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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发展到当下的“IP时代”，不过是

近几年的事情。2015年前后，随着《花千骨》

《美人心计》《步步惊心》等电视剧的热播，这些

作品的IP源头，“晋江文学城”开始进入更多影

视公司的视野，而整个网络文学界也迎来了它

的IP时代。

IP时代的网络文学是个既小又大的行业：

说“小”，是指其直接影响力，算起来整个付费阅

读市场的收入可能还没有一家视频网站的收入

高；而说它“大”，是因为文字仍然是高效的记录

和创作方式，它为精品音视频节目提供了创作

脚本，一旦作品IP改编成功，影响力会一下子

扩大许多。

近些年，根据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

有不少都与“晋江”有关，有的是作者在晋江网

站上创作发布的，有的则是通过这个平台实现

售卖。越来越多源自晋江的作品与观众见面，

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少年的你》（原著

名为《少年的你，如此美丽》）等。而时光回溯至

20年前，那时的晋江是断不会料到会有今天这

样的发展局面的。

1999年，国内互联网站尚处于第一个热火

朝天的建设阶段时，全国各地电信局积极开办

了不少“XX信息港”之类的网站。在内容相对

匮乏的时代，文学故事成了填充网站栏目的重

要选择。晋江文学城正是在此背景下，由福建

省晋江市电信局创办的“晋江万维信息网”的

一个版块，而初代站长sunrain则是网站代码

的编写人和栏目内容的维护人。2001年，随

着sunrain的辞职离开，晋江文学城停止更新

成了“弃婴”。所幸，“文学城”版块下的论坛仍

可以发言交流，于是在网站停更半年后，文学城

的资深读者洁普莉儿发布了一个名为“拯救晋

江计划”的帖子，号召大家想办法帮文学城恢复

生机。

彼时的我大学毕业刚半年，工作悠闲，作为

一名在“文学城”读书已一年多，又会一点网页

制作技术和网站建设的人，我便积极地参与到

这个拯救计划中来。在众多网友的努力下，晋

江逐渐恢复了生机，2003年1月甚至还拥有了

自己的独立服务器，而我与网络文学的真正结

缘也由此开始。

2003年 8月，“晋江原创网”成立，新成立

的网站主要收录网友的原创文学作品，给同好

们提供一个可以写作、阅读和交流的平台，这个

网站就是如今“晋江文学城”的前身。而这一时

期，网络文学行业的发展也正处于萌芽阶段。

彼时的网文作者主要为一群文学爱好者。他们

把文学作品发表到网络上并不是为了什么经济

目的，而是因为传统文学报刊投稿难、图书出版

难，所以想更多地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己的文

学梦想。以当时比较流行的言情类读物为例，

那时此类作品仍以台湾地区出版的为主，大陆

许多网友在多年阅读之后也有了创作冲动，于

是一些模仿之作开始发在包括晋江文学城在内

的网络文学网站上，供广大网友免费阅读。当

时尚没有明确的“男频”“女频”概念，网络文学

也缺少变现能力，只是在每个平台聚集了一群

