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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稿时，不妨再任性、刻薄点......”

梳理羽翼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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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文学编辑之前，我做了差不多10年

的大学老师，教授和研究的文学作品都是所谓的

“经典”，总是习惯用哈罗德·布鲁姆那句话：

“我们肯定不欠平庸任何东西”，谆谆教导学生们

珍爱生命、远离文学劣作。如今，作为一个资历

尚浅的文学编辑，我每天的主要工作戏剧性地变

成审阅大量的庸作、劣作，然后再搜肠刮肚、苦

思冥想如何得体、恰当地退稿。在还没奢望成为

“天才捕手”之前，我已经习惯于成为“庸才杀

手”，或者说，已经习惯于在文字垃圾转运站的

车间里无奈地做着垃圾分类的重复工作，考验着

自己的耐心和毅力。

当然，必须严正声明的是，我已经退掉或者

行将退掉的稿子中，有很多并非前文所言的庸

作、劣作、“垃圾”，有的甚至是佳作，他们被我

以很多说得出口或说不出口的、五花八门的理由

退掉，要么是基于刊物风格、栏目的原因，要么

是一些题材、内容尺度的原因，要么是“其他原

因”。除此之外，我所面对的那些来自邮箱、电

子投稿系统、纸质来稿（手写或打印）、微信等

各种媒介的海量稿件，多数都不可能被刊物采

纳，尽管它们承载着很多作者真挚、纯真的文学

梦想，以及被读者阅读和喜欢的美好期待，但事

实上，在专业文学编辑看来，它们中的多数其实

并没有什么价值。

关于退稿，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流布甚广

的文章，比如《19位大作家收到的退稿信》《那

些年，被退稿的名作家》《被退稿17次，我仍相

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等。诸如此类文字

中谈到的退稿，多是一些著名作家成名前的经

历，或者说是挫折体验，借此一方面间接揶揄和

嘲讽了那些目光短浅的退稿编辑，另一方面，鼓

励所有怀揣梦想的文学青年不惧退稿、“无悔前

行”。而这后一种鸡汤式的鼓励不知道催生了多

少为文学梦想所误的人生，他们仅凭着一股子热

情和中学时代积累、极其有限且被定型的文学认

知，就敢把人生的终极价值寄托在文学创作之

上，于是就给我们这些期刊和文学编辑源源不断

地“培育”出一批批的“作者”，他们日复一

日、殚精竭虑、兢兢业业地生产了数量庞大的文

字垃圾，最后变成同样数量庞大的退稿信——有

的恐怕连一封退稿信也等不到。

在决定成为一名文学作者之前，我想很多人

根本就没有认真思考过文学是什么、写作意味着

什么。并不是所有的文字涂鸦都可以称为文学作

品，并不是任何的文字都可以用来“投稿”，并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成为一名作家，也并不是每个

