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访谈

打造网络文学的一个重镇
———访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 浙江省网络作协副主席夏烈

文汇报： 为什么中国网络作家村

选择落户杭州？
夏烈： 2017 年 12 月 9 日， 中国

网络作家村在杭州滨江区白马湖畔落

地揭幕。 作为该村成立进程的参与者

之一， 我认为它出现在杭州主要是因

为浙江已经成为中国网络文学的一个

重镇。 概括来看， 包括 1.0 阶段的创

作 优 势———南 派 三 叔 、 沧 月 、 流 潋

紫 、 天蚕土豆 、 烽 火 戏 诸 侯 、 蒋 胜

男、 管平潮、 桐华、 梦入神机、 曹三

公子、 陆琪等纷纷奉献了他们广为读

者所知所爱的作品， 其中一部分通过

影视转化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2.0 阶段的组织优势———杭州是全国

最早 （2007 年 ） 在作家协会里成立

网络类型文学 创 委 会 的 地 方 ， 之 后

2014 年成立全国第一家网络作家协

会 ， 2015 年成立全国第一家省会城

市网络作家协会 ， 2017 年中国作协

网络文学研究院落地杭州， 还有全省

网络作协的三级覆盖制 （省、 市、 区

县）、 首个华语领域的网络文学奖项

评比、 网络作家评职称等， 都诞生在

这里。 今天， 以 IP 概念为标志的网

络文学全产业 链 开 发 ， 即 影 视 、 动

漫、 游戏与网络文学的深度融合， 使

浙 江 正 在 形 成 3.0 阶 段 的 产 业 优

势———上 述 扎 实 的 基 础 、 开 放 的 意

识， 促使中国网络作家村必然优先考

虑选址于此。
此外， 杭州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优

美的自然风貌也是吸引网络作家和相

关从业者聚集在杭， 共建村落的背景

要素。
文汇报： 网络文学走过 20 年，您

觉得它之后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夏烈： 目前的网络文学大趋势出

现了主流化和 多 样 化 的 特 点 。 一 方

面 ， 网络文学读者达 3.78 亿人 ， 在

新文艺发展和文化产业支柱方面都体

现出了重要的分量， 政府的关心加持

和协会组织的引导团结， 最终都使得

网络文学以大众阅读的主流地位来到

了时代的中心。 另一方面， 除了传统文学

网站、 App 的超长篇连载模式， 微博、 知

乎、 豆瓣、 简书、 长佩以及一些公众订阅

号都可能是今天网络文学发表、 连载的平

台， 随之出现了中短篇网络小说的增长态

势， 部分作品更利于被影视改编所吸收，
而不同年龄段的读者也有各自喜欢的网络

作家、 小说类型， 从而形成了网络文学多

样化的生态。
另一些特点则会愈益明显。 一是网络

文学精品化趋势，这就要求网络文学在“三
观”正的前提下提升文学质量，逐渐为经典

化作准备；二是现实题材创作的增强，用好

看的故事方式写社会发展、行业职场、革命

历史、改革开放等，这意味着网络作家同样

有能力介入更广阔的现实， 一些时代叙事

的责任和任务开始交给网络文学； 三是海

外传播会进一步加强， 国际读者喜爱中国

网络文学在这些年露出端倪，随着“一带一

路”内涵的延展和文化市场的贸易拓展，网
络文学的海外影响力会有所凸显， 国际资

本参与中国网络文学的传播， 及影视动漫

游戏改编也会增加。
文汇报：在您看来，未来网络文学会取

代传统文学吗？

夏烈：文学从创作者一面来说，本
质上是一种创造欲的体现； 而从接受

者一面来说， 文学提供了人类最重要

的一种陪伴。 今天网络文学的主流是

类型小说， 它是吻合大众阅读和产业

链改编的， 但它从没有要取代传统文

学的意思。传统文学也将以精英的、小
众的特点长期存在， 构筑自己永恒的

