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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业态合作打跨业态合作打开网文转化新局面开网文转化新局面
首届扬子江网络文学最具IP潜力榜于2021年9月启动，

经过海选、复评和终评，结果已于2022年4月公布。

本届扬子江网络文学最具IP潜力榜评选活动在江苏省作

家协会指导下，由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组织开展，江苏省

网络作家协会、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江苏网络文学谷具体

承办，邀请了广播电视局、影视公司、文化产业公司的重要专

业人员、知名编剧、知名编辑以及高校网络文学研究专家担

任评委。评委们在经由个人自荐、平台推荐、评论家推荐等产

生的近千部作品中，挑选出了10部作品。这10部获奖作品类

型多样，创作者既有初涉文坛的网络作家，也有已创作出诸多

经典的知名作者。本届扬子江网络文学最具IP潜力榜旨在对

尚未完成IP转化的网络文学作品进行评选，不以粉丝数量、

点击量、月票榜为唯一标准，而是在综合评价中进行专业判

断和精准抓取，试图打通阅读和观看、文学和市场的区隔，在高

雅和大众、学院和商业之间，努力建造一条通道，给IP产业提供

一个“叫座又叫好”的先导。

作为全国性的评选

活动，首届扬子江网络

文学最具IP潜力榜评选

反映了当下网络文学现

场的创作前沿，打开了

一扇网络文学发展趋向

的动态窗口。在政策引

导与审美流变之下，近

年来网络文学有着鲜明

的“现实向”创作趋势。

祈祷君是《木兰无长兄》

《老身聊发少年狂》的作

者，也是 2022 年年初

“爆剧”《开端》的原著作

者。他在2021年的最新

作品《开更》是一部以网

络文学为话题的小说，

祈祷君架构出一场别出

心裁的“戏中戏”，由一

条“死而复生”的悬疑主

线贯穿全文，千姿百态

的单元故事迂回相嵌。

女性视角下的重重迷

雾、层层推理让作品既

天然具备戏剧张力，也

正切中当下IP改编市场

“她悬疑”的影视潮流；

同时，作品以理想化的

网文平台侧写作者群像

与行业生态，探讨网络

文学与个体人生的本质

关联，涉及婚姻、教育、

游戏、职业、理想等现实

话题。无论是作品本身

富有的时代感与创新性

的题材、一线串珠的精

巧结构、极具镜头感的

场景叙事、价值导向鲜

明的单元主题，还是前

作《开端》的优秀案例，

都证明《开更》具有毋庸

置疑的IP改编价值。

骁骑校曾通过《橙

红年代》《匹夫的逆袭》

《好人平安》等创作开创

了都市“逆袭”的类型范

式，以丰富的群像、连贯

呼应的事件创造了让人

惊叹的“橙红宇宙”，以

奇谲浪漫又黯然深沉的

色彩展现“城乡接合部”喧嚣混乱又生龙活虎的存在，以及小

人物们如此艰难又无比坚韧的奋斗。骁骑校在2021年进行了

创作转型，《长乐里：盛世如我愿》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与都市

品格，生活细微之处的复古与年代感，准确还原了上海的时代

背景、语言及生活方式，展现了一幅质感鲜明的、立体式的沪

地生活图景。小说通过主人公赵殿元的“陌生化”视角呈现新

世纪、新时代，在时间折叠中，产生了“惊叹盛世”的强烈效果。

作品运用的平行蒙太奇与交叉蒙太奇的叙事方法为IP改编奠

定了深厚基础。同时，作品在网文特色与现实取向之间的平

衡，对于新时代有关民族复兴的心理表达，也正是IP市场中的

稀缺类型。即使是科幻作品，也展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性。

匪迦是一位专业背景深厚的作者，从事网络写作时间虽

然不长，但始终关注航空题材，曾在相关领域工作并参与我国

卫星导航系统的研发和国际合作项目，具备撰写航天题材作

品的实力和知识积累。在

近年“航天热”的背景下，

表现航天人故事的《北斗

星辰》获得极大的关注度，

先期就曾入选中国作协

2021重点扶植项目“强国

梦主题”。作品以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研发为主线，涉

及相关产业链和国际合作

