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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从文的“边城”写作，即使在社会发展日趋现代化的过程中仍有讨论的必要和它存在的意义。湘西生活有令

他推崇和着迷的巨大魅力，也为他的写作提供大量的素材。凭借着出色的审美洞察力、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和“五四”

特定的思想文学氛围，沈从文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瑰丽”、感性、真实的“边城”，体现了“五四”时代的个性精神，

放射出绚丽的人性之光，这也值得现代社会理性和文学艺术去进一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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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经济活动越来越左右人类生活的时代，讨论半个多世纪前沈从文的“边城”写作似乎显

得不合时宜，却又在这不合时宜的讨论中表现出一种人性不愿屈从现实的倔强。这一点正像沈从文

当年的“边城”写作（指沈从文表现湘西故乡生活的散文和小说），并非出自遵循现代都市的生活逻

辑，学会“顺从”以“谋生”；而是执著地“探索比寻求圣杯更深层的精神”
［1］。 

沈从文“边城”写作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后，但这场运动对作家的影响却至为深刻：“只缘于正面

接受了‘五四’余波的影响，才能极力挣扎而出，走自己选择的道路。”
［2］五四时代高扬的个性精神，

在沈从文作品中不表现为追逐现代新潮的一纸宣言，也不是为都市青年追求婚姻自主而谱写浪漫篇

章，尽管这在当时文学中比较流行；倡导个性的时代精神深入到这个文学天才的灵魂，使他不仅从

原有的生活状态“挣扎而出”，去开辟自我人生的前景，而且也从当日文坛时尚中“挣扎而出”，形

成他执著于以个体生命的感悟来表现人性的写作特点。在此意义上，沈从文描写“边城”生活的作

品让人很难轻易套用某种理论或思潮将其归类，这也恰恰从另一角度，表明他的作品体现了五四时

代所张扬的个性精神。 

如果说沈从文对“五四”精神的理解，为把“五四”仅仅理解为一场受外来影响的中国现代化

运动提供了别一种思路，那么，他的“边城”写作为反驳这种误读提供一个证明，体现中国的现代

化过程虽然受国际趋势影响，却无法用其他国家和民族经验做简单比附，因为它肩负更漫长的历史，

具有更复杂的文化基因，也带来更丰富多样的文学想像和文化选择。在此意义上，“边城”写作不仅

描绘出被现代都市生活放逐的湘西一隅；更出色的是，它在现代性挑战面前鸣奏出这位现代中国作

家内心倔强而复杂的音律。 

一 

沈从文 著名的散文与小说主要创作于上个世纪２０年代末至１９４７年左右，描写湘西“边

城”生活是贯穿其间的主要篇章，完成于１９３１年的《从文自传》则格外生动地揭示他何以如此

推崇湘西生活的原因。 

在当时文坛，与沈从文写作相伴的并不是一个趋向追求感性与感知的世界。那是左翼革命文学

理论，以及冠之以各种名目的现代思想文化理论流行，而人们对这些新思潮趋之若鹜的年代。在沈

从文记忆中，这也是当年他决心走出湘西，都市对他富于感召力之处：“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



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

学不尽的人生”
［3］。作家原本是要进入都市，在新思想和现代精神氛围下为过去生活的混沌状态作个

了断，找一条生路。然而，现实远远不如人意。都市并没有慷慨地敞开胸襟接纳这位湘西凤凰人，

沈从文刚进北京生活无着，即使后来写作上有了名气，被聘为大学教授，依旧与流行于知识和文化

圈内的理论及其精神氛围格格不入：“在他活跃于文坛的那些日子里，他好像从未平和过”，他“不

安于在别人之下沉默”，“几乎经常是文坛论争的诱发者。他似乎仍然保存着湘西人的倔劲，自由地

随意地挥洒着他的思想”，“在他的眼中，没有尊贵之分，没有壁垒之分，他只是按照自己对文学的

理解，即他的文学观来议论”，甚至为此招来周围的不满与侧目，他也在所不惜。
［4］因为在这里，他

始终是与现代都市隔膜的“乡下人”。 

沈从文称自己是“乡下人”，并不意味他在现代都市人面前是自卑的；相反，在他心目中，在现

代都市“灰色”的人生面前，惟有他这样从湘西僻地“戍卒屯丁”队伍中走来的“土著”，才有血肉

丰盈的生命，才有“征服”的力量。都市在沈从文心目中的分量，可以借２０年代另一位湘中作家

黎锦明一语挑明：“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其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罢……当我

