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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内容低俗和背离主流价值观的严重问题。
“野
蛮生长、泥沙俱下”是这个时期网络文学发展的基
本状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网络文学工作，有力地推动了网络文学的健
康发展。之前一直困扰网络文学的一些问题开始在
网络文学创作中得到改善和纠正，中国网络文学开
始从幻想类、历史类占绝大多数，向现实题材拓展，
精品化、经典化成为网络作家自觉的追求，并为电
影、电视、动漫、游戏提供大量文学蓝本，逐渐形成了
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而且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国文
学走出去的重要力量甚至排头兵。
中国网络文学 20 年的繁荣发展是广大网络作
家转变观念、创新开拓的结果。新时代，中国网络文
学必须改变以往良莠不齐的自然生长状态，从以量
取胜向以质取胜发展，做到高质量发展。网络文学要
想高质量发展，应该守正创新。
守正是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
所谓守正，就是要改变网络文学对娱乐性、消遣
性的过分追求，明确使命，敢于担当，努力体现社会
的主流价值、主流文化，弘扬中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网络文学经过 20 年的发展，但至今还常
常被看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所谓“长不大”不
仅仅是因为它发展的历史相对较短，还是指它表达
的更多是对世界和社会简单、朴素的观念和认识。比
如幻想类的玄幻、奇幻、武侠、仙侠类作品，更多表达
的是强者为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即使是现实和
历史题材的作品，也常常通过奇遇、异能、赋能、金手
指、穿越、重生等方式来处理问题，轻易地回避了现
实的困难和人们的精神难题。网络文学要实现高质
量发展，局限于对世界这样简单朴素的认识显然是
不够的，它应该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对时代做出有
力的表达。
创新是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证。
网络文学的创新首先要从题材开拓开始。中国
网络文学 20 年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想象力的
极大释放和张扬，主要成就在幻想类、历史类作品方
面。处理现实题材是网络文学创作的弱项。网络文学
要想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在题材方面进行创新，要
有能力表达时代经验，体现时代精神。如果不具备对
现实经验的处理能力，不具备对时代精神的表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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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文学的常道和变道
——

