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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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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叶小说集乔叶小说集《《七粒扣七粒扣》：》： ■创作谈■新作聚焦

11..书名书名：：这本书里有七个中短篇这本书里有七个中短篇，，是我近年来相是我近年来相
对较好的自己也比较满意的作品对较好的自己也比较满意的作品。。梳理起来梳理起来，，七个小七个小
说各自独立说各自独立，，貌似是散的貌似是散的，，但其实也有内在的共通但其实也有内在的共通
性性，，就取了就取了《《七粒扣七粒扣》》这个书名来做一个整体隐喻这个书名来做一个整体隐喻。。七七
粒扣是一味中药粒扣是一味中药，，清热利湿清热利湿，，消肿解毒消肿解毒。。有读者问有读者问：：是是
否可以就字面意思去理解否可以就字面意思去理解，，就是一件衣服上的七粒就是一件衣服上的七粒
扣子扣子？？这当然也可以这当然也可以，，不过要考虑到扣子是在一件什不过要考虑到扣子是在一件什
么衣服上么衣服上。。我愿意想象成是初秋之衣我愿意想象成是初秋之衣。。人到中年人到中年，，正正
值人生的初秋值人生的初秋，，前有车后有辙前有车后有辙，，前有村后有店前有村后有店，，前后前后
之间之间，，既热且凉既热且凉。。此时对人生的认识与年轻时不同此时对人生的认识与年轻时不同，，
知道命运赠送的礼物都标了价格知道命运赠送的礼物都标了价格，，怀着炭火一样的怀着炭火一样的
内敛的情绪内敛的情绪，，也不至于暮气沉沉也不至于暮气沉沉。。像是处于抛物线的像是处于抛物线的
顶点顶点，，正在收获正在收获，，同时也正在失去同时也正在失去。。我敝帚自珍地觉我敝帚自珍地觉
得这些中年故事还是很动人的得这些中年故事还是很动人的。。

22..人物人物：：七个小说的主人公有男有女七个小说的主人公有男有女，，职业不职业不
同同，，故事的节点不同故事的节点不同，，讲述的角度也不同讲述的角度也不同。。有读者问有读者问：：
你是怎么去体会这些人物的你是怎么去体会这些人物的？？我说我说，，将心比心将心比心，，让自让自
己最大可能地贴近人物己最大可能地贴近人物。。写作多年写作多年，，这几乎已经成为这几乎已经成为
一种职业本能一种职业本能。。所以所以，，某种意义上某种意义上，，所有人物都可以所有人物都可以
看作同一个人看作同一个人，，甚至可以说甚至可以说，，都是我都是我。。因为都是我把因为都是我把
自己分裂出来的叙事自己分裂出来的叙事。。在这一点上在这一点上，，应该有很多作家应该有很多作家
都与我感同身受都与我感同身受。。在写小说时在写小说时，，无论写了多么不同的无论写了多么不同的
人人，，都可以说是在写自己都可以说是在写自己。。所谓的正面人物所谓的正面人物、、反面人反面人
物物、、中间人物中间人物，，以及男人以及男人、、女人女人，，年轻人年轻人、、老年人等等老年人等等，，
归根结底都是在写作家对这些人物的认识归根结底都是在写作家对这些人物的认识。。作家的作家的
认识不是靠理论认识不是靠理论，，而是靠细节而是靠细节、、情感等构成的文字来情感等构成的文字来
表达表达，，都折射着某个维度的自己都折射着某个维度的自己。。

33..死死：：有读者问有读者问，，在这本书里在这本书里，，每篇小说都写到每篇小说都写到
了死了死，，却又点到为止却又点到为止。。是因为对死感兴趣吗是因为对死感兴趣吗？？我梳理了一下我梳理了一下，，果然果然。。之所之所
以会如此以会如此，，似乎也是很自然的事似乎也是很自然的事。。对于死对于死，，总是避不开总是避不开，，也不用避也不用避。。在死在死
这个这个问题上问题上，，中国人的态度挺有意思中国人的态度挺有意思，，一方面很忌讳一方面很忌讳，，另一方面其实也很另一方面其实也很
豁达豁达。。比如会把死挂在嘴边比如会把死挂在嘴边，，顺口就会说什么好吃死了好看死了之类的顺口就会说什么好吃死了好看死了之类的。。
乡村老人会早早准备棺木乡村老人会早早准备棺木，，说是寿材说是寿材。。而之所以又点到为止而之所以又点到为止，，是因为死不是因为死不
是主题是主题。。事实上事实上，，死本身没什么好写的死本身没什么好写的，，只是自然规律的一种只是自然规律的一种。。写到的时写到的时
候候，，就只是一个背景就只是一个背景，，所以就点到为止了所以就点到为止了。。死亡背景下死亡背景下，，怎么去活怎么去活，，怎么去怎么去
生生，，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没有黑底没有黑底，，怎么说白怎么说白？？看不到死看不到死，，何以谈生呢何以谈生呢？？

