能夠消解極左意識形態和文化專制主

義，代表了市民階層在經過長期貧困的壓抑之後爆發出來的畸形的物質籲求。

但是，在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市場與權力常常在資源配置與

利益分配上相互利用，形成一種共謀關係。這種權力尋租活動在王朔小說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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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是商業誘惑與生

存壓力。影視寫作成

了其重要生活來源。

余華、王朔、潘軍、

西颺、張人捷等一大

批自由作家都將相當

多的精力投入到影視

寫作。王朔是市場化

寫作的代表，他強調

商業機制的公平、公

正與客觀，認為市場

機制導致了人們可以

自由選擇人生理想和

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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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了蛛絲馬Ô，比如《頑主》等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多是來自「大院」的幹部子

弟，他們可以成天開公司、酗酒鬥毆、勾引女人，這在1980年代中後期算得上

是一種「特權」。因此，王朔百般讚美市場公正的言行包含v個人的利益驅動。

有意思的是，《無知者無畏》一書中的王朔已經從「受夠了知識份子的氣」7變為

「同流合污」了8：

不管知識份子對我多麼排斥，強調我的知識結構、人品德行以至來歷去向

和他們的雲泥之別，但是，對不起，我還是你們中的一員，至多是比較糟

糕的那一種。

他的這種自豪中傳達出的情境轉移實在是耐人尋味，王朔昂首挺進「知識份子」

陣營，甚至成為人人仰視的「文化中堅」，這一典型現象折射出商業文化對知識

份子啟蒙精神的強大的腐蝕作用。在某種意義上，王朔遊戲式的言談真實地透

露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啟蒙精神與市民階層的世俗精神的嚴重隔膜，甚至是本能

的牴觸。面對各種外部擠壓與內在危機，啟蒙話語在1990年代逐漸成為渙散、

微弱的聲音。

1990年代啟蒙話語的困境與1980年代以來啟蒙者居高臨下、缺乏自我批判

精神密切相關，而且他們沒有隨v語境的變遷作出必要的調整。王小波的意義

正在於他一方面反對專橫，一方面寬容處世。在他看來，「真理在握」的自由宣

言與文化專制主義只有一步之遙。在有過知青經歷的作家中，大概也只有王小

波能夠跳出「青春無悔」和「青春控訴」的文化怪圈，「跳出手掌心」審視「文化大革

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歷史鬧劇，最重要的是他不做置身事外的旁觀者，而是

以自審意識批判在鬧劇中縱情演出的、盲從的自己，《黃金時代》以表面輕鬆的

黑色幽默手法將被遮蔽的悲劇性揭示得淋漓盡致。應該說，王小波的「單位外」

身份是真正的精神鬆綁，追求身與心的雙重自由。他對於激烈的外在呈現總是

抱v懷疑與警惕，以一種經驗理性珍惜v活生生的「常識」。王小波的可貴之

處，正在於爭取自己的自由的同時，也尊重別人的自由，而這種尊重絕非一種

「禮賢下士」、「關懷民生」的高姿態，而是發自內心的對「個人」與「生命」的同病

相憐。「時代三部曲」對於權力在虛擬的歷史、現在、未來中的運作機制進行了

形象的揭示，在某種意義上它可以被認作演繹權力辯證法的「權力三部曲」。如

果說啟蒙的任務是讓自由與個性深入人心，那麼試圖「設置別人的生活」的啟蒙

者則從反抗權力走向了與權力的結盟。王小波小說中「現在時」的�事者「王二」

在時空轉換中陷入了錯亂：一切似乎都已經過去了 （《青銅時代》），一切似乎

都是無法觸及的未來 （《白銀時代》），一切好像是結局又好像是開始 （《黃金時

代》）。在《白銀時代》中，藝術被規劃起來，畫畫的人必須領執照，寫小說的必

須進公司寫作部，按照一定程式分工製造出小說。「過去時」的李靖、「未來世界」

的「我舅舅」、「現在時」的王二遭逢v同樣的困境。王小波對超越時空的權力邏

輯的洞察與批判真可謂入木三分。他對於自由的兩面性也有清醒認識。

相對於王小波的低調的、富有建設性的自由意識，同為自由作家的韓東、

朱文的自由觀就顯得更加激進、外露，尤其表現在他們極為看重的「斷裂行為」

上。韓東在「斷裂行為」中有這樣的言論9：

王朔遊戲式的言談真

實地表露出中國知識

份子的啟蒙精神與市

民階層的世俗精神的

嚴重隔膜。而王小波

的意義正在於他一方

面反對專橫，一方面

寬容處世。在他看

來，「真理在握」的自

由宣言與文化專制主

義只有一步之遙。大

概也只有王小波能夠

跳出「青春無悔」和

「青春控訴」的文化怪

圈，去審視「文化大

革命就是好！就是

好！」的歷史鬧劇。



58 百年中國與世界
在同一時間記憶Z存在\兩種水火不容的寫作。⋯⋯如果他們的那叫寫

作，我們就不是寫作。⋯⋯斷裂，不僅是時間延續上的，更重要的在於空

