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當代中國文藝史上，電影《武訓傳》應該說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五十多年

前的那場大批判運動，使其價值與意義遠遠超出具體文本，成為對日後文藝體

制的建構、知識份子的精神文化，乃至於國家政治意識建構發生深遠影響的事

件。因此，對於《武訓傳》的研究來說，封閉性的文本解讀意義不大。《武訓傳》

是一個「大文本」，只有把圍繞《武訓傳》的形成與批判中的種種因素納入研究的

視野，存在於這一事件中的種種謎障才有可能釐清。

多年來，學界對於《武訓傳》及相關事件的研究大多集中於1951年的批判運

動，而對之前的電影劇本寫作、拍攝以及修改等過程涉及較少。應該說，《武訓

傳》是一個涵義相當駁雜的文本，在文本的生產過程中，各種力量、各種聲音的

糾結纏繞，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文本完成後的最終面貌。後來《武訓傳》被選中

作為新的文藝體制建構的重要突破口，不可否認，有Ç許多複雜的原因（比如有

人提出江青與陶行知之間的恩怨等），但筆者以為，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電影文

本自身——文本自身所提供的闡釋空間仍然是其被選擇的首要依據。因此，對

批判運動之前的文本完成過程進行探討，從一定意義上講，具有正本清源的價

值，是很必要的。

據《武訓傳》的編導者孫瑜講，攝製這部電影的「主觀願望」在1944年就有

了，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拍攝半途而廢，直到1950年下半年這部影片才由崑崙影

業公司攝製完成，其間經歷了「迢迢七年」1。這部電影的攝製過程幾乎經歷了近

代中國一次最為深刻的社會轉型的全過程，而社會轉型中的許多帶有當時歷史

色彩的因素都在影片中留下自己的影子。創作者的興趣與志向、作為歷史事件

的武訓事H及作為歷史人物的武訓、私營影業公司的商業利益、新的主流意識

形態話語的建構，在這部電影的攝製過程中相互糾結、纏繞、撕扯，形成了錯

綜複雜的關係。限於篇幅，本文不可能對眾多複雜的關係進行全面的梳理，僅

是從《武訓傳》劇本的修改過程中，商業因素與主流意識形態糾結撕扯這一角度

展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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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藝官員參與《武訓傳》的前兩次修改