44..立场立场：：有读者谈到有读者谈到《《四十三年简史四十三年简史》》时说时说，，你对女主角既同情又嘲你对女主角既同情又嘲
讽讽，，既冷淡又欣赏既冷淡又欣赏，，情感立场不鲜明情感立场不鲜明，，常常很混沌常常很混沌。。我说我说，，你的感觉非常你的感觉非常
正确正确。。你感受到的这些你感受到的这些，，正是我想表达的正是我想表达的。。说实话说实话，，我写小说我写小说，，不仅仅是不仅仅是
为了输出什么正确的真理或者见解为了输出什么正确的真理或者见解。。越写越觉得越写越觉得，，没有绝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生活生活、、
人性人性、、世界世界，，都是那么丰富和丰饶都是那么丰富和丰饶。。各种法规各种法规、、法律自会去明确和保障必法律自会去明确和保障必
需的社会秩序需的社会秩序，，那些难以界定和言说的东西就需要文学那些难以界定和言说的东西就需要文学。。所以所以，，我主要我主要
就是写自己的疑惑就是写自己的疑惑、、疑虑以及所感受到的道德疑难疑虑以及所感受到的道德疑难。。如果能引发读者的如果能引发读者的
共情共鸣共情共鸣，，或者有读者能有不同意见愿意探讨或者质疑或者有读者能有不同意见愿意探讨或者质疑，，我都觉得很荣我都觉得很荣
幸幸。。如果读者能从中读到丰富和丰饶如果读者能从中读到丰富和丰饶，，我也会觉得很荣幸我也会觉得很荣幸。。

55..时间的药时间的药：：有读者问有读者问，，你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好像都透着一股从容你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好像都透着一股从容
劲儿劲儿，，这股从容劲儿从哪里来的这股从容劲儿从哪里来的？？我说我说，，从我自己这里来的从我自己这里来的，，哈哈哈哈。。从容从容
来自于克制来自于克制，，克制是因为不好克制克制是因为不好克制，，有不从容的东西有不从容的东西。。比如写比如写《《给母亲洗给母亲洗
澡澡》，》，如果是年轻时写如果是年轻时写，，我会写得很煽情我会写得很煽情。。但现在写这个小说但现在写这个小说，，我是努力我是努力
克制自己的克制自己的。。我不想让不合适的煽情流溢在文本里我不想让不合适的煽情流溢在文本里，，所以呈现出来的情所以呈现出来的情
绪很舒缓绪很舒缓，，即使是眼泪也流得很宁静即使是眼泪也流得很宁静。。这就是我想要的这就是我想要的。《。《小瓷谈往录小瓷谈往录》》
从头到尾都很活泼从头到尾都很活泼，，算不得从容算不得从容，《，《在饭局上聊起齐白石在饭局上聊起齐白石》》也不从容也不从容。《。《至至
此无山此无山》》和和《《四十三年简史四十三年简史》》看起来从容一些看起来从容一些，，是因为都是死亡底色是因为都是死亡底色，，此此
时也只有从容时也只有从容。。

再回到书名去阐释再回到书名去阐释，，““七粒扣七粒扣””到底是一味怎样的药到底是一味怎样的药？？其实是一味时其实是一味时
间之药间之药。。时间意味着沧桑时间意味着沧桑，，意味着经历意味着经历，，意味着淬炼意味着淬炼，，意味着伤害意味着伤害，，同时同时
也意味着治愈也意味着治愈。。时间确实会治好很多的病时间确实会治好很多的病，，心病心病。。

