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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作家编织的，

都是时代瑰丽梦境的一角
丁墨

过去几年，网络文学风起云涌百花

齐放，经历了 IP 热潮和调整期，也面临

新的机会和挑战。如何使自己的创作在

高速发展、激烈变化的环境中，始终具

有独特、稳固的价值，是很多作者都会

思考的问题。

我时常回想，自己当年提笔写作的

初衷。 上面的命题，似乎就有了答案。

在成为作者之前，我是学工程结构

的理科生，后来从事过企业里的人力资

源等领域。 有一段时间，想要去寻找什

么，用一种更努力的方式活着。 我就冲

动了，辞掉工作，开始写作。 记得那时

候，家里的房子又很小，连放张书桌的

地方都没有，我就坐在地板上，趴在沙

发上写。 早上写，下午写，晚上 12 点还

在写。 然后我就一口气写了 7 年。

跟很多作者一样，我也是从读者变

成作者的。一开始可能是因为喜欢看网

络小说， 看完后觉得有些小说的逻辑、

剧情无法让我满足，干脆就自己写。 我

身边认识的许多作家朋友，写作的初心

和赤诚，都是一样的。和许多作家相比，

我刚开始写作时面临的压力、 困难，根

本不值一提。

同一种东西驱使我们开始写作，驱

使我们承受偏见和寂寞，走入千万人蜂

拥而来的网络世界，开始造梦。 我们每

个作家编织的，都是这瑰丽宏大梦境的

一角。时代的激流夹涌着每个作家向前

跑，转而铸造了新的阅读时代。

网络文学成为新时代青年人阅读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群星辉映，大神

云集，照亮许许多多个孤独的夜晚。 而

我能在其中发出小小一片力所能及的

光辉，有时候是真的感到热血并光荣。

一个人到了三四十岁，让你真正感到

热血的，不是别的虚无缥缈、离你的生活

很远的东西，而是每天在从事的职业———

并不轰轰烈烈， 却能让你的人生远离庸

碌和迷惘。 因为每一天，你都在追梦。

我很幸运，自己的事业和爱好得以

结合，并赢得了很多读者。 无论是都市

情感、悬疑刑侦，还是大众流行文化题

材，我都尽量从现实中挖宝，不会蒙着

头闭门造车，或是盲目跟风热点。 越是

身处泛娱乐化时代，越不能一味被流量

牵着鼻子走。 眼下，有些职场剧过于悬

浮，我尽量避免情节上的漏洞。

因此， 无论是 《如果蜗牛有爱情》

《他来了，请闭眼》《美人为馅》融入案件

侦破，还是《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尝试商

战类型，都离不开大量案头资料和专业

案例。 故事细节需要知识和生活去补

充， 为了写好小说需要查看各类素材，

社科类、科普类、天文类等……光是写

悬疑爱情类型时，我就通过各种渠道搜

索犯罪卷宗，查阅真实案件。

去年完结的小说《挚野》，是此前我

没有写过的“音乐+青春”范畴，以一对

民间青年男女乐手为主角，书写草根乐

队的拼搏进阶，将音乐筑梦与爱情圆梦

结合起来，表达了当代青年在喧嚣尘世

生活中对理想的执着与坚守。借这一内

核也传递了我的写作观———网络文学

本身也需回归创作者的初心本心。这部

作品很励志，里面出现的歌词也是我自

己写的。 目前市面上类似的题材很少，

前两年有部《闪光少女》聚焦民族乐，也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这一失衡。

小说中的主人翁都寄托了我对生

活和爱情的一些美好期望。所有主角追

求的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完美融

合，换句话说，我写的是理想主义者的

现实征战。

这份带着青春色彩的热血，不光属

于作家，同样也通过网络，传递给亿万

读者。我记得有读者留言说：老墨，正因

为看了你写的刑侦小说，我爱上了警察

这个职业， 现在我已经是一名警校生

了；等我真正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可以

为你提供写作素材了。

看到这条留言，第一想说：姑娘，听

说女孩子当警察很苦的，希望你不是一

时冲动，到时候怪老墨。第二想说，谢谢

你。原来我曾经在创作中努力传递出去

的正能量，也会来反哺我。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我们读网

络大神们所创作的历史、 军事小说，畅

游于磅礴的历史文化长卷中，折服于辈

出的英雄、无尽的风流；读玄幻巨著，惊

叹于大神们世界观的宏伟与想象力的

极致；读新派武侠，能够感觉到久违的

英雄义气，如同雪亮长剑，照亮我们渺

小的人生。 于是我们在阅读中知正义，

守本心，明善恶，思创新，争上游。

与各行各业一样，写作既是我们的

爱好，也是我们的本职。 热爱、尽职、不

负青春，努力追梦。 但愿今后乃至很久

很久以后，我们始终还能看到网络文学

这棵大树， 开满五彩缤纷的梦想花朵，

当花朵落下时， 于许许多多人的人生

中，结出鲜美甘甜的果实。

（作者系知名网络文学作家，《如果
蜗牛有爱情》《他来了，请闭眼》等多部
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据《你和我的倾城
时光》改编的电视剧入选国家广电总局
推荐的改革开放 40 周年献礼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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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几十年，我以极大的热情写作了“男生贾里”和

“小香咕系列”等一批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而近年来 , 我

写了“小鸟公主”“变形学校” “王子的冒险系列”等，从现实

生活切入幻想世界， 将温暖可触的现实和缤纷斑斓的幻想

结合在一起。我的体会是，如果把现实主义题材的叙述比作

一望无际的肥沃原野，那幻想作品就是广袤无垠的天空。

写“小鸟公主”的初衷，是我去为孩子们进行文学启蒙。

演讲接近尾声，一名三年级女孩举起她的小手，问我：“秦老

师，我喜欢公主的书，可白雪公主太老了，您能不能为我们

写新的公主的书，能不能读不完呢？ ”