爱好写作的人。大家的创作以追求自己内心的

真实表达为主，因此，我们称这一阶段为“自由

时代”。

自由时代的网络文学作品由于更多是出于

个人喜好的表达，因此内容题材丰富，创作上也

更精雕细琢，涌现出一些优秀作品，被书商看中

后以纸书方式出版发行，网络文学因此进入到

了可获得经济效益的“出版时代”。当时实体化

出版主要有两个潮流：一个是在大陆出版言情

类作品，如《泡沫之夏》《何以笙箫默》《梦回大

清》等；一个是在台湾地区出版玄幻奇幻类作

品，如《飘渺之旅》《小兵传奇》等。那时的晋江

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作者和女性读者聚集并取得

了一些成绩，并因此吸引了更多喜欢这类作品

的读者，之后便慢慢地被广大同好定义为“女性

向”文学作品聚集地，也逐渐形成了现在晋江的

创作风格。

那时，出版商圈子里也流传着一些财富故

事。如某书商获得了某网络作品的版权，出版

发行后几个月，办公室就从合租变成了单租的

超大办公室，还有的人干脆不再租办公室而是

直接买了新房子。那几年还有个有趣现象，即

大陆与台湾的作品交流方向发生了变化。以前

琼瑶、席绢、左晴雯等台湾作者的作品在内地风

靡，如网络小说历史上第一部畅销小说《第一次

的亲密接触》的作者痞子蔡就是一位台湾作

家。然而，随着晋江原创网的成立及发展，找晋

江洽谈出版作品的台湾出版商越来越多，每年

晋江获实体出版的作品大约有400余种，输出

台湾的部分约占其中三分之一。有网友提及，

现在去台湾的书店转转，每个店里都能看到晋

江的作品。虽然如此，实体出版仍是很难适应

海量的网络文学作品创作现实的，更多的网文

需要找到更好的出路以实现价值变现。

2003年之后几年，随着电脑和网络的普

及，网络文学的发展如虎添翼，开始不断有网站

实施付费阅读策略，我把这一阶段称为网络文

学的“电脑时代”。2008年，基于生存压力，晋

江也被迫走上了付费阅读的道路。不知当时其

他文学网站经营者的心情如何，但我们最开始

实施收费制度时心情是忐忑的，因为之前反对

的声浪太大，以至于我们很怀疑改革能否取得

成功。第一个月过去后，有从其他网站跳槽过

来的主编告诉我，晋江的收入比她之前所在的

网站强很多，而她说的那个网站当时在业内排

行也是靠前的。那一刻，我们的心才算踏实

了。这意味着晋江的作品价值被认可了，网站

的生存有了希望。回顾10年坎坷中的数次“拯

救”，一个免费的文学网站上，网友和网站的相

濡以沫相信也是很多网站在“田园时代”都曾

拥有过的。

随着网络文学行业中各个网站走向商业

化，平台经营者、作者、读者也都有了较大改变，

整个行业变得更加专业化起来。作者方面，在

付费阅读制度下，文字价值变现的速度远远超

过实体出版，作品发表当天即可获得收益；文

章是不是受欢迎，“卖”得好不好等，都有了最

真实、直接的数据反馈。这时期的作者和读者

之间，互动性得到空前加强，甚至出现了“打

赏”“催更”等直接用金钱来反映对作品喜爱程

度的方式。

由于变现的即时性，网文作品的更新字数

更直接地影响着网文作者的月收入。这一阶

段，网络文学的更新字数开始呈爆发式增长，三

五个月精雕细琢20万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比如一个普通的全职网络作者，平均收入水平