有
关
有
关
《《
七
粒
扣

七
粒
扣
》》
的
几
个
词

的
几
个
词

□
乔

叶

现实主义的另类表达
——读徐则臣读徐则臣““鹤顶侦探鹤顶侦探””系列小说系列小说 □□张中民张中民

奶奶的生奶奶的生、、老老、、死及其意义死及其意义
□□李蔚超李蔚超

徐则臣的小说向来风格独特，语言简
洁、节奏明快、意韵优美，他笔下的人物形
象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
胜，有种独特的迷人之处。

徐则臣的创作既有“花街系列”“京漂
系列”，还有“运河系列”，更有《北京西郊
故事集》这样的主题小说系列。近读他的
《虞公山》《丁字路口》《船越走越慢》等几篇
“鹤顶侦探”系列主题小说，让我感到他在
创作手法上的变化突然不那么中规中矩，
而是更加绚丽多彩，耐人寻味同时显得奇
崛玄妙，富有一定传奇性，这种带有侦探小
说的写法，让人读后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其实他以往的每篇作品都写得摇曳多姿、
各不相同，只是这次的变化出人意外，不由
让人惊呼：小说还能这样写？这是不是作者
对传统小说写法的一种创新与挑战？不过
采用这种新奇手法创作的作品，在讲述时
代传奇的同时，也让我们对当下的社会现
实有了新的思考。

《虞公山》借助一起诡谲离奇的侦破
盗墓案，在客观而又冷静的叙述中打通了
父子两代人的精神世界，小说一开始便采
用“鬼魂”托梦的形式吸引读者，紧接着带
领我们一步步走向隐秘而又奇特的故事
深处，在稳健而又跳脱的描写中抽丝剥茧
般地道出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而结尾
那种出人意外的描述，又给我们带来了无
限的遐想，尤其是作品中“儿子握住父亲
的双脚”这一段描写特别震撼，这是一种
心理感应，还是神来之笔的灵光乍现？这
样的故事情节不由让我们的心灵为之一
颤，引起无限思考；《丁字路口》中的杨家
女儿和苏家儿子因爱生情，在人们看来，
本是一对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美满婚姻，
然而由于一场车祸酿成悲剧由恨成仇，并
由此引发出一起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把
读者带入到一场民间纠纷之中。孰是孰非
本已十分明了，可是后来接着发生的撞人
事件，却使故事走向了反转。就在双方老
人为此纠缠不清时，两个年轻人却在人们
的忽视中向道路尽头的运河走去，从而完

成了整个故事的另一结局。“丁字路口”是
个迷人的所在，它既是一个独特的制高
点，又是一个统观全文的瞭望塔，作者处
在“二楼房间的窗口”，用第一人称的叙事
手法，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位置，把发
生在社会生活中的大小事件尽收眼底，阅
尽“鹤顶”这个小镇风景的同时，也写出了
江南运河边小镇上的风土人情，让人读得
酣畅淋漓，美不胜收。小说的叙述语言明
快、干脆利落，尤是结尾部分，老杨女人和
老苏女人双双打上门来找“我”报案时，

“我”和她们之间的一段对话描写特别精
彩：“她俩站着，一起说：‘你说怎么办吧？’
我打了个哈欠，‘怎么办？找呗。’”有调侃、
有讽刺，还有一种如释重负后的解脱与释
然，作品中透示出来的这种意趣，难以言
说而又让人莫名兴奋。

《船越走越慢》中的抓赌经历和场面
描写，把我们完全带入到一个神秘而又充
满新奇的小鬼汊。夜黑风高，风雨漫天，芦
荡茫茫，想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秘所
在？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作者给我们讲述
的则是一个让人读来意味深长的抓赌故
事。儿子意外失踪，曾经与设赌人有染的
父亲带领我们去抓赌，途中经历的新奇刺
激，惊险如一场奇袭战斗，个中情节被作
者渲染得分外奇特迷人。然而，就在这场
抓赌过程中，本是一条驶向水中的木船怎
么会越走越慢？隐匿其中的又有什么样的
玄机？作者通过秘而不宣的冷静叙述，一
点点地给我们揭开谜底，让整个事件真相
大白。但是别子母亲在父亲“老鳖”划船过
程中抓住船尾不让走所产生的“船越走越
慢”这一心理感应和幻觉，成了整个小说
所要揭示和呈现给我们的意义，让人回味
无穷。

