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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汪静赫
文学奖在艺

术与商业之间演

绎着一场魔幻与

现实交织的叙事：

诺奖对作家的“点

金”之速堪称“魔

幻”，而因此带来

的巨大商业效应

却无比“现实”。诺

奖更像是一架动

力十足的商业机

器。

本报记者汪静赫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对莫言的颁
奖词是：“借助魔幻与现实以及历史与
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创造了一个世
界”。

在奖座之下，文学奖也在艺术与
商业之间演绎着一场魔幻与现实交织
的叙事：诺奖对作家的“点金”之速堪
称“魔幻”，而因此带来的巨大商业效
应却无比“现实”。

诺贝尔基金运作本身
就是一种商业运营

每年九、十月，是世界出版商的
“赶集季”。许多作家纷纷出版新作，以
至于常常形成拥堵的“文学出版大塞
车”。这一切都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揭晓
日在十月。

与出版商大战一起开锣的还有被
称为“诺贝尔文学奖竞猜游戏”的博彩
业。随着莫言的获奖，英国立博博彩公
司今年已是第5次命中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虽然该公司发言人拒绝透露要
为此付多少钱，但显然已经赚得盆满
钵溢。

博彩公司和出版商会各自迎来他
们的十月收获，但最令人瞩目的赢家
只有一个，那就是该年度的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强调表

现对“人文精神”和“社会生态”的深切
关注，而不是在为当今评选畅销书和
流行作家。然而，奖项评出的结果却往
往产生了又一位新的畅销作家。从高
额奖金到出版业，从影视改编到博彩
业，诺贝尔文学奖的品牌含金量，使它
更像是一架动力十足的商业机器。

诺贝尔奖致力于关注文学本身价
值与精神追求，但却从未能抛弃商业
性。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正是诺贝尔基
金运作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运营。诺贝
尔基金一半资产投资于股市、20%左
右的资金投资债券，亦是一种延续多
年的运作方式。此番莫言得奖所收获
的奖金750万元和去年相比，显得有所
“缩水”，原因正在于2011年诺贝尔基
金会投资不利。

诺贝尔文学奖旨在“发现”作家的
权威性与公正性，不但促成作家的作
品走向经典，也在商业上最终成就了
他们。
“同样一本书，在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以后，预付版税能翻10倍。”这已经
成为出版界心照不宣的规则。

一些诺奖得主的作品，往往都能
在获奖前后感受到截然迥异的“待
遇”。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原先寂寂无名，
得奖后知名度直线上升，仅一部代表
作就连续加印7.4万册，这在人口仅
1000万的匈牙利绝对是一个天文数
字。

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获奖后，其
作品立即在出版界引发图书版权争夺
大战，全世界的出版巨头纷纷向他投
来合作意向。在我国图书市场，搭着诺
奖的顺风车，国内某出版公司推出的6
本帕慕克作品，也都本本热销。
“多亏了诺奖，让我还清以前欠银

行的一大笔钱，现在我自由了。”2008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
说。

诺贝尔文学奖的商业价值，来源

于该奖项的世界知名度。尽管近年来，
诺奖得主所引起的争议越来越大，在
世界各大文学奖项中，但其品牌含金
量和因此附带的商业效应仍无可匹
敌。
在莫言被宣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之后，诺贝尔奖委员会官方网站就“你
读过莫言的任何作品吗？”发起一项调
查，有不到一半的人表示读过莫言的
作品。随着奖项揭晓，莫言的书在法兰
克福书展被抢购一空。由莫言引发的
商业效应以中国为中心，向全世界散
发。
在国人的期待中，莫言终于走到

文学的一座顶级殿堂，但同时也迈入
了另一座“殿堂”———看上去更为“务
实”的商业成功。

版税激增：
“文学上的马太效应”

诗人余光中曾说，诺贝尔文学奖

不是世界文学的唯一标准。然而像诺
贝尔文学奖这样含金量巨大的文学
奖项，拥有世界范围的普遍认可，却
是独此一家。

在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勒·克莱齐奥看来，诺奖改变了“别人看待
他的方式”，不仅收获财富，更树立名誉。

援引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曹
洁的话说，“出版诺贝尔得奖作家作
品，就是觉得它能够对出版社的知名
度和品牌形象有好处，在商业赢利上
远远不如引进通俗小说，也成不了畅
销书，就是小赚不赔赚个吆喝。”