若按千字30元来算的话，每天需保持6000字

的更新量才能保证月收入超过5000元。因此，

全职作者的更新压力非常大。同样，网络文学

网站的整体更新字数与收入的相关度也非常

高，因此网站在推荐作品时会更倾向千字收入

高以及更新速度快的文章。要提高千字收入，

相当于要提高作者的写作水平，而这并非一夕

之功，因此更多时候网站推荐的重点就会落在

更新字数上。

由于更新量大，这一阶段的网络文学作品

呈现出字数长、更新快、故事性强，但文字却不洗

练的现象，俗称“注水”。“注水”虽然会影响读者

的阅读体验，但由于作品是连载，相较内容精练

但好几天才更新一次的文章，读者宁可选择内容

“注水”但每天都能大量更新的作品以缓解对获

知故事后续发展的焦急感及阅读渴望。因此，在

作者、网站、读者三方的共同影响下，精彩程度

相当的作品中，更新快的要比更新慢的更受欢

迎，这也成为了这一时期网文传播的特点之一。

文学水平虽有所下降，这一时期网文作品

的内容创新却特别出彩。由于电脑屏幕大、操

作简单，一个文学网站首页、内页上的各种推荐

榜单加起来，一次就可推荐约5000篇文章，再

加上按类型定制的搜索和排序功能等，几乎所

有文章都有可能被人找到、看到，这大大增强了

网络文学的“长尾效应”。这让更多作者可以大

胆尝试新的类型和题材而不害怕找不到读者。

在这个网络文学创新的黄金时代，许多别具创

意的流派或令人耳目一新的桥段、概念纷纷诞

生，如无限流、随身空间、种田文、重生、盗墓等。

然而，随着智能手机的流行和无线网络的

普及，这一黄金时代开始逐渐远去。当手机开

始占据人们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碎片时间，原先

网络文学的读者也越来越多地开始借助手机进

行网文阅读。从积极方面看，手机阅读令读者

的总体阅读量有所提高，相应的作品收入也会

提高。但另一方面，相较电脑，手机的屏幕小，

手机的点触操作不如鼠标精细，因此，手机上的

文学网站无法像电脑上一样，提供足够多的推

荐位和更多的搜索排序方式，以至于长尾效应

不断减弱，而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则越来越显著。

这一时期，高回报开始向更少的作品集中。

为了能成为成功者中的一员，作者们不可避免

地开始跟风创作，大量题材雷同的作品淹没了

少数作者的创新创作，也使安心全职写作的作

者减少。从网站经营层面来看，由于推荐位的变

少，为了让读者可以更方便地选择适合自己的

阅读内容，网站会根据读者的不同性别、爱好对

网站进行定位并不断强化自身在细分市场的

优势，如男频、女频等概念的抛出就是佐证。

从市场的反应看，绝大多数女性和绝大多

数男性爱读的作品，无论从题材、风格，还是行

文重点、作品篇幅等方面，差异的确很大。因此

现在很多平台的阅读APP在手机上安装后的

第一次运行，都会让用户自己选择是要阅读“男

频”还是“女频”，从而据此为不同用户呈现个性

化的推荐列表。就版权运营而言，“女频”和“男

频”作品本身存在的差别也会使版权运营上产

生一些差异。比如晋江网站和以男频作品为

主的其他网站相比，多数作品就相对篇幅较

短，题材也多以言情为主；从市场反馈来看，也

更适合进行影视化改编。因此，“男频”“女频”