三篇小说内容相对独立，又相互勾
连，讲述的全是发生在“鹤顶”这样一个江
南小镇的故事，而且采用第一人称的写
法，更有一种带入感。从叙述内容看，《丁
字路口》的结尾写到抓赌失利，与《船越走
越慢》的抓赌内容接续起来，环环相扣，形

成一条内在的写作链条，从而把“鹤顶”这
一主题小说联系得更加紧密。此外，特别需
要提及的是作者的写作特点，传奇性和侦
探性。三篇小说全都借助侦探小说的外壳，
三篇小说讲述地点都在“鹤顶”小镇，通过
派出所仝所的眼光来观察发生在这个辖区
里的社会现象，无论盗墓还是民间纠纷，抑
或是抓赌等杀人越货、鸡毛蒜皮之类的事，
都发生在自己的管辖范畴内。“仝所”作为
讲述人，处在这样一个风口浪尖的位置，自
然成了直接的参与者，为了叙述方便，作者
借助这一独特的人物视角观察发生在辖区
里的社会现象，带给我们对时代的思考。

传奇小说在中国由来已久，从唐代甚
至更早就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侦探
小说作为一种国外流行的文学样式传入
我国也有些时日，无论传奇还是侦探，带
给我们都是异样的阅读感受。徐则臣是那
种永不止步不断探索和追求创新的小说
家，显然并不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地对自己
所要写的故事内容进行复制和模仿，他有
着更多探寻小说创作的路径和方法，从他
对中西方文学的吸收与兼容，和对各种文
学流派和创作手法的熟练运用，都可以看
出他在创作方面的杂糅与“野心”。更让人
惊奇的是，作者在日常创作中，并不是单
一地描述和讲解，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学和
西方现代小说相互揉合，加上对拉美魔幻
现实主义小说流派与法国新寓言小说的
融合，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高难度的超越与
提升。

从这三篇小说来看，我觉得可以用
“奇特的现实主义”来概括，小说内容并非
荒诞和离奇，完全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
情，而有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在讲
述过程中并不一定能够述说尽净，因此就会
给人留下一些难以说清的“奇特”之处，而当
这个“奇特”无法解释的时候，就有了一定
的象征和隐喻。作家在这几篇小说中，借助
侦探小说的叙述手法就成了最好的表现形
式，它不同于我们惯常所说的现实主义，也
不是魔幻和荒诞，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奶奶之生奶奶之生、、老及死老及死，，更重大的意义更重大的意义

不仅仅是亲情写作的进步不仅仅是亲情写作的进步，，它是乔叶对它是乔叶对

于自己乡土出身于自己乡土出身、、乡土联系的根本态度乡土联系的根本态度

与隐秘情感与隐秘情感———既亲密又厌烦—既亲密又厌烦，，既难舍既难舍

又不屑又不屑，，既渴望又乏力既渴望又乏力，，那是回不去的那是回不去的

““陌生陌生””的故乡的故乡，，是自己不得不选择是自己不得不选择、、实实

则无法选择的牵绊与割舍则无法选择的牵绊与割舍。。

乔叶收拢近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结集《七粒扣》问
世。七，故事之数；扣，形象之喻。遍览全卷，小说集里的任
何一个故事都与纽扣无涉，乔叶自陈初衷：“七粒扣是一味
中药，清热利湿，消肿解毒”，一味养生的药，并不是救人一
命的灵丹妙药，也便譬喻了作家对小说与生活的理解。

在“70后”作家中，乔叶因善于将日常经验文学化脱
颖而出。她的代表作《最慢的是活着》被赞有一种“典范的
意义”，因它“充分展示了依托于生命经验的写作所具有
的魅力。”在同样的理由上，也可以提出诸如琐碎平庸、缺
乏意义的批评。然而，写日常经验的乔叶始终拥有为数甚
多的读者，这是一件值得考量的事。她的小说有一种亲和
性的语体风格，与她写散文起家有一定关联，乔叶的小说
中，温情脉脉的散文化叙述时常取代现代小说常见的含
混徘徊的句式或思绪跳跃的叙述节奏，乔叶不大为没有
经历文学训练的读者设置智力挑战，进入乔叶的小说世
界不需要很高的门槛。2003年前后开始小说创作的乔
叶，置身于不再旗帜鲜明追求形式探索，并以写实为主要
趋势的文学界，外部因素或多或少影响了乔叶的小说创
作方向。更重要的是，乔叶在小说中展现了贴合主流社会
的情感结构，读者将在她的小说中察觉到熟悉的自我，她
是“我们”，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扮演的伦理角色，女儿、母
亲、姐妹、女友。