等方面，将人物成长、技术

发展、行业壮大与我国实

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转变相

结合。小说主人公从不切

实际的毕业生成长为坚持

梦想、有所作为的航天骨

干的过程，与我国航空事

业发展同步。虽然对此间

种种艰辛和问题的描写有

些概略化，但作品以青年

人带有理想色彩的眼光和

热血激情见证国力增长和

技术腾飞，一方面具备虚

构作品鼓舞人心的力量和

乐观精神，另一方面没有

过于夸张幻想，依然葆有

现实主义精神。

缪娟的作品曾被翻拍

为电视剧《亲爱的翻译官》

《心跳源计划》等，收视率

不俗，2021年的新作《人

间大火》是当下网文创作

中不多见的既深入都市日常生活又具有相当强的历史纵深感

的现实题材佳作。社区工作本来是兼具琐碎与平凡的日常空

间，但该作品却以极其丰

富的细节描写、严谨而精巧

的传奇故事，将新一代年轻

人看似平淡却深沉收束的

人生体验呈现出来。

罗三观.cs的《我能看

见状态栏》是这几年的医

学文中专业性最强的一

部，其真正“硬核”之处在

于字里行间所穿插的医学

知识、大量临床诊断和手

术操作的真实细节。虽然

当下医疗题材制作在 IP

市场上尚未产生爆款，但

因为日韩界医疗题材影视

和动漫爆款的影响作用，以

及热门综艺《令人心动的of-

fer 第三季》面向公众的医

疗知识推广，这类题材在中

国的市场潜力愈发鲜明。近

年来“医疗文”大受欢迎，医

疗题材的影视剧、动漫改编

也是热度不减。作品用人物

情感主线串联起一个个紧

张的医疗故事，也是医疗题

材电视剧、动漫的经典叙事

模式。

顾七兮的小说《你与时

光皆璀璨》则聚焦苏绣这一

“非遗”传统文化。近年来，

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网络

文学表现突出。无论是影视

剧《鹤唳华亭》《长安十二时

辰》的出色口碑，还是融入

国风、国潮元素的“破圈”晚会，都证明着结合传统文化打造

文艺作品、宣传城市特色的重要性。《你与时光皆璀璨》具有

重要的题材优势，对苏绣和苏绣之乡的描写，不仅契合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旋律，而且有助于宣传江南城镇特色。同

时，在铺写苏绣艺术的基础上，作品能以职场言情作为主

线，商战惊心动魄，情感细腻婉转，展示了自身极高的 IP转

化潜力。

科幻题材也是当下网络文艺话题中的风口，奇谲的科幻

色彩与情感现实性也正互为映衬。黑山老鬼的《从红月开始》

是一部心理科幻，作品最精彩之处不是诡异奇谲的情节和升

级开挂的主人公，而是对于现代社会心理问题的关注。小说情

节在诡异荒诞的背景下层层递进，每一层故事都惊心动魄，这

不仅在于“精神污染”外化的怪诞精神体形象和行为，还在于

这些“变异”似乎离我们并不遥远，精神变异的逻辑链就植根

于我们所沉浸的现代文明深处。《从红月开始》的故事题材创

意在2021年度网络文学中堪称翘楚，可谓2021年完结作品

的爆款，有关现代心理问题的隐喻性也使这部作品具有跻身

全球科幻类经典影视、动漫、游戏改编作品的潜力。

会说话的肘子是2020年度中国作协影响力榜上榜作家，

凭借《大王饶命》《第一序列》《夜的命名术》等连续性高质量写

作，被评为引领网络文学浪潮的中坚力量。该作品在IP爆款

《第一序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想象未来人类社会，人体与科技

的组合使得故事充满赛博朋克意味。作品创意新颖，人物刻画

丰满，特别是对人类和人工智能关系的思考与设定，让它可以

比肩诸多好莱坞同类作品。

天瑞说符在2021年

第32届中国科幻银河奖

评选中斩获“最佳网络

科幻小说奖”，独树一帜

的硬核科幻风格使其成

为科幻界的“黑马”。作

品科学细节严谨、坚实，

刻画的场景镜头感十

足，前作《死在火星上》

曾在 2019 年获得第 30

届银河奖“最佳网络文

学奖”，他也因此成为首

位两度摘得银河奖的网

络文学作家。如果说《三

体》展示了壮丽的史诗

科幻，传达出时间因果

律的残酷，《我们生活在南京》则是以柔软的人类情感改编时

间的线性因果律，重新勾画如幻如织的生命时间。这部令人惊

艳的“时间科幻”，以“时间”为线，以“电台”为结，连接“末日”