对每一个写作者、尤其是与改革同行的“50 后”、
“60 后”作家来讲，他
们的文学记忆和个人经验或许多有殊异，但一个共鸣是大体不差的：无论
新媒体、新科技怎么变，资讯信息如何爆炸性增长，一些基本的标准、一些
坚持和守护，不太可能轻易改变。借用画家黄宾虹的一句话，就是“屡变者
体貌，不变者精神”。这精神，也就是文学的常道。
在一些优秀的作家那里，文学的常道和变道是合一相成、共时共 振
的。虽然任何一个作家都逃不脱这个当下、这个传统和新变的碰撞，甚
至 传 统 在 新 变 面 前 的 疑 难 ，但 是 好 作 家 内心都拥有这样一个“农历时
间”，在守常里达变。
城市化进程加剧以后，原有乡村秩序、乡村伦理的消失、更迭和面目一
新的新农村建设，在文学的层面怎么去重新定义故乡？怎么建构一个有故
乡的写作？自从有了微博、微信、知乎等自媒体平台后，人人都成了草根作
者，人人都在发声和表达。由非虚构写作热而涌现的自媒体如腾讯的“谷
雨”
、网易的“人间”
、微信平台的“正午”，以及“中国三明治”
、
“真实故事季”
等等都聚集了一批写作人，这些自媒体正在影响和规约着我们传统意义上
的写作。非虚构写作风生水起，好故事不断刷新着我们的想象力、认知力
和感受力，我们面对的是奇观式的社会实景。
“50 后”、
“60 后”以及更早的
前辈作家们可能还有丰厚独特的个人生活经验用于写作的给养，而对在新
媒体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写作者来说，作家最大的生活——来自内宇宙的
个人性、异质性正在慢慢稀释。资讯越发达，索取越便捷，个人信息就是共
享经验，
我们都生活在大同小异的世界里。
最近作为一个文学评审，看了一些“80 后”
“90 后”作家的新作，感觉一
□
代有一代的文学。比如有位毕业于复旦创意写作专业的“90 后”，会中英
双语写作，关注科幻题材，小说获过星云奖。她的一些小说以科幻形式将
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置于极端情况下讨论，如跨文化交流、人工智能、情绪控
制、身份认同、自我发现等等议题，注重和现实的关联，展现科技发展给人
类带来的情感和伦理问题。
还有两位年轻作者写刑侦小说，大类上属于推理探案小说，这类小说
在日本和欧美都已发展得相当成熟，对这一类题材的书写，放在中国文坛，
作者是稀缺的。网络上那些类型小说可能还有模式套路和故弄玄虚的成
分，泥沙俱下。这两位作者都擅长于心理分析，案件和故事背后是人性的
还原和实证专业的犯罪心理、科学先进的办案精神，这两位为这一题材的
开拓做了可贵探索。
荡开看去，
“80 后”
“90 后”作家正在成为我们文坛队列的新生力量，还有多位有创作活力
和思考力的年轻人，他们都在以坚韧的写作力进入一个个人物、一条条街道、一栋栋建筑，以此
结构出一个地理和想象意义上的城市。作家们细腻的感受力，曲折深幽、特别善于从小处、细
微处着笔的能力，对城市遍布于街道和弄堂深处的浩瀚深广的投注，各种探索性的写作尝试，
使城市文学有了更丰富的生命表达、更纵深的历史细节和更开阔的看世界的眼光。
虽然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我们也感受到，今天的社会环境催生的是一种类群体性的焦虑，
个体的精神生活淹没在差异性里，年轻一代的写作，作品里的个人已然是中年心态，所以也有
评论家认为这一代作家的写作，小说里没有青春也不见人物。此论难免苛刻，但是细思量，我
们年轻的小说家确实更愿意生活在虚拟的世界里，更对虚拟的现实抱有热情，而对活生生的现
实无视无感无心。虽然小说家们都很会虚构故事，叙事、语言和技巧都驾驭得游刃有余，但小
说里的现实很难和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同频共振，小说里的现实和生活里的现实有时是割裂
的，很难互为同构和彼此映照，也难得和历史主动对话碰撞。局部的现实不能水滴石穿，作家
的虚构热情和写作姿态变得可疑……久而久之，内在的创造性活力，积极主动的冒险探索精
神，对经验世界的机警之心、饥饿之感都在下降。想象力是需要经验激活的。缺乏对现实的感
知能力、洞察能力和书写能力，
“想象的真实”就会出现信任危机。
有作家谈及“假小说”和“真小说”的问题。真小说能理解，就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小说，当然
它可遇不可求。同时我们也发现，或者有一个共同的阅读感受，很多发在文学期刊上的小说，
看上去是一个很像样的故事，技术、叙事都无可挑剔，可是读完以后，深入不了心灵，隐去名字
也猜不出作者，给个对应名词，或许可以叫“假小说”。
怎样把“一个故事”修成“一个好小说”，怎样让“应该写”转化为“真心想写”
“ 不得不写”？
我想可能这是包括“90 后”在内的年轻一代作家们面对自媒体时代的一个普遍难题。
所以面对新媒体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发现写作的意义和重新赋予写作的职能。而一个写作
者，一个好作家，无论写什么、怎么写，他都应该有能力发明生活、发现生活，
有能力惊醒生命的
生机，感受时间里的命运。在今天来说，可能第一步是抬头或转身，从大量的自媒体故事里走出
来，
逃出经验，
走到信息和故事的背面，
除了事实的想象力、虚幻虚弱的现实感，
怎样尝试创造价
值的想象力，
重新建构起一个更有行动主体性的内宇宙，
这或许是未来文学的出口与生机。

力，网络文学就真成了“长不大的孩子”。其实，网络
文学也有自己的优长，那就是相对于传统文学更多
表达日常经验来说，网络文学更多表达的是对世界
总体性的认识。尽管其认识目前还存在局限和偏颇，
还有其简单和幼稚的一面，但网络文学对总体性的
偏好，使其有了对现实世界和时代经验做出全面、有
力表达的基础，为其讲好中国故事，创作中华民族新
时代的新史诗提供了极大的可能。
网络文学的创新还应体现在新类型的创造上。
中国网络文学经过 20 年的发展，造就了类型小说的
空前繁荣。但也出现了类型固化、僵化的现象，导致
了同质化、雷同化的问题。最近一个时期，网络文学
的类型大体固化，基本不再有新的类型被创造出来；
每一个类型的创作也基本形成僵化的模式，使网络
类型小说的发展变成了简单的数量堆积，文学发展
的内在动力逐步丧失，IP 转化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类型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当一种类型被
创造出来的时候，通常已经成为高峰，后续的模仿之
作很少有新的超越。对中国网络类型小说而言，要想
保持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一定要有不断创造新类
型的能力。
网络文学的创新从根本上来说，是要跳出类型
化的窠臼，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特点，开创全新的文
学形态。中国网络文学目前主要局限在类型小说领
域发展，这是其顺应市场规律的结果。但在更为长远
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着眼，网络文学的高质量发展最
终必须冲破类型的局限，适应网络化传播方式，利用
数字化文本打破了物理局限的特性，创新叙事手段，
开创全新的表现形式，创造真正只属于网络时代的
文学形态，创作出代表网络时代水平的精品力作，创
造网络文学发展的新高峰。
守正创新，是新时代网络文学发展的根本遵循。
高质量发展网络文学，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讲好中国故事，表达主流
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表现的重点，把
利用网络传播的新特点创造新的叙事样式作为发展
的基础，努力创作出体现时代精神的网络文学精品，
创造时代的文学高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实现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如此，网络文学才能说
承担起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真正成为了具有代表性
的主流文学样式。

