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

责任编辑：
周玉宁

题

2018 年 5 月 16 日 星期三

3

中国作协九届三次全委会大会发言摘登

□范

加强领导，促进网络文学的繁荣发展
除了网络作家们自身的努力奋进，网络文学繁荣
发展更离不开中国作协的正确引导。在过去的几年中，
中国作协不断加强对网络文学的推介、研究和评论。举
办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发布网络小说排行榜，成立中国
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等相关工作都扩大了网络文学的
实际影响力。作为网络作家，我希望中国作协能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引导作用，帮助网络作家群体实

蒋胜男

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产业发展迅速，受
到国家的空前重视。截至 2017 年 12 月，网络
文 学 用 户 规 模 达 到 3.78 亿 ，较 去 年 底 增 加
4455 万，占网民总体的 48.9%。由网络文学
大 IP 改编的影视剧作品、网络游戏、周边衍
生品都受到了市场的火热追捧。同时，网络文
学也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模式。不久前，在中国
作协和杭州市委的支持下，全国首个“中国网
络作家村”落户杭州。中国首个网络文学全产
业链双创服务平台“墨客工场”也在温州顺利
启用。这预示着，中国网络文学正在成为新的
文创形式，以它为源头的泛娱乐全产业开发
链条正在逐步完善，网络文学的影响力正在
与日俱增。
除此之外，凭借高效快捷的互联网，网络文学也走
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在东南亚国家，例如泰国、越南
的许多书店里，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几乎占据书店畅销
区的一半以上。在欧美的中国网文翻译网站“武侠世
界”，聚集了大批热爱中国网络文学的外国读者。事实
证明，我国网络文学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成为与美国好
莱坞、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并列的四大文化现象之
一。而这一切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都离不开国家的引
导与支持。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国家的
强大助推文化产品输出，而网络文学的繁荣发展也将
促进国家文化的繁荣兴盛。

现更好的发展。
延伸工作手臂，吸纳更多网络文学新生力
量。目前，网络作家群体正在不断扩大，依托各
省作协，积极吸收新力量加入中国作协，能深入
了解网络作家群体的生存状况与发展动态。针
对网络作家群体面临的工作困难，中国作协给
予我们主动关心和帮助，让网络作家在组织中
找到依靠，凝心聚力共创文化繁荣。
升级交流平台，扶持优秀网络文学作品。中
国作协鼓励网络作家创作体现中国传统文化、
传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品，积极开展网
络文学作品评奖活动，针对优秀的网络文学作
品，给予更多资源与政策倾斜，甚至在评奖体系
□ 中，诸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的评奖
对象选取上，希望中国作协可以将网络文学作
品也纳入这类奖项的评奖范围，使网络文学尽
快走上主流化道路。
加强组织培训，引导网络作家从“杂牌军”
成为“正规军”。网络文学题材繁多，但本质依然
是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文学作品，提高作品的文
学质量是实现文化创新的必要途径。除鲁迅文
学院外，中国作协可继续联络各省作协、各大高
校等共同开设网络作家培训班。在思想指导、内
容传播等方面对网络作家进行统一的培训，使
网络作家能站在时代变迁中思考当下，不断创
新，源源不断创作出一部部反映真实、全面、立
体的中国的作品。
推出制式合同，规范网络文学健康发展。希
望中国作协协助有关主管部门在兼顾作家与平
台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设置一个网络作品在平
台发表授权的格式合同，就像买房到房管局签
订的格式合同一样，保证作家有最基本的版权利益，以
鼓励和激发网络作家的原创积极性。
建设翻译队伍，推动网络文学走出去。我国目前没
有专业的网文翻译平台和翻译队伍，文化输出力量不
足。
我国没有官方输出网文作品的渠道，
现有的民间翻译
网站尚处于摸索阶段，
还有许多翻译版权问题都没有得
到解决。
曾有欧美出版方联系我出版英文版《芈月传》小
说，
但书中大量中国古代文化的专有名词得不到很好的
翻译，
通晓中国古代知识与外文的人才也没有渠道可寻，
出版便搁置了。
因此，
翻译人才、翻译队伍的建设也是当
前亟需解决的难题，
希望中国作协能加大对翻译专员的
大力培养和培训，
推动我们的作品更好地走出国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文化自信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
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就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
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
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我们所有的网络作家都要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无愧于时代
和社会的精品力作，这是我们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所做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作者系浙江网络作协副主席）

