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进入时代生活现场，开掘网络现实题材新路径

桫椤

———评网络文学作品《北斗星辰》和《上海繁华》

网络文学以数字形态在虚拟的网络
空间中创作和传播， 与传统文学相比，

除了持存的空间不同， 在题材、 内容和
表达方式上也有异质性。 长期以来， 玄
幻、 仙侠、 穿越、 悬疑等幻想类作品是
主流之作。 尽管表现了人类非凡的想象
力， 但网络幻想小说的世界观架构与客
观现实存在严重区隔， 致使在主题发掘
和价值承载方面凌空虚蹈、 脱离生活，

影响了文学功能的正常发挥。

近年来， 在文艺政策和网络文学研
究的引导下， 现实题材成为网络文学新
的增长点 ； 特别是经过近几年的 “纠
偏”， 网络现实题材创作渐成主流， 出
现了 《大江大河》 《明月度关山》 《浩
荡》 等一批历史叙事与现实关注相互融
合的精品佳作。 其中， 《北斗星辰》 和
《上海繁华 》 是两部很有特色的作品 ，

它们都从现实经验入笔， 在时代生活现
场进行艺术开掘， 把握住了时代脉搏、

反映了时代精神， 为拓展网络文学现实
题材写作的路径提供了新样本。

以扎实专业的文学叙写
构建现实主义的美学框架

在现实生活中选材和立意， 通过时
代经验折射时代发展脉络、 建构时代想
象 ， 在时代现场营造与读者共情的场
域， 是这两部作品在题材处理上的主要
特征。 《北斗星辰》 是一部极具专业性
的 “行业文”， 这部作品产生的背景是

我国建成了彰显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
实力的 “北斗导航系统”。 小说以卫
星载荷研发和 “天罡卫星接收机” 的
研制推广为主线， 以谢其章、 王兼和
顾违三个人的择业和创业经历为副
线， 全方位展现了我国卫星导航事业
从无到有， 从 “双星定位” 概念的提
出到试验星的发射， 再从区域服务发
展到全球定位系统的全过程。 是依靠
外国定位系统就够了， 还是要发展我
们自己的系统， 是与国外合作还是自
力更生， 难以突破的关键技术是依靠
国外进口还是要集中力量自主研发？

艰难的抉择， 在实践过程中遭遇的困
难及其解决方案贯穿全书， 不仅生动
展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曲折之路， 也
成为激发读者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
重要 “看点”。 由于作者具备从事航
天和卫星导航技术的专业身份， 不仅
熟悉导航系统的技术知识 ， 更了解
其研究和发展历程 ， 以扎实专业性
的文学叙述， 将复杂现实自然、 生动
地转化为了艺术真实感， 为小说搭建
了牢固的知识基础， 现实主义的美学
框架。

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危的宏大
事件可以为网络文学带来题材上的
“红利”， 但毕竟不可多得， 最常见的
书写还是观照普通人的生活， 《上海
繁华》 即是一例。 这部作品描写外乡
人在上海的创业经历， 主人公王一元
来自湖南农村， 从小父母离世， 独自
一人辗转来到上海应聘到印刷公司；

他从最底层的业务员做起， 积攒起个人
职业生涯中的 “第一桶金” 后， 在客户
的帮助下开始个人创业， 从印刷业到房
地产业一步步实现了自我的追求。 尽管
小说讲述的是他个人的拼搏生活， 但作
者始终将时代洪流作为影响人物命运的
关键力量， 以此昭示出时代与个体的关
系。 例如促使王一元离开台沪公司走上
个人创业之路的契机， 就是上海世博会
的召开和虹桥交通枢纽的建设。 因此，

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是上海万千新上海人
群体生活的缩影， 他们靠着艰辛劳动在
大都市中打拼，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生
活， 也为上海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注
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更成为时代变迁
的见证者、 亲历者和创造者。 小说对主
题的表达是常见的见微知著、 小中见大
的手法。

以人物成长写出个体命
运与时代发展的契合

以鲜活而扎实的生活经验为基础，

两部作品写出了人物在时代变迁中的主
体性， 揭示出了蕴含在烟火人间里的时
代气质和精神风貌 ， 由此产生提振人
心、 鼓舞士气的作用。 这也是网络文学
在记录时代之中最重要的文学价值。 在
《北斗星辰》 中， 谢其章本在最受国家
和单位重视的载人航天领域工作， 他敏
锐地意识到卫星导航在未来国家安全中
的重要作用， 主动向组织申请调至当时