人都有成为优秀作家的天分。很多作者盲目地投

身文学事业，往往穷尽一生的努力只换来失望和

痛苦。

每个资深的文学编辑都“遭遇”过很多这样

的作者，编辑圈内也流传着很多奇葩作者的段

子，他们文学热情高涨，对自己的文学修养和作

品水平缺乏客观的认识，往往表现出自恋、偏

执、敏感、脆弱、狂躁等各种状态；他们常年

“游荡”在全国各类文学期刊的编辑部，与编辑

谈论重要的文学问题（比如怎样写才能触及真正

的现实、才能接地气、才能得诺贝尔奖等等），

力荐自己的作品……

当然，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热情周到地接

待，认真与他们交流意见，耐心、细致地解释为

什么不能采用他们稿件的具体原因，直至被他们

中的某些文学妄人逼得落荒而逃、东躲西藏……

有时候我想，我们在面对这样一部分作家及其作

品的时候，退稿理由再直截了当、不留情面一

点，可能就会避免很多时间、精力、人力、物力

的浪费、消耗，比如这样退稿：

1.这就是一堆文字垃圾，并不是你认为的贴

近时代和现实的、呕心沥血的“长篇小说”，它

毫无可取之处，我到现在还在为浪费了一天的时

间感到愧悔不已。

2.我建议你放弃小说创作，起码暂时放弃，

多花点时间读读经典的小说作品，至于什么是经

典的小说作品，我没办法告诉你，你自己去找。

3.投稿之前麻烦你稍微花一点时间看看敝

刊，哪怕是随便翻翻目录，翻过之后，我相信凭

你的智商是不会再把这样一堆东西寄过来了。

4.如果你自认为并不是一位文学天才，请不

要把处女作贸然寄给我们，它们那种未加修饰的

“粗糙美”、“自然美”其实更适合待在抽屉里，

或者把自己深深地埋在文件夹里。

5.这部作品我们不能刊载，我很庆幸没有硬

着头皮把它读完，至于要提什么修改建议，我

想……还是算了吧，它毫无修改的必要。

6.我们有1000条发表作品的理由，都被你

成功地避开了。

7.你已经出版了5本书、你有“环太平洋地

区最受欢迎作家”的证书、入选了“亚洲文化名

人录”都不能成为我们刊载你作品的理由。

8.世界那么大，我想……你还是干点别的吧！

……

当然，这些尖酸刻薄的退稿信我都未曾使用

过，虽然很想这么做，内心里也无数次涌动出比

以上内容更加尖刻的话语。这样的一种退稿、一

种对待作者的方式，是否缺乏必要的尊重呢？即

便如此，那也是这样的作者及其作品有诸多不尊

重在先：他们不尊重写作这门手艺、不尊重编辑

的工作……

如今编辑的身段放得越来越低了（也不排除

有一些编辑极其高冷傲慢），编辑工作被简单化

地对待和理解已经成为一种潜在的共识，一方

面要一如既往地尊重素质不一的基层作者、普

通作者，还要宽容甚至宠溺那些正当其时的青

年作家们，容忍他们诸多出格的行径，即使在

退稿的时候也要“巧言令色”地罗织一些貌似

合情合理、不至损害自尊心的辞令，以避免他

们情绪激动、悲观厌世、放弃文学。其实这样

一种小心翼翼的、伪装的和气对于文学生态毫

无益处，相反，如果我们在退稿的时候能够再

任性一点、刻薄一点，可能就会避免更多的人

再误入文学“歧途”，规避掉那些动机单纯又功

利的作家及其品格低劣的作品，说不定也会为

中国文学在未来留下一些类似于普鲁斯特、纳

博科夫、菲茨杰拉德、奥威尔等遭遇的退稿

“佳话”。

注：以上仅是作者个人愚见，并不代表所在

刊物立场，特此说明。

我是一个怕被退稿，干脆不投稿的人。

我本科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本该就此进入影视圈，偏偏跑去读了个硕士。为何没

做电影？10年后还成为未解之谜。其实我并非多爱学习，而是大二开始见同学们在外

面接活，好的给人写剧本，差的给人当枪手，都是一遍遍地退稿、修改、再退、再改，被折

磨得不行。那时我年少气盛，觉得出过几本书，有点小名气，怎么可以被逼着改来改去

呢？于是宁愿继续深造，也不肯进入影视行业。现在看着我那些身经百战的同学都已

经成为影视行业的中坚力量，而我还是一个无名的小小青椒，心里五味杂陈。

十几岁写小说，赶上青春文学的浪潮，有出版商约稿，写成什么样都敢出，别说退

稿，连修改都不做额外的要求，完全一副放任姿态，只要交稿，其他都好说。如今翻看从

前的作品，语句不通又错字连篇，成了“人生污点”。20来岁转型写作纯文学，又受到文

学期刊的青睐和评论家的关注，杂志约稿、评论专题、奖项加持，在文坛也算顺风顺水，

唯独少了被退稿、屡败屡战的体验。总感觉命运对我们这一批作家实在太宽容和溺爱

了点。

后来30岁转型做了学术，一切从零开始。至于为什么从作家转型学术，我已经在

《我为什么不写小说了》里有过交代。跟本硕博连读，从一开始就有志于从事学术的人

比起来自然差距不小。现在的学生，不光学术基本功扎实，从本科开始就跟着老师出去

见世面，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不停投稿锻炼，从跟老师联合署名，到独立发表，各个身经