□

全

坚定文化自信 激发创造活力

乘势而上，网络文学插上腾
飞的翅膀

到东南亚各国，在境外景颇同胞中的影响力
甚至超过在国内。因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边
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深深
吸引着境外的景颇族同胞，他们也亟需了解
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但玛波每出一部长篇
小说都要四处去找钱，自己仅得几千元稿费。
这极大地打击了民语文学创作的积极性。云
南的许多少数民族均为跨境民族，他们的文
学创作和文化活动势必影响到境外的本民族
同胞，是文化软实力输出最有利的抓手。近年
来，云南省作协采取纳入“重点扶持”的方式
对用民语写作的作家实行部分补贴，但因涉
及面大，标准难以确定，仅是杯水车薪。多年
来，省作协吁请政策性支持的努力没有得到
有效回应。改革开放之初，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相继创办民语文
学期刊，现有公开刊号的民语文学期刊仅保
留西双版纳的《版纳》
（傣语），德宏州的《永
罕》
（傣语）、
《文蚌》
（景颇语）三种，办刊均已
超过 30 年，但经费很少，十分拮据。以景颇文
文学刊物《文蚌》为例，这是一本每年出四期
的 文 学 季 刊 ，大 16 开 ，64 个 页 码 ，每 期 印
3000 册，办刊经费仅 12 万左右，稿费每千字
才 120 元。基本作者队伍常年有 40 到 50 人。
景颇族是个跨境民族，境内有 14 万人左右，
而境外仅在缅甸就有 200 万人。景颇文的《文
蚌》文学杂志已经发行到东南亚一带，甚至流
传到印度阿萨姆邦，虽然发行数量不大，但很
受境外景颇同胞欢迎，甚至还有十来个境外
的作者经常来投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民语
文学作品和民语期刊对边疆维稳、民族团结、
反对分裂、文化软实力输出，已经取得了一定
作用，这是别的方式不能替代的。但是民语刊
物和民语文学创作遇到的困难，我们也应引
起充分的重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作家协会对推进
繁荣云南文学事业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
助。在行业指导、创作扶持、文学评论、作家培
训、对外交流、会员发展、文学评奖等方面，都
时常让我们基层作家受益匪浅、倍感温暖。
（作者系云南作协驻会副主席）

满

云南有 25 个少数民族，其中 15 个为云南
独有民族、16 个为跨境民族、8 个为人口较少
民族。自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少数民族作家队
伍已得到日益发展壮大。在全省 2044 名省级
作协会员中，有 658 名少数民族作家会员，比
例占全省作协会员 32%；
在全省 249 名中国作
协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有 112 名，所占比例
将近一半。如今，云南 25 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
己本民族的书面文学作家，白族、彝族、纳西
族、哈尼族、藏族还形成了本民族的作家群体。
尤其值得欣慰的是，云南 15 个独有少数民族，
不仅有自己本民族的作家，还有自己本民族的
中国作协会员。
在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
的评选中，云南作家获奖作家人数位
居全国第一，已达 101 人次。云南的民族文学，
既是云南文学事业的一张特色名片，也是中国
少数民族创作队伍的中坚力量，在传承与繁荣
云南民族文化中功不可没，已经成为了弘扬主
旋律，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文艺政策的重要队
伍。在文化戍边、文化软实力输出等方面也起
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的实际情况是，作家
队伍庞大，人数众多，获得“骏马奖”的人次居
全国第一，作品数目可观。但是真正的少数民
族文学大家不多，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学精
品太少。我们经过调研发现，少数民族作家的
创作遇到的“瓶颈”比汉族作家更甚，已成为
推进民族文学事业发展的掣肘。究其原因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少数民族作家一般起步较晚，所受教育
程度相对较低，又受地域、环境、视野、知识结
构等方面的局限，致使他们的文学创作难以
有更大的突破与超越。在与汉族作家的文学
竞争中，他们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是中国文
坛的“弱势群体”。云南的少数民族作家，大多

