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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周年联展的缘起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

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和全国网络文学重点园地联席会议办公室

联合主办“歌唱祖国——全国网络文学优秀作品联展”活动，

2019年5月10日正式启动。

本次联展启动仪式在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周开幕式上举

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与重点文学网站负责人代表共同

上台启动活动。联展将持续到2019年底。

此次“歌唱祖国——全国网络文学优秀作品联展”成为第

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周期间首届网文博览会的重点内容，吸引

了广大网络作家、网络文学行业以及相关企业，得到了各级管

理部门的一致认可。《文艺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纸媒

及人民网、光明网、新华网、中国作家网等众多网络媒体对本

次联展进行了报道。

各网站成果展示

此次联展成果展示活动，共有阅文集团、晋江文学城等38

家知名文学网站参与。本次成果展示，共有 346部参展作

品，相较于 5 月初的 301

部，三个多月以来在数量

上有所增加。参加该联

展的作品分为革命历史

题材作品、现实题材作品

和其他题材作品三大类。

其中，革命历史题材作品

65部，现实题材作品 231

部，其他题材作品 50部。

在这三大类作品中，现实

题材作品比重高，占到了

67%的份额。

遍观参加联展的所有作品，现实题材作品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量多质优。“精品化”、“经典化”逐渐成为网络文学中“现

实题材”创作努力追求的发展方向。在参加联展的所有现实

题材作品中，阅文集团的数量是最多的，达69部之众。据统

计，在阅文集团参加联展活动的71部作品中，有28部作品的

网站评分或QQ阅读评分达到了9.0分及以上，十余部作品的

总订阅量超过千万，读者反映良好。

这些现实题材作品，立足现实，回望历史，记录新时代、书

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从展现中国重大装备研发成就的小

说《大国重工》，到讲述中国材料工业人奋斗史的作品《材料帝

国》，从表现国企改革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展现优秀共产党员

时代风采的网络小说《复兴之路》到书写人工智能时代的情爱

想象的科幻作品《谁在时光里倾听你》，越来越多的立足时代，

追溯历史，畅想未来的网络文学作品，深刻反映新中国成立70

年来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

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这些书写现实的网络小说彰显了网络作家的时代精神和

使命责任，他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关照人民生

活，表达人民心声。卓牧闲所创作的《韩警官》《朝阳警事》，均

为基层警察故事，人气与口碑兼具。舞清影讲述乡村支教老

师成长故事的《明月度关山》，一度在小说评论区引发了关爱

留守儿童的话题讨论。吉祥夜所写的讴歌警察的小说《写给

鼹鼠先生的情书》，收获评论近3000条。丁墨表现音乐人梦

想和爱情的青春励志作品《挚野》QQ阅读评价9.5分。这些

讲述基层警察、支教老师、音乐爱好者等普通民众日常生活

故事的网络小说之所以能触动众多的读者，引发他们的情感

共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小说接地气，反映现实，表现

人民。

咪咕阅读参展的现实题材作品也有20部之多。这些作

品内容丰富，类型多样。既有像《商藏》《网络英雄传》这样描

写商场激荡风云的作品；也有像《空山之舞》《米兰花开》那样

讴歌扶贫支教事迹的作品；还有像《外科医生探案录》《红色

通缉令》《匠心徽映》这类以医生、警察、砖雕艺术家等特定

职业为主要视角的作品，更有像《对不起，来不及拥抱你》

《隔河千里，秦川知夏》这种讲述现代性语境下的纯真爱情故

事的作品。

连尚文学参加此次联展的现实题材小说共有17部。这

些作品题材多样，涵盖了医疗、军事、文化、都市等各类题材。

既有像《大河峥嵘》《旷世烟火》这样通过讲述几代人在不同历

史时期昂扬奋斗的故事，展现新中国发展成就的小说；也有像

《无字江山》《俗艺大师》这样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的作品；还有像《维和先锋》《军歌嘹亮舞青春》等以