去年春来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变了，对于它，只有遗弃一念。”
［5］灰色的都市以其固有的一套文明

秩序妄图辖制那些来自偏地的“乡下人”，在这样的辖制面前，许多人俯首称臣，归顺了都市。而沈

从文偏不，他要以乡土生活的“瑰奇”和“警拔”来征服“灰色”的都市，并用手中一枝笔驱散由

现代势利观和传统科举观沆瀣一气、在他心上笼罩的阴云。这目的也终于在他笔下实现了： 他用自

己写就的湘西经历，以及由这些经历“组织”而成的故事“征服”了都市的读者，使他刹那间成为

现代文学上空一颗耀眼的新星，被胡适誉为“中国小说家中 有希望”的“天才”
［6］。 

在当时的乡土小说中，沈从文的作品别具特色。鲁迅曾说，现代乡土文学作家“在还未开手来

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们到异地去了”，“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

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
［7］

。或者说，经过都市人生和

现代精神氛围浸染之后，文人笔下的故乡是心中憧憬的故乡，是一种经由现时观念折射的故乡，而

非过去或现实的真正故乡。《从文自传》完成于１９３１年，也是沈从文在现代都市迁徙流连约十年

之后，因此他的“自传”未必不羼杂后来的思想意识，并以这些思想意识作为叙述生活的视角，而

与当初生活有一些距离。但只要追随他的叙述走进湘西，就马上体会当时文坛流行的理论在这里全

派不上用场，那些理论不仅无助于说明他复杂的经历，而且如果他以现实的善恶是非观念为依据，

几乎一天也活不下去；因为那些观念远远不足以解释现实人性的复杂，无法应对他所处的生活环境，

也就根本无力整合起那些“支离破碎”的人生故事。反之，正由于他不以某种现成的观念作为判断

和取舍生活的标准，才能在那样严酷的生活环境，如“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

式浸入生命中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
［8］，顽强地活下来，并留下一段传奇般的、却又令人感觉真实的

“边城”经历。这样的人生经历，也决定了作家后来几十年的事业成就主要集中在对具象事物敏锐

的感悟、细致的观察与传神的表达方面，而非抽象而严密的理论逻辑构建。 

二 

由于这位来自偏地的“乡下人”出色的审美洞察力，宏大的理论建构往往显出虚妄的色彩，这

是崇尚理性而鄙视感性思维的现代逻辑未尝考虑或有意回避的事实。《从文自传》开头两部分描写的

故乡一派世外桃源景象，而建立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理论基础上的社会分析，并不是形成这一方

天地 重要的因素。这个名为“镇”（即凤凰）的小城是由清朝为镇压边苗暴动而修建的碉堡和营汛

组成的，“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

在那里： 虽然居民不过五六千，兵士却有七千人，但是，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悔无扰。农民勇

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与平民作有

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地方统治者分数种： 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

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俱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

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



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有江西人在

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地方由少数读书人与多数军官，在政治上与婚姻上两

面的结合，产生一个上层阶级，这阶级一方面用一种保守稳健的政策，长时期管理政治，一方面支

配了大部分属于私有的土地；而这阶级的来源，却又仍然出于当年的戍卒屯丁。地方城外山坡上产

桐树杉树，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菌子，山洞中多硝。城乡全不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

士，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饭菜，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

热情优美的歌声。 

……河水长年清澈，其中多鳜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

可以见到白脸长身善作媚笑的女子。小河水流环绕“镇”北城下驶，到一百七十里后方汇入辰河，

直抵洞庭。 

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在这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游走的正

是调皮、不拘常理、满腹少年心事的作者：“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

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直接从生活上得来，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