《七粒扣》再次展示了乔叶式“日常经验文学化”的特
质。乔叶的小说，时态是当下的，故事是此间的，她是“现
实派”的作家。20余年的小说创作，乔叶与她的读者、批评
者缔结的默契认知如下：你将轻松自如地进入乔叶的小
说世界，那里是你熟悉得近乎舒适，舒适得已然厌烦的

“日常”，正当你或舒适或厌倦的时候，乔叶的小说匪夷所
思的意外即将粉碎你的安逸，使人心惊。沉默寡语、温柔
敦厚的女人原来这样狠毒，撒起野竟有如此惊人的爆发
力和破坏性！野，为没有被任何欧式文学典律规训过，也
可以理解为不符合城市中产阶级观念的尺度。有时，你会
觉得温柔敦厚的乔叶，忽然就诡诞邪僻起来，情节、修辞、
譬喻，满是令人侧目的冒犯，你会忽然想起她本不叫“乔
叶”而叫李巧艳，甚至怨怼她的小说少了些知识分子的精
英气质，一位作家，怎就如此顺理成章地艳羡、屈服于权
势的秩序，直白地坦诚对远离农家出身的渴望呢？然而，
作为一个地道的豫北女人，乔叶依然乖巧而贤良，她在小
说里将人物的欲望小心翼翼地掩藏包裹，她从不像父兄
辈豫籍小说家那般，敲锣打鼓地演出光怪陆离的“权力的
游戏”，她所设计的都是不露声色的女人，谨守“如履薄冰
的微妙分寸”，实施“步步为营的扎实努力”，她们同样实
现了从“小”到“大”的现代性的阶层地理转移。

解释“七粒扣”的来历时，作家状作轻松随意，然而，
以药为名，泄露了作家某些秘而不宣的潜意识片段。据我
观察，写小说的乔叶，始终不断地为自己的人生“配药”，
以治疗其生命中的某种创痛。不然，她不会从“四十三年
简史”顺流而下，在几乎印证出女主人公与“乔叶”经验的
重合度后，忽然虚构这个女人戛然止于43岁的人生结
尾；不会以“女史”身份代小瓷——一个让作家感到“有意

思”的河南女人——追述她的人生往事；不会一次又一次
地回到女性生命记忆的起点，开启对女性人生的回溯。

“在一个人的身上会发生所有的一切”，借白俄罗斯女作
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话，乔叶想要证明的意义昭然若揭，
她在这一位或那一位女性的身上的聆听、记述、体察到的
经验、情感、隐私，使她愿意相信，女人的命运、情感和痛
相互联通，相互映照，也相互慰藉。

一个女人的一生，是乔叶永恒致以敬意的小说叙述时
间，“活着”，是乔叶衡量人性的时空尺度，古老中国、炊间烛
下讲故事的妇人一样，她不断地“从头说起”，伴随着溢出唇
齿之间的叹息，仿佛“从头说起”才能悟出人生莫名的真谛。

纠缠乔叶的痛感来自何处？《七粒扣》里，徜徉着一种
隐秘而复杂的耻感。小说里那些奔波在清晰的、逐步向上
路途中的女人们，想要摆脱农家出身，渴望从农村到县城、
省城、京城，她们的儿女求学国外。在中国文学的家族谱系
中，可以指认乔叶为路遥的“妹妹”，乔叶小说里的女人是
孙少平的同乡姊妹们，她们中的一些人比兄长们要走运一
些，恰好赶上了中国的高速发展期，在快速推进的城镇化
进程中，由村到城的路，增加了许多条可行的分岔路。事到
如今，《七粒扣》里的女人们人到中年，忽然有了五味杂陈
的情绪，她们也开始对“现代性”之路感到彷徨与茫然，于
是，富起来的女人“很矫情的是，她觉得他们很亲。这些为
生计操劳和奔波的人们，让她觉得像是陌生的亲人。本质
上，她觉得自己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尽管看起来她比他
们过得体面，更像个有钱人。”（《四十三年简史》）