《武訓傳》是在1949年2月初，由崑崙公司從中國電影製片廠收購拍攝權（已

拍好的聲底片及拷貝隨同購入）後重新開始拍攝的，至1950年上半年攝製完成，

期間曾有三次集中的修改，時間已是在新政權在上海建立以後。

1949年10月，崑崙公司編導委員會經過「大小幾次討論」後，對《武訓傳》作

了第一次修改。主要修改內容有兩點：其一是把原來的正劇改為悲劇，確定了

「批判加歌頌」的基調；其二是增加了武裝反抗者周大的戲份，周大被�述為失

散的太平軍戰士，後來成為一支農民武裝的首領，「對地主惡霸索還血債」2。

一般認為，崑崙公司與左翼文藝界及中共之間有Ç深厚淵源。該公司是

1947年5月由聯華影藝社改組而成，而聯華影藝社就是遵照周恩來在國統區建立

「文化戰線上的一個據點，一處重要的文藝陣地」的指示而成立的3。編導委員會

在崑崙公司中是一個地位獨特而重要的組織，一直由左翼人士組成。崑崙公司

的主要出資人、總經理任宗德後來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以陽翰笙為主任的編導

委員會說起來應該屬於製片業務系統，「但實際上編導委員會不但指導Ç影片創

作和製片生產，而且是整個崑崙公司的領導核心。陽翰笙和地下黨組織通過編

導委員會和公司上層人物領導崑崙的業務活動」4。

在建國前，由於在國統區文化界的黨組織不能公開存在，黨對進步電影業

的領導一般通過公開存在的編導委員會來實施。在新的政權建立後，電影編導

委員會由於其與黨的特殊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準官方組織，起Ç私營公

司中黨組織的作用。例如，這次修改《武訓傳》的主要參加者是接替陽翰笙擔任

編導委員會主任的陳白塵，時任上海戲劇電影工作者協會主席、上海文化局文

藝處處長。委員會成員蔡楚生，在1946年即與陽翰笙、史東山一起受周恩來指

示到上海建立進步電影基地；建國後不久，蔡楚生即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電

影局藝術委員會主任，後擔任中央電影局副局長。作為黨派往國統區的文藝工作

者，當黨在上海取得政權後，其身份也自然具有極強的文化官員色彩。因此，

《武訓傳》的首次修改已經有Ç意識形態主管機構及文化官員參與創作的色彩。

1950年1月初，《武訓傳》進行第二次修改討論。儘管參加者包括影片編導者

孫瑜、主演趙丹和編導委員會成員鄭君里等，但主要卻是聆聽「上海電影事業管

理處的黨的領導同志」夏衍、于伶和陸萬美的意見。其中，電影開頭與結尾女教

師對武訓加以評述的設想，就是來自陸萬美，其目的在於「結合現實」，「用今天

的觀點對武訓加以批判」5。如果說，第一次修改時編導委員會的官方色彩是隱

在的、尚有些模糊的話，那麼這一次夏衍、于伶、陸萬美作為文化官員的身份

則是顯在的、確定無疑的。

在這兩次修改中，《武訓傳》的�事在這些文化官員或是準文化官員的指導

下發生重構，顯然愈來愈趨近新的官方意識形態，這讓我們或多或少看到了後來

那種「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集體創作模式的影子。種種H象

表明，文化領域內的各種力量正在形成一種新的格局，文化官員與文藝創作者的

新關係正在建構。在這種新的格局中，文化官員可以且必須隨時直接介入文藝創

作。對於文化官員來說，這樣的介入是黨所要求的一種職責，而文化官員與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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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是一種思想領域內的領導與被領導的行政隸屬式關係。「從某種意義上」，

文化官員「作為一個思維Ç的主體事實上只是黨的有關思想精神在相關領域內的

自覺延伸」；以文化官員為中介，「黨對文藝的政治與思想領導也通過組織化的

方式來直接的具體規定Ç文學藝術的創作內容以及相關的文學實踐活動」6。

文化官員對於文藝創作的直接參與，一方面可以及早地糾正創作者對於主

流意識形態理解的某些偏差，另一方面可以在作品中加入更多的主流意識形態

內容，從而保證了官方意識形態在文藝作品中的貫徹，使藝術作品更大程度地

承擔起擴散官方意識形態的責任。這種在《武訓傳》創作與修改過程中若隱若顯

的參與方式，在此之後逐漸被體制化，極大地影響了共和國文學藝術的狀貌。

二　商業利益與第三次修改

1950年9月，孫瑜對劇本又作了一次修改。如果說前兩次修改與新生的政權

有許多聯繫，帶有新的意識形態的規範色彩，那麼第三次修改卻有很大的不

同。這次修改的提議來自崑崙公司的資方。孫瑜在〈影片《武訓傳》的前前後後〉

一文中記�了他與資方就此次劇本修改問題上的爭執7：

《武訓傳》順利拍攝到當年九月，忽然崑崙公司要我把影片拍成上下兩集。

他們說，看了拍好的「毛片」，質量頗高，但拍好的膠片已夠一部半電影的

長度，不如再加一些戲拍成上下兩集，就等於兩部片子了。我不同意加戲

拍成兩集。雙方爭執不下，以致在一個丹桂飄香的夜晚，在公司的大院

u，我被約去參加一個好像「吃講茶」說理的大型座談會，鄭君里、孟君謀

及部分編導委員和工人們都參加了。「崑崙」的資方夏雲瑚、任宗德、蔡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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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三位都到了場。我固執地認為，一部完整的電影，加戲分成上下兩集公