（下转第十四版）

莫言得奖，人人有份？

买一本莫言的书目前并非易事，因为持续的畅销已导致多
地断货。

提早进入“冬眠状态”的书店乃至传统出版业，因此奇迹般
回暖———至少看上去是这样。

相比1995年莫言因长篇小说《丰乳肥臀》获“大家文学奖”
10万元奖金后一并收获的冷遇和批判，750万元诺奖在手的莫
言所受待遇已是“今非昔比”。

诺贝尔奖的悬念，早在一月之前就已预热。社交网络上围
绕莫言得奖引发的一片羡慕嫉妒恨，终究在接踵而至的商业狂
欢前变得苍白无力。从存书一抢而空到修建莫言文学馆，从带
热传媒股大涨到商家迅速借机营销，似乎都在印证：“莫言得
奖，人人有份”。

当初只卖了800元的《红高粱》版权
1988年春夜，莫言走在北京街头，听到有人大声在唱：“妹

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那一年，这首电影《红高粱》的主题曲因影片斩获西柏林电

影节金熊奖而爆红全国，这是当时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所取得的
最好成绩。

所有的光辉都聚焦于当时还算新人的张艺谋和巩俐，作为
原著作者和编剧的莫言身在光彩之外。稀缺的人气晚来于24年
后。

2012年10月11日，随着诺贝尔文学奖归属莫言，当年他在
拍摄《红高粱》时与张艺谋、巩俐、姜文的合影疯传网络，而照片
上，莫言的气势已不输于其他三位大牌名人。

尽管诺贝尔文学奖对莫言的颁奖词极尽清雅，但莫言从来
就不是脱“俗”的作家。莫言曾为某酒品牌撰写并非敷衍了事的
软文，他也比许多现今当红的作家更早涉足影视圈，他的《红高
粱》成就了一部非凡的电影，但也照样写过20多万字但一直没
拍的电视剧本。

曾经的岁月已经过去了，所有之前的莫言都被改写。最典
型的例子就是，当年被搁置的电视剧本手稿瞬间升值百万，而
酒软文则再次趁机高调见报。

在当年同张艺谋的合影里，32岁的莫言意气风发。在这部
开创中国电影的《红高粱》之前，他已经写了6年的小说。对于小
学都没念完的莫言来说，作家梦的缘起，是因为最实际的经济
原因：“想一日三餐都吃上香喷喷的饺子”以及“想娶石匠女儿
当老婆”。

莫言的艰难生计其小说中多有涉及。成名作《透明的红萝
卜》讲述的便是莫言少年时期当童工的过往。1986年，《红高粱》
震动文坛，之后，莫言高兴地把电影版权以800元卖给了摄影师
张艺谋。当时莫言的第一感觉是“发了一笔横财”，因为800元相
当于他当时8个月的工资。
高粱地风景已化身文化项目

《红高粱》中的经典场景均在莫言家乡高密东北乡拍摄。17
年后，莫言的另一部小说《白狗秋千架》被导演霍建起改编成电
影《暖》，并获得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大奖，影片中第
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地理概念。

莫言的文学故乡亦成为影片的叙事故乡。虽然他在1995年
之后结束了从《红高粱》开始的高密东北乡家族小说的写作，但
是这片意义非凡的高粱地，从未远离莫言的人生。

对于莫言来说，从800元版权费到750多万元诺贝尔奖金，
文学创作历程也是财富的变迁之路。诺奖带来的商业效应持续
火爆，由此带来的版税以及延伸收入将远超诺贝尔奖金。甚至
有人就此断言，莫言将成中国首个亿万富翁作家。而在此之前，
莫言还曾是业内人士口中屡遭拖欠稿费的“被欠款大户”。

2012年10月11日，获诺奖当晚，面对蜂拥的媒体记者，莫言
说：“在这个季节，高密应该有红高粱，但是现在已经不种了，大
家都看不到了。”

时隔多年，高粱地的风景全然已改。
眼下，莫言故居已成为旅游热点，高密的红高粱化身为地

方热衷的文化品牌项目。

10月12日中国股市的“救星”
既陈忠实之后，莫言成为这个秋天最火的作家。前者因为

一部电影，后者则是由于国人“又爱又恨”的诺贝尔文学奖，缘
由不同，但最后落点一致：商业价值。

莫言得奖虽经此前百般预热，但真正揭晓那一刻仍旧显得
“出其不意”，而后的商业狂欢却在意料之中，由此引爆的“莫
言”品牌正持续发酵商业效应。

作为“被欠款大户”的莫言曾是被拖欠稿费版税的作家代
表。现在，形势完全要反过来，因为趋之若鹜的出版商唯恐莫言
不收钱。
获奖当晚，“聪明的印刷厂都在连夜赶印莫言的书，盗版厂

