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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应该具有网络文学应该具有怎样的精品意识怎样的精品意识？？
□□周志强周志强

网络文学的写作伦理可以总结为“自然、自在、

自洽”。正典文学写作是在理性启蒙主义的潮流中

确立的，其想象力受制于其理性启蒙的总体计划。

而网络文学的想象界大爆发则暗含对正典写作伦

理的疏离态势。网络作家写作一方面可以吸收和继

承正典文学的成绩，自觉学习其文风和风格，另一

方面，又总是对正典文学保持差异。

同时，这种想象界的大爆发形成了网络文学写

作的“匮乏机制”：即网络文学的欲望性写作伦理，

正是现实生活的匮乏性在场。《重任》这部穿越小说

描述了小列车员成长为铁路高管的过程。现代社会

日益复杂，人们容易陷入“预先失败”的沮丧感，这

部小说则给人们带来掌控当代生活的“全景知识幻

觉”——穿越者的内在含义，不就是弥合人的历史

感的掌控力不足的感觉吗？

2019年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数据表明，个人

收入结构上，超过7成网友月收入不足5000元。无

收入及月收入在 500元以下的网民群体占比为

19.9%，月收入在2001-5000元的网民群体合计占

比超过三分之一，为33.4%；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

的网民群体占比为27.2%。显然，网络消费群体主

要是当代中国的“新穷人阶层”。从理论上讲，新穷

人阶层的人们，其购买力足以购买基本生活，如米

面，却无力购买欲望满足，如豪车大房、苹果手机甚

至星巴克的中产幻觉。需要（Need）得以满足，他们

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穷人”；但是，体现他们存在

感和价值感的愿望（want）却异常匮乏，形成了巨

大的社会想象的驱动力，这不正是网络文学写作伦

理的社会学基础吗？所以，网络文学除了数字媒介

写作、粉丝同人文化和青春文化的崛起之外，还有

其更加关键的内在规定性：特定时段社会生活匮乏

机制下的写作伦理。

经典文学创作者往往会受到前人经典写作者的

内在影响，并产生抗拒影响的冲动，这就形成了“影响

的焦虑”。网络文学不再背负这种影响的焦虑。

正典文学的精品意识可以称之为一种“面向思

想史写作”的意识。网络文学的精品意识应该培养一

种“面向精神史写作”的意识。特定历史的时段，总是

出现有不同形态的“思想”，但是，这些不同的思想，

却有可能处于同一种“精神”时段。如40年之前，我

们批判和否定“文革”的种种思想，“人性论”成为这

种批判的核心武器。时至今日，社会的整个思想状态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多元主义、个性主义、自由

主义与新权威主义呈现截然不同的思想景观，然而，

对于“绝对性”的追求却并未改变，从“绝对忠诚”到

“一颗钻石恒久远”，都是同一种“精神史”的结构。

这就有了两种形式的写作：基于特定思想时段

的思想史类型的写作和基于集体无意识的感悟的

精神史类型的写作。如《班主任》和《男人的一半是

女人》这两部作品，前者体现了特定时期社会思潮

的印记和政治思想的要求，后者则在无意识层面

上呈现出了理性和科学复苏的时段间人们精神世

界的沉重、彷徨和犹豫。前者符合时代的要求，后者

更多地疏离了时代的直接干预，却成为中国人精神

史的活现。

同样，常书欣的《余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

制文学”，而是通过一个小警官的逆袭，呈现了当下

社会普通人卑弱、琐碎以及对破坏力的渴望的精神

景观；周浩晖的“罗飞系列”没有确立法治社会的正

确性，却凸显出犯罪事件中法理冲突带给我们的道

德困境和认知两难，这种“两难”，不正是我们所处的

纠缠矛盾的精神状况的现实吗？紫金陈的《坏小孩》

（隐秘的角落）也不是对现在社会道德力量和法治精

神的呼唤，而是有力地把一种“凄凄惶惶”的社会意

识奇特地呈现给了我们。与此同时，《余罪》在逆袭狂

欢中尝试重新确立法律精神和启蒙理性相结合，《死

亡通知单》也呼唤合法性与合情性和谐回归，《坏小

孩》则呈现“恶之花”的社会生活中潜在的抗争态度。

显然，网络文学自然、自在和自洽的写作伦

理，使之更有可能成为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精

神的典型体现：只有不跟个人生活经验靠太近，乃

至跟时代有疏离，才可能真正写出时代的精神史。

所以，网络文学没有呈现出对生活的“即时反映”