痛感纠缠之下的乔叶开始反思。不敢大张旗鼓地反
思，毕竟所得不易，毕竟是信奉多年的信条，但她拥有超常
的敏感，每走一步，她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她自我批评、自
我考量，但她必须隐忍住“踏空”之感，甚至不敢轻易自诩
人生之“虚无”，感受“虚无”需要处于更优越的位置上，需
要拥有更大的文化权力。恰如《拆楼记》，再没有比这部“非
虚构小说”更适合展示作家乔叶与世界的关系了，她的叙
述人一边算计，一边旁观，一边入戏，一边抽身，一边反思，
她清晰地呈现分裂的自我，人性的里外好坏她都占全了。

楼起楼拆，也有十年了。《七粒扣》遵循了作家的“衰
年变法”，小说里的女人似失去了拆楼时的野性，步入城
市中产阶层的她们孑然一身地在城市里“空巢”独居，意
兴阑珊，孤独寥落。此时，衰老的母亲出现了，几乎成为了
某种救疗的希望。《给母亲洗澡》会让人想到《最慢的是活
着》，前者是后者的残篇余韵。衰老、俭朴、受难的女性长
辈，她们的存在，她们对作家长成女人的生命历程的影响
与个人的“日常”之关联，构成了作家乔叶文学世界的光
源，光源不时衍射而下，形成了一系列碎片光斑似的人物
及故事，在不同的创作阶段和小说里，乔叶时常留下或浓
重、或虚渺的衰老女性的身影，或近或远地在我们眼前闪
动。十余年前是奶奶，而今是母亲。

我们不得不思索乔叶小说里的奶奶，以及奶奶的老、
病及死。奶奶，是乔叶与她的生命起点的牵绊与纽带。当
她通过女性叙述者表达怜爱与孝顺时，也在天真骄蛮地
表达着年轻晚辈的不屑和不解，她固然使亲情之“情”具
有了复杂性，摆脱了煽情式亲情伦常的套路，赋予日常经
验文学化的表达途径，然而，奶奶之生、老及死，更重大的
意义不仅仅是亲情写作的进步，它是乔叶对于自己乡土
出身、乡土联系的根本态度与隐秘情感——既亲密又厌
烦，既难舍又不屑，既渴望又乏力，那是回不去的“陌生”
的故乡，是自己不得不选择、实则无法选择的牵绊与割
舍，她意识到自己无法像奶奶一样生、老，正如她无法阻
止死亡的降临，她不得不承认再也无法回到生命起点的
家乡，正如她不得不选择，不得不走上这条迁徙的路。也
许，这才是“我们”的情感结构，她清晰地呈现了复杂的、
纠结、分裂的人性，同样隐秘地、低声地倾诉着现代性之
下人所必然遭遇的无奈。

“到了冬天，家里完全安静了下来。奶奶死了，是在睡
觉的时候。村里人都说这是最有福气的死法。办的是喜
丧。”忙碌的乔叶忘不了交代这一笔，奶奶死了，无疑是一
个不容忽视的事件，对她小说里的每一位女人来说，大致
如是。在乔叶的小说里，女人之于女人的意义，远重于男
人施诸女人的一生。

（上接第1版）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举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决胜全面小康和决战脱贫攻坚……重大历史节点面
前，描摹人间烟火，书写家国情怀，网络作家不曾缺席。
600位网络作家参加“我的祖国——网络作家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采风活动”，300多位网络作家开展

“全国网络作家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采访活动，
全国优秀网络作家参与“百年百部”网络文学创作工
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省区市作协以及全国40
余家重点文学网站参加“同舟共济，战‘疫’有我”征文
活动，共征集到作品14043部（篇），传递文学正能量，
增强抗疫信心。

举办中国网络文学周，发布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
榜，始终突出创作导向，引导现实题材精品创作，呼吁
全国网络作家坚持正确创作导向，承担时代责任，加大
现实题材创作力度，推进网络文学精品化，社会反响热
烈。广大网络作家纷纷自觉向前辈学习，继承中国新文
学的优秀传统，传承文脉，带头创作精品；自觉面向大
众写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推出反映
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精品力作。