来。”虽然如鲁迅所言：“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

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而且在故乡描写和童年回忆中也未尝不包含作者成年后对人生的思考，

但“自传”中那位少年的足迹远远超过故乡为他设定的命运疆界，同时也越过了鲁迅曾提到的被故

乡“放逐”的作家聊以自慰的想像疆界，因为他回忆所包含的内涵至为丰富：“舒适”与“自慰”的

写作目的已无法满足他要用自己独特的人生故事来征服都市的“野心”，因而虽然《从文自传》有许

多令人失望的人生场景，如战事的残忍，人事的蒙昧，政治的翻云覆雨，等等，但生命却不因此而

窒息，作品也“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这里借用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

系小说二集序》中对湘中作家黎锦明《破垒集》的评价：“他判过去的生活为灰色，以早期的作品为

童了。果然，在此后的《破垒集》中，的确很换了写披挂有含讥的轻妙的小品，但尤其显出好的故

事作者的特色来： 有时如中国的《磊山房》主人的瑰奇；有时如波兰的显克微支的警拔，却又不以

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 

追随讲述者的视线，读者见到由这田园风光遮蔽的另一面人生。 骇人心魄的是杀人如麻的惨

象，仅辛亥革命一仗，这里“杀仗”就杀得“人头如山，血流成河”。先是当地城里绅士以革命“来

对付镇镇和辰沅永靖兵备道两个衙门的旗人大官同那些外路商人”，由于“与军队方面谈的条件不

妥”，结果革命失败，“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河滩的尸首总常常躺下四五百”。由于杀人太多，其实

杀掉的几乎全是“头脑简单异常”，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的“四乡的农民”，还有就是被污为“苗

人造反”的从西北苗乡捉来的人。“杀人那一方面知道下面消息多些，却有点寒了心”，为避免杀太

多的人，官方荒唐的做法是“委托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让被捉的人在天王庙前掷竹，生死取

决于一掷。我那时已经可以自由出门，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看那些乡下人，

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这些虽应死去

还想念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 

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在这个少年印象中，“人生”不是一首浪

漫的诗；而是无数冤魂无以告白的悲剧，恰如“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茅盾为萧红

作《〈呼兰河传〉序》：“也许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不像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

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那就是经过作家真实感

悟中的乡土人生： 像“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而且 令人失望的是革命胜利后，

当地人们生活并没多少改变，只不过“县知事”和“镇守使”换了“本地人”，“道尹衙门前站在香

案旁宣讲圣谕的秀才不见了”，再就是那成百上千死去的人永远告别了他们一辈子不曾离开过的凤

凰。也许由于这样的人生遗憾刺激着作家，尽管“造反打了败仗”就要被杀头；尽管“革命印象在

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尽管中国社会转型

期的政治风云变幻无常，让亲历其间残酷和非理性的人们深怀恐惧或心有余悸，但是一般来说，那



是成年人才有的忧虑，是现代都市人才有条件享受的虚无，当年的沈从文依然持守着湘西少年的本

性：“不安于当前事物，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

凝眸”，特别是他如“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中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

使他在“刚好知道‘人生’时”虽亲眼见许多残酷的场面，却没有吓退闯荡人生的心性。从这时起，

他开始了在沅水十三县的流浪生活。而且综上所述，“自传”虽没有理性思辨后的编织与诠释，但那

“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却也成为外来世界越来越浸洇这“世外桃源”而又无以规避的历史投影。 

三 

湘西生活为沈从文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这在《从文自传》中几乎都一一有明确的交代。从

“自传”写他在地方旧军队中结识的训练教官、爱吃炖狗肉的文武幕僚，还有使他初识《辞源》的

文秘书、白脸长身的湘西妹子、敢作敢当的山大王等一系列人物素描中，不难辨识他在《一个戴水

獭皮帽子的朋友》、《辰河小船上的水手》、《虎雏》、《龙朱》、《萧萧》等散文和小说中描写的人物音

容、山川景象。这些人生故事的主要特点，是它们并不符合启蒙时代给现代人判断是非的一些道德

标准，比如进步和革命就是对，落伍和保守即是错，等等。作家同情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那些跟不上