家速度更快。”有人则断言，“莫言个人品牌将会带动出版业、版
税、作品改编权等等至少一亿元的受益。”马上就有品牌营销人
士跟帖认为“远远不止这个数”。

对于此前早与莫言签约的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来说，
诺奖揭晓亦是企业节日。援引该公司负责人的话说，莫言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会使公司业绩有“可观”的提升，还将加速
该公司上市的进程, 而莫言的商业效应还表现在出版权基础上
延伸出去的影视改编、数字出版等方面。

10月12日，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开门营业不到1小时，所有莫
言文学作品均销售一空。同一日，早盘沪深两市跳空高开，文化
传媒板块大幅高开领涨，其中出版传媒、新华传媒、长江传媒开
盘瞬间冲上涨停。有网友称莫言才是“中国股市的大救星”。

在潮水般的商业效应下，750万元的诺贝尔奖金不过是“小
钱”，莫言的商业价值呈现爆发式增长。莫言的书在瑞典早已断
货，国内莫言作品网络订购量增加四五倍。除了图书出版行业
直接受益，莫言热度辐射到更广。社交网络流量暴增，房地产商
迅速推出“莫言”版广告，莫言文学馆即将修建，莫言手稿成收
藏品市场新宠，莫言家乡推出纪念邮戳，线上线下商家借机营
销、一片欢腾。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田俊国感叹：“炒家比莫言
挣得还多，这就是商业社会。”

莫言的商业效应显得“事无巨细”，他在获奖之后微博回应
时显示的某手机品牌客户端也成了公众关注的聚焦，有业界人
士称赞“这效果比花钱拍大广告片效果好多了”。

国人期盼的荣耀和骄傲正从诺贝尔文学奖的水晶座上火
速落地，成为可以看得见的商品。

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将诺奖比作“糕
饼外面裹着的那层酥皮”。现在轮到莫言品尝“诺饼”了———似
乎还没进口，就已被分食。

中国作家莫言被授予 2012 年
度诺贝尔文学奖当晚，著名学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教授，
分析了莫言获奖的时代大背景：
“这其实……是当下的历史情势的
超常规的选择……这件事说明瑞典
文学院是从大尺度，大历史、大空间
看待自己的奖项，莫言的得奖其实是
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带来的结果，中国
文明已经不能被忽视……中国只要
发展的好，就会有更多的荣誉送来。
这是必然的。”

著名学者、《中国不高兴》作者之
一王小东则用更为直白的话语道破
了天机：“诺贝尔文学奖和和平奖一
样，评奖时出于政治的考量很多。众
所周知，像颁给前苏联作家就是冷战
的需要。那么这次颁给莫言呢？我认
为是傍大款的需要。”

当前，欧洲人成天找中国借钱来
减缓财政危机，中国企业正在大举并

购欧洲的老牌企业，中国的能源企业
正在投资英国的核电站和葡萄牙的
电网，中国的消费者正在支撑欧洲顶
级奢侈品。在这个地球上，中国不是
大款又是什么呢？欧洲不傍中国这个
大款，又能去傍谁呢？

笔者认同张颐武和王小东的判
断。金钱上都傍中国了，语言以及文
化方面也就不可避免了。这方面，精
明的瑞典人并不迟钝。对于中国的经
济实力的雄厚和中国企业竞争力的
强劲，瑞典人应该有着切身的体会。
早在 2003年，中国就已取代日本成为
瑞典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曾几何
时，瑞典电信巨头、百年老企爱立信，
一直位居全球顶级通信设备制造商
行列。可是不知不觉间，中国的华为
公司和中兴通讯公司异军突起，逐步
蚕食了爱立信的市场份额，短短几年
间，昔日的龙头老大竟然极速衰落，
最终落了个被索尼公司买下、连自己
品牌都没能保住的下场。继 2010年瑞
典著名的汽车企业沃尔沃公司被中