的倾向，而是更多地植根于匮乏机制，构造想象界

的大爆发；同时，又在这种爆发中，潜存创生精神史

的历史寓言。

鼓励网络文学面向精神史写作的意识，而不是

面向个人生活，过分强调欲望经验，或者陷入纯欲

望写作的“爽境”，才有可能在尊重网络文学发展规

律的基础上引导培养新型精品和新型经典。我也期

待网络作家很好地理解网络精品文学写作伦理的

核心矛盾，通过“爽”形成与社会生活的潜在对话，

也在“爽”中巧妙勾画特定时代的精神史图景，而不

是思想史的图解，更不能陷入伪经验的陷阱。

总之，“爽”只是满足匮乏的外壳，而匮乏本身

有可能成为精神史的突破口。网络文学归根到底不

同于正典文学，无法完全接受正典文学的召唤，也

无法改造为正典文学。认识到两种文学创作的精品

意识的不同，才是正确引导和建立网络文学的精品

话语的核心所在。

中国历史背景的故事，大一

统的时期好写，诸侯割据时难写，

春秋战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从

来就被称为历史写作者的黑洞，

事件多、人物多，而且人物之间

亲戚关系复杂混乱，挖一个牵出

10个来，再继续挖这10个，就会

牵出100个来。所以去触碰的结

果，就是大部分作者被资料黑洞

吞了。

因此我们过去比较习惯于这

样的历史书写：以大一统王朝作

为背景下的皇权争斗、清官反腐、

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权力博弈，官

场的明争暗斗。这个类型出了许

多精品，但我想，我是否可以走另

一条道路呢？我们能否向历史去

叩问，我们的前人在面临同样的

问题时，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是否

想看到另一种类型的历史小说，

是否想知道在某个“大变局”面

前，身处其中的人会怎么想，在他

当时的环境下，会怎么选择。

从《芈月传》到《燕云台》，一

直有人问我，为什么是芈月？怎

么会是萧燕燕，你为什么选择

这两个人物？你是如何开始创作

的？

写这个故事，首先是时代原因，先秦的

人更自我、更自由，没有那么多的森严规

矩，也没那么多的压抑和“不得已”，讲究的

是“君行令，臣行意”，就算是君臣也一样是

合则来，不合则走。他们的精神世界更张

扬、更大胆、更狂放。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

时代，没有形成规定的意识形态。所以芈月

才能够以女儿身执政秦国41年，进而开疆

拓土，问鼎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

后。这是诗经和楚辞的时代，这是百家争鸣

的时代，这是《战国策》的时代。

但从选择这个时代，到选择这个主角，

固然是纪录片的触发，也是因为这个人物

本身的故事足够精彩。秦宣太后虽然本身

史料极少，但那个时代的史料却是很多，多

到成为黑洞，如果不被黑洞吞没，那你就拥

有了足够的构建空间。

而故事怎么开始，芈月从何时入场，却

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事情。

当时有三个设想：一个是从秦武王举

鼎而亡开始，季君之乱，诸公子争位，六国

势力插手其中，然后是芈月带着嬴稷自燕

国王者归来。这是比较热闹的写法，也是比

较偏意识流的写法。好处是几十万字就能

够搞定故事，坏处是很可能就这么变成一

个故事，在激烈的戏剧冲突中，那种我想追

求的历史感和文化感，反而会被冲淡。

另一个设想，是以芈月入秦为开始，这

是大多数小说都会选择的开头，从一个女

主角青春初动开始，爱情、故事都有了。但

是，却容易一开始就会置身于我所不喜欢

的宫斗，所以这个设想，也被放弃了。

然后，就是现在呈现的这个故事，最艰

难、却最能够展示我的表达愿望，写一个人

从生到死的所有经过。我要让这个人物从

人生的第一次呼吸，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

气息。

这个故事是芈月这一生从出生到死

亡，经历了无数波折，从稚嫩到成熟，到最

后执掌秦国，追求天下一统的历程。或许我

更是借芈月这一生，来展示先秦那个百家

争鸣的年代，来展示那些曾经在历史舞台

上活跃过的，令人向往的名士风流。

写古人并不是堆砌名物、罗列器皿，而