位处 “边缘” 的卫星导航事业部， 这种
人往 “低 ” 处走的做法并不被同事理
解。 他作出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出于职
业的敏感， 不如说是因为他的心中始终
存在着的崇高而庄严的国家责任感， 这
也成为他从事这项事业的精神支柱。 这
也体现在顾违身上， 他与王兼合作创业
不久后分家， 原因在于经营理念不同：

王兼认为应该继续通过代理美国 GPS

接收机来赚钱， 但顾违则力主继续研发
“天罡” 接收机。 顾违冒着风险成立星
宿源公司开始了科技创新之路， 为此耗
尽了积蓄不得不靠借高利贷维持公司的
生存。 在与美国公司的并购过程中， 他
看穿美方将 “技术转移” 更改为 “技术
授权” 的把戏， 始终坚守谈判底线维护
了国家的利益。 在这些人物身上， 我们
感受到了科技人员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对
事业的专注与热爱； 他们的精神追求凝
结在一起 ， 形成了时代的 “主旋律 ”，

这也成为整部作品的叙事底蕴。

与上述 “主旋律 ” 的表达异曲同
工， 《上海繁华》 通过普通人的精神追
求和命运转折映射出时代发展的光芒。

王一元由一个穷困潦倒的外埠青年成长
为繁华都市中的成功者， 时代带来的机
遇固然重要 ， 但他勤奋学习 、 善于思
考， 勤劳肯干、 坚毅正直， 面对困难不
屈不挠、 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才使他成
为能够抓住机会的人。 他初入上海应聘
到台沪公司， 一反常规主动要求延长在
生产车间的实习期。 在此期间， 他不仅
熟悉了生产流程， 还留心企业的精细化

和标准化管理， 与自己曾经在宁波工作
过的企业对比， 找出了两者的异同和台
沪公司成功的经验。 与其他打工者的不
同在于， 他还以主人翁的姿态关心企业
发展， 结合实习时的所见和所思， 毫不
顾忌地向领导层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
议， 由此赢得了公司领导的信任， 也凭
着这份坦诚吸引客户， 提升了自己的销
售业绩。 作为在困苦中长大的人， 他没
有特别远大的抱负， 而是在一步一个脚
印的踏实奋斗中不断接近和实现自己对
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 终至成为人生的
赢家。 有志青年王一元的人生经历作为
“小人物 ” 逆袭为成功者的典范案例 ，

完美诠释了 “一分耕耘有一分收获 ”

“有付出才有回报” 等朴素真理。 经过
奋斗之后方能取得成功， 这一逻辑所带
来的情感抚慰和心理暗示作用使读者体
验到快感和爽感， 从而产生激励作用。

两部小说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
作为人物成长和事业成功的现实背景，

写出了个体命运与时代的深度契合， 在
质朴平实的叙述中闪耀着现实主义光
泽。 尽管谢其章、 王一元们在追求理想
之路上显现出强烈的主体意志， 但成功
显然也是来自时代的馈赠； 他们的经历
不仅印证了时代的进步性， 满足着大众
对时代和社会的集体想象， 也为读者提
供了可供代入自我的艺术形象。 与传统
文学以作者为中心不同， 网络文学被称
作 “读者的文学”， 这意味着需要想方
设法满足受众的阅读需求， 讲述一个好
故事则是不二法门。 如果说光怪陆离的

玄幻世界架构是幻想类小说成功的重要
因素， 现实类作品则要用司空见惯的现
实元素编织情节并进行传奇性讲述， 通
过调动大众的基本情感欲望来感动人、

吸引人、 影响人， 难度显然大于前者。

在 《北斗星辰》 中， 虽然陌生化和充满
新奇感的题材本身即能催生阅读兴趣，

但在谢其章、 顾违等人的经历中建构起
的时代、 理想、 奋斗与成功之间的因果
关联成为主题的结构性支撑， 同时也是
作者高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价值观
和成功的人生方法论 。 谢其章在从事
卫星导航技术研究中遇到真爱 ， 与同
事秦湘悦结成志同道合的夫妻 ， 在人
物命运设定上体现为对角色历经艰辛
的人生奖赏 ， 从个人情感上则回馈了
读者的热切期待 。 显然 ， 这一叙事伦
理也表现在 《上海繁华》 中， 王一元低
开高走， 最后抵达人生巅峰也是这一逻
辑的胜利。

网络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关注面很广
泛， 网络文学的丰富性来自于题材的多
样性， 而现实题材的崛起则使得网络文
学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大量读
者的长期关注， 火热的时代生活现场为
网络文学创作准备了 “富矿”， 《北斗
星辰》 和 《上海繁华》 在题材选择、 人
物塑造和主题挖掘上彰显出的现实特
色， 为探索网络文学精品化之路进行了
有益的尝试。