精神家园。
以金宇澄 《繁花》 为代表的纯文

学互联网写作， 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信

息和奥秘， 即 “网络文学” 这个词可

以有一个涵义是指所有的互联网时代

的、 吻合网络交互特性的文学写作，
包括纯文学在内。 我因此说过， “互
联网从来没有拒绝任何人、 任何形态

的写作 ， 固然 大 众 和 小 众 总 有 所 区

别， 但真正限制人们的只是短见和习

惯。 短见非常遗憾， 习惯可以理解，
后者事实上对我仍有效用， 可不能妨

碍我做诚实的 判 断 。 我 目 前 的 感 觉

是， 如果你是一个文学人， 关怀的对

象永远是文学的生命力和它对传统的

赓续。”
文汇报：从全国范围来看，浙江网

络文学在全国的地位如何？
夏烈：浙江网络文学创作，我的概

括是：一、男频、女频实力均衡；二、覆

盖类型全面；三、产业转化率高。 我们

有沧月、流潋紫、蒋胜男、阿耐、桐华、
梅子黄时雨、随侯珠、疯丢子、侧侧轻

寒、 七英俊在内的诸多新老女性作者

大神，也有南派三叔、天蚕土豆、烽火

戏诸侯、梦入神机、管平潮、燕垒生、曹
三公子、陆琪、苍天白鹤、华表、发飙的

蜗牛在内的诸多新老男性作者大神，
作者年龄从“70 后”到“90 后”非常有

序、完满。也不是只有一两种类型写得

好，而是几乎囊括了 20 年网络小说的

各个类型， 屡屡领衔一个类型或成为

一个类型的实力代表。 从这些境况来

说， 浙江即便不是网络作家最多的省

份，但肯定是网络文学事业最活跃、最
开放、也是影响力最大的区域。

作家村让更多年轻人实现所想
走上二楼， 第一间工作室是网络作

家莲青漪的办公室， 她是绍兴市网络作

家协会副主席， 现就职于香港中国旅游

出版社。她的首部网络小说《狼毫小笔》，
获得了第二届网络文学双年奖优秀奖，
也因此被邀请入驻中国网络作家村。 值

得一提的是， 她仅凭一部作品就入驻中

国网络作家村。
《狼毫小笔》最大亮点是突破穿越小

说的套路限制， 从年轻人喜欢的视角出

发，巧妙地以绍兴平水宋家店、云门寺、
兰亭、会稽湖等地为背景，通过穿越、神

化等表现手法， 将古代绍兴深厚的历史

文化、民间风情、人文掌故等，融于故事

情节中。 小说中，王献之、谢灵运、皎然、
秦系、晏殊、赵构、陆游、辛弃疾、刘伯温

等历史人物一一呈现，重讲绍兴故事。
“这本书一开始是希望写成郦道元

的《水经注》和《徐霞客游记》那样的书，
由于承接的是山水田园诗词的 一 些 风

格， 所以在网文界是没有明确风格流派

和定位。 起初许多网站和编辑不看好这

本书， 因为这样的创新让很多人不能接

受。 刚开始我把这本书的创作当作一次

创新之旅， 后来在写作中慢慢找到自己

的风格。有读者把它称为‘山水玄幻’，我
觉得未尝不可。很多时候，我在做的就是

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做一个更可爱有

趣的对接。 ”莲青漪说。
莲青漪写小说时有个与众不同的习

惯：她往往先写一段诗歌，再构思情节：
“我喜欢读诗词，很多精彩情节都源于古

圣先贤的诗词。写网络小说时，很多人都

认为古代诗歌太高雅，不利于传播。我却

觉得这是一种理念的误解， 中国诗歌意

境很美，用活了，全文皆活。 ”
在《狼毫小笔》一书中，仙人吟诵招

数时运用了很多宋词； 主人公穿越之后

会遇到很多历史人物， 小说让历史人物

重新跃然纸上， 这些都不失为有趣嫁接

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写作方式。“年轻

人看到觉得很酷 ， 自然而然地 会 去 学

习。 ”莲青漪说。
莲青漪的一些“铁粉”也在参与她的

工作室活动，她说：“《狼毫小笔》的读者

大多数是年轻人， 不少读者会自愿申请

来书友会和动漫展。 通过歌曲、游戏、动
漫、影视等各种手段把作品具象化出来，
作家村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可以让更多