間，我們必須從現有的文學秩序之上斷裂開。

一刀兩斷的對抗性思維是文化專制主義的精神後遺症，隨v經濟文化的多向交

融，意識形態的對抗性基礎開始呈現出一種不確定性，曾經劇烈對抗的因素不

完全對立，又沒有走向一體化的整合，也就是說，你死我活的外部衝突容易陷

入如魯迅所言的「無物之陣」，自以為在反對敵人，其實是在反對自己。韓東的

自由姿態基本上是「肯定性」的，他在假想中脫離了現實土壤——自由與不自由

共生其中的統一體，這就使他在遠離了「不自由」的同時也遠離了「自由」。因此，

絕對意義的「體制外」寫作是不可能存在的，朱文在意識到與體制的悲劇性關聯

時說bk：

多年來我雖然極不情願但是實際上還是遵循了一個作家的遊戲規則，寫一

種叫做作品的東西，然後發表、結集、引人注目，與現在的文學秩序通

姦⋯⋯雖然眼下除了通姦下去好像沒有其他出路，但是我希望自己能銘記

其中的妥協與屈辱。

必須強調的是，真正的「自由」與「個人」都是一個歷史性命題，需要如魯迅筆下

的「過客」那樣的堅持，而指望通過時間與空間的「斷裂」來擺脫外部束縛，這種

「自由瞬間」無疑是掩耳盜鈴的文化逃避。當歷史與空間的連續性被主觀地「否定」

時，這種行為的唯一現實後果只能是主體的自我分裂，自由也只能是虛構出來

的精神麻醉劑。

韓東、朱文的小說塑造了一批被命名為「遊走者」的自傳性人物，而我個人

則稱之為「逃走者」，因為他們還遠沒有從容、清高、自由到足以「遊走」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主體自我的脆弱性是消解自由的另一種力量，這種內部危機甚

至比金錢、秩序等外部束縛更能瓦解作家的自由意志。韓東、朱文筆下的「逃走

者」類似於魯迅〈娜拉出走以後怎樣〉中所說的「娜拉」，這些精神出逃者如何擺脫

「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的文化怪圈呢？當自由異化成孤獨、虛無與冷漠時，人

就產生了「逃避自由」的衝動。所謂的「自由寫作」帶來的無價值感、無意義感很

可能驅使作家在空虛中瘋狂地追逐一度被自己所鄙視的功名利祿，而且現實中

確實不乏其例。我並不像許多研究者那樣，對眼下的「自由寫作」充滿了樂觀的

期待，只能說1990年代至今的職業寫作才剛剛起步，真正的自由還需要經歷內

外交困的重重考驗。

四

隨v體制轉軌與市場化進程的推進，在二十一世紀的文學發展中，自由寫

作將成為普遍的文化理念。在西方社會，自由撰稿人是指不隸屬於任何機構、

不以代言人身份而以個人立場發言的寫作者，而那些與傳媒簽約的寫作人不在

此列，因為他必須根據互惠的原則履行合約所規定的義務。春風文藝出版社在

韓東、朱文的小說塑

造了一批被命名為

「遊走者」的自傳性人

物，他們類似於魯迅

筆下的「娜拉」。這些

精神出逃者如何擺脫

「不是墮落，就是回

來」的文化怪圈呢？

所謂的「自由寫作」帶

來的無價值感、無意

義感很可能驅使作家

在空虛中瘋狂地追逐

一度被自己所鄙視的

功名利祿。自由也只

能是虛構出來的精神

麻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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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出「布老虎」品牌後，於1998年與被稱為「大陸瓊瑤」的女作家嚴麗霞簽定合

同，邀請她為該社的第一個簽約作家。這種簽約作家在二十一世紀應當會逐漸

普及。從發展的眼光看，商業合約對作家的束縛將越來越明朗化。像現在流行

的「度身定制」的寫作方式，即作家根據出版商或其他機構的要求違背自己的初

衷進行創作，這和自由寫作理念顯然是背道而馳的。

在1990年代，自由寫作表現出一種行為藝術的特徵，即強調這種行為過程

的意義，卻拒絕追問自由作家的作品是否體現了自由精神。真正的自由寫作的

最起碼也最核心的向度，就是保證自我不致於變成某種目的之工具。陳寅恪有

這樣的詩句：「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阿多爾諾（Theodor Adorno）

更認為「思想是不自由的」：「沒有強制的要素就根本不可能有思維。正像自由和

思想的對立對思維來說是不可清除掉的一樣，自由和思想的對立也是不能被思

維清除掉的。毋寧說，這種對立要求思維進行自我反思。」bl一輩子自食其力的

巴金在〈論「創作自由」〉中認為「創作自由不是天賜的，是爭取來的」，強調作家

必須學會在「不自由」中「自由」bm。面對自由意志與外部世界、社會文化之間的緊

張狀態，主體必須具有像魯迅那樣的自我批判與自我解剖精神。因此，自由寫

作作為文學的存在形式的真正意義在於，作家們通過自己的自由實踐開拓出更

廣闊的文化空間，也就是承擔起如魯迅所言的「歷史中間物」的任務，不斷地衝

決不自由的樊籠，不斷地進行自我批判，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使自由成為一

種公共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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