映，戲分散了、拖長了，會損害藝術效果。他們卻說：「明天大家的工資都

發不出了，還講甚麼藝術效果？」打出了這樣一張「牌」，我只能回答：劇本

是市電影管理處當局通過的，我當聽從「電管處」領導的決定。

「電管處」領導的意見如何以及此次爭執的最終結果如何，孫瑜在文中沒有交

代，但文中提到，在此後的半個月�孫瑜對劇本進行了加長和修改，1951年初

公映的電影《武訓傳》也確實分為上下兩集。由此看來，孫瑜最終未能抗拒資方

的修改提議。

再來看修改的內容，嚴秀在〈風雨蒼黃《武訓傳》〉一文中，把此次修改所涉

內容概括為如下三點：（一）武訓昏睡中幻入地獄天堂的夢境；（二）李四和王牢

頭幫助周大越獄，周大逼上梁山；（三）封建官吏為了收攬人心，利用武訓，奏

請朝廷嘉獎武訓8。對照孫瑜〈影片《武訓傳》的前前後後〉一文，此種概括大致是

不差的。

對於武訓幻入地獄天堂的一場戲，孫瑜稱是為了「進一步探索他的內心世

界」9，其中敵我分明的故事結構（甚至於有正反人物臉譜化的某些影子，如張舉

人在這場戲中是一個青面獠牙的魔鬼）和感情色彩分明的�述語言，體現出明顯

的趨近主流意識形態的努力。但天堂的五彩祥雲、地獄的硝煙烈火、青面獠牙

的魔鬼、牛頭馬面、奈何橋、吞噬生命的巨磨、血流成河⋯⋯這樣的場面的不

斷鋪陳，已與娛樂性電影中的神怪戲非常接近了。

新添加的人物小偷李四是一個類似於梁山英雄時遷的人物。一方面，李四

角色的加入使得劇本增加了許多武俠劇的情節；另一方面，其類似京劇丑角的

詼諧語言與滑稽動作能時不時引起觀眾的哄堂大笑，增添了電影的娛樂性。

清廷官員奏請嘉獎武訓的一場戲，儘管作者刻意凸現「封建統治者的殘暴與

陰險」bk，以趨近主流意識形態，但從視覺效果上，慈禧太后坐朝，「寶座下一片

馬蹄袖和朝珠」bl，群臣三叩九拜齊呼萬歲的宏大壯闊場面，卻有Ç吸引觀眾眼

球的要素。

這些後來被批判者稱之為「熱鬧」的場面，顯然與電影的票房和電影投資方

的盈利有Ç更為密切的關係。看來，孫瑜儘管已可借用政權的力量（在這一事件

中，「電管處」是這一力量的符號）來對抗資方的要求，但仍然不能置資方的盈利

訴求於不顧。在修改過程中，孫瑜顯然試圖把商業利益的訴求納入主流意識形

態的�事框架之中，在政治與經濟的不同訴求之間尋求某種平衡。因此，嚴秀

把此次修改稱為「由於經濟」，應該說是相當準確的bm。在電影《武訓傳》的形塑過

程中，除了編導者的個人因素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力量外，商業因素的參與也是

其中一個影響其最終狀貌的重要力量。

三　《武訓傳》的無限商機

崑崙公司成立時的出資者有三人，夏雲瑚投資最多，任宗德次之，另外就

是蔡叔厚代表中共地下組織投資了很小部分。夏雲瑚與任宗德都是當時頗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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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百年中國與世界 響的實業家。崑崙公司成立後，運營資金主要依靠夏雲瑚與任宗德的投入，或

