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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少年派》的热潮还没过去，由玖月晞
的青春校园小说《少年的你，如此美丽》改编的电
影又横空出世,再度引领风潮。20多年来，青春
校园文学作为网络文学的一个重要类型，一直牵
动着无数读者的思绪，从安妮宝贝的《七月与安
生》、艾米的《山楂树之恋》、辛夷坞的《致我们终
将逝去的青春》，到桐华的《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
光》、鲁引弓的《小别离》《小欢喜》等，网络文学里
的“青春”代表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然而
作为人生中一段特殊的旅程，疼痛、迷茫、焦虑也
总是伴随着少年的成长一起到来。现实生活中，
青少年教育、家庭伦理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古有
孟母三迁，今有赴美留学，以孩子为核心的中国
式家庭伦理，在新时代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因
此，时代性、趣味性和阅读审美对表现这一领域
的文学作品提出了更高要求。近期的网络小说
在反映青少年成长方面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
新作品，毛冷瞪的长篇小说《这届家长太难带了》
就是其中之一。

青少年成长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代际话
题，它不仅连接着家庭，连接着校园，还连接着社
会与未来。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青少年普遍
早熟，孩子们的思想行为常常令他们的长辈感到
跟不上节奏。

在许多家长心中，中考可能是孩子求学生涯
中最难过的一关，他们认为这是决定孩子命运的
一次方向性选择。教育资源有限，一座城市好的
高中就那么几所，如果不能迈进那个门槛，孩子
的人生就会走向另一个岔道。这个节骨眼上，矛
盾的发生是必然的。不过，小说只写这种社会话
题是远远不够的，小说的职责在于透视人的心灵
世界，通过“考学”引发的喜怒哀乐来反映人的精
神状态和时代风貌。而这也正是这部小说潜在
的核心——中考时的孩子处在一个花样百出的
美好岁月。在那两三年里，天下的严父慈母也都
变得琐碎起来：过于严厉，怕有点残忍；放任自
流，恐为人诟病；变着法子推进，效果惨淡。总
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这届家长太难带了》采用了双向视角，不仅
正面书写孩子的日常生活、学习和娱乐，还以孩

子眼中的家长形象和家庭生态作为反衬，凸显青
春期的精神渴望与成长的焦虑。小说中的3个
家庭都存在各自的问题，而且新的问题还在不断
产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活中“哪儿不对劲
了”的问题意识永远是小说创作的资源库。但难
点也在这里：一个作家对其所涉猎的题材熟悉到
了什么程度？叙事的落脚点在哪里？你的价值
观能否在被大众接受的同时，也能代表叙事主体
（青少年）的诉求？青春故事易写，少年内心难
求，难在哪里？代入感。因为“青春”具有了独立
性，可以标新立异；而少年则属于被监护对象，写
青少年的作品要成人看得出彩，孩子看得出神，
社会觉得靠谱，才能真正立得住。

小说运用了四两拨千斤的写作技法，发力在
关键点上，让每一个事件与细节都有潜在的话题
延伸性，从而形成叙事的动力和张力并带动读者
的情绪。故事在3个家庭中上演。3个家庭如你
的邻里街坊，3个小孩子也如亲友家的小子、闺
女，熟悉得很，但他们的内心世界有多大你却不一
定知道。“这届家长太难带了”，这是孩子皱着眉头
说的，还是学校老师的吐槽？看了小说你就会明
白，“人小鬼大”其实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象征。虽
然这并不是小说的主题，就且当作是对学生家长
的某种心理安慰吧。不过，作家还是有社会责任
的，尤其面对青少年，你的故事要得体，也要走心，
要让人觉得写的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真少年。
从这个角度讲，《这届家长太难带了》直面教育问
题、家庭问题和少年成长问题的程度和范围足以
令人回味和反思，孩子和家长、老师，以及孩子们
之间机锋相对形成的画面感具有相当的冲击力。

家庭教育是这部小说的叙事核心。学生家
长在主观上超出自我能力的付出和期待，表现为
对人对己强烈的约束机制，而这和青春期心理正
好形成矛盾对立。在现实生活中，每个家长都很
看重孩子的智商，其实比智商更重要的是孩子的
意志，比意志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胸怀，比胸怀更
重要的当然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如果希望孩
子走的更远，飞得更高，那么就要孩子具有良好
的道德品质。一个人的品质如何往往是在冲突
中得到有效验证的。3个家庭各自出现危机，即