是要让他们每一个都要“活在”那个时代。

对于《芈月传》的人物来说，礼、乐、诗都是

浸淫于他们身心，俯拾即是，举手投足皆是

符合礼乐之数，见物比诗经，动情

吟楚辞，一切都是这样自然而然。

因为秦最后一统天下，在此

前，许多作家愿意用更多笔墨去表

现秦国，更愿意站在秦国立场角度

去思考，而将其他的思想和见识有

意无意地轻视和贬低。但事实上，

百家争鸣不仅仅是学术论战，更是

残酷的意识形态斗争，也是诸侯争

霸战争的肇始。这样的斗争决定了

接下来千年的历史走向。秦以法家

富国强兵，最终一统天下；汉初则

用黄老之术治国，及至武帝则独尊

儒术。而沿着数千年历史的长河

回溯，我们却可以从那些早已湮

灭的国度留下的思想遗产中发掘

出闪光的珍珠——这就是诸子百

家的文化脉络。时至今日，在这个

拥挤而略显喧闹的地球村，重新

审视春秋战国那段百家争鸣的历

史，则别有一番深刻意义：不同的

文明、文化之间，如何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乃至消弥硝烟于未起，

值得我们深思。从整个人类文明

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上真正重

要的并不是一时一地的冲突的成

败得失，而是文明的多元发展与

和谐共融。

《芈月传》仅是翻开了战国纷争一角，

而以《燕云台》为开端的宋辽夏系列，则是

切开了三国纷争时代的一个断面。随着资

料挖掘的不断深入，我发现仅仅一本小说

是不够的，当我写到北宋，就必须要写到辽

国，写到西夏。他们的历史脉络相互交汇，

文化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时

代。所以我就决定为宋辽夏各写一本书，分

别以辽的眼光看宋夏，夏的眼光看宋辽，宋

的眼光看辽夏。理解他们共存的一个状态，

对于历史的触摸，不应局限于一时一地一

区域思维，应该站在大历史大视野的格局

去重新看待那个时代的风起云涌。我觉得

这对当下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对历史负责

任的态度。

不管是春秋战国，还是宋辽夏时代，当

那个时代最精英的人，站在历史的十字路

口，以所有的力量和勇气去试错踩雷；当我

们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先人们在历史上

的每一个十字路口所作出的选择，都是我

们的路标和指示牌。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

照见彼此，也能够透过历史的尘埃让生活

在此刻的人整饬衣冠。而这面镜子，我希望

它不止是冰凉的反射，更能拥有温情的光

泽，亦能从各个角度反射出历史的群像。历

史长河中的每一个留下来的人物，都构成

了历史的一部分。

我选择萧燕燕成了这个落点，承载起

那个时代转折变迁的最大故事量，成为那

一艘将浩瀚的历史长河引渡到人们眼前的

小船。但同时，历史的镜像不会只是她一个

人的悲欢，萧燕燕的亲人和爱人，萧燕燕一

生路过的君王、朝臣，甚至仅仅是惊鸿一瞥

的某个小配角，他们不是彼此的敌人，而是

彼此的镜子，折射当时在民族融合的十字

路口，不同身份、位置的人面临的选择和他

们背后的得意或失落。而澶渊之盟，是一个

划时代的标记。当时宋辽的统治者，考虑到

唐末以来100多年的战乱，克制住了自己

的政治欲望，120年的和平带来了宋的文

化繁荣昌盛和辽的发展，也为后世提供了

解决修昔底德陷阱的答案。

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刻能够面对国际

风云的世界，对于这个地球村的环境，我更

希望看到另一种对历史的解读。而这种解

读，或许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会在将来，我们

面临历史的十字路口时，能够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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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网络文学论坛