社会潮流、显得不识时务的人物身上，他感叹他们的忠勇，痛惜他们的才华，悲愤世道不公，没给

那些闪耀着强烈人性之光、所谓“有真性情”的人以生活应有的回报。 

如此说来，《从文自传》是向“后”看的。他不止一次地说：“美丽总是愁人的”，“美，总不免

有时叫人伤心……”；在他笔下，与“美丽”相伴的总是“寂寞”，“美”是一种令人感伤的回忆。回

忆不仅包含作者的感伤，也是一种心理剖白： 被社会逐渐抛弃的那一种美，因得不到现代物欲和功

利法则的承认而变得面目模糊，或者像“乡下人”似的受到戏弄和嘲笑，现实的反差越大，越构成

作者强烈的表现动机。他极力要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写出他对美的见解，正如湘西的“边城”故

事，与千篇一律的现代都市生活相比，自有独特的“美”的逻辑。“自传”写沈从文十三四岁即接受

预备兵训练，在离开湘西之前，大约有六七年时间随地方军队辗转辰州（即沅陵）怀化、常德一带，

伴随他所在部队风流云散的是一种人际关系的解体，这使他在以后几十年生活中一直耿耿于怀： 几
乎闭上眼就出现在面前的那些侠肝义胆的朋友和不计利害的性情中人，在现实生活里却越来越少。

作家多年后再回湘西，见到现代风潮为当地生活带来的凋敝景象，他在《长河·题记》写道：去乡

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

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 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

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

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益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

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

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

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沈从文反感随“现代”一词蜂拥

而至的“庸俗人生观”，不仅是在审美层面，也在于他对“现代”“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

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的拒斥。因为在他看来，他为生活所迫而经历的一切，在现代知识氛围里

还无从得以表述。如果现代知识对这里的生活经验阙如，“终不外如彼或如此”；如果当地人不能用

这种知识来对付或解决眼前困境，那么，这些“抽象的东西”无非过眼浮云，难以撼动湘西坚硬的

历史，也就保留了这个“现代”难以真正改变的死角。这当然不是作者所希望的，但由此他却发现

了这个相对于现代都市的他者的存在。比如他一年多时间“眼看杀过七百人”，“许多所谓人类做出

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

感觉一致了”，而“对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因此

对他而言，真正震撼心灵的“美”也必然带有“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生活里”难以发现的情感力度，