是最显著的冲突：吴英卿母亲出走异乡，王德伟
母亲怀孕二胎，许庆晨重组家庭纷扰不断……对
此，孩子们并没有乱了阵脚，他们坦然接受现实，
勇敢面对当下，某种意义上他
们发挥了积极的修补作用。这
或许是小说的题中之义，不灭
的火种正是他们趣味横生的青
春期。

法国学者勒内·基拉尔在
《双重束缚——文学、摹仿及人
类学文集》一书中提出，在现代
社会中，“文学与生活已经合二
为一，不是因为文学摹仿生活，
而是因为生活摹仿文学。”吴英
卿母亲的出走显然具有戏剧
性，正好印证了基拉尔的观点，
这位国际护士长似乎是为了走
而“走”，她后来嫁给了一位剑
桥大学的植物学教授。用吴英
卿的话转述：“我妈说，我要是
不上剑桥读书，对得起她吗？”
中国妈妈几乎将自己的一切都
和孩子的未来串联在了一起。
王德伟和吴英卿家是近邻，两
家来往频繁，关系密切。吴英
卿母亲阿香阿姨出走后，强势
家庭妇女王德伟的妈妈背地说了不少阿香的坏
话，居然问儿子：“你说，她是不是有别的男人
了？”王德伟吐槽道：“妈！你真不拿我当小孩
啊！”许庆晨家庭的看点就更多了，许庆晨有一个
比他大10岁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据说当年他妈
怀他的时候，10岁的姐姐就离家出走了，爸妈到
夜里11点多才把她找回来。许庆晨的姐姐简直
是一个天仙，对弟弟身边的几个男孩子呼来喝
去。奇怪的是，在许庆晨口中，他姐姐永远是一
个“丑八怪”“老女人”，而他却又甘心为姐姐做父
母身边的“线人”。缺少爱、缺少关怀的许庆晨把
信任与爱寄望于异母的姐姐，这是典型的少年情
感模式，作者对这一情景的刻画可谓击中要害，
入木三分。

作者还采用
了交叉视角刻画3
个少年的内心世
界，写吴英卿用的
是父亲的视角以
及王德伟的补位
视角，写王德伟用
的是“我”的视角，
写许庆晨则用的
是姐姐的视角，再
以王德伟的视角
作补充。吴英卿
为了买一副千元
耳机，可以几顿不
吃饭，为了学画跟
父亲赌气理了个
寸头；妈妈高龄怀

孕，王德伟揪着一颗心在孕妇论坛里浏览各种帖
子，担心妈妈生个“唐氏儿”；许庆晨在面对吴英
卿母亲回国后的一段话或许代表了孩子们的心
理动因：“因为达不到父母的期待，怎么做都不
对，按您和我父亲的意思，这已经是叛逆了。那
为什么不更叛逆一点呢？所以我叛逆。”下面的
对话就更精彩了。“我这个人哪，很开明，很好说
话。只要不是我生的孩子，我一般都不管的。你
跟小伟和小英不是一种人，以后还是别跟他们玩
了。”吴英卿妈妈说。“我们是朋友，不是在一起
玩。”许庆晨当场反击了这个仿佛把他们都描述
成幼儿园小朋友的说法。

关于青少年的成长，我们的经验显然与现实
存在一定的差距，这部小说给读者带来的不仅仅

是故事，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梳理
与重构。在叙事过程中，我们不但认识了自我与
他人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我们认识了自
我与他人之间存在着相同的东西。这些东西被
不断地归纳和总结，成为某种知识、智慧和常
识。这些共同的知识、智慧和常识反过来成为我
们体验自我与他人之间差异的基础。小说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产生社会价值，帮助我们贴近真
实，认识自我。

简而言之，小说的本质不是为了讲述和传播
那些“奇奇怪怪”的事，而是借助这些“奇奇怪怪”
传播那些人们公认的道理和事实，网络文学必须
立足于作品的社会价值，即主流化意识形态完成
自己的创作使命。由此说来，“生活的意义”的确
是小说演绎的神经中枢与不二法门。我们都经
历过青少年时代，我们又都活在当下，因此一部
关于青少年成长和生活的小说，能否真的打动我
们不能只靠故事本身，更多的还要依赖读者对这
个时代的认知和理解。比如美国小说《麦田里的
守望者》虽然视角独特，但写作原则并非为了价
值颠覆，而是高度强化一般意义，其手法在于倾注
全部笔力聚焦“成长过程”——虽然只是很短的几
天，但充满了“成长”与“过程”的深刻体会。网络
小说在这方面的开拓可以说前景十分广阔。就拿
这部小说来说，这是一部成长小说吗？当然是。
这是一部家庭伦理小说吗？肯定也是。这是一部
社会问题小说吗？似乎也称得上。但毛冷瞪还有
自己的独特发现：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同时见证
了父母的成长。我没说反，就是这个顺序，这就是
当下一代人青春的证明。书名为什么叫《这届家
长太难带了》，我想这就不难理解了。