年轻人来创新和实现所想。 ”

莲青漪每天用 7 小时进行创作，其

中有 5 小时是在学习打磨 ，2 小时才是

付诸写作， 这和疯丢子对历史的严苛考

证是一致的。 她每天更新仅 2000 字。 从

网络作家的“日更量”来说，这算是较少

量的更新。 她说，自己要学习杜甫，严苛

文字，语不惊人死不休。
洪刚是网文界的资源编辑， 此前他

策划出版了《网络英雄传》系列小说，这

部作品于去年 6 月获得中国出版界最高

奖———中国政府出版奖。现在，他也在策

划莲青漪《狼毫小笔》的出版。 谈到网文

编辑和传统文学编辑的不同时， 他说：
“作者和编辑一直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共

同孕育一部作品。不一样的是，传统文学

的编辑对作品介入相对少一点， 网络文

学的编辑介入更深一点。 一般的网络小

说都有两三百万字甚至更多， 作者写这

部作品就要两三年，作为网文编辑，两三

年都在跟一部作品打交道， 参与整个作

品的大纲走向、情节设置，介入度会比传

统编辑更深一点。 传统文学大多是作者

成稿之后再给编辑的， 编辑做的更多的

是审校、营销、推广工作，对作者的写作、
作品的成稿参与度相对较少。 ”