以及在现代道德戒律的背景下一时无以言明、却由生活中来的感动与意会。 

“一个大王”一节写沈从文随部队到四川，结识了一个先做土匪、后在部队“行伍出身的司令

官身边做了一个亲信”的“大王”，他先是“黑夜里到监牢里去奸淫女犯”，后来又为要拐带洗衣妇、



重新上山落草而被枪决。下令杀“大王”的正是曾救过“大王”而“大王”也由此感恩戴德的那个

司令官，押付刑场前“大王”求饶不行，无奈只好上演一出“取义成仁”戏。在这里，沈从文特别

关注人对自我生命的坚执，正如“大王”千方百计想得到他想要的女人，更千方百计想挽回自己的

生命，临刑前一番豪言壮语过后，“又压低嗓子说：‘司令官你真做梦，别人花六千块钱运动我刺你，

我还不干!’”尽管“司令官仿佛听不到”他的交换条件，让值日副官为他“买副好点的棺木”，还是

杀了“大王”，但“大王”却做了他能为生命所做的 后一次挣扎。后来这司令官果然被“大王”言

中，三年后在湘西辰州被属下用机关枪扫射，都来不及反省他当年不应该没听“大王”的话，“尸身

随即被浸渍在阴沟里”。杀司令官的人一年后又“被湖南主席叶开鑫派另一个部队长官”用同样方法，

“在文庙前面夹道中刺死”。这结局不仅包含沈从文对生逢乱世人的悲切，也包含一丝作者对人性在

冥冥中有某种出神入化般力量的崇信与期待。 

《从文自传》说，沈从文当兵后曾驻扎在一个地名怀化的小乡镇，“这地方给我的印象，影响我

的一生感情极其深切”。其实这个地方是作者人生的一个中转站，从这时开始，他即认为人性不出自

泾渭分明的善恶本性，他的审美天平更倾向于生活中人性的自然流露。比如怀化镇上“那个烟馆门

前常常坐了一个年纪４０来岁的妇人”，对路过的“穿着长衣或是军官”“很巧妙的做一个眼风”，而

“我同兵士过身时，只见她的背影，同营副走过时，就看到她的正面了”。……这点人性的姿态，我

当时就很能欣赏。注意到这些时，始终没有丑恶的感觉，只觉得这是“人”的事情。我一生活下来，

太熟悉这些“人”的事情了。与其说这种男女“人”事的细节逃不过他的眼睛，不如说是他以艺术

家的敏感“欣赏”生活，善于捕捉一切概念无法穷尽的大千世界之人性种种，并由此形成他以审美

的态度看待人生、品评生活特有的角度。又比如他回忆在部队做司书时为那些将官炖狗肉，重点不

在狗肉炖得如何好，而是他对那些想吃狗肉的人的观察，还有从中欣赏和品评人性的快乐：……这

些文武幕僚也可真算得是懂幽默，常常从楼上眼看着我手上提了狗肉，知道我正在作这件事，却装

作不知道，对于我应办的公文，那秘书官便自己来动手。见我向他们微笑，他们总故意那么说：“天

气这样坏，若有点狗肉大家来喝一杯，可真不错!”说了他们又互相装成抱歉的口吻说：“上一次真对

不起小师爷，请我们的客忙了他一天。”他们说到这里时就对我望着，仿佛从我微笑时方引起一点疑

心，方带着疑问似的说：“怎么，怎么，小师爷，你难道又要请客了么?这次可莫来了，再来我们就

不好意思了!”可是，我笑笑，跑了。他们明白这件事，他们也没有甚么不好意思。我虽然听得出他

们的口吻，懂得他们的做作，但我还是喜欢那么做东请客。作者并不怎么喜欢那些文武幕僚，他特

别欣赏的也不在于人性善恶难辨的含混性。作者特别注重饮食男女交往中一份人性特有的率真与幽

默，以及从这种世俗人生中得来的美感。这些人物不是生活中的楷模，更谈不上英雄，那一点率真

与幽默却往往逃离了善与恶的道德界限，成为人们在平庸、困窘的现实中可驻足观赏的一道生活景

致，并由此形成审美与道德理性的人生构想的巨大张力。 

四 

《从文自传》中的湘西生活，还有作者当年对周边生活旺盛的好奇心，为成就这位未来的文学

家准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这一切对“自传”中的沈从文来说，实在是想也没有想过。他从小逃

学，少年嗜赌，十几岁当兵，待稍微懂事面临的问题始终是如何找一份差事活下去。他对各种事物

好奇，也主要是为见多识广，寻一条更好的生路。他其实是匍匐于生活的性情中人，因此才有那么

多在当时一般文人笔下所没有的人生体验。在此意义上，文学创作似乎真正带一点捉弄人的意味，

所谓“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然而，真正成就沈从文写作的，说到底，还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形成的提倡思想与个性解放

的文化氛围，使他坚强而执著的个性，以及由这个性成就的“边城”写作，终不至于因“不合时宜”

而被时代埋没。沈从文不是生活中随波逐流者， 令人钦佩的是支撑他强悍生命力的为人意志，无

论环境多么困苦，都不放弃求生的希望；与此同时，他心中永远憧憬一种无法用理性言语表明的美

的人性境地，并在他的“边城”写作中不顾一切、跌跌撞撞地一路追寻到底。当他遭遇“女难”，母

亲为“我这种‘乡下人’的气质，到任何处总免不了吃亏”的秉性哭泣，他便再度离家，“走到一个



使人忘却了我的存在种种过失，也使自己忘却了自己种种痴处蠢处的地方，方能够再活下去”，并发

奋临帖，终于“我的几个字使我得到了较优越的地位”，如他所言：“生活虽然那么糟，性情却依旧

那么强”。当他感觉在军队生活“多是从戎而无法投笔”，又不能运用手中的笔，像狄更斯那样“有

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满足像作者本人一样的一些人虽“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