国的吉利汽车集团买下后，2011 年，
瑞典另一家老牌车企萨博公司也险
些被中国企业纳入麾下。

2011年 7月，瑞典教育大臣扬·
比约克隆德公开表示：“我希望看到
瑞典成为第一个在所有中小学都教
授汉语课的欧洲国家。”比约克隆德
计划在 10至 15年之内，全国中小学
都将开设汉语课作为第二外语。有瑞
典人总结得好：“今天让瑞典人学中
文，是顺理成章的。就像瑞典人 18世
纪开始学习法语，之后开始学习德语
和英语一样。”

今天，莫言能够获得了诺贝尔文
学奖，当然首先依靠的是莫言自身的
努力，不过除此之外，我们恐怕很难否
认华为、中兴通讯、吉利汽车这样的中
国企业无形之中所提供的巨大帮助。

莫言获奖，离不开中国的崛起。
那么中国崛起、中国成为全球大款，
又仰仗着谁呢？在此我要提一下诺奖
之外的另一次评选。

2009年，“中国工人”群体荣登美

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的亚军。
尽管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排名首
位，但是，全球有六成网民认为他“根
本不配”，亚军“中国工人”成为事实
上的冠军。
《时代》总编辑理查德·斯坦格尔

对此解释道：“几乎每年，中国对全球
经济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没有中国工
人，就没有中国 8%的经济增长，世界
经济也会处于最糟糕的境地。所以中
国工人是观察中国对世界影响的一
个角度，这种影响实在是无法估量。”

一个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总
统竞选提名演说中，曲折地表示了对
中国及中国工人的羡慕。奥巴马指
出，美国要重新恢复繁荣，就需要拥
有像中国那样的工人、工程师和科学
家大军。

如果没有这些白领、蓝领、工人、
工程师，没有华为、中兴通讯、吉利这
样的企业，我们就无法让瑞典人刮目
相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间
也可能要大幅推迟。

莫言获奖与中国企业的崛起

杜建国

相比 1995年莫言获“大家文学奖”10万
元奖金后一并收获的冷遇和批判，750万元诺
奖在手的莫言所受待遇已是“今非昔比”。

诺贝尔文学奖：
艺术与商业之间的魔幻与现实

【声音】
200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

廉姆森：中国人摘取诺贝尔奖只是时
间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室副主任杨思卓：未来中国人摘
取诺贝尔经济学奖，那将是中国成为
经济强国的象征！

前伦敦副市长、上海交大访问教
授约翰·罗斯：为什么中国经济学家原
本应该早就获得诺贝尔奖，可是他们
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是一种很明显的
歧视行为。因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来
是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中国
人比任何西方理论家更有资格获得诺
贝尔经济学奖。

【身影】
首获提名 蒋硕杰

蒋硕杰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
奖提名的华人，他的博士生导师是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哈
耶克。蒋硕杰反对通货膨胀、反对各种

经济管制以及人为干预市场，他的理
论为台湾走出经济困境和经济起飞作
出了巨大贡献。蒋硕杰的货币金融理
论在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着
广泛影响，韩国也因为采取了他的理
论和政策才取得了经济奇迹。

离奖最近 杨小凯

杨小凯曾经被两次（2002 年和
2003年）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最突
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
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曾任哈佛大学
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洲莫纳
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
学院院士。1998年，出版《经济学原
理》一书，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
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
为“盖世杰作”。2004年 7月 7日，杨
小凯因病去世，享年 56岁。
呼声最高 林毅夫

林毅夫不仅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提名，也是被视为“目前中国获诺贝尔

奖呼声最高的人”，他是 1979年度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
教授的关门弟子。林毅夫在制度经济
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曾受邀剑桥
大学马歇尔经济学讲座，成为走上这
一世界顶级经济学讲坛的首位中国学
者。2008年 2月至 2012年 6月，林毅
夫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这个职位上
曾经有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也是
世界银行史上首个来自发展中国家而
获聘担任该职务的人。

受邀观礼 张五常

张五常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
名，并在 1991年成为唯一一位未获奖
而受邀参加了当年诺贝尔颁奖典礼的
经济学者。张五常出生于香港，曾在香
港大学任教，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
教，他曾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
是第一位获此职位的美国本土之外的
学者。他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
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以《佃农理论》
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

延伸

中国下一站诺贝尔：经济学奖？

莫言的得奖其实是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带来的结果，
中国文明已经不能被忽视

态度

莫言

多丽丝·莱辛

马尔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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