某种程度见证了网络文

学的诞生、发展与繁

荣。无疑，我们现在处

在网络文学的好时代。

当前，网络文学现实题

材创作方兴未艾。以晋

江为例，现实题材还是

不少的，阿耐《欢乐颂》

《都挺好》《大江东去》等

作品基本上部部是爆

款。最近还有《冰糖炖

雪梨》（冬奥会题材）、

《亲爱的、热爱的》（原著

名《蜜汁炖鱿鱼》）。可

以看出，网络文学的现

实题材并不少，只是我

们需要有一双发现现实

题材的眼睛。

诚然，每种题材都

有独特的美。但对于作

者，既然现在大力提倡

创作现实题材作品，那

么对于这种题材的作

品，现在就是发展的好

机会。那么怎么写好现

实题材作品呢？

这里需要澄清一

点，现实题材并不等同

于严肃题材。众所周

知，说教式的表达方式

越来越不容易被大众

接受。大家更喜欢像

游戏打怪一样去克服

困难，在解决问题的同

时享受成功带来的快

乐。所以我们要寓教于

乐，用新办法把人民群

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展

示出来，才能扩大现实

题材作品的读者群。

娱乐元素较多的作

品会更讨喜，但是不能

一味地只追求娱乐性，

还要注意作品的“内

核”。我们可以发现，近

期几部引起了不小反响的电影作品都有能

引人深思的内核。例如，《无名之辈》写出

了人们对生活的希望；《泰囧》《港囧》《囧

妈》系列以中年危机为表现对象；《寄生虫》

（韩国）则是反映阶级矛盾。这些作品都会

让我们在感到欢乐的同时去思考一些比较

严肃的问题。这才是作品真正的意义。

另外一个方面，现实题材作品如果选

择一些大众题材，难免会落于俗套。如果

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多开脑洞可能会取得

更好的效果。脑洞怎么开？有个技巧是，

沿着新闻寻找未被开发的领域。对于网文

平台来说，网文需要生态平衡。现在现实

题材被大力扶持，各平台在发展现实题材

时，可以调大这类题材作品的权重，但是也

要给冷门题材一定的生存空间。正所谓“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些题材很有可能就是

未来爆款题材的萌芽，所以现在冷一点也要

留着。这就如我看过的一部电影《狼图腾》

所表达的中心思想：一些行为主观上是为了

草原好，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却破坏了草原

的生态平衡，导致了草原的损失。

对于网文作者来说，网文创作没有捷

径，现实题材更是如此。所以网文现实题

材作者一定要远离抄袭，尤其是软件抄袭，

因为一旦堕落，会逐渐失去下限。守住底

线，这也是我们对网文平台的呼吁。

据网络视频的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 7月视频

产品月活跃用户数据分别为：爱奇艺5.6亿，抖音5.2

亿，腾讯视频5亿，快手4.3亿。其中，爱奇艺和腾讯

视频是做了多年会员收费的在线视频产品，早在

2018年就拥有了5亿月活跃用户；抖音和快手则是

靠算法实现个性化推荐的免费短视频产品，在

2018年抖音月活跃用户为3.5亿，快手为2.3亿，由此

可见，视频行业老业务用户稳定，新类型发展迅猛，各

有特色。

而从2020年7月网络文学产品的月活跃用户来

看，掌阅是6300万，番茄5600万，七猫5500万，QQ

阅读3000万。跟视频产品结构类似，掌阅和QQ阅读

做了多年的付费订阅，番茄和七猫为新兴的免费读书

产品。对比 2019 年同期数据（掌阅月活跃用户为