的区分从一定程度上，也为衍生版权开发团队

可以更高效、准确地找到更适合的作品，以制作

更多为更广大受众群体所喜爱的优秀作品提供

了方便。

当然，不断强化的性别标签虽可让读者更

快地找到心仪的作品，也可以促进衍生版权的

开发，但不得不说，这也容易把读者引向愈行愈

远的两端，使很多精彩内容被错失，而男性、女

性读者之间的阅读分界也会被强化。站在从业

者的角度，我认为好的作品应不分性别，在市场

选择的结果下，优质的网文作品固然会脱颖而

出，而当下我们更应做的当是促进两性阅读内

容的不断交流，给那些尝试跨界的作品更多生

存空间，而非刻意去强化分类。只有不断地交

流才能丰富创作题材，碰撞出更多灵感。而文

学网站要做的就是坚守初心，把好作品质量关。

现在有不少网站都打出了“打造大IP”的旗

帜，但我一直以来的理念都是：IP可以培育，但

很难“打造”。先研究市场，再针对性地鼓励某

种题材或某部作品并集中资源去捧——这种事

儿晋江不会做。因为我们不认为自己在文学创

作上比作者更聪明。作为平台的管理者，越是

在管理上有很大权力，越应防范自己对作者创

作的深度干预，我们应时刻告诫自己，不要试图

胁迫作者、充当“写作导师”，而应把更多精力放

在基础服务上。

正是基于此理念，我们对晋江的管理一直

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保持作品的“生物多样性”方

面，尽量对每种题材都能做到公平对待，不歧视

也不热捧，不推波助澜也不强求作者追逐热点，

让每种类型的作品都有生存的空间，并尽量提

供便利的搜索方式和智能推荐方式，让小众口

味的读者也能找到自己期待的冷门作品。我们

相信，当更多灵感可以落地生根、各种题材都能

蓬勃生长、不同类型的作品能互相融合并发生

裂变的时候，新物种就会诞生，好作品也会自然

而然地涌现出来。同时，我们还需要将这些好

作品交给更专业的人，以更适合的方式进行改

编，让一部优秀网文作品的读者拓展到纸书阅

读者、电影电视观众、游戏玩家等更广阔的受众

群体，跳出纯网文读者这一范畴，变成一部“全

民作品”。

另一方面，IP热不仅可以给资本市场带来

巨大商业价值，其社会和文化传播价值同样不

可小觑。以“花千骨”和“知否”为例，其书籍不

仅在东南亚发行后广受好评，泰国、日本的电视

机构也商洽购片。在“文化走出去”的号召下，

网络文学的出海成功也是我国软实力的体

现。 从前我们也尝试过不少文化内容的输出，

却常听有人说，“很难让外国人理解中国文

化”。其实过于刻意地强调中国文化、中国符

号，本身即是一种故步自封。当下的中国是一

个现代化的国家，并且正积极地迈向国际化，向

外国人展示我们同其他现代化国家一样的现代

化生活与思维、思想方式，才是海外输出的正确

姿态。把中国特色、中国符号当卖点只能满足

一小部分外国人的猎奇思维并造成对我国“文

化输出”的误解；相反，“润物细无声”才更能够

切实地实现文化输出的目标。在这方面，我对

中国的网络文学满怀期待。

为什么中国的网络文学风景独好？早在

10年前就有人在讨论研究这个问题了。一个

有一定共识的结论是：互联网的出现给了海量

写作爱好者一个非常高效且门槛较低的展示作

品的机会，给不少作者提供了想象力疯狂释放

的空间，各种奇思妙想之作也迅速吸引了大批

读者，实现了一次文学阅读人口的媒介大迁

移。而对比海外阅读市场可以发现，相对宽松

的出版制度使大量写作爱好者缺少从生产机制

角度来推进阅读媒介迁移的动力，创作者因此

也缺乏以低成本试错的方式去探索开发文学的

各种创新尝试。由此，中国的网络文学在互联

网时代迅速地实现了弯道超车，而晋江则幸运

地搭上了这班车。

在国际通俗文学的竞争中，原本“中国制

造”是很难对抗“好莱坞梦工厂”式的现代化生

产的，但网络文学热潮的到来给了我们一次机

遇。“梦工厂”的成功得益于百年来不断积累、试

错形成的一套极高效、模板化的生产复制方式，

无论是从认知还是从人才储备方面，这种积累

都令我们很难赶超；但网络文学的海量生产、低

成本试错、海量质检员（读者）的全新生产机制，

却使我们拥有了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生产模

式，只要把握机遇、保持优势特色，就有机会“沙

里淘金”出精品，在创意源头超越对方。

当下，和所有网络文学网站一样，晋江也面

临着新的困难与挑战。随着网络文学的影响越

来越大，各方面的重视与监管也都随之加强，网

络文学的成本及生产效率也受到影响。如果有

一天，网络文学真的需要达到和纸质出版一样

的标准，那么它的竞争力以及在海外市场、文化

输出方面的优势也将随之下降。如何能在保质

保量又兼顾导向正确的同时，继续维持高效率

低成本的运作方式，是摆在当前所有网络文学

从业者面前最大的难题。目前我们也在不断尝

试，积极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手段艰难

地探索着。

在 IP当道的网络文学领域还有一个越来

越明显的趋势，即随着IP改编的增多和影响力

的增强，网络文学越来越娱乐圈化。作者明星

化和用户粉丝化等现象出现，用户对作者的情

感依赖有时会过大，这种趋向会让普通读者易

被情绪化左右，或被作者的粉丝所裹挟。一部

作品写得好或不好的正常评论，慢慢地可能会

被“保护我方大大”的“控评”淹没，这对网络文

学的未来发展究竟有哪些影响，我们也还在观

察和思考中。有些同行利用这种新形势搞了很

多竞争类的排行榜项目，以此来鼓励粉丝之间

与粉丝群之间的比拼。比如“粉丝值”榜单就是

同一个作者的不同读者，通过“消费”来竞争自

己在粉丝群中的地位；又如“打赏”“月票”等榜

单，则是通过不同作者的粉丝群消费能力的比

拼来竞争作者的地位。这些现象究竟是利大还

是弊大？我们还需要时间来认真思考。

回顾往昔，网络文学已陪伴了我20年。或

许有一天，“网络文学”也会和我们一样“变老”，

但我希望到那一天，我们这些“老兵”还能有一

个可以同游、交流的文学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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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说