青春期青春期，，花样百出的美好岁月花样百出的美好岁月
——读毛冷瞪长篇小说《这届家长太难带了》 □马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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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网络文学研究中，文本的阅读
考察非常重要，同时，原文本之外的诸多伴
随文本也可以系统地纳入到研究视野中，并
与文本研究互为参照。“伴随文本”这个概念
的提出是基于任何符号文本，都在文本之外
携带着未进入文本自身的因素。但这些“伴
随文本”深入影响着符号的生产与解释。因
此对文本进行审视除了关注文本自身之外，
不可忽视伴随文本的影响。

随着新媒体时代信息资源的不断丰富，
网络小说的伴随文本已呈现出纷繁复杂的
样式，例如文本互涉、影游改编、网站推介、
读者评论等。当下网络小说的创作发展和
相关研究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对于伴随
文本的研究目前则更多集中于网络出版和
影视改编方面，在作者—读者的评论互动、
创作者与平台方的访谈资料、作品的文案与
推介方面的关注较少，而且将伴随文本作为
一个整体进行宏观审视和总结整理的工作
还有很大的推进空间，是网络文学研究的一
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同时，网络小说创作具
有较为明显的开放性，伴随文本和文本之间
的互动影响远远大于传统文学。比如读者
的评价甚至会实时改变文本情节的发展走
向，文学网站的排名数据能够影响作者是否
决定继续连载。所以对于网络小说伴随文
本的全方位考察研究是亟需且具有重要意
义的。

伴随文本可以有多种呈现方式，从类别
上可以划分为显性伴随文本、生成性伴随文
本与解释性伴随文本。显性伴随文本是“显
露”在文本表现层上的附加因素，整体上可
以分为副文本和型文本两类。例如网络小
说中的标题、文案、网站上的封面图片，以及
实体书出版后的封面和插图等都属于副文

本。副文本是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前首先接
触到的伴随文本。读者在文学网站浩如烟
海的书库中挑选自己心仪的小说时，很大程
度上会受到这些副文本的影响。像《花千
骨》在晋江文学城上的文案中放的一些非常
激烈的对白，还有一些网络小说封面上写的
灵异神怪、情有独钟、虐恋情深等标签，这些
内容都属于副文本。它们的选择机制和产
生的作用都值得研究。

除此之外，文学网站上对于网络文学作
品的类型分类用语，比如说仙侠、穿越、玄幻
等，也是一种显性伴随文本，我们可以把它
叫做“型文本”。型文本对于创作者和阅读
者双方都起到了提示作用。这种“设定”方
便读者按照自己的阅读兴趣选择小说，同时
也保证了作者在创作小说时有明确的题材
和主题。型文本之所以能具备这一功能，是
由于同一类文本中往往具有共同的符码。
以网络仙侠小说为例，“仙侠”是其所属的题
材类别。在仙侠小说中角色身份常有仙、
魔、神、佛、灵兽、鬼魂等，这些角色所生活的
空间除了人间、仙界、魔界外，还有各个族类
所居住的世界。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仙侠
小说的型文本特征。

生成性伴随文本主要由网络文学的“前
文本”与“后文本”构成。前文本包括网络小
说中的引文、典故、历史文化语境，以及戏仿
与改编的对象文本等。后文本则是在网络
文学作品基础上改编创作的作品，如影视
剧、广播剧、游戏、同人创作等。网络文学为
影视作品提供了许多改编素材的来源，但同
时这个改编方向也可以逆向出现，如去年热
播的电视剧《延禧攻略》，其同名网络小说就
由该剧剧情改编而来。因此我们不可只着
眼于网络文学作品自身，还可以历时性地通