关注青年作家创作生态，鼓励年轻力量进行现实
题材创作。举办网络文学青年创作骨干培训班，来自全
国的32位“90后”优秀网络作家参加培训，这是面向

“90后”网络作家的第一次专项骨干培训。中国网络文
学影响力榜增设“新人新作榜”，激励青年作家关注现
实、讴歌时代，为党和国家事业劈波斩浪、行稳致远鼓
与呼。中国作家网开设“网络文学名家谈写作”栏目，邀
请网络文学名家分享自己的文学理念与创作细节，在
微信公众号和新华号同步推出，以新媒体和融媒体形
式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助力打造网络文学队伍，鼓励
更多有志于网络文学创作的年轻作者植根火热生活，
书写蓬勃实践，激活网络文学的无限可能性。

加强网络文学研究，健全评论评价体系

五年来，中国作协和各团体会员单位不断加强和
改进网络文学研究，总结网络文学发展现状，及时把握
文学思潮，介入文学现场，充分发挥网络文学评论的导
向作用。

每年举办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发布《中国网络文学
蓝皮书》，出版《中国网络文学年鉴》《中国网络文学评
论年选》等。针对“三俗”、历史虚无主义、不良亚文化及
畸形审美作品等展开有理有据的批评，引导正确审美，
推介传播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水平
作品。

推动网络文学评论体系和评价标准构建。举办网
络文学理论研讨会，就网络文学本质属性和特征、精品
创作、审美特点、融合发展、IP改编等深入研讨，加快
推动建构适应网络文学特点的网络文学理论评论体

系。实施网络文学理论评论扶持计划，资助15个优秀
项目选题。扶持出版《中国网络文学年鉴》《中国网络文
学理论评论选》，组织《文艺报》开设“网络文学专刊”
等，全面梳理总结中国网络文学在创作、评论研究、队
伍引导、产业发展及海外传播等方面的发展现状和未
来趋势。

加强网络文学评论人才培养。举办网络文学理论
评论骨干培训班、青年评论骨干培训班，壮大网络文学
评论力量。建立中国作协杭州网络文学研究院及山东
大学、中南大学、上海大学三个研究基地和扬子江网络
文学评论中心，开展评论人才培训、选题资助、扶持理
论评论著作出版等工作，推动网络文学评论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
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新中
国网络文学史料与研究”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海峡
文艺出版社出版“网络文学前沿探索丛书”，作家出版
社持续出版《网络文学名家名作导读》丛书等。

推动网文出海，讲好中国故事

五年来，中国作协和各团体会员单位持续办好品
牌性活动，提高网络文学传播水平，推动网络文学国际
传播，扩大网络文学社会美誉度和国际影响力。

举办2021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发布“网络文学
国际推广片”和《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发展报告》。中
国国际网络文学周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期间举
办，进一步聚焦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研讨网络文学高质
量发展路径，推动网络文学成为世界级文化现象。

主办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圆桌会议、世界互
联网大会数字时代网络内容创新高端论坛、自贸港背景
下的网络文学出海论坛等，扩大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规
模。网络文学共向海外输出作品10000余部，网站订阅
和阅读APP用户1亿多，覆盖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增设“海外影响力榜”，鼓
励网络作家以文化自信的道路作为自己文学旅程的领
航标。广大网络作家纷纷表示，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必须要正视身上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重任，在创作上
必须增强国际视野，坚定理想信念、彰显文化自信，传
承中华美学精神、赓续中华深厚文脉，让网络文学成为
中国故事的扬声器，让世界领略新时代中国文学的风
貌与魅力。

中国网络文学生机勃发，拥有数以百万计的作者，
超过4.5亿读者。在中国作协和各团体会员单位的指导
和扶持下，进入转型升级发展新阶段的网络文学方向明
确，导向清晰，题材结构更趋优化，作家队伍迭代加快，
理论评论研究稳步推进，精品推介方式不断创新，全IP
运营生态逐渐优化，出海形式更趋多样化，必将以自身
独特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断繁荣作出积极贡
献，成为文化强国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虞 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