军人为主人公，浓缩亲情、爱情、战友情，辐射家事、国事、天下

事的军事文；更有将目光投向新时代青年，展现青年一代的奋

斗、拼搏和情感历程的都市现实小说，如《第二次初婚》《刺猬

小姐向前冲》《盛开的米兰花》等。

对于晋江文学城来说，现实题材的作品同样占据了很重

要的位置。该网站参加联展活动的15部网络小说均为现实

题材作品。这些作品立足于当下，展现时代风采，其丰富的内

容辐射社会各行各业。从源于普通民众的美食文《心有不甘》

到聚焦投资行业的《请叫我总监》，从讴歌航空领域发展的《徐

徐恋长空》《翅膀之末》等优秀作品，再到《他与爱同罪》这样的

表现中国当代海军力量壮大的作品，越来越多反映时代、讴歌

人民的现实题材作品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赢得了人民的赞扬。

凤凰网-翻阅小说和大佳网参加联展的现实题材作品均

为12部。凤凰文学持续深耕现实题材IP，签约的既有《长城

守卫者》，讲述返乡青年艰苦创业并保护古建，努力建设新农

村的集体创业故事；也有《玉堂酱园》这样讲述百年老字号数

代人自强不息，成就百年基业的家族创业故事；还有《一路走

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纪实》这样描写普通农家少年，在改革开

放40年间，艰苦奋斗，终获成功的个人奋斗故事。此外，都市

婚恋小说《糖婚》，从“80后”糖婚的角度切入，新颖独特，既贴

近生活又发人深省。《京杭之恋》通过故事写大运河文化，借用

陶瓷和丝绸工艺艺术地表现中华传统文化，文化味儿浓。

大佳网参加联展的12部作品，集中塑造在新中国不同

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物群像。在写法上，坚

持行业人写行业事，专业性与文学性兼备。如 《白纸阳

光》，聚焦交通难、买菜难、就医难等社群工作十大难题，

从动迁居民面临的生活问题写起，塑造了一群热心服务社区

群众的新型社区工作者形象。作者本人即为上海某区的一位

社群工作人员。这部作品以其真实感和接地气获得了版署与

作协推优。再如《风雪将至》，是一部写检察官的作品。小

说里的司法知识非常系统、到位，就跟作者自身在司法系统

的工作经历有关。

纵横中文网、爱读文学网则均有9部现实题材作品参加

了此次联展。纵横中文网的现实题材作品维度多元。从改革

开放时期的个人奋斗到和平时期的家庭喜剧，再到在国际社

会中保家卫国的热血故事。《扬帆1980》描绘了改革开放后人

们通过个人奋斗成功创业的逆袭故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自

强不息的特质。《华年》《幸福不平凡》展现了改革开放后，百姓

生活发生了质的提高，家庭和谐，生活幸福。小说由一个大学

生村官的视角展开，富有时代气息。《维和战队》《至爱功勋》等

热血正义的小说，塑造了当代中国军人以及缉毒警察的英勇

形象。

参加联展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以深刻的思想性、生动的

艺术表现力及向着文学审美的努力见长。在各网站的数量分

布上也较为均衡。其中，长江中文网、铁血网、天涯文学、盛世

阅读网和爱奇艺文学的参展作品数量最多，各有5部作品入

选。长江中文网以打造现实题材精品作为己任，创造性地推

出一批革命历史题材佳作，尊重历史，礼赞英雄。如讲述海归

小资产阶级转变成投身抗战洪流的共产主义战士的《秋江梦

忆》；展现巴山红军游击队不畏牺牲精神的《巍巍巴山魂》；刻

画共产党员同日寇、伪军斗智斗勇，忠于革命理想的《较量》；

叙述主人公江海坚守武汉，坚持抗日，最后加入新四军的《烽

烟武汉》；颂扬工农红军甘洒热血舍身取义崇高精神的《凤凰

涅槃红军魂》。

铁血网同样致力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和推广。这

些作品或情节丰富，或人物丰满，家国情怀浓重，或想象奇

特。例如，描写中国军队以惊心动魄的喋血行动，摧毁日军秘

密强征中国妇女运往前线随军慰安阴谋的《一寸山河》。或

如，成功塑造了战争年代中共优秀谍报人员，用生命的代价完

成绝密任务的《锋刺》。又如，写出了国家危亡之时平民百姓

的命运波折，舍家保国的平民英雄情怀的《大荒洼》。再如，题

材独特，想象力奇特的《白狼》。此外还有散发浓郁乡土气息

的抗战作品《世代枪王》。

这些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抱着对革命历史的信仰，对共

产主义的崇高信念，让悠远的革命传统照耀我们前行的道

路。