百战。

我不想凭借着一张“作家”的脸出去混，可给学术刊物投稿，尤其是文学类，人家都

会嘀咕一句：“放着好好的作家不当，何苦呢？”我暗暗憋了一口气，不想因为作家身份被

区别对待，想要做个真正的学者。

可单位年底绩效考核，按照发表的数量、刊物级别计算分数，然后公示。我分数总

是低的，不写，也不投。

不写是因为书读多了，下笔的欲望就越来越少，有那么多优秀的学者、作品，我没有

信心超越前人，有所突破。不投是因为害怕被退稿，写小说时得到的“宠爱”，在写论文

时就没有了，换了一个序列竞争，小说家的浪漫笔触反而是劣势。匿名评审制度，一切

凭实力说话，于是有了被退稿的经历，只怪自己水平不够。尤其是文章放了几个月再

看，能琢磨出很大问题，推翻了重写，可写完就没再投出去的信心了，总觉得欠点火候。

我供职的单位，有行业内最好的文学研究刊物，之前写个小文被编辑们看见，就鼓

励我投稿，我满口答应，可从来没有投过。最近写了一篇论文觉得颇有新意，跟朋友交

流，朋友鼓励我投给单位的刊物，我扭扭捏捏、犹犹豫豫，她劝说无效后生气地说：“怂，

白长那么大个子了！”可即便这么激我，最后还是没投，试都不敢试。

没投的原因有对这家刊物的敬重，也有在同一个单位，抬头不见低头见害怕尴尬。

写得不好，人家退稿，我难为情。写得一般，但给发了，因为熟人对我降低了标准，我也

害臊。惟有拿出最好的作品，从一众稿件里脱颖而出，才对大家都好。虽然我平时看着

气场强大，但不过是纸老虎，一想到熟人面前，更要凭实力说话，就对稿件质量底气不

足。于是那最好的作品，总是在不断地酝酿之中。

为了怕退稿，以至于我现在写个稿子都十分费劲，删改几十遍，再请不同朋友指教，

最后还得晾一段时间让热乎劲过去，理性地重看几遍，又能挑出许多问题。如此这般速

度，一年最多就能产出两篇文章，别人想让我出本学术著作，我连稿子都凑不齐，满意的

作品实在太少。

如今，我干脆施行了自我退稿制度，动不动就把自己的稿子毙掉，不给编辑增加

负担。

现在流行自媒体书写，降低写作门槛，提倡文学民主的同时，也把编辑的审核制度

给取消了，就更不会有退稿一说。但发表以后可能走到两个极端，一是无人问津，自娱

自乐，一是流量至上。虽然没有退稿制度，但有流量监督，大数据其实比退稿还要残酷，

退稿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编辑，而流量是冷冰冰的数字。太轻易的发表跟缺乏评判

机制，使我们的创作很难得到真正提升。

回头想想，退稿是一个文字工作者必要的经历。碰到严格要求的编辑，果断地拒

绝，给你指出问题，对写作者来说是一种福分。退稿是人生的历练，它磨练意志，让人知

道创作不易，更加珍惜落笔的每一个字，促使我们深刻的反思和对自己正确的认识。我

们“80后”“青春文学”这批写作者缺少了这一环，那么快地被推向前台，到底是幸还是

不幸？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人，我们是否应该主动开启自我退稿机制，对笔

下的每一个字更加负责？

说起退稿的经历，我可能并没有什么

发言权。一是我以前写得少，二是我记忆

力的问题。我大脑总是过滤掉不愉快的经

历，选择那些有益于它茁壮生长的。不过，

这也算是人类的进化。想到我的大脑还是

往积极方向发展的，就感到无比欣慰。不

过，我写下的这段话，是我的大脑指挥的。

难道人类的大脑也善于自我剖析吗？

说实话，以前的我没啥追求。我和我

朋友谈起我的理想：以后，我要当一个作

家！我朋友眨巴着眼看着我：你是想坐在

家里吗？现在我思考这个对话，只得庆幸

我家里没矿。要是有个金矿煤矿什么的，

我就只能当个“坐家”了。讽刺的是，从

小到大，我都是理科比文科强那么一点。

这和我父亲有关。我父亲上学时，数学总

是全校第一。后来高二时，他读到了一首

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他说，他一

下子就被击中了，立马从理科改为文科。

所以，我爸被文学拐跑了，到了我这边，

干脆一溜小跑，跑没了。

值得我父亲老庞欣慰的是，我对字词

有特殊的敏感。我2岁时就开始识字，5

岁时就写下了第一首诗。我对老庞说，我

将来要当一个诗人。老庞却忧心忡忡，然

后送我去学了奥数。我能理解他的想法：

毕竟高考不考诗歌。就这样，一个未来的

诗人被高考掐死了。不过，她又变成了小

说家。我第一篇小说是在初三的暑假写

的。老庞去上班了，我玩他的电脑。玩电

脑多没劲，我开始打字。那篇小说我只写

了一个下午。我将这篇小说和其他作品投

给了《少年文艺》，《少年文艺》居然给我

发了专辑，包括我的诗歌、散文。我可算

吃了一惊。更吃惊的是老庞。因为我不会