纵横中文网原创首发的网络小说、更俗的《楚臣》，

讲述了熟读历史的现代人翟辛平“穿越”到一个类似中

国历史上唐朝末年至五代十国初创时期的架空世界

中，成为了秘书少监韩道勋之子韩谦之后的故事。按

照小说中设定的历史，书中人物韩道勋原本会在楚国

天佑帝驾崩之前，因直言上谏而被杖毙；而韩谦在逃往

祖籍地的途中也会被家兵绑缚交予朝廷，受车裂之

刑……

起初，“重生”后的韩谦，为改变自己和父亲的命

运，竭力挣扎，力图转变历史走向。在父亲遭遇车裂之

后，韩谦在考虑自己命运的同时，开始更多考虑如何让

天下苍生避免战乱之苦。最终，他一统天下，创造了历

史的奇迹。

史学家钱穆先生曾说，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

国之民；历史学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黄仁宇先生也说

过，认真学历史的人是了不起的。而在我看来，认真写

历史的作家更了不起，透过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人生阅

历、学识储备与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会通通在读者

眼前呈现出来。然而，不是所有写作者都经得起挑剔

的打量与探究，也不是所有文学作品都能经得起历史

的淘洗。反复阅读更俗的《楚臣》，我们能看到他的作

品于朴实厚重中透露出的丝绸般的柔和光芒。

《楚臣》架构了一个宏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更

俗讲述了一个朝代的灭亡和另一个朝代的崛起，讲述

了楚国、梁国、晋国、蜀国的各自故事……时代的更替、

家国的兴亡与巨大的社会矛盾的形成、发展和爆发，都

是由于人的作为和推动。形形色色的人中既有奸佞小

人，也有盖世英雄，更有一些人会走在时代的前列，把

握历史发展的方向，带领更多的人推动历史的车轮滚

滚向前……

更俗在《楚臣》中以一种十分平和的，并且常常是

客观、冷静的态度讲述了乱世英雄的故事。同时，作家

按照自己对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理解，对主角的所作所

为也进行了精确细腻的描写。毫无疑问，在韩谦所处

的时代里，他就是一个能够带领人们奋斗前行的英

雄。面对绝境下的命运，故事由此铺陈开来并跌宕起

伏，呈现出了沉实与厚重的历史感。人们常说，以史为

鉴，历史中那些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总有一定的规律

和特点，学好历史的目的就是藉此来观照当下，帮助我

们更好地认知现实与未来。而作家关注的终究还是历

史中的人物和命运，关注人的坎坷与沉浮，其独特的魅

力常令人不禁深陷其中。

在《楚臣》中，某种永恒的精神价值追求成为了作

家的叙事动力，而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韩道勋，则成为

了这个精神价值的具体承载之人。韩道勋是个读书

人，做官“有干才、直言敢谏”，是传统观念里那种典型

文人、“贤人”、有德行之人。为官一方，能爱民如子，心

系天下苍生。对君王，不阿谀谄媚；对同僚，不设陷阱；

为黎民百姓，他牺牲自己，毫不迟疑。他的身上承载着

数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所推崇备至的那种精神，文中

着墨虽不多，但从其身上，我们还是能看到作者赋予人

物的理想和寓意。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

书中曾列举了从春秋战国往后约2000年历史中的数

十个重要人物，并以这些人物为核心来探究中国历史

和文化的特点。在谈及五代十国历史时黄仁宇列举过

一个贤臣，名冯道，而《楚臣》中的韩道勋，我认为其身

上就有冯道的影子。

对书中主角韩谦而言，他的全部努力则是要平战

乱、疗民疾，从拯救自己进而拯救苍生，其人生道路与

其父可谓是殊途同归。小说中叙事理想的达成由韩谦

与三皇子及梁帝朱裕的故事推进。三皇子在仅比自己

年长几岁的韩谦的帮助下成长，他尊韩谦为师，对韩谦

有着少年人特有的热血真情。可惜在夺嫡之战中三

皇子伤痕累累，年少早夭。梁帝朱裕与韩谦则本是国

与国之战中的敌人，却英雄相惜，最终朱裕将帝位禅

让予韩谦，也将梁国的黎民百姓托付于他。至于书中

的次要人物，作家也赋予了美好设定，如赵氏姐弟、冯

家兄弟、韩家的家兵子弟，以及那些与韩谦相亲相爱

的女孩儿，赵庭儿、奚荏、清阳郡主、王珺等等，在更俗

的笔下，她们都是绝美的。所有这些男男女女，都是韩

谦的小伙伴，与他一起成长，最终也都抵达了各自的人

生佳境。

可以说，《楚臣》是部好小说。首先，作者给我们描

绘了一个巨幅的战争画卷。在类似五代十国的架空历