□

葛水平

创作精品，迈向高峰，这是当下中国文艺工作的
基本主题。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
会 并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指 出 了 当 下 中 国 文 艺“ 有‘ 高
原’，缺‘高峰’”的问题。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就文艺
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核心都在于解决这个
问题，创作出精品力作，推动中国文艺迈向高峰，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对网络文学而言，提高质量应是工作的关键。习
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国文联十大、作协
九大开幕式及最近的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都特别
谈到了网络文学，一开始是强调互联网技术和新媒
体改变了文艺形态，要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
正面引导力度。最近则明确要求，要适应网络文艺发
展的新趋势新变化，加强网络文艺精品创作，推出更
多健康优质的网络文艺作品。从认识到网络发展对
文艺形态的影响，到明确要求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充分说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网络文学工作
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
尽管有不同的观点，但通常我们把 1998 年痞子
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走红网络看作中国网络文
学的起点。中国网络文学今年正好走过了 20 年的历
程，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
自然不可能有网络文学在中国的繁荣。改革开放带
来的思想解放，使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断创新发
展，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文学自然而然地发展起
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的转变，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民有了对文
化生活更大的需求，也为网络文学造就了大批读者。
中国网络文学诞生之初，参与者完全是出于表
达的需要而写作，随着资本的介入，中国网络小说
开始形成付费阅读的商业模式，促使类型小说快速
发育，以幻想类、历史类、言情类小说为代表，中国
网络小说空前繁荣，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大文化奇
观。玄幻小说是类型小说在想象力、创作资源方面
的重要突破。历史题材的类型小说也改变了过去正
统、严肃、沉闷的叙事模式，变得生动、活泼，甚至奇
诡、怪异。
总体来说，处于自然生长状态的网络文学，一
方面高速发展，总体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
另一方面由于片面追求“快”
“ 长”
“ 爽”，出现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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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在追赶走失的自己。
写那些普通大众，从他们的命运中寻找秩序，寻找社会变革的
影子，寻找改革开放，寻找人世间情爱的往来。
同时，寻找也是从生活中获取文字力量。
时间似乎一直在考验我们的记忆，让我们忘记什么不忘记什
么，都在恍然之中。面对日常化语境的今天，写作观念和价值判断
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小说创作在经往山路颠簸崎岖的行程中正通
向宽阔的道路，这是一个守旧和维新较量的时代，写作者应当承担
社会应有的抗争、变革、艰难，写下此时的中国故事，让未来转身时
看得见历史风景。
40 年前我的表弟还是乡村一个流着鼻涕的憨娃，40 年后，他
已经成为两个大学生村官的父亲，并且始终坚守在乡村做农民。
山外的变化冲撞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一个人走出去，开了眼
界，世界对于乡村就大了，那些曾经站在山顶上眺望远处灯火的故
乡人开始心跳加速，他们从心眼儿里觉得，上苍不会无缘无故打发
一个人来到世上，背井离乡才是做一个有用人的开始。
表弟和他们的观点不一样，认为农民只有守着土地才能活得
像个人一样。
40 年后我回乡，看见了表弟占去半个山腰的羊圈，不断繁殖
的羊群成为乡村最生动的风景。表弟站在他的羊圈中央，挥舞着皮
鞭，出山吃草的羊群和小羊在羊圈里分离。小羊如一个成年人的童
年，不知脚下深浅，跌跌撞撞，晕晕颠颠。鞭声一下两下，羊群由头
羊领着开始往羊圈栅栏门方向走，小羊在鞭声中寻找母亲，它们慌
不择路的样子，见任何一头从身边走过的羊都认为是自己的亲娘。
羊羔用羊角顶撞母羊的可爱劲儿，那一瞬间，生活的剧情向前
展开。
母羊们在鞭声甩击中走往山腰，长长的羊群，荡起了黄尘。
前所未有的疼痛，勾勒、构建并呈现出村庄之所以为村庄的光
亮属性。乡村是整个社会背景的缩影，乡人曾经活得丰富，活得兴
盛。村庄也是整个历史苦难最为深重的体现，社会的疲劳和营养不
良，体现在乡下，是劳苦大众的苦苦挣扎。乡村活起来了，城市也就
活了，乡村和城市是多种艺术技法，她可以与城市比喻、联想、对
比、夸张，一个奇崛伟岸的社会，只有乡村才能具象地、多视角地、
有声有色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并告诉世界这个国家的生机勃勃！
乡村的人和事和物，可以纵观历史，因此，对于故乡，作为写作
的我是不敢敷衍的。
对于故乡的牵挂，也是对 40 年来过日子的牵挂，那里有血浓
于水的亲情。40 年的山乡巨变有大量故事等着写作人；同时作为
一个形而上的写作者，责任是痛苦和沉重的。
乡民说：我不想让土地闲着，土闲了长草；我也不想让我闲着，
人闲了难受。
多么生动的语言。
从底层寻找一种民间语言，民间，那一片海洋我无法表达，戏
曲、鼓书、阴阳八卦等等，某种生活，某个细节，在某些方面以鬼魅
的方式呈现，让我的记忆宏阔、深邃。
没有规矩，生动地乱开乱合的民间知识，是我小说创作明亮或
者幽暗的知识河道。
我坚信重返故乡是未来城市人的必然方向。未来不带有丝毫
冬天的宿命与萧条，未来是自信、平和、丰茂的。