投稿，没有联系方式，《少年文艺》的编

辑老师很头疼：稿费怎么给？《少年文

艺》的主编是老庞的朋友，于是就问他：

你知不知道靖江有个叫庞羽的作者？就这

样，老庞发现了我玩他电脑的事实。

老庞没有责怪我。我知道他挺高兴

的，但如果我考上了个好大学，他会更高

兴。然而在高中时，因为一些事，我度过

了人生中最黑暗最艰难的3年。毕业时，

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写诗了。事实上，现

在我也不会写了。幸运的是，我考上了南

京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系。我想，当个编剧

也不错。于是，听听课、看看书，和朋友

聊聊天，成了我大学的全部内容。没有人

注意到我，我也不想被谁注意到。只是偶

尔在图书馆，我看着各位前辈的书，心血

来潮也写上两篇。和以前一样，我还是不

会投稿。在家里的杂志上，我找到了它们

的邮箱。大一到大三，我一共被退了10

多次稿子。我那时并不清楚小说是什

么，只是写个故事，再投出去。总的来

说，那时我对小说的认识很浅薄。因为

浅薄，我对于“退稿”常常怀有无所谓的

态度，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我就

写着。至今我还有这样的想法：无所谓

这个世界说什么，我存在着。我一直在凭

一己之力与这个世界对抗。但我经常打不

过它，打不过就跑，跑不过就继续跑。我

认为这才是个作家。至少是我从小梦想成

为的那种人。

然而到了大三那年，一切都不一样

了：我遇到了毕飞宇老师。某一天，图书

馆的夕光照亮了我，我感到我快悬浮起来

了。于是有了那篇《佛罗伦萨的狗》。这

篇小说让我挨了不少“表扬”。说实话，

我是“懵”的。我不知道那篇小说有什么

好，我只知道它被我完成了。然而，毕老

师给了我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东西：信心。

无论你在何时，无论你写下了什么，只要

你觉得你写的文字是值得的，那它就是值

得的。也许不会有人欣赏它，但你从中得

到了最极致的愉悦；也许很久以后才会有

读者，那你算是幸运作家的一员了。前路

不必问结果，每一步都是你的珍贵。

现在想来，我很珍惜那些被退稿的经

历。那是一个作家梳理自己羽翼的时光。

一个人想要飞得高，就必须经历阵痛与洗

礼。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写过一篇

作文，后来得了全国小学生作文一等奖。

我不记得名字了，但我记得内容，讲的就是

帝王蛾破茧重生的故事。我一直记得我写

的这篇作文：如果帝王蛾忍受不了痛苦，那

它只能当一辈子的蠕虫；如果帝王蛾拼尽

全力钻出了虫茧，那它就能飞翔。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作家必经的过程。也许昨天退

稿很多，今天比昨天还多，明天可能还有更

多，那我们就必须相信后天。而到达后天

的条件是，你要忘掉昨天，过好今天，为明

天做准备。

在《佛罗伦萨的狗》之后，我还经历过

不少退稿。有的退稿提醒了我的不足，让

我不断学习改正；有的稿件命运多舛，最后

如帝王蛾般破茧重生，结果令我也想象不

到。只是，在经历这些退稿的时候，我变得

既“有所谓”又“无所谓”了：有所谓的是，被

退稿，意味着我的稿件可能还有需要改进

的地方，它是我的孩子，我必须对它负责；

无所谓的是，作为一个作家，我拥有着最宝

贵的信心，只要我带着它，这个世界谁也

夺不走。

■庞 羽

回望写作之初，大多数作家都会有被“退

稿”的经历。在快节奏的新媒介语境下，现在已

经很难获得一封正式、耐心的退稿信，它更可能

以这样的面目出现：编辑发来的寥寥数言的邮

件，甚至石沉大海般杳无音信；怎么着都涨不上

去的阅读量，永远等不来的跟帖点评……我们

感兴趣的是：这样的“创伤性经验”会给作家的

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围绕这个话题，庞羽

在文中提出，被退稿的经历，正是“一个作家梳

理自己羽翼的时光”；霍艳则执行“自我退稿制

度”，不满意的作品，不投稿；何同彬从一个编辑

的视角，对那些无实才却自恋、狂躁的写作者进

行尖锐的提醒。3篇文章角度不同，但都有一个

共同的指向：作家要珍重笔下的文字。当然，也

需召唤更多“博观”的文学发现人。

——主持人 黄尚恩

何
同

彬

霍
艳

庞
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