8000万，QQ阅读4000万，七猫4000万），可以看出

最近一年来，付费订阅产品用户量有所下滑，免费阅

读用户则快速增长。从用户总量的角度看，网络文学

行业多了两个超过5000万月活跃用户的产品，这对

整个网络文学行业是有推动作用的。

对比视频和网文这两个领域，活跃用户的量级是

10倍的差距，而且视频领域在几年前用户规模已经

很大了，但从活跃用户数据上看，网络文学用户并没

有直接的缩减，相反，网络文学的用户规模也增长了，

说明在面对视频类产品的用户时长的争夺，网络文学

依托内容，以学习和合作的态度适应并找到了放大规

模和影响力的方法。

近几年的热播剧大多由网络文学改编而成。近

期，短视频平台的短剧同样给网络文学的影视化提供

了检验用户的场景，数据反馈及时且成本低，让更多

的作品有了试水影视的机会，逐步形成由网络文学到

短剧再到影视剧的一个转化链条。

短视频领域的用户，目前也是网络文学用户的重

要来源，除了番茄、七猫，其他多款阅读产品也从抖

音、快手直接引流。短视频产品利用他们的优势把

用户吸引到手机屏幕，网络文学借助内容的优势，

从短视频用户中挖掘阅读用户。另外，短视频的内容

推荐机制，也值得网络文学产品学习，如何为好书找

到对的读者群，是网文文学用户平台一直需要努力

做好的。

综上所述，面对短视频领域的用户时长争夺挑

战，网络文学选择了学习的态度和寻求合作的方式来

共同发展。

短视频产品浏览和推送信息的方式，降低了用户

的专注力，提高了拉用户的门槛，网络文学在获取这

部分用户时，不得不采用个别猎奇的素材来吸引用户

的注意力，所以在拿到用户之后的阅读引导上需要下

功夫，把这部分因为好奇而来的用户，逐步从浅阅读

转为深度阅读用户。

内容品类多样性的引导，短视频等数据推荐产品

会因为数据主导的原因，导致头部现象极其明显。网

络文学内容的每一个分类每一本书都是独立的个体，

有对应的用户群，所以在推荐系统上要尤其注意多品

类的覆盖，避免头部集中带来的同质化泛滥。在阅读

形式的创新方面，也需要从传统的文字阅读往更有趣

味的方向探索。比如，现在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对话

式、交互式的阅读产品。

网络文学行业网络文学行业
如何应对短视频的挑战如何应对短视频的挑战

□□张金国张金国

近年来，中国作协等相关部门提倡网络小说

写现实题材，从网络作家的社会身份来看，写现

实题材是网络作家的优势。要写出优秀作品，写

作需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相比专业作家，网

络作家来自不同的行业，他们有丰富的生活底

子，他们讲述的行业故事比专业作家更深入、更

专业、更有可读性。秦明的《法医秦明》系列故事

为读者揭开了法医行业的秘密，给读者以专业知

识的享受；齐橙的《大国重工》关于我国重工业设

备引进、创新的技术介绍专业程度非常高，被称

为工业“硬核”文；郭羽、刘波的《网络英雄传》系

列小说讲述了当代我国互联网创业者的创业之

路；阿耐的《大江东去》以编年体的形式写出了我

国改革开放以来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国有经济、

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这些优秀网络作家扎根现实，扎根人民，他们用

精彩的中国故事表现我国社会发展变革的历史

与现实，让读者在愉悦的阅读中有所思、有所获。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一时代有一时代的