在巨变的社会中获得文字力量

守正创新，
守正创新
，高质量发展网络文学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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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需求的变化与文学的创新
□林丹娅

梅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中，文学作
品/作家—→传播—→接受，接受—→传播—→
文学作品/作家，在环状循环互动中互相作用，
互为影响。
从作家方面来说，作品以文学艺术地表现
了作者所感知的世界，蕴含了作者对自己所感
知的这个世界的表达。从读者方面来说，大体
有同感/共情/共鸣，或无感，或反之的情景发
生。从创作的才能和动机，与接受的功用和作
用方面来说，作品有可能是引领读者趣味的，
也可能是迎合读者趣味的。其中包含文学不同
面向的品质，比如面向文化精英的和面向大众
消费市场的。
文学作品功用的最佳效能应该是既满足人
们精神生活的需求，又能引领人们的精神生
活。作家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个人价值感
与成就感，会在上述这些环节中得到体现或反
映。
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后，改革开放成为主
旋律。文学担负起传达那个时代剧变的声音，
从最初的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再从反思文学
到寻根文学，文学在当时社会文化与生活里扮
演了超乎自身的政治性角色。随着新时期的开
启，它与此前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完全
的不同，作家在此间完全捕捉到新时期的
“新”并将之表现出来了。文学是当时大众文化
生活的主要形式与渠道，同时大众也主要是从文
学作品中读到来自上层建筑领域里发生变化的信
号与信息，来感知社会意识形态发生的变化。它
极大地满足了那个时代人民大众的精神需求，这
从我们现在依然津津乐道 80 年代左右全社会的
文学热，和当年作家的社会地位和声誉的高涨可
见其一斑。
进 入 90 年 代 ， 此 时 的 中 国 文 学 和 中 国 作
家，一方面深受全球化语境的影响，一方面身处
国内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特别是消费文化的
兴盛，把文学推向了颇为尴尬的市场化之中。
这些情况都促使文学界一方面开始审视文学的
本质与定位 （包括对人文精神何去何从何在的
大讨论），一方面是现代主义思潮、女性主义思
潮 （特别要注意张洁、张抗抗、王安忆、铁凝
等书写的改变），“先锋小说”“文本实验”“新
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等在文学中发生。
一方面我们可以感性地体会到文学趋向边缘化
所带来的种种失落，一方面我们其实可以很理
性地探究文学回归文学本体后所发生的变化。
作家的文学视野与自觉大大加强，传统的叙事