（作者为河北省作家协会网络文学
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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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相册》：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集体记忆
张延利

一批以建党百年为主题的纪录片，以亲切又年轻的面貌进入了大众传播场域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以丰富多样的艺术创作庆祝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华诞成为文艺的主旋律。 被

誉为 “国家相册” 的纪录片是其中重要

组成部分。

《人民的选择 》 《敢教日月换新

天》 《党的女儿》 等一批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而立项、 制作到播出

的建党百年纪录片， 借助历史节点所营

造的特定氛围， 通过回溯中国共产党走

过的百年征程， 透视百年历史的发展脉

络， 将历史与现实进行相互映照， 成为

建构集体历史记忆、 传播主流意识形态

的重要载体， 发挥出强大的精神感召作

用， 以多种方式强化公众的国家认同。

“一根电话线决胜娄
山关”等生动细节背后，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集体记
忆建构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的文艺观是

建党百年纪录片的基本前提 。 与此同

时， 在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语境下的新时

代中国文艺， 不仅是 “人民” 的文艺，

是 “美” 的文艺， 也应是充满 “真情”

的 、 能让人心灵感动 、 情感解放的文

艺。 在此基础上， 辅以美学水准的提高

和情感价值的挖掘， 纪录片能实现对社

会集体记忆的唤醒与建构。

建党百年纪录片如何进行百年党史

的集体记忆建构？ 在 “以人民为中心”