我答应了她。在我个人有太阳味道的童年里，也曾像她

那样，四处找公主的书，读得入迷，读后还觉得不过瘾，自己

续编了“公主与皇后的故事”。

那时候，我用画笔把想象中的公主画出来，画中的公主

很像小鸟天使，有飞翔的翅膀。我怀着甜蜜的心情为长翅膀

的公主设计了美丽的裙子，华贵的金冠，想象着随她一起飞

去参加宫殿里的舞会。

不知不觉，多少年过去。 一个春风拂面的日子，我应一

家儿童刊物之约，写一个“又美又纯”的连载故事。 铺开稿

纸，我缓慢地，自然而然地写下“小鸟公主”这四个字。

连我自己也没料到，写着写着，激动不安，美妙的故事

纷至沓来，不用费心去找。

我塑造小鸟公主和大鸟公主， 起初想作为连载几期的

小童话，刊物发表了零星的两期后，小读者的反响热烈，孩

子们渴望看到精致而臻美的连续故事， 渴望纯洁的小鸟公

主历经考验，守住真和美的防线。

我夜不能寐，让纷至沓来的灵感跃然纸上，一口气创作

出“小鸟公主”的前三本。从叽咕和表姐果果大变公主写起，

浪漫的别具风情的王国纷纷出现：小鸟王国，大鸟王国，乌

鸦王国……有天马行空的幻想， 也有贴近现实的校园生活

的影子。

这些年，我有意尝试探求一种幻想的切入点，寻找优雅

表现幻想的途径。我意识到，即使是最张扬的幻想也不能脱

离现实的根，感动的本质源于真实存在的人间情感。

新的尝试让我惊喜不已，坐上了敞篷的飞船似的，思绪

一路翱翔，头顶上的天空打开来，白天，黑夜，蓝天，星空如

此清晰，如此接近，好像融化在宇宙里。

“小鸟公主”前三本完成后，我舍不得停笔，又写下去，

因为“小鸟公主”那星鸟羽翅般迷人的文学色彩，如美丽的

森林，浩瀚的蓝天，风雨过后的彩虹，神秘的星光，那番欢悦，明媚，清新的气质

一直让我着迷。

另外，我不是一个“安分”的作家。 不会满足于写信手拈来的东西，总是要

寻找，我发现小鸟公主系列里有一些被忽略的视角，试图对生活作出精致的、

更有意思的诠释。

我深感生活之重，写幻想作品能挣脱泥泞的现实，飞翔起来，哪怕只有片

刻，用更大的深度的想象空间，唤醒人内心深处的智慧、勇气和爱的力量。

投入创作“小鸟公主”后三本的日子，有一点和以前一样，时间过得飞快，

往往一写就是一下午，丝毫不感觉疲惫，仿佛我不在工作，而是徜徉在森林里，

聆听着鸟儿的欢唱，内心安详得几乎落泪。

一切存在心底的美，浮现而出，像电影一样闪在眼前。 我努力把童年，把

美，把人性的关怀和感动写进“小鸟公主”里。

这六本一套的“小鸟公主”，有美丽的封面和插画，唯美，浪漫，感人的故

事。 期待“小鸟公主”系列，把爱和美传递给孩子，激荡每一个孩子天性里的单

纯、诙谐、本真，以及好奇与想象。

“小鸟公主”系列对于我本人，是如此重要，它又一次让我完成对爱和包容

的诠释，对美感的追索，对美好童年的捍卫。

我痴迷这样全情投入的创作过程。真挚地写作，投入真生命，珍惜着，感恩

着，忧伤着，欢悦着，是我最骄傲最向往的，也是我的梦想和定位。

（作者系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上海作协副主席）

走过 20 多年的中国网络文学，不仅变革了

书写和阅读方式，也交织形成巨大蓬勃的产业市

场，成为眼下尤其活跃的文化现象。

就在这周，“2018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活动” 在北京举行，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作家协会主办，24部年度推优作品集中亮相。 在

这批网文小说中，丁墨的《挚野》尤其亮眼。 从悬疑爱情题材的《如果蜗牛

有爱情》《他来了，请闭眼》，到挑战商战范畴的《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再

到涉猎流行音乐领域的《挚野》，作家没有重复自己的写作套路，或是一味

追随流量时尚，而是以接地气、有温度、正能量的作品赢得了读者口碑。

网络文学正日益向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传统、主流文学审美靠

拢。但有学者提醒，网络文学整体的优质内容供给仍显不足，跟风复制、

内涵同质的无创意写作也不少见。 文汇报陆续刊发知名网络文学作家

的创作谈，从他们袒露的写作心路中，或可一窥网络文学生长的轨迹。

编者的话

所有人都戴着面具，只有女王是赤裸的
———关于《宠儿》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奥莉薇亚·科尔曼