分布在边疆、基层，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则全部
分布在边境或经济极欠发达的贫困地区，要
解决他们“走得出来”、
“ 学得进去”、
“ 写得出
来”、
“ 发表得了”的问题，是个综合性很强、需
要多方面协力支持的工作。对民族地区，经济
要脱贫攻坚，文学“扶贫”也不能落下。
2.少数民族作家几乎都来自基层，拥有丰
富的本民族文化资源，带着与生俱来的异域
文化背景，一旦跨文化用汉语进行文学书写，
他们的表达能力便受到极大的制约，有好题
材但驾驭能力不足，有好故事却写作技术不
高。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写作者，用自
己母语以外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化研
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少数民族作者学
会汉语书写已属不易，用汉语文学语言来传
递和弘扬本民族文化、反映社会现实、表达自
己的生活与理想则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缺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引导机制和
相关政策。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大省，却是一
个“小作协”，其机构设置和经费不足与建设
一个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极不匹配，也极大
地制约了云南文学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云南全省现在没有一名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
专业作家，大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是
在文联、作协体制内的作家，深入生活往往是
蜻蜓点水式的、应急式的，作家下基层挂职体
验生活也常受到各种因素制约。云南少数民
族作家创作条件则更为艰难，在他们的创作
起步阶段，缺乏经费支撑，也少有接受培训、
文学交流之机会，他们受到的文学鼓励与温
暖、感受到的文学氛围与熏陶，远远少于生活
在城市里的汉族作家。
4.坚持用民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举步
维艰。少数民族用汉语创作和用本民族语言
创作，对于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和文化繁荣
都同样不可或缺。我省有双语（汉语、民语）创
作能力的民族作家并不少，但往往需要自己
去找钱出书，稿费收入少得可怜。我省的景颇
族作家木直·玛波，多年来坚持用本民族语言
写作，已出版了四部景颇文的长篇小说，迄今
已发表 200 多万字景颇文作品，其作品流传

稳

文明的交往与文学的崛起

进一步推进少数民族文学繁荣
为文化戍边贡献文学力量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学。文学是文化的
载体，文化是文学的灵魂。文学的品格来自
于文化的品格。内蒙古草原地处祖国北疆，
欧亚大陆腹地，由高原、平川、山脉和森林组
成。这些地形地貌和干旱气候造就了豪放、
刚烈、憨厚的高原文化。这些独具特色的文
化秉性是内蒙古草原文学永不磨灭的风骨。
其实草原不仅是一种符号、一种风景、
一种记忆，而是一种精神气质、生命密码和
美学地标。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包含着
人类的全部精神密码。天苍苍、野茫茫，这两
句经典诗行准确而形象地描绘了草原的轮
廓。站在草原中央，眺望着火红的晚霞，你内
心的角落里悠然而生这种天苍苍、野茫茫的
感觉。辽阔无边、空旷无极、浩瀚无穷的草原
莫名其妙地使人放任、使人走向自由境界。
自由境界乃是所有文学追求的审美境地。法
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讨论
过地理环境与文艺的关系。草原文学自古以
来就以奔放、豪迈、自然、朴实风骨著称。草
原文学的这些风骨来自于北方草原特有的
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
在草原文学中最繁荣、最发达的体裁就
是诗歌。诗歌是古老的语言艺术。草原人民
自古以来崇尚万物有灵、敬畏自然、崇拜语
言，其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中都夹杂着诗歌
元素，并有专门为自然万物而创作的诗歌作
品。如牲畜歌、祭词、祝词、赞词等等。为自然万物创
作出浩如烟海般的诗歌作品，并以口传形式保留下
来的民族在当今世界实属罕见。诗歌是草原人民的
一种表达方式，任何朝代、任何时期、任何困境中草
原这片土地从未缺乏过诗人和诗歌作品。草原是诗
的圣地、歌的海洋。
蒙古族是具有诗意的民族、诗人辈出的民族。从
古至今，蒙古人都相信诗有神力，语言有魔法，诗人
是通晓先世和来世的智者，是具有特殊直觉的人。诗
人是萨满的延续，与天对话的人。
从远古至今，内蒙古广袤草原以豁达、宽广、开
放、包容的姿态容纳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各族人民互
尊互爱、生生不息，共同谱写了绚丽多彩的草原文明
史。内蒙古草原是多民族的摇篮、多民族的花园，有
49 个民族生活在这片草原。特别是内蒙古自治区成
立以来，内蒙古经济、社会、文化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70 多年的发展、70 多年的洗礼、70 多年的辉煌
正在改变着草原的宁静和草原的面貌。工业化、现代
化、全球化潮流中内蒙古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
大变革、大变迁，从传统社会模式走向现代社会模
式，从游牧文化、农耕文化走向工业文化。
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工业文化三足鼎立局势已