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方面，盛世阅读网也有不俗表现。

长篇小说《填四川》《开埠》《碑》被称为“重庆移民三部曲”，讲

述了主人公离乡万里填川、置业发家的艰辛奋斗史，展现了中

华民族自强不息、四海为家，勇于和命运抗争的精神。《水龙》

是《开埠》的姊妹篇，两者异曲而同工。《长河魂》则是一部讲述

被毛泽东誉为“新中国四个不能忘记的实业家之一”的“中国

船王”卢作孚的传奇人生的历史小说。

爱奇艺文学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则别具特色。同样都是

以小见大，《战西关》用细腻

真挚的情感来反衬抗战之惨

烈，泼墨渲染抗战烽火下的

家族情仇和小女儿情怀；而

《战长城》则用戏谑的方式，

展现小马倌从冒牌英雄成长

为保护长城的真正将士的人

生传奇。《关河未冷》以厚重

的历史感和冰冷的现实感，

刻画了六个在战火中成长的

青年，即使无法看到最终的

胜利，也决不放弃反抗日寇

的执著精神。

参展的其他题材作品共

58部，比革命历史题材作品

略少。它们对于参展作品在

题材上的多元化、创作手法

上的多样化具有不可或缺的

重要意义。对于这类作品，

中文在线的参展作品最多，有9部，大部分为修仙文和历史类

网文。这些作品包括风御九秋的《归一》、傻小四的《武林大爆

炸》、姽婳晴雨的《农园似锦》、解语的《沉鱼策》、都市猎人的

《禁区猎人》、妖火的《山海禹皇记》、苏月夕的《剑仙在上》、善

良的蜜蜂的《修罗武神》和平凡魔术师的《九星霸体诀》。磨铁

文学有7部其他题材作品参加本次联展，主要包括现言小说

《双骄》、悬疑小说《县夫人探案手札》和《萨满往事》、职场文

《女先生》和《斯文战争》、军事文《黑名单上的守护者》、大运河

题材小说《运河造船记》等。天涯文学有5部其他题材作品参

展，天下书盟和火星小说各有4部作品入选。掌阅文化等其

他成员网站也都有作品参展。

代表作品简介

齐橙的现实题材小说《材料帝国》是一部知识性、艺术性

和思想性相得益彰的作品。小说展现了一代代工业人为实现

工业强国梦而拼搏奋进的时代风貌，是都市硬派工业类作品

中的典范之作。目前小说已被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介为2016年

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他的《大

国重工》则是一部借助穿越者视角，

描写几代中国工业人努力奋斗，助

推中国重型装备工业崛起的佳作。

该作品开创了通过网络小说形式展

现中国工业发展成就的先例。小说

已入选2017年度中国网络小说排

行榜下半年榜（未完结作品）。

卓牧闲的《朝阳警事》和《韩警

官》，都是描写“基层英雄”的代表性

作品。《朝阳警事》通过讲述一位基

层民警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的故

事，体现了成长中的正能量。该小

说是网络文学领域反映基层民警生

活的少数优秀作品之一。

网络都市小说知名作家wan-

glong的《复兴之路》，以写实著称，

是一部在网络文学中尚不多见的现

实主义力作。小说塑造了共产党员

陶唐这样一个在国企改革的困境中

开拓奋进、艰苦奋斗的新时代改革

者形象，立意深刻。

沐清雨的《翅膀之末》通过民航

管制员的职业成长故事，展现了中

国航空业的巨大发展成就。该小说

是行业现实题材创作的重要收获，

进入了2018年网络小说排行榜完

结榜。该作者的另一部作品《渔火

已归》入选了2019年中国作协重点

作品扶持项目。

白学究的《大河峥嵘》讲述了华

城集团董事长范文斌，不顾重重阻

挠，倾尽全力在家乡建设古丝路文

化度假村的文化创业故事。内容涉

及商战，又展现了西部风情，艺术地

再现了当代社会的世相百态，描绘

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何常在的《浩荡》聚焦改革开放

前沿年轻人的创业经历，体现了宏

阔的时代变革。该小说已入选

2018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影视

全版权已售出。

牛凳的《春雷1979》是一部“致

敬改革开放，致敬我们共同奋斗的

四十年”的现实题材小说。小说借

用改革开放第一代创业者的个人奋

斗故事，来再现祖国在改革开放40

年里的巨大历史变迁。小说视角宏大，立意新颖。

戈壁绿影的《大漠航天人》是一部优秀的中国航天事业发

展纪实小说，以真实的笔触记录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历史发展