凭着电影《宠儿》，英国女演员奥莉

薇亚·科尔曼拿遍颁奖季的最佳女主角

奖。 拿奖拿到手软， 这只是开始，2019

年始，她在英剧中开启霸屏模式———

在 Netflix 的流量剧 《王冠 》第三 、

四季，她将替下克莱尔·芙伊，出演继位

后的伊丽莎白二世，故事线从二战后女

王初掌政权一直延续到当下。在根据经

典童书改编的《兔子共和国》里，她给一

只兴高采烈的小母兔子配音。 在 BBC

版《悲惨世界》里，她是粗俗的小酒馆老

板娘德纳第夫人，活脱似从雨果的文字

里现形：“身材高大，一头黄发，肌肤红

赤赤的，膀大腰圆，浑身肥肉，属于蛮婆

的种类，常常昂首挺胸逛集市。 珂赛特

在她跟前，就像服侍大象的小老鼠。”在

有限的戏份里，她给这个边缘的丑角注

入了主角的光彩。

科尔曼在英国电视喜剧中默默耕

耘很多年，《窥视秀》 演到第七季之后，

她放下谐星的身份， 转换频道， 在电

影 《暴龙 》 里演一个被家暴的主妇 ，

又在剧集 《夜班经理》 里出演卧底男

主角的 “上线”， 这个角色很大程度地

转移了观众对男主角 “抖森” 的迷恋，

注意到这个中年发福还有点凶相的妇

女，可以说，《夜班经理》这部剧集，铺垫

了她不久以后因《宠儿》拿遍最佳女主

角的征途。

在《宠儿》之前，科尔曼没有演过被

万千瞩目的角色，出演安妮女王，是她

第一次扮演一个处在各方视线焦点上

的人物。希腊导演兰斯莫斯和科尔曼在

电影《龙虾》中有过合作，他选定科尔曼

来演“安妮女王”，是因为他从科尔曼过

去演过的不起眼的配角里，感受到她能

不露声色地演出凶猛的情感。 导演说，

科尔曼特别打动他的一点在于，她的表

情是诚实的，在她脸上看到什么，就是

什么。

这种“赤裸的丰富”，在《宠儿》的一

个特写段落里表现得最为明确。那是安

妮女王坐在轮椅上看着她中意的莎拉

和其他人跳舞，导演在这个情境里给了

科尔曼一个长镜头，伴随着弦乐欢快的

起伏，情感的千军万马在这张“獾子一

般”扁且宽的脸上飞驰：她为萨拉感到

骄傲，她在感受她的快乐，但她又愤怒

起来，因为她被困在轮椅里，她不能像

萨拉那样同时在舞池和政事中自由挥

洒，甚至，她不能正常地做一个母亲，她

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流产或夭折……

处在权力漩涡中心的她，是一个既不被

爱也没有人可以爱的可怜人。这段特写

在影片里至关重要，一部看似谐谑解构

历史的“戏说”，创作者在这个片段里流

露了哀伤：所有人都戴着面具，只有女

王是赤裸的。 她赤裸的感情和孤独，成

了不合时宜的荒诞笑话。

表演的痕迹在科尔曼的身上是透

明的，仿佛，她的肉身是容器，而她把属

于角色的“应然”的感情如其所是地召

唤出来。 我们可以用“松弛”“真诚”这

样的定语去修饰科尔曼的表演， 最重

要的是，她拥有了身体和思想的自由，

无阻碍地进入另一个生命的背景 ，被

展示的角色和表演者真实的个性重叠

在一起，释放出特殊的光彩。

这样的表演，可以看作一种更高级

别的“技巧”，但也未尝不是职业精神和

生活态度的结晶。当很多人感叹科尔曼

完成从谐星到巨星的逆袭、终于熬出头

时， 她烦恼于过多的曝光和过多的赞

美。 在她的履历中，能清晰看到演员和

明星的分界线。 她职业生涯的最初十

年是一场持久战 ， 在当演员的间隙 ，