利用二人在實業界的社會關係加以籌集。儘管夏雲瑚與任宗德很早就與中共的

地下組織來往密切，思想頗為左傾，與中共有Ç頗為良好的互動，投資崑崙公

司無疑有Ç很強的政治與文化選擇的色彩，但也不能排除這同時也是一種商業

的選擇，其中有投資盈利與擴張資本的考量。在崑崙公司運營的1940年代中後

期，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已日暮途窮，中共的思想與觀念在普通民眾中卻獲

得愈來愈多的認同，其影響急劇擴張。在此背景下，左翼色彩的電影無疑擁有人

數頗眾，並且日趨增多的觀眾群，而觀眾群是與票房收益聯繫在一起的。

即使從中共方面而言，在私營體制結束之前，資本的擴張為公司的良好運

轉提供了保障，雄厚的資本有助於在商業競爭中處於優勢，因此也會提高崑崙

公司在電影界的影響，這顯然對其通過電影擴散官方意識形態有很大的幫助。

更重要的是，私營體制下運營的崑崙公司，其數目頗為不少的從業人員的生存

必須以商業的盈利來保障。因此，只要私營體制不改變，影片製作中的商業盈

利考量就難於避免。

具體到崑崙公司拍攝《武訓傳》的起因，也主要出自商業考量。由於戰爭所

引發的動蕩局面，在上海解放前一、兩個月，崑崙公司的製片業務已處於停頓

狀態。夏衍在〈《武訓傳》事件始末〉一文中有這樣的�述bn：

大概在1949年秋冬之間，崑崙公司老闆任宗德和孫瑜、趙丹三人到文化局

來找我（當時我是文管會副主任兼文化局長），大意是說：崑崙有人才，有

資金，有廠棚可以拍片，但是缺少劇本，因此，他們向「中央」買下了《武訓

傳》的攝製權，現在打算開拍了。⋯⋯我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不必用這麼

多的人力物力去拍這樣一部影片。但是任宗德和孫瑜都堅持要拍，說大批

導演、演員沒有事做，政府又要我們恢復生產，只有這部片子才能讓許多

有能耐的電影工作者在事業上有所發揮。

可以看出，崑崙公司通過拍攝電影《武訓傳》以擺脫經營不景氣的意圖是顯而易

見的。如此看來，資方在修改劇本時，出於票房的考慮提出一些取悅於觀眾的

修改意見，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事實上，商業性因素的參與遠不止以上內容，從《武訓傳》創作之初直至完

成之後整個過程都有其影響，牽涉到戲�戲外。

小桃與武訓愛情悲劇的情節在電影中佔有很大的分量。這段戲無論是在大

批判運動之前還是之後都倍受批評。拋開歷史語境，即使現在來看，這些情節

在藝術上也沒有多少成功之處，它們既與歷史上武訓的事H相去甚遠，也無助

於電影中武訓形象的刻畫，整條線索游離於武訓行乞興學之外。在電影公映後

不久，李長之批評這一戲份是「特意多添些羅曼蒂克的氣象」，「恐怕還有革命和

戀愛，英雄和美人那些老套在作怪」bo。然而，藝術水準與票房收入畢竟不是同

一回事。如果從市場運作的角度看，則很容易理解這條線索的無端插入——儘

管對於影片故事的完整性有所破壞，但這段淒婉愛情故事顯然能夠適合一個非

常之大的觀眾群的觀賞口味，從而帶來不菲的票房收入。

1951年《文匯報》刊載

了一條消息：毛主席

與周總理都看了影片

《武訓傳》。當我們經

歷了二十世紀末期的

市場化大潮後，其實

不難發現，這一事件

所具有的商業意義：

經媒體炒作的名人效

應可能為投資方帶來

更多的票房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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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小桃與武訓的愛情戲在影片修改之前有更大的分量。據陸萬美說，