经定型。文明的交往、文化的变迁必将带来心
灵的震动和灵魂的震撼。
这就是文学产生的外
在刺激和内在冲动。
我想 70多年的内蒙古草原
文学均与文明的交往和文化的变迁有关。
不同的文明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审美
观和世界观。比如游牧文明，它推崇的是自然
法则，试图以自然法则来解决人类问题，并构
建万物平等的宇宙秩序，催生了拜物教，万物
成为了意义之源和文学主题。农耕文明，它推
崇的是伦理法则（宗法社会），
试图以伦理法则
来解决自然界和人类问题，并构建以上帝（或
者诸神）为中心的宇宙秩序，
催生了各种宗教，
上帝或者诸神成为了意义之源和文学主题。
工业文明
推崇的是技术逻辑，
试图以科学技术来解决人类和自
然界问题，并构建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秩序，催生了
人文主义，
人类成为了意义之源和文学主题。
在内蒙古广袤草原上，每天都上演着游牧文明、
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对话、交流和融合以及多民族
的交往。有文明交往的地方必有文学的大崛起、大繁
荣，文明的交往必将带来文学的繁荣发展。
70 多年的内蒙古文学风雨兼程，作家们用手中
的笔记录了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脚印、内心的呼喊、
灵魂的震撼，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喜闻乐见的文学
作品，满足了人民对美好文学作品的向往。70 多年
的内蒙古文学在国家神话的缔造、民族寓言的塑造、
文化记忆的书写、个人故事的讲述等方面取得突破
性进展，推动了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发展。
总之，文明的交往、文化的交融、思想的交流总
会带来文学的崛起和繁荣。有世界的高度、民族的深
度、草原的广度仍然是内蒙古草原文学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的必经之路。谁能在作品中融汇世界的高度、
民族的深度、草原的广度谁就肯定走得很远。希望关
注草原，关爱草原文学，草原文学必有自己的秉性和
风范。
（作者系内蒙古作协主席）

文学的“基层”
□张未民

“基层”总是相对的。相对于中国作协，
吉林作协就是“基层”，而就中国文学的社会
组织体系而言，省作协其实还处于一个中观
的层面，县、区作协及其文学存在，才是真正
的“文学基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文学工作不仅
在基层发现了文学，还发现了这样一个“文
学基层”。比如在吉林省，绝大部分县区都
成立了作协组织，各自都有 100 到 200 不等
的县区作协会员，他们在所属的区域大多办
有 文 学 刊 物 ，兴 办 活 动 ，发 挥 着 文 学 的 影
响。吉林全省县区以上的作协会员规模已
达 5000 人左右。我们还发现，在活跃于地
方县区的各类文艺协会组织中，作协组织往
往是规模最大机构机制最为成熟的，也是最
为活跃的，这证明至今在广阔的“基层”，穿
透强势的自上而来的影视文化“罩门”，母语
的文学交流方式仍然是最为基本、最为方
便、被认可和推崇的，这使“文学基层”的形
成有了自然基础。
我们如何对待这样的被称为基层的文
学。他们往往是被遮蔽的，我们所不够熟悉
的，热情、执著、谦虚、卑微、无名。更多的热
爱和更少的名利功利，是显身于我们主流文
坛之前的郑小琼、李娟、王十月、余秀华们的
“基层”状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省作协的文学工
作格局，从主观取向上有了一个明显的转
型，可称之为“一方三边”。
“一方”，是相对的以纯文学严肃文学为
志业的，并在创作水准（所谓“文学性”
）上达
到较高程度的主流文坛，是省以上作协的主
要工作对象，是我们所熟悉的。
“ 三边”，一是
县区作协的文学基层；二是网络文学基层，
网络作家作品与读者是一种共生现象，背后
是一种广义的文学基层；三是传统的古体诗
词领域，由于文体方式的时代差异以及现代