文学。法国的泰纳认为，种族、时代、环境决定一

个时代的精神文化面貌。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

主题是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与幸福指数不断提

高，人民安居乐业，个人自我实现的环境越来越

好。网络小说中以升级爽文为核心的文学趣味，

自信、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是时代精神的折

光。网络文学的总体格调是明亮的、向上的、理

想主义的，是应历史潮流而生的文学。

网络文学的理想主义格调是由网络文学的

性质决定的。网络文学面向广大的读者，是大众

文化，与美国大片、日本动漫、韩国的电视剧相类

似，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

美国大片歌颂亲情和友情，宣扬爱、自由、勇

敢、坚强、乐观，对个体的尊重，对英雄的崇拜。

中国网络小说的常见情感结构是通过艰苦的努

力，主角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成为时代有为

青年。好莱坞是造梦工厂，好莱坞电影是高度类

型化的，那些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以勇气和才

智去面对苦难的贫民英雄故事是符合大众审美期

待的，这和中国网络文学中的理想主义气质和英

雄主义情怀非常相似。

日本动漫作品有较强的人文情怀，崇尚坚

韧、尚勇的武士道精神，倡导团队合作，有体育竞

技类、探险类、魔幻超能类等类型，这与我国的网

络小说形成了鲜明的映衬。日本动漫主流是少

年动漫和少女动漫，符合青少年读者的心理需

求，如《灌篮高手》《火影忍者》等为代表的少年成

长类，《死亡笔记》为代表的魔幻异能类。《圣斗士

星矢》《网球王子》《海贼王》等作品展现了爱和情

义，正义战胜邪恶，教会青年人如何成长。我国

网络文学的青春文化特色非常鲜明，主角的成长

是常见主题。日本动漫不只是停留在娱乐大众

层面的商业产品，还表达作者对世界、对人生的

思考，赋予作品哲学深度，这与一些追求韵外之

旨的优秀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是相似的。

中国网络小说在价值观与艺术手法上与韩

剧有诸多相通之处。《大长今》《来自星星的你》

《太阳的后裔》等韩剧蕴含儒家文化，珍视亲情、

友情、爱情，坚守真善美，推崇仁义礼智信，信守

忠孝仁爱；韩剧剧情紧张，设定精致，逻辑完整，

风格温馨，不乏幽默、新奇，能紧紧地抓住观众；

韩剧富于现代气息，中西合璧，文化混杂，兼具东

方文化的素朴与西方文化的时尚感；韩剧制作精

良，重视视觉美感，精心挑选演员，配上精美的服

饰，精致的妆容，人物偶像化，在气质、人格和才

华方面都能吸人眼球，在灯光、场景、道具、音

乐、台词等方面追求艺术的美感，营造浪漫的气

氛。韩剧在制作方面的经验已经为中国网络IP

剧所借鉴，比如近年来口碑颇好的网络文学 IP

剧《琅琊榜》《芈月传》《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

中国网络言情小说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如复

杂的矛盾展开、唯美的爱情故事，与韩剧也有异

曲同工之妙。

在欧美、日本、韩国，其大众文化的输出，既

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行为，借助大众

文化产品宣扬其价值观。从精神的深度来说，我

国网络小说与现代文学以来的小说传统是不同

的，网络小说在价值观上不做探讨，而是传递更

为直接的价值观：玄幻武侠小说中的除暴安良、

刻苦修炼；言情小说中追求有尊严的爱情，有情

人终成眷属；青春校园小说中的开朗乐观、勤奋

上进；历史小说中个人的能动性与聪明才智的发

挥。这种积极、正向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包含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理想，功成身

退的道家哲学，也蕴含现代文学以来倡导的民

主、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等现代价值观。这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通的。在一些网络历

史小说中，写到外族入侵，常有“犯我中华者，虽

远必诛”的爱国基调，这并非是写作者的刻意为

之，而是一种自觉的爱国意识流露。

网络文学是直面读者的文学，对作者来说，

如何吸引读者是必须要考虑的，但同时又要兼顾

作品的精神导向和艺术品格，人民群众所喜闻乐

见的作品不是简单迎合读者需求的作品，而是既

要普及，又要对读者有提高。从作品的阅读效果

来说，优秀网络文学需要雅俗共赏。

优秀网络小说与一般网络小说的区别在于，

作品意蕴、格调的高下，题材、故事的创新性与时

代性，故事内在逻辑的合理性，人情事理的练达，

细节、场景、对话描写的精彩程度，人物形象的独

特性，语言的美感等方面的差异。优秀网络小说

既让读者看得爽，又让读者在阅读中有所领悟，

有感动，获得精神的提升，获得审美的享受。而

那些以情色、黑幕、暴力描写来博得读者眼球的

作品，迎合的是读者的低级趣味，那些宣扬丛林

法则，跟风、套路化的故事让读者倒胃口，情节违

反人情事理，表达缺乏美感，即使一时获得一些

读者，最终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扫进历史

的垃圾堆。从文学的创作规律来说，优秀的网络

文学作者一定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有良好

的艺术素养、开阔的文学视野，热爱人民、热爱时

代、热爱生活，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只有这样，才

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网络文学是新型的人民文艺网络文学是新型的人民文艺
□□周志雄周志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