网络作家的责任感越来越强
中国网络作家村的首任村长是唐家

三少，对入驻的大多数网络作家来说，唐
家三少代表着网络文学的一面旗帜。 唐

家三少的《斗罗大陆》系列创造了独有的

魂师职业体系和神话情境， 再造了神话

新世界，做出了成功探索，深受青少年读

者喜爱，这部作品日前被评选为“中国网

络文学 20 年 20 部优秀作品”之一。
除了唐家三少， 中国网络作家村的

“村民”中还有五人被评选为“中国网络

文学 20 年 20 部优秀作品·20 名优秀作

家”：猫腻的《间客》是网络小说的巅峰之

作， 他书写了广阔宇宙之间生存着战斗

着的地球人类， 在整个网络文学视野中

独树一帜；今何在的《悟空传》对经典致

敬，并重新解读，堪称网络文学创作艺术

高峰；酒徒的《家园》书写了中国网络文

学 20 年在时代浪潮中的抉择、责任和坚

守；月关的《回到明朝当王爷》是网络历

史小说的代表性作品， 达到了高度的艺

术水准；蝴蝶蓝的《全职高手》展现了电

竞文 （游戏文） 这一类型高峰崛起的角

色， 它与小说的完美融合实现了该类型

作品全产业链覆盖的经典案例。
“中国的网络文学和美国的好莱坞

大片、日本动漫、韩剧并称为世界四大文

化现象，我觉得这个评价很客观。中国的

网络文学，无论从作家群体、作品存量、
读者群落和广泛影响力来看都是独一无

二的。”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欧阳友权在“中国网络文学 20 年发展研

讨会”上说。
“网络作家的责任感越来越强”，是

牛凳、疯丢子、莲青漪的共同感受。“不写

网文不知道， 写网文后发现文学是可以

影响很多人的， 这也是原创崛起和互联

网时代的魅力吧。 网络文学已经在分水

岭上，精品化是必然趋势。”莲青漪说。
《战起 1938》之所以被称为疯丢子

的成名作，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部小说

入围了茅盾文学奖。此前，茅盾文学奖的

评选对象主要是传统小说， 作为网络小

说入围茅盾文学奖实属不易。
“有一种打入‘敌军’内部的感觉，这

说明网络文学已经慢慢走上主流了，现

在我说我是网络作家， 可能有一半人还

会有些偏见， 但是我说我还入围过茅盾

文学奖，大家的看法就不一样了。网络作

家四个字的份量是越来越重了， 相应的

自我鞭策也应该更重，我们写起来，已经

有责任感了。 ”疯丢子说。
在网络作家还没有形成 “组织”之

前，他们中很多人是很“宅”的。对于他们

来说，只要跟粉丝互动好，就可以了。 但

是，网络文学界抄袭盗版一直见怪不怪，
至今也没有成熟的法律法规去约束。 他

们主要通过粉丝的力量、 网站间的交涉

来处理，大多数情况下抄袭只能私了。随
着各地网络作协和网络作家组 织 的 成

立，他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发声口。
“管平潮老师成了政协委员，可以提

交一些保护网络作家的提案。 蒋胜男老

师成了全国人大代表， 可以提交一些保

护网络文学防止侵权的提案。 这样的官

方推动， 就让保护网络作家权益走上了

正轨。 一旦开始了，再多几年，大家前赴

后继，这件事情就成了。作为一个网络作

家，除了对自己的作品严格要求，我想我

们都有责任去维护网络作家这个群体的

荣誉感。 ”疯丢子说。
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中

国网络作家村办公室主任沈荣 对 记 者

说：“在中国作协的指导下， 浙江顺利吸

引全国唯一的中国网络作家村落户到杭

州，意义重大。 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让

网络作家有一个线下交流、合作的平台；
二是引导好网络作家创作，结合培训，鼓
励网络作家创作更多的精品。 ”

在网文里摒弃社会“丧文化”
从杭州东站出发，45 分钟车程就能

到达中国网络作家村。 在中国网络作家

村的一楼，有一场“网络文学 20 年”的展

览，二楼、三楼是申请入驻的网络作家工

作室，工作室一旁还设有健身房。
网络作家在这里的办公时间都不固

定，但是想让他们聚齐也不难，只要约顿

饭。 提起男、女网络作家的区别时，网络

作家疯丢子说：“大概就是我们吃零食，
他们吃烧烤吧。 ”