性根深蒂固的文学等级观念，也在我们熟悉
的主流文坛之下形成了一种文学基层。而
在这“三边”之后，更可牵连出广大的文学读
者、爱好者、生活者，共同构成了基本的广大
的文学人口。
在这样的转型格局下，从吉林省作协近
5 年的工作看，业已形成的主流文坛及其文
学 仍 然 是 我 们 工 作 的 重 要 支 柱 ，其 他“ 三
边”，我们加强了与省诗词学会的联系，但效
果不佳，主要是相互间的文体隔膜依然很
深；我们成立了网络文学专业委员会，但工
作进展很慢，网络作家的网络性格的“宅”，
似乎表现出不愿“出宅”的倾向；而对县区的
“文学基层”，我们的工作则产生了一些成
效。省作协启用了一个并不算完美的概念：
农民作家，建立了 200 多人的省文学院农民
作家联络网，已连续 5 年出版《吉林省农民
作家作品选》，每年都召开农民作家座谈会，
他们每次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来到省作
协参会。去年，开展了评选“吉林十大农民
作家”活动。既有的主流文学工作加上依托
于县区文学基层的农民作家工作，构建了我
们省作协文学工作新的重要格局。
今年 3 月，我们调研整理分析了 226 份
农民作家的情况样本，其中有一组数字引人
注意：226 位农民作家中，41 岁到 60 岁的有
166 人，占样本总数的 75.8%，而 20 岁至 30
岁的只有 5 人，31 岁到 40 岁的只有 16 人。
这个数字显示的年龄结构和省级作协、中国
作协会员的年龄结构比例十分近似。
由此看出文学基层的两个问题。一是
这个“文学基层”与主流文坛同样都是我国
新时期文学的产物。41 至 60 岁的人居多，
表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构成了
当下“文学基层”的主体，那些新时期前 20
年取得了成就的作家，通过各种方式上岸发
展了，披沙拣金之后，留下当年文学青年守
望 着 如 今 的“ 文 学 基 层 ”。 二 是“90 后 ”的
“文学基层”人数已少到了危机的地步，表明
近 10 余年的网络文化影响所及，使新时期
40 年来形成的基层文学人口发生了网络之
外的绝对贫困，起码是传统意义上“文学青
年”的贫困。而这样的“文学基层”的危机，
同样是主流文坛的危机。
然而即便是生存于基层一边充满劳动
一边抽暇创作，漫长的守望也使他们的文
学春华秋实、生色活鲜。我省优秀的农民

作家，有的上了中央电视台，有的在省级以
上报刊、出版社发表、出版作品，其中不乏
有《十 月》
《中 国 作 家》
《诗 刊》这 样 的 杂 志
等。我们考察来到了蛟河县的山村张晓英
的家，夫妇俩都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青
年，因文学而结合成家，历经村民的嘲讽、
父母家人的不解，而一直坚持文学写作到
今天。他家现已成为四乡闻名的文学大
院 ，还 形 成 了 一 个 近 70 人 的 由 文 学 创 作
者、阅读者、爱好者组成的文学群落。在这
大山中的小村庄，我们读到了他们创办多
年的文学小报《山花》，读到了他“在生存中
写作”的作品集，还看到了他家旧书架装满
了铁凝、林语堂、莫言、史铁生等作家的作
品，上世纪 90 年代的老版本，粗糙而质朴、
温馨，令人动容。这是一个在远方的新时
期文学及其“文学基层”的共同的微小而巨
大的真实存在。
由此看“文学基层”的意义，主要有：1.
说明了新时期文学的作家都从哪里来，我们
许多人都来自于这个基层。2.说明了新时
期文学的基层存在，它使新时期文学的空间
变得广阔。3.没有这个文学基层，谁买谁读
我们主流文坛创作出来的作品？没有文学
基层，我们如何于生活中安顿我们的“新时
期文学”？4.它影响和牵连着基层的广大文
学读者，构成着基层的地方文学生活，照亮
广大的社会生活。5.仅就农民作家而言，他
们的文学表达和表达自身，似乎无法替代，
他们没有多少哲学、形而上情思、先锋性，却
表达着人的基本情感、基本理念、基本生活，
是乡村振兴的文化力量。
“文学基层”和主流的、先锋的、纯文学
的、精英的写作一样，都是我国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文化的一部分。现在，中国作协在
工作安排上加强了文学基层工作，如成立社
会联络部、举办基层培训班等，是夯实新时
代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兴盛基础的重要举措。
“文学基层”是一个感受性主导的文学
世界，更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文学性不足”的
文学场域。但如果我们把文学性不当成一
个绝对的指标而宽容以待，
“ 文学基层”的存
在就将会是中国文学之福。
文学走进基层，建设文学基层。作协理
应当好文学连接生活与人民的桥梁和纽带，
这是作协在新时代中国的新使命。
（作者系吉林作协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