她做过文秘和清洁女工 ，她在热腾腾

也乱糟糟的生活里真实地活过 ，直到

大学好友 、英剧导演大卫·米切尔邀请

她加入滑稽剧集《窥视秀》。

英剧《脱线人生》的编剧在科尔曼

“爆红”之后，说过很有意思的一段话：

“我们都喜欢她， 因为她在现实生活中

特别实在，她从来不装，卖人设？不存在

的。 她是真实的，她给出的情感和角色

也是。 ”

《北京法源寺》登台国家大剧院
亮相“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演出板块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 由田沁鑫

编剧、 执导的话剧 《北京法源寺》 下周

起将亮相国家大剧院特别策划的 “献礼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演出板块。 该剧

以诸多传统文化的表现方式思辨戊戌，

直面历史进程， 充满中国文人气息， 自

2015 年首演至今深受观众喜爱。

话剧 《北京法源寺》 改编自李敖同

名长篇小说， 奚美娟、 周杰、 贾一平等

领衔主演。 作品以北京法源寺为背景，

讲述在 “天公无语对枯棋 ” 的沉疴晚

清， 康有为、 梁启超、 谭嗣同等爱国人

士为中国寻找出路的过程。 小说底本机

锋逼人， 禅意超然， 有史学、 政论的底

气， 十几年前就深深打动了田沁鑫。 改

编剧本时， 她注入了自己的思考， 透过

宫廷、 民间、 寺庙这三重空间， 将戏剧

事件浓缩在惊心动魄的十天之内。 “话

剧的意义不在于对历史定论， 而在于重

新发现。” 田沁鑫说， 历史总是迷障丛

生， 话剧 《北京法源寺》 的创作方向，

就是将这段历史抽丝剥茧， 赋予历史中

的人物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任其呼号呐

喊、 争论辩白， 让观众生发出自己对那

段历史的切身感受。

戏剧节奏如锣鼓点紧凑、 激烈， 演

员们在高密度的语言交锋中铿锵押韵、

掷地有声， 频繁地 “出入” 戏里戏外。

奚美娟、 周杰、 贾一平、 赵寰宇等一众

实力派演员在 《北京法源寺》 中， 将戊

戌年间众生相展现得栩栩如生 、 酣畅

淋漓。

由奚美娟出演的慈禧太后， 从神情

谈吐到举手投足间多有据可考。 周杰饰

演的 “儿皇帝” 光绪， 打破观众对周杰

以往角色的固有印象。 贾一平扮演的谭

嗣同， 舞台上慷慨激昂意气方遒， 为臣

有忠、 为兄有义、 为夫有情， 一副侠肝

义胆孤独坚定。 赵寰宇饰演康有为， 满

腹经纶却投机机敏， 最终流亡海外空叹

造化弄人。 还有马迎春等老艺术家登台

助演， 台风稳健， 别具亮点。

丁墨以接地气、有温度、正能量的多部作品赢得不俗口碑。 图为作品

《挚野》《他来了，请闭眼》《你和我的倾城时光》。 （出版方供图）

话剧 《北京法源寺》 改编自李敖同名长篇小说， 奚美娟、 周杰、 贾一平

等领衔主演。 （国家大剧院供图）

表演谈

凭着电影 《宠儿》， 英国女演员奥莉薇亚·科尔曼拿遍颁奖季的最佳女主角奖。

秦文君最

新转型力作“小

鸟公主”系列打

造别具风情的

浪漫王国，捍卫

童年的美好。

（出版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