过几个截面呈现出这个作品更加清晰的面
貌，以小见大地反映出文化生产的整体样态，
进而对整个文化生产链条进行深入思考。

解释性伴随文本主要由评论文本和链
文本构成。评论文本包括专家评论、研究论
文和专著、读者评论，以及相关新闻等。网
络文学的独特性体现在其有数量惊人的粉
丝评论。创作者由于评论而改变作品走向
的案例不胜枚举，因此我们不可忽视评论的
重要性和他们的价值。针对评论的内容可
以采用数据统计的方法来处理，从词条抓
取、比例统计等方法入手。因为评论的数量
巨大，所以计算机数据统计可能更可以发挥
作用，发现潜藏在评论文本之下的发展规律
与变化倾向。

发布在网络文学作品网站页面的超链
接，例如作品的广告、排行榜数据等这类“链
文本”也属于解释性伴随文本。以晋江文学
城为例，任何一部网络小说的页面都被层层
超链接包裹。处于网页最上方的是作品库、
排行榜、评论频道、新闻活动等链接。小说
首页的文案部分会有作者放置的各种链接，
例如新书的推荐等，文案右边的板块是文章
的基本信息，包含小说类型、视角、作品风
格、进度字数以及出版信息等。首页的下方
是小说的目录，点击具体章节进入阅读页面
后可以发现，除小说正文内容外，阅读页面
还包含小说的全站排行名次等，这些链文本
包含着极大的信息容量。

将围绕网络文学重要文本的这些伴随
文本进行整理总结，做一个数据库，以及进
一步制作成网状的联结图，是一种非常有益
的尝试。如能制作一个以原文本为中心的
伴随文本分类统计列表，就能清晰地呈现原
文本的伴随文本信息以及伴随文本各个类
型之间的关联。此外，还可以将不同文本的
统计图表加以对比，分析不同网络文学原文
本的伴随文本之间的共通点与差异点。笔
者目前正在制作从1997年到2019年的重
要网络小说伴随文本统计表，力图建立近
20年来网络文学伴随文本的数据库，为学
界未来的研究开展提供可供查阅索引的资
料库。当下网络文学研究领域一个令人遗
憾的现象是早期网络文学史料的大量散
佚。笔者在统计中发现，新世纪前后的网络
小说伴随文本，例如读者评论、网站页面等
因网站关停等各方面原因已很难查询，笔者
多方询问查证获取历史资料尽力弥补了部
分缺失，但仍有待补的条目。这也提示我
们，对于网络文学研究而言，数据的及时保
存非常重要且乃当务之急。本次数据库整
理工作是一次对网络文学伴随文本的阶段
性整理总结，希望能够为未来的学界研究保
存好当下的重要网络文学文本与伴随文本
史料，以供研究者随时调阅，提高研究效率。

建立网络文学伴随文本数据库之后，可
以通过编制原文本与伴随文本之间的联结
网来考察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机器

提取字段和人工甄别，对伴随文本数据进行
处理并绘制网状联结图，从而从伴随文本这
个新的视角切入，对网络文学的生成发展进
行审视。通过此联结图，可以发现诸多原文
本之间不易察觉的关联，进而对网络小说的
生成机制及其发展脉络进行整体思考。笔
者分别截取男频小说和女频小说的部分案
例来说明联结图的构建方法。《搜神记》《悟
空传》《朱雀记》这三本创作年代与作者均不
相同的小说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通
过伴随文本却可以将它们联系在一起。首
先，《搜神记》与《朱雀记》有相同的型文本

“中国古典神话玄幻类型”，而《朱雀记》与
《悟空传》则拥有相同的前文本，两者都是
《西游记》的戏仿文本。《搜神记》与《悟空传》
之间可以通过链文本产生关联，它们曾共同
出现在早期经典网络玄幻小说排行榜中。
仅是3部小说就可以通过多种类型的伴随
文本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女频小说也同样如此。《梦回大清》和
《步步惊心》同为“清穿”言情小说，它们具有
共同的型文本即穿越、大女主。有不少研究
者曾指出，新世纪初期穿越言情小说最早以

“清穿”形式出现是网络中对20世纪90年
代大众文化“清宫戏”的一次跨媒介文化回
应。这些早期清穿言情小说的创作者多为

“80后”，在他们的成长时期，描写康熙时期
“九子夺嫡”事件的港台历史剧以及以《还珠
格格》为代表的清朝古装剧正是流行文化的
代表，因此新世纪清穿言情小说的出现是