的求知欲，便深感“目前一份生活不是我们的生活。目前太平凡，太平安。我们要冒险去作一件事。

不管所作的是一件如何小事，当我们未明白以前，总得让我们去挑选”。于是也便有了“自传” 后

一章“一个转机”，一场大病后，作者决心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他从湖南

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到天津，长途跋涉１９天后来到北京，“自传”

至此结束。但接下来的事实就是“他真的用一枝笔打出了一个天下”
［9］。 

据张充和回忆，１９４７年沈从文即表示“他不想再写小说”，而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写文物考

古方面”
［10］

。这里不打算分析沈从文写作转向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压力，还是时代变迁使作家

无法延续原有的创作路数，或者４０年代他“陷于‘抽象’思索的热情而不能自拔”所产生的困惑
［11］；

而是想说他的“边城”写作所以发生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至４０年代，与中国社会开始迅速向现

代转型的背景密切相关。当时不止文学，整个社会都注意到“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

殊的社会”
［12］

，这就是都市文明以格外醒目的样态进入人们的视野。正是在这一时期，它刺激文学

家去关注“闪露着地上的愤懑”和作家“心曲的哀愁”的“乡土文学”（鲁迅１９３５年语），也刺

激社会学家去关注这样的现实。１９３５年费孝通开始连续两年的“实地的社区研究”，触动这种社

会考察的动机依然是社会急变对学者的刺激：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

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

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12］

因此，沈从文的“边城”写作可谓恰逢其时。他的作品生动形象地说明，在逐渐被现代生活遗弃的

乡土边地究竟还有怎样的事情依然使人怦然心动，怎样的人性之光依然让现代人神往。至４０年代

末，都市生活已经具有较大的规模和相对稳定的形式，前期社会转型对作家的刺激也逐渐平复，这

也是沈从文的“边城”写作告一段落的原因之一。但从写《从文自传》到“边城”写作一系列作品

的成功，却使作家的人文观念更具抽象的内涵，甚至使他产生一种建筑在审美基座上的社会理想： 我
们如真能够像艺术家“那么静观默会天空的云彩，云雾的美丽，也许会慢慢的陶冶我们，启发我们，

改造我们，使我们习惯于向远景凝眸，不敢坠落”。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个艺术家 后的目的”，

而且也是为现代社会的未来考虑：……为后来者设想，使他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好一点，更像人

一点!我们责任那么严重而且又那么困难，所以不特多数知识分子必然要有一个较坚朴的人生观，拉

之向上，推之向前，就是作生意的，也少不了需要那么一分知识，方能够把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

展，放在同一目标上，分道并进，异途同归。
［13］不仅在“边城”写作的年代，沈从文的审美社会理

想在后来的岁月也从没实现过。但这并不能说明它的产生和存在没有合理性。正如文学家和文学不

能取代政治家、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社会作用，文学家的审美理想对社会也自有其不可

取代的功能。“边城”的故事连同《从文自传》所讲述的社会生活，虽然已如同一个人的“童年”“永

远不能复返”，但“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美，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

盾”，依然深刻地影响后人对美的欣赏与创造
［14］

。文学艺术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使我们在沈从

文“边城”写作中体会丰富多样的人性同时，不能不反思现代社会一体化构想的缺欠，以及在现实

理性所能解释的范围之外，文学艺术还有一个多么广阔的关于人性尚有待发掘和添补的表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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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wen’s autobiograph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mote Town” 
 

Dong Zhi-li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Critic,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China ) 

 
Abstract: Remote Town by Shen Cong-wen, is so significant in the sense that even this modern world,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do some investigation. The life of western Hunan obsessed him and applied him with many writing 

materials. With his fantastic sense of aesthetics, special life experiences, and the particular thinking literature 

atmosphere during “July 4th”, Shen Cong-wen prepared a “magnificent”, emotional and real “remote town” for us, 

which shows the individual spirit of “July 4th” and beautiful human nature, and which is worthwhile for literature art 

and reasoning of the modern world to re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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