在他最初看到的電影腳本中，「一半以上是描寫虛構人物小桃與武訓戀愛故事

的」bp。由此看來，在《武訓傳》創作之初，電影的編導者就必須考慮電影投資方

的商業目標；或者說，小桃這一線之所以出現，原本就是資方盈利訴求施力的

結果。

再談遠一點，武訓故事的傳奇色彩本身就有許多的看點（比如，其求乞時豎

鼎、玩把戲等，轉化成視覺形象後本身就相當熱鬧），其「奇突」bq的事H對於觀

眾的吸引力本身就有商業價值。《武訓傳》之所以在中國電影製片廠能投入拍

攝，後來崑崙公司在建國後不久就立即Ç手重拍，投資方在這一題材中看到的

「無限商機」恐怕是其中一個決定性的原因。

1951年3月12日，《文匯報》在「文藝短波」欄中刊載了一條消息：毛主席與周

總理都看了影片《武訓傳》。在後來的批判運動中，《文匯報》就此事作了檢討，

其中說，這則短訊的原稿是由崑崙公司提供的br。限於當時的語境，《文匯報》只

能從政治的維度上來闡釋這一事件。然而，當我們經歷了二十世紀末期的市場

化大潮後，其實不難發現，這一事件所具有的商業意義：經媒體炒作的名人效

應可能為投資方帶來更多的票房收益。透過這一事件，我們也可以觸摸到歷史

的某些蛛絲馬H：在1950年前後，即將面臨巨大轉型的中國電影，依然很大程

度上保留Ç市場化的因素。

中國電影業在建國之前，以私營為主，一直是以市場化的機制運作。至

1949年前後，國內的電影市場已趨於成熟。1949年中共建政後，電影體制的轉

變並沒有隨疾風暴雨式的軍事勝利驟然而至。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對電影事

業所作的指示中說：「現在我們的電影事業還處於初創時期，如果嚴格的程度超

過我們事業所允許的水平，是有害的，其結果將是窒息新的電影事業的生長，

因而反倒幫助了舊的有害的影片可得市場。」鑒於此，指示中規定的選取電影劇

本的標準較為寬鬆bs：

　　電影劇本的標準，在政治上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而

不是反蘇、反共，反人民民主的就可以。還有一些對政治無大關係的影

片，只要在宣傳上無害處，有藝術上的價值就可以。至於藝術標準，亦應

從大處Q眼，不應流於細節的苛求。細節上的完美只能逐步達到，不能一

蹴而致，這是要在批評與實踐的過程中逐漸做到的。

　　⋯⋯

　　電影劇本故事的範圍，主要應是解放區的，現代的，中國的，但同時

亦可採取國民黨統治區的，外國的。古代的，外國進步名著，需要加以適

當的改造，古代的歷史故事亦可以選擇。

事實上，新政權不但在政策上為舊有市場化電影體制的繼續存在留下了空

間，而且在1949至1950年間，還以貸款和實物方式對歷經戰亂、經營非常困難

的私營影業予以支持。如果我們不局限於文化及文化體制之內，而在更為廣闊

對於一個新建的政

權，穩定經濟從而不

至於引發大的社會動

蕩是其第一要務，軍

事的勝利需要以經濟

的平穩過渡來鞏固。

穩定從業人員頗為眾

多的電影業其實也包

含在穩定經濟的政策

內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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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穩定經濟從而不至於引發大的社會動蕩是其第一要務，軍事的勝利需要以

經濟的平穩過渡來鞏固。而電影業作為一種特殊的藝術門類，有Ç現代工業生

產的眾多特徵，須許多人員、許多部門的協作方能完成。因而，穩定從業人員

頗為眾多的電影業其實也包含在穩定經濟的政策內容之中。基於此，在建國初

期，新政權對於電影業，更多的關注是經濟因素也便在情理之中。這樣便使得

電影的創作能在一定程度上與主流意識形態保持一種相對融洽的關係成為可

能，舊有的市場化機制也得以繼續運行。這就是《武訓傳》電影在修改過程中商

業性因素依然能夠不斷閃現的原因。

這種狀況可以用陸萬美在〈我對電影《武訓傳》的初步檢討〉中的一段�述來

印證bt：

1950年初一個晚上，崑崙公司的邀請我們幾個朋友去座談《武訓傳》的電影

腳本。臨行時，受託催約的一位同志告我：「這片子在解放前已拍了三分之

一，投下資本已達七億，今晚一定要幫助解決：要不要拍攝的問題。」

在當晚的討論中儘管夏衍與于伶均持否定意見，陸萬美也提出了一些批評，但

影片後來仍被批准拍攝，經濟方面的考量顯然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這種時代的

背景也有助於解釋如下事實：在前文所提及的孫瑜的回憶文章中，當�述到孫

瑜提出由「電管處」裁決他與投資方的爭執時便再無下文了。從這一意義上講，

《武訓傳》因經濟原因的修改，以及之前的某些取媚觀眾的因素得以保留，又不

能完全看做是資方的追求，不能完全看做資方施力的結果。政權與資方的追求

有Ç重合的地方，或曰有較高的兼容性，因此在此時此事上同樣體現Ç政權的

立場。對影片中的商業性因素看法的矛盾是政權內部產生的，源於主流意識形

態與政權內其他領域的複雜關係。

四　大批判的效果：從市場化到意識形態化

與《武訓傳》批判運動相繼，1951年年底文藝界便開始了整風運動。在1951年

11月24日的北京文藝界整風學習動員大會上，當時中央電影局的領導黃鋼在講

話中談到這樣一件事：「記得我們電影局一個編劇小組在上海的時候，對於當時

上演的一個私營廠的片子（《水上人家》）曾認真討論寫了短短的文章，承認它的

某些進步傾向，但同時指出：這�面的階級關係是模糊的，這文章經上海方面

的某一負責同志看後，說是：片子剛上演，先只能說好的，免得影響營業，上

演一陣後，才能批評。」對此黃鋼不無遺憾地說：「如果在這個階段，當時當地

的領導首先抓緊了思想領導，首先支持並鼓勵了大家用階級觀點來區別各種影

片的實質的工作，那末後來許多壞傾向的片子，以及許多顛倒了階級關係的片

子，是不至於發展的〔得〕那麼嚴重的。」ck

《武訓傳》因經濟原因

的修改，以及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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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鋼的這段話其實很能印證建國初期經濟、政治、文化的複雜關係。如果