疯丢子虽然是“90 后”，但她的网络

文学生涯并不算短， 从 2006 年开始，她
进入网文圈已有 12 年。作为晋江的签约

写手，她有着“冷门奇才”的称号。 2011
年的战争题材《战起 1938》和 2014 年的

《百年家书》是她写作生涯的高潮。 似乎

大部分进入网文圈的作家都有相似的出

发点：喜欢的作家更新太慢，还不如自己

写。在这一点上，疯丢子也不例外。
疯丢子的成名作 《战起 1938》讲述

了现代宅女秦恬穿越到二战爆发前期的

波兰， 亲身经历了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

的屠杀。为了生存，她辗转波兰、巴黎、柏
林，奔波在马奇诺防线和东线战场，目睹

了战争带来的残酷及残酷中的温情。
这本书是她在大学时候完成的，当

时在晋江上的 点 击 量 超 过 了 8000 万 。
“写网络小说一直都有满足感，要不然也

坚持不下来，满足感来源于读者评论。我
的第一本书没有赚钱， 纯靠读者评论坚

持下来 ：‘你什么时候更新 ？ ’‘好好看

啊！ ’那我就要继续写了，这是一种责任

感，总不能把读者给坑了。 ”疯丢子说。
疯丢子擅长写近代史题材， 她说自

己常常查历史资料查4个小时，写起来只

要1个小时。 在作准备的时候，连一个马

桶她都要考证一下，一个考证往往1个小

时就过去了。 她的工作室在中国网络作

家村二楼，一周她会来工作室一两次。
她每天的工作状态是：中午起床，游

泳健身后到图书馆开始写小说， 写到下

午 6 点钟回家，晚上再写一会，平均每天

更新 3000 字。
“我最巅峰的时候，一天写了 20000

多字， 向朋友们吹了很久， 直到遇到他

们，我发现我没法吹了。 ”疯丢子说。
疯丢子口中的“他们”，是在网络作

家村的其他“村民”。 坐在疯丢子一旁的

牛凳，是丽水市网络作协的主席，他平均

每天“码”8000 到 12000 字。
牛凳原先想取名叫“牛顿”，受口音

影响，输入笔名时打成“牛凳”，等反应过

来 ，他已经按了 “确认 ”键 ，于是将错就

错，这个笔名沿用至今。 从 2007 年开始

写网络小说，直到 2012 年的《奋斗在初

唐》火了之后，牛凳才把写网络小说当成

一件“正经事”。
“《奋斗在初唐》主角最初是一个很

‘丧’的人。 我是 80 后草根，没有进入这

个行业前，我是很迷茫的。这个主角有我

的故事，在现代生活中，他有着一份朝九

晚五的工作，没有什么大追求，可以说是

一个‘佛系青年’。穿越到了唐朝之后，在
没有社会救济且遭遇逆境的情况下，他

该如何生活下去？ 我想要在作品里摒弃

当下社会的‘丧文化’。 ”牛凳说。
前期， 牛凳并不指望写网络小说能

养活自己，他带着一种“玩票”性质：喜欢

网络小说，热爱网络作家这份工作。伴随

着 2014 年开始的网络小说 IP 产业链爆

发。 “当时一本书，只要成绩过得去都可

以卖掉”，他逐步将自己的小说进行一些

商业化运作。 “那时每天写一两万字，每
个月挣两三万块钱，开心坏了。原来外界

对我的报价已经这么高了，我很窃喜，之
后是惶恐。作为作者，你发现你会影响你

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最喜

欢模仿。与此同时，作为网络作家的责任

感也越来越强。 ”牛凳说。
手机上随时可以看丰富多样的网络

文学，在不用耗费多少流量的前提下，可
以随时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这样的“便捷

性” 是网络文学得到迅速广泛传播的一

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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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夏烈。

中国网络作家村一楼的 “网络文学 20 年” 展览。

现在， 已有 8 位大神级网络作家和 31 位知名网络作家入驻中国网络作家村。 照片均由中国网络作家村提供

走进中国网络作家村
本报记者 陈佩珍

■网络文学20周年特别报道

中国网络作家村成立将近 4 个月 ，8 位大神级网络作家和 31
位知名网络作家在年后陆续进驻位于杭州市滨江区白马湖路上的中
国网络作家村。

在网络文学圈，一般将 1998 年蔡智恒写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看作是网络文学的鼻祖，今年是网络文学 20 周年。在这 20 年里，网
络文学实现了从“放养化”到“规整化”，并在 2014 年迎来了网络文
学的 IP（知识产权）爆发期：网络文学衍生开发为漫画、影视、游戏，
逐渐形成了一条相对成熟的产业链。

据统计 ，2017 年我国有网民 7.5 亿人 ， 其中网络文学读者
3.78 亿人；网络作者 1300 万人（其中 600 万人定期更新小说，签
约作家 60 万人）；40 家主要文学网站储存原创小说 1400 余万部，
网上每天更新 1.5 亿汉字，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 127.6 亿元。

一直以来，传统作家依托于笔会和地方作协建立联系，网络作家
则是依靠网络社交软件联系彼此。 伴随着网络作家规模和影响越来
越大，地方网络作协接连成立。而于去年年末成立的中国网络作家村
则成了网络文学“乡愁”的故乡，网络作家成了“有根”的人。这里“住”
着的是 “一群讲故事的人”， 他们给自己的标签是：“奋斗的新生代”
“文学界的流行音乐”。

“中国网络作家村将是一个开放式的、面对全国优秀网络作家的
汇聚地，会不断吸纳优秀的网络作家，将中国网络作家村打造成网络
文学的圣地。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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