轨迹。

小桥老树的《侯沧海商路笔记》通过山南省企业家侯沧海

的传奇创业故事，表现了“惟奋斗者才能主宰命运”的奋斗精

神。凭借正能量的故事设定与精彩的小说情节，自2017年上

线以来已获得破亿阅读点击，用户好评近2万条。该作品已

入选2017年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

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方面，各大网站也是佳作频出，各有

千秋。

丁行的《秋江梦忆》讲述了上海沦陷前后，女性知识分子

面对动荡时局，在生存与死亡、爱国与顾己等多重矛盾中，从

一个为爱抹泪的海归小资产阶级转变成一位投身于抗战洪流

之中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浪漫传奇故事。

李珂的《一寸山河》是一部集抗战英雄与热血故事于一体

的抗战小说。该小说描绘出一幅忘我抗日的热血图景，张扬

了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的大无畏精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革命

历史题材佳作。

却却的《战长城》以小人物写大时代，表现底层人物不可

磨灭的反抗性和朴素自然的家国情怀。作者的文笔老练，不

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可读性和思想性俱

佳。

骠骑的《太行血》讲述一群热血青年参加抗日并立下赫赫

战功的热血革命故事。小说着力刻画热血青年与血腥战争之

间的残酷冲突，着意表现国家存亡与个人尊严的紧密联系。

紫檀姐姐的《玉扇竹魂》，书写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

期，那些作为平民英雄的手工艺人的爱恨情仇。

展 望

此次联展活动中，各大网络文学重点园地联席会议成

员网站踊跃参加。联席会议外网站在了解到相关活动信息

后也积极申报。自5月份活动启动以来，参与联展的作品持

续更新、增补，在数量上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联展中，不

断有现实题材作品和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涌现，佳作不断。

本次联展活动，成绩是主要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综观联展作品，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仍需不断实

践，突破固有观念，向精品化方向努力迈进。虽然现实题材作

品在数量上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但是精品数量仍显不足。今

后网络文学中心应加强对网络文学精品化的鼓励、扶持和引

导，推动并促进现实题材作品的高质量发展，创作出更多现实

题材的精品之作；

第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需提高思想站位，树立正确的历

史观，准确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今后网络文学

中心要加强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引导和支持，力争创作出

更多思想性强，历史观正确，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优秀革命历

史题材小说；

第三，其他题材作品对于维持网络文学作品的生态多样

性和促进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形式创新具有重要

意义。在重点关注现实题材作品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同

时，也要对其他题材作品的创作多加引导，保持网络文学的繁

华态势。

此次联展，体现出广大网络作家追求精品化、经典化的创

作自觉，也在一定程度上见出现实题材作品的可贵探索。

歌歌 唱唱 祖祖 国国
————全国网络文学优秀作品联展成果报告全国网络文学优秀作品联展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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