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学的确变得“更
艺术更高级”了，或者说故事被讲得更具有文
学性了。可以明显看到，经历了这一步，中国
文学的现代叙事水平，在整体上是大大提升了
一步。
21 世纪以来，中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
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 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城乡都市化的巨
变，尤其是传媒科技的飞速发展与越来越快的更
新换代，资讯和知识的共享，地球人生命与感受
的共通，大大刷新了人类的时间感与空间感，给
文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也提供了极为丰富
的想象。尤其是，时代社会的剧变所带来的伦理
观的变化，而伦理观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文学叙事
伦理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几种情况。
1. 前不久我集中读了在一个大省范围内被
海选出来的十多部较优长篇小说。其中用老套
路来写老故事的几乎占三分之二。作者都很用
心，写得厚重，似乎不如此就写不出史诗式的
长篇作品。但对于一个普通读者来说，今天写
一部如几十年前 《红日》 那样模式的小说 （更
不用说还达不到那个当年的新鲜水平），很难吸
引 人 看 下 去 。 也 许 有 人 说 这 是 以 不 变 应 万变，
以前这个叙事伦理可能是存在的，但在今天，不
变已不能应万变了，只能被万变无情碾压。与时
俱进才是新的叙事伦理。
2. 我也看到很多作家与时俱进，如就在这
批作品里的 《人类世》，从这个概念的使用就可
窥作家表现与表达与以往不同的新范畴与新层
面。真正的作家有着艺术家的敏感与先锋意识，
作品读后让人产生出一种愧疚、反思乃至忏悔的
感受。这就是小说被作家的文学才气赋予灵性与
力量的地方。福建作家林那北与须一瓜，她们的
小说慧心独具，不断表现出对伦理世界变化的关
注与探究，也试图在文本中为新伦理的重建提供
可能性的思考与出路。
3. 我们还不能不注意这一种情况：进入 21
世纪后，由于各种原因使然，进入文化艺术的
门槛变低了。现实生活对年轻人的压力，也使
年轻读者在网络文学的各种样式中找到解压或
释放的出口。我在网络文学所表现和表达的故
事中，惊讶地发现了代际感受与经验的隔阂比
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譬如，传统爱情故事大
都只讲到男女主人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便
结束，因为再继续下去，就只能是一地鸡毛，
婚姻只能是爱情的坟墓，这是习得经验的审美

经验。但现在的孩子们不仅让男女主人公越虐
越甜终于在一起，当我以为故事应该结束时，
作者却继续表现他们婚后包括生孩子以后的各
种生活。作者与读者共谋，显然他们认为这是
叙事美感中应该有的内容和模样，而其中包含
的各种贞洁观、爱情观、家庭观、亲情观、处
世观都不再是我们原来认为的那个样子了。我
们的确无法取代他们的感受。你要么看到这
些，要么就只有让他们看不到你。当我们认真
看待年轻人时，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有一种创
新 ： 他 们 的 伦 理 有 传 统 资 源 成 分 ， 又 与 现 在、
未来建立起一种奇特关系。譬如，现时网络文
学中很流行的仙侠小说里，就有一种我以为包
含着生态主义的、主体间性的“反噬”理念，
会被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演化成许多文学叙事
元素。
4. 我们不能不承认，好莱坞商业电影的世
界性成功，包括在中国市场上的成功，说明了中
国观众对它的广泛接受。但我发现有的好莱坞大
片的不同寻常之处，即使是商业大片，其中也不
乏因对人类命运与世界未来的担忧、恐惧和焦虑
而引发的严肃思考、探究与价值性判断。比如说
2009 年上映的 《阿凡达》，今年得奥斯卡奖的
《水形物语》，除了在全世界包括中国票房大卖
外，也把新世纪以来世界性几大显学如生态主
义、女性主义、主体间性等理念演绎成时尚先
锋。
那么，中国作家里有没有这样的先锋呢，我
欣慰地看到：我们是有的。如肖黎民的 《第二次
迁徙》，作品取材于中国远古神话 《廪君与盐水
女神》，其叙事理念与 《阿凡达》 如出一辙且更
胜一筹！作品不仅表现作家对人类命运的忧患与
思考，而且更体现作家对人类文明进程中文化缺
陷的警觉与修补。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提供了人
类在第一次迁徙的文明写照，使作家表现在 《第
二次迁徙中》 的反思、忏悔与修正，远超过 《阿
凡 达》 的 内 涵 。 但 22 年 过 去 了 ， 知 音 依 然 寥
落，在百度里能查到的关于此作家作品的信息，
只来自我的学生们在几年前曾把它排演成一个舞
台剧，做了努力而有限的传播。
新时代呼唤新文学，习近平总书记期许我们
的文学从“高原”到“高峰”。今天我们有这样
好的条件，有这样好的资源，文学创新是作家的
天职，可以预见，文学仍会不断创新。同时，创
新的文学也呼唤知音，引领大众。如果能够把文
学创新当做一个系统工程，从生产到传媒到接受
全程互动介入，那么就可以更高效地实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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