史背景下，韩谦所处的时代本身就是乱世。更俗在书

中写了至少有几十场战役，其中既有鸟瞰似的大场景，

也有对将士内心活动和表情的细腻揣摩、描写。最壮

阔的场面是梁军大战蒙兀人。此时的韩谦已经得朱裕

禅让，成为了新的梁帝，他整合了楚、梁兵力，对抗凶悍

残暴的蒙兀人，最终乌素大石战死，北逃投靠蒙兀人的

前朝士族代表萧衣卿自尽，蒙兀人退回草原，中原百姓

得以休养生息。最奇崛的是对徐明珍的寿州军之战，

此战恰在韩谦和王珺的大婚之日打响，可算是彻底摧

毁了安宁宫一系的残余势力。

其次，书中绘景、状物、描人皆可圈可点。作为一

个成熟的作家，更俗的语言干净、精准、简约。不煽情，

不堆砌华丽辞藻，不滥用形容词、卖弄修辞。写安静的

环境，他写得像是静物画，语句和描述堪称经典；写战

争，他从容不迫，冷静勾勒画面；写男人，简单笔墨就能

凸显出人的形象和精神气质，见字如面；写女人，笔墨

又不停留于外貌描写，而是更注重人物的内心活动。

凡此种种皆有妙文佐证，不胜枚举，可见更俗对语言文

字的驾驭已然有了大家风范。

另外，则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楚臣》所写的故

事虽发生在架空历史背景下，但并未妨碍作者用现实

主义的创作手法来完成。按照古希腊人的艺术观，艺

术乃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作品的逼真或

与对象的酷似程度，可成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准

则。这种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观点，主张艺术家要

仔细观察事物的外表，然后再据实摹写，客观再现，既

不能忽视它，也不能贬低它，从而体现出作品对现实生

活的忠诚和责任。在《楚臣》中，更俗并没有因为是架

空历史而恣意幻想，而是保持了自己对历史、现实的客

观、朴素的描述，把握好了历史呈现的合理性和逻辑

性，真实地呈现出了社会的本真样态。

此外，书中还展示了百科全书式的时代全貌。提

及百科全书式小说，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曹雪芹的《红楼

梦》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红楼梦》描绘了中国封

建时代社会的世态百相，集传统文化之大成，是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而19世纪法国作家巴

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则以“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

析研究”分类，以150多部小说塑造了上千个人物形

象，反映了法国贵族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崛起，被称为

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我无意拿更俗与曹雪

芹或巴尔扎克比较，只是我看到，更俗在《楚臣》中非常

详尽地描绘了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

形态，包括行政建制、军队编制、商业体系、生产力状

态、金融模式、教育和认知等，将时代的方方面面呈现

在读者眼前。比如在 761章中，他写到了人们对时

间、地心引力的认识和对计时器制造的摸索；在763

章中，他还写到了当时的水利发展、工业、币制、税制、

人口流动等。在呈现时代面貌时，更俗还使用了大量

数据，无论是粮食、人口或其他社会财富，他都能列出

可信的数据。这些，大概也是小说“真实”有力的原因

之一。

最后我还想说，更俗的小说不仅好看，也值得读者

耐心去看。《楚臣》是写给有一定生活阅历，对社会、历

史、军事等方面都有兴趣并有着丰富的知识阅读需求

的读者的。读完《楚臣》，我与更俗做过一次对话，他告

诉我，从2004年迄今，他坚持写作16年没有停过，具

体写过多少虽没有认真算过，但至少也有3000万字

了。我借用“美国当代文学发言人”、作家索尔·贝娄的

一句话对他说：“作家追求的世界，永远不是眼前所拥

有的世界。”更俗回应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做‘白

日梦’的人，喜欢沉浸在小说所构造的情恨交错的世界

里。等到自己尝试去写小说时，看似变成了我来构造

世界让别人去感受，但对我来说，本质却没有任何不

同。”我理解他的意思，更俗的创造和他的获得难解难

分，而他笔下的“白日梦”与我们的又有什么不同？这

或许也是他的作品最吸引我凝神品味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