“80后”创作群体的一次怀旧式集体书写。
《梦回大清》和《步步惊心》的共同前文本即
清朝宫廷戏。《步步惊心》还包含了宫斗、宅
斗等更为复杂的型文本元素。从评论文本
中可以发现它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型文本关
联。例如“东方资讯网”的一则新闻报道标
题为《你发现了没？〈知否〉就是宅斗版的“步
步惊心”》，文中比较了两部小说人物关系的
相似性。评论文本可以在两部看似没有关
联的作品中找到共通点。当我们将不同类
型的原文本通过伴随文本形成一个联结图
时，可以直观展示出伴随文本联结原文本的
桥梁作用。此外，伴随文本的功能性价值还
体现在原文本与伴随文本的互动中。例如，
评论文本能够改变网络小说预设结局，后文
本中的影视改编能提高原作知名度、影响其
续作情节走向等等，这些信息都可以从联结
图中进行快速读取。

我们可以梳理网络小说伴随文本的发
展历程，根据数据库对各类型伴随文本进行
历时性梳理，从伴随文本角度重新审视并理
性把握网络文学20余年的发展历程，尝试
以伴随文本的变化归纳网络文学阶段性特
征的可能性。例如，以“盗墓”作为型文本关
键词进行检索可以发现，2006年作品的数
量出现高峰，《盗墓笔记》《藏地玄经》《上古
神迹》等重要作品均在此时涌现，但高峰过
后，这一文类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均呈现下

滑趋势。不同盗墓小说之间也存在共同的
型文本元素以及借鉴的同类前文本，可见由
于盗墓小说有极强的原创性要求，随着文本
内容的同质化等问题出现，读者的阅读兴趣
转移，盗墓小说热潮在2006年后被新的文
类代替，这一点也体现在“读者/学者”评论
文本数目的量化统计中，在目前已有的数据
考察中，量化统计确实可以发现潜藏在伴随
文本之下的发展规律和变化倾向，有些甚至
是早于原文本变化的，因而量化梳理伴随文
本有利于更加理性地把握网络小说的发展
轨迹，甚至预判发展趋向。

考察网络小说伴随文本的发展变化，绝
不可切断其与技术及社会经济的联系。一
手访谈资料可以呈现出伴随文本发展历程
背后的社会文化变迁。笔者结合社会学的
研究方法，联系采访网络小说创作者、文学
网站编辑以及从事网络文学研究的专家学
者，可以将所获资料作为创作环境变化发展
过程的史料，形成数据库的外部参照。伴随
文本携带了大量的社会文化契约，解读伴随
文本的发展历程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网
络小说变迁背后的社会环境影响，同时思考
其对社会文化的反向作用。网络小说从诞
生之初的“随性写作”“自娱娱人”到当下的
以“商业化写作”为主体，其背后商业资本的
导向以及社会环境的改变通过伴随文本得
以呈现。例如型文本的不断丰富折射出网
络类型文学的崛起，读者评论文本的数目和
差异性的增加，反映出读者阅读兴趣的变化
和参与度的提高，文学接受方对网络小说创
作所施加的影响亟需关注和研究。

从伴随文本角度切入考察网络文学，可
以将不同媒介的样本数据进行整合并细致
分析。将文学基础上的原文本、图像视野下
的副文本封面和书籍插图、媒介范畴下的后
文本影视和游戏改编、社会学观照下的评论
文本纳入数据库中进行综合总结考察。对
网络小说伴随文本的发展历程加以研究，可
以为网络文学20余年的发展提供一个文本
外部的研究切入角度。探索从这一角度进
行网络文学分类、分期的可能性，总结伴随
文本在新媒介融合时代为网络小说发展可
以提供的新动力之着力点，同时预判网络文
学未来变化趋势，为国家战略指导下的网络
文学规范和引导提供参考，也将为业界在如
何利用伴随文本扩大网络文学的文化影响
力和经济效益方面提供启示。制成以伴随
文本为主线的“原文本-伴随文本关系联结
图”，有利于为当下芜杂的网络文学发展现
状提供一个理性把握的进路。文学载体从
书页到网页的转变，显示出网络文学生成范
式的变化，与之相伴的伴随文本在生产方
式、存在形态以及传播模式上也有其特性。
探究伴随文本与网络文学的双向互动，不失
为透视这20多年来文化生产和社会环境变
迁的一条路径，也可以进一步为网络文学的
创作和发展提供镜鉴。

毛冷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