把黃鋼與上海某負責人的分歧單純用對待文藝問題的激進與穩健來解釋，並不

完全準確，因為這�面更有一種局部與全局的關係。黃鋼作為電影界的領導者

更多是立足於文藝對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建構作用來考慮問題，因而可能很難理

解上海某負責人立足於全局平穩的考慮，在1951年前後更多地關注經濟因素（以

「影響營業」為其表徵）。在《武訓傳》修改過程中兩種聲音的複雜關係，也當如是

觀。由此也並不能證明新政權內部對於新的文化體制的設想有多少分歧。

就電影而言，上面所說的較為寬鬆的環境僅僅是一個側面，我們還必須注

意到另外一個側面。早在1948年，後來任中央電影局第一任局長的袁牧之在給

中央的報告�，就提出了在全國範圍內逐步建立起以國營為主體的電影企業體

系cl。儘管後來新中國電影業的轉軌遠比當初袁牧之設想的通過市場競爭實現要

激烈得多，也要迅速得多，但從後來的歷史發展看，袁牧之所設想的建立以國

營為主體的電影體制，基本就是黨要在建國後建立的電影體制。從這種意義上

講，1950年前後，對於電影業的物質性支持與寬鬆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限於當

時困難的經濟狀況的一種「權宜之計」，或者說是一種過渡時期的必然。如果

說，在1949以至1950年，把商業性因素驅除出電影（包括劇本和運行體制）要受

到許多現實因素的制約，那麼在經濟已經出現好轉的1951年，新政權已具備了

這種實力。各種因素的糾合使得孫瑜與其《武訓傳》不幸被選中，成為這種轉變

過程中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1951年9月11日，《文匯報》登載出一則消息〈加強電影製片廠的思想領導

長江崑崙兩公司正式合併〉，內中報導：「本市公私合營的長江影業公司與代管

崑崙影業公司已於9月1日起正式合併，定名為『長江崑崙聯合電影製片廠』」，報

導最後指出：「這是電影界的一件大事，這也為一般私營廠指出了今後發展的方

向」cm。同版的另一篇新聞，報導了於10日舉行的長江崑崙聯合電影製片廠成立

大會的情況。報導說，在成立大會上，「華東局文化部黃源副部長指出兩廠合併

貫徹了中央的電影政策」，「上海文化局夏衍局長指出兩廠合併，基本走上了公

營，是達到正確領導集中人力物力從事人民電影的開始」cn。

這一事件可與同時進行的規模浩蕩的《武訓傳》批判運動作互補性的理解：

新政權不僅要驅除如《武訓傳》這樣的電影在創作中的商業因素的參與，而且要

取消這種因素得以存在的文化體制。隨Ç私營電影業在極短時間內被改造，電

影製作中的商業性因素隨即消失，等到重新泛起，已是四十餘年後的事情。當

然這只是文化體制轉軌的一個側面，幾乎在同時，文藝領域內其他方面的市場

性因素如自由撰稿人、私營性報刊、稿費制度也正在消失或改變其涵義。

儘管市場化的運作與文學藝術的關係非常複雜，商業性因素挾經濟之強力

也時常對文學藝術形成某種擠壓，作家在許多時候面對市場性的要求也顯現出

頗多的無奈，然而市場化文化體制的消失，卻使得作家失去了一種原本可供選

擇的生存空間。《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中說，新中國文人「不能跟他們的先輩完全一樣，因為當

他們發現國家的領導強迫他們損害他們的原則時，他們又不能回到書齋，或

新政權不僅要驅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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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個制度中」co。

其實，近代以來，除了「回到書齋」和「隱居山野」這兩種古老的方式外，市

場化的文化運作體制也為中國文人提供了另外一種與主流意識形態保持一定距

離的生存空間。這一體制的消失，切斷了中國文人的又一條退路，使其對「這個

制度」的依附性得到極大的強化。商業性因素的退出並沒有為作家、藝術家的創

作帶來自由，其留下的空間馬上被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所填補，文學藝術愈來愈

被緊緊地綁在政治的戰車之上。

其實不僅是電影，新中國的文學史又何嘗不是如此？文學藝術失去了自我

調適的空間，文藝政策的調整能對文學藝術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這與影響文

學藝術創作的力量的單一化有很大的關係。而當年市場化運作體制的消失，商

業性因素在文藝作品中被驅逐，無疑把這種單一化進程大大推進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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