的大前提下，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

在创作思路上 “化大为小”， 注重将宏

观历史与微观个体进行有机结合， 以生

动的人物、 动人的故事和饱满的情感打

动人心； 二是以多元化的表达手段赋予

多维度的美学内涵， 为作品打造丰厚的

艺术感染力。

如观众所见， 建党百年纪录片将宏

大抽象的历史主题细化到一桩桩、 一件

件鲜活可感的历史人物、 事件、 文献、

会议、 纪念地等细节之中， 且这种 “以

大化小” 的表达方式绝不是简单随意的

碎片化呈现， 而是基于内在历史逻辑的

统一和情感价值的融合， 用具体细节深

化历史认知， 以正确的历史观、 党史观

内核串联起百年党史。

比如， 纪录片 《敢教日月换新天》

坚持正确的党史观， 注重史论结合， 通

过微观视角展现宏大历史背后的细致图

景， 通过 “奖两块大洋买鸡吃” “一根

电话线决胜娄山关” 等生动细节， 阐释

背后的演化规律与发展动因 。 纪录片

《山河岁月》 在分集上以史带人、 以人

言事 ， 通过具体故事点 ， 从小切口进

入， 将近千个感人故事有机串联成宏阔

而生动的百年历史画卷。 纪录片 《人民

的选择》 以历史进程为主线， 单集内容

选择围绕某一重要历史节点展开， 在对

革命人物、 革命故事的鲜活讲述中，实

现宏观历史与微观细节的有机融合，有

力地揭示出党和人民的密切联系。《党的

女儿》 则选取建党百年间百位优秀女性

党员代表，勾连起细节更为丰富、情感更

为细腻的百年党史，等等。

另一方面 ， 在纪实美学 、 戏剧美

学 、 技术美学等多种美学样态的加持

下， 丰富表现手段， 使作品呈现出更加

立体化、 多元化的美学冲击， 成为建党

百年纪录片创作的一个鲜明特点 。 譬

如 ，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纪录片

《绝笔》， 以信为媒， 紧紧围绕十多位革

命烈士的遗书、 家信、 入党誓词等临终

绝笔， 通过极具戏剧张力的演绎， 深度

挖掘他们向死而生、 不改初心的理想信

念。 微纪录片 《闪亮的记忆》 以每集 5

分钟的轻体量， 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感

人故事， 通过情景再现、 手绘动画等艺

术手段， 在高质量的视听美学中完成中

国红色基因的形象化展示。

影像技术的可供性在美学探索下被

转化为饱满的艺术感染力， 让人印象深

刻， 拉近了普通观众与厚重党史之间的

距离。 如 《美术经典中的党史》 综合采

用虚拟演播室人物访谈结合故事短片、

作品展示、 动画示意、 历史背景介绍等

手段； 纪录片 《留法岁月》 在视觉呈现

上通过动画分层等技术处理水彩绘制的

人物场景， 让画作由 “静” 转为 “动”，

在写意手法中呈现百年前留法学生的生

活和重大事件； 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制作

的 《百炼成钢： 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

在每集八分钟的体量里综合运用实景拍

摄、 情景再现、 历史影像、 动画和沙画

演示等多种技术手段， 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 与此前的主题主线

重大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相比， 建党百

年主题创作还通过 “纪实+” 的跨界融

合样态， 丰富了百年党史的纪实表达空

间， 而多元化、 年轻化的 “纪实+” 表

达探索， 更加贴近年轻一代观众的审美

趣味。 比如，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特

别节目 《精神的力量》， 以纪实为内核，

通过 “电视剧汇编+嘉宾宣讲+采访解

读+外景拓展” 等多维度呈现方式， 构

筑起百年党史征程上一个个熠熠生辉的

“精神坐标 ”。 同样以 “纪实+ ” 为框

架， 以电视化、 艺术化进行创新表达的

主题电视节目 《时间的答卷》 采用情景

再现、 跨时空联动的手法， 以革命文物

和演员的演绎为载体， “特邀讲解员”

于演播室场景讲解事件的方式， 生动地

勾勒出 16 位不同时期优秀共产党员的

鲜活群像。

陈乔年履历表等纷纷
登上热搜，在创新传播互
动中强化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 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

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道德价值

观 、 理想信念 、 国家主权等的认同 ”。

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合意， 是维

系民族国家的重要精神纽带。 纪录片正

是建构社会集体记忆、 强化国家认同的

重要文本和手段。

在深刻把握当今媒介生态的前提

下， 建党百年纪录片以亲切又年轻的面

貌进入了大众传播场域。 积极主动适应

媒体融合的新生态，创新传播手段，针对

不同渠道提供多元化传播产品， 用融媒

创新思路打开传播新局面， 吸引观众注意

力、与之形成良性互动等，凡此种种都是建

党百年纪录片保障传播效果的重要特点，最

终在积极的传播效果中不断加深了人们对

党的百年历史内在逻辑的理解和把握。

比如， 纪录片 《敢教日月换新天》 制

作系列融媒体产品， 邀请观众熟悉的总台

主持人出镜录制 《敢教日月换新天———主

播说 》 系列短视频 ； 纪录片 《人民的选

择》 独家披露陈乔年履历表和李大钊就义

等细节， 纷纷登顶热搜； 《理想照耀中国

（第二季 ）》 推出的水墨彩绘人物手绘海

报， 将人物形象与时代背景、 革命事迹有

机结合， 让人眼前一亮， 精心制作 23 条

短视频及宣传片， 在新媒体平台发布后，

也得到了广大网民的点赞评论。

作为国内第一个定位为 “四史” 学习

教育栏目的日播纪录片栏目 《国家记忆》，

在融媒体传播创新上效果显著。 据统计，

2020 年全年观众规模达 6.22 亿人， 成为

黄金档热播节目中唯一一档专题节目。 栏

目不仅构建立体传播矩阵， 还积极开拓社

交媒体传播， 运用高燃背景音乐、 二次包

装短视频、 MV 衍生作品、 强调热点意识

等手段， 使得节目话题屡屡出圈， 登上热

搜。 此外， 《国家记忆》 还在传播上不断

探索线上线下的融合， 通过海报展示、 短

片播放的形式 “现身” 城市核心商圈大屏

幕、 地铁公交电视、 站台通道等人流密集

区域， 拓展了纪录片传播的新局面， 实现

了线上线下联动， 将节目影响延伸至日常

生活中， 用实践丰富着 “四史” 表达。

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现象是， 建党百

年纪录片作为整体仪式化传播中的一部

分， 与其他部分形成了 “互文性” 关系，

在联系互动中强化了彼此的传播能量。 比

如， 在电视剧 《觉醒年代》 热播后， 人们

重新认识了陈乔年、 陈延年兄弟， 随后纪

录片 《人民的选择》 首次披露了陈乔年的

个人履历表， 就引发极大的关注热议。

在建构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政

策驱动和纪录片谋求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驱

动的双重动力下， 建党百年纪录片全面梳

理党的百年历史征程， 讲述百年间中国社

会的巨大变化；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

观前提下， 建构和丰富着百年党史在人们

心目中的集体记忆， 并通过积极有效的传

播互动，最终实现对国家认同的巩固强化。

（作者为中国纪录片网负责人、 纪录
中国服务平台秘书长）

仙侠剧的高同质化陷阱：
听算法的，还是听观众的？

荩10 版 ·影视

菜谱里有最丰美动人的中国故事
———一位英国女子在中国料理中的人文观察

荩11 版 ·文艺百家

网红时代，
博物馆该如何保持清醒

荩12 版 ·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