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依靠男女主人公共振的频率，完

成了两人跨越时空的相遇，成就了中国版本的“高中生拯救

世界”的故事。惘惘中异时空的威胁、类似量子纠缠的神秘试

验徐徐展开，专业的科幻设定、科幻作品稀缺的唯美风格、精

彩的故事和细腻的人间温情，让《我们生活在南京》比肩日本的

幻想故事《你的名字》。

在女性题材领域，古言+悬疑是近年网文改编市场的热

点，但在故事设计、情感深

度和文学质感方面兼顾的

作家作品少之又少。沉筱之

是《恰逢雨连天》《在你眉梢

点花灯》的作者，擅长以优

美凝练的笔触、深远开阔的

格局、丰满立体的群像人

物、环环相扣的故事结构，聚

合古言的精神资源与叙事优

势。2021年，《青云台》连载

期间热度居高不下，口碑持

续发酵，成为年度最受关注

的女频网络文学作品之一。

这部古言作品以一桩惊天冤

案为引，通过回溯现象级事

件的始末，追踪它在社会各阶层掀起的波澜，展示真实与虚幻，

信仰与执念的一线之隔。在解构“洗襟台”、重构“青云台”的过

程中，作品召唤的是人性深处的质疑精神，呈现了宏大意象的

多维镜像与复杂人性的光影斑驳。铁血黄沙，权谋倾轧，公理间

杂谎言，直言绑缚私欲，唯有浩然正气，堪为心中楼台。故事完

整，具有结构张力，视野广阔，精神内核出色。《青云台》探讨了

一个如美剧《切尔诺贝利》般的社会学现象，又浸润了武侠气质

与权谋风格，在IP改编层面潜力无限，有望再现琅琊榜式的慷

慨悲歌，众生史诗。

首届“扬子江网络文学最具IP潜力榜”的推出，具有跨业

态合作的先锋性与专业水准突出的前沿性，从当下的网络文

学现场出发，针对当下网络文学产业转化最迫切、最

尖锐的问题，给出解决答案。作为全国首家集中推选

IP潜力的榜单，它不是给已获成功的IP锦上添花，而

是给淹没在网络文学庞大体量海洋中的好IP雪中送

炭；它是作家、编辑、编剧、制片、投资人、专家对话的

一个平台，以静态的方式表达互动的张力和同一。本

次评选活动，顺应国家政策层面关于加强文艺评论工

作和网络文学生态建设的政策导向，密切联系网络文

学创作和产业转化的第一现场，促进着评价的先导

性、介入的精细化，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

出了一批顶尖的优质IP。这一活动的成功举办是网

络文学、网络文化产业从业者支持的结果，他们的参

与与认可为首届扬子江网络文学最具IP潜力榜的圆

满收官奠定了基础，也为下一届年度IP潜力榜的举

办铺陈了具有专业度与前瞻性的理念。

（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

近日，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广电

局、省文联、省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

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明确提出，江苏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

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双

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弘扬中

华美学精神，进行科学的、全面的文艺评论，发

挥评论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

尚的作用，推动江苏文艺“高处再攀高”，为加快

构筑文艺精品创作高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先行区作出积极贡献。建立健全组织引导、

协同推动、支持保障工作机制，重点建强一批评

论阵地，做优一批评论活动，推出一批评论人

才，创作一批评论精品，切实营造山清水秀、健

康向上的评论生态，让评论跟上时代、引领创作。

《意见》指出，江苏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

的基本原则是：把牢正确方向导向，坚持马克思

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文艺思潮、剖析文艺现

象，坚决抵制低俗、媚俗、庸俗和泛娱乐化作品，

坚持正确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注重文艺评论的

社会效果，弘扬真善美、批驳假恶丑。坚持实事

求是，敢于在艺术质量和水平评判上实事求是，

敢于对各种不良作品、现象和思潮表明态度，敢

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明立场，坚持以理立论、

以理服人，增强评论的朝气锐气。发扬艺术民

主、学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和审美差异，准确把

握评论尺度分寸。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坚定文化

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运用中华美学精神阐

发评价作品，丰富评论话语，改进评论文风。

《意见》指出，江苏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

的重点任务是：发挥评论价值引领力，加强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评论建设，通过开展专业权威

的文艺评论，引导人们认清和坚持文艺发展的主

流和方向，切实发挥文艺评论思想引领、政治引

领、创作引领、舆论引领的重要作用。激活文艺

评论战斗力，健全文艺评论标准，把人民作为文

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政治性、艺术性、社

会反映、市场认可统一起来，把社会效益、社会价

值放在首位，不唯流量是从，不用简单的商业标

准取代艺术标准。深度介入文艺现场，坚持从作

品出发，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坚决抵制阿谀奉

承、庸俗吹捧、刷分控评等不良现象，重塑批评精

神和品格。提升文艺评论组织力，针对重大主题

创作、热点文艺现象、焦点文艺问题等，加强议题

设置和话题引导，重点加强对优秀作品、新人新

作和新文艺类型文艺样式的评论。聚焦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化艺术政府奖等获奖

文艺精品开展专题评论，把更多有筋骨、有道德、

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推动报纸专栏、

电视栏目、文学网站、视听平台专业评论和大众

评论有效互动。扩大评论阵地影响力，巩固传统

文艺评论阵地，支持专业期刊和文艺评论栏目积

极提升品牌影响力，鼓励高校相关学术期刊发挥

平台优势，强化文艺理论与评论建设。建好用好

网络新媒体评论阵地，推出更多文艺微评、短评、

快评和全媒体评论产品。增强评论人才支撑力，

发现和培养有实力、有担当的文艺评论人才。加

大对薄弱艺术门类评论人才和青年文艺评论人

才的培养扶持力度，推动培养自由撰稿人、独立

影评人、网站编辑、大众网评员等新时代文艺评

论新力量。

《意见》强调，要强化组织保障和监督管理工

作。加强组织领导，把文艺评论工作纳入繁荣发

展文艺总体规划，省级主要媒体平台要加强评论

选题策划。做好支持保障，发挥省级相关文化资

金、基金支持文艺评论工作。通过优稿优酬、特

稿特酬等方式为文艺评论工作提供激励，定期组

织“江苏文艺大奖·文艺评论奖”、江苏文学评论

奖、凤凰书评奖等评选，推动把具有较大影响力

的重要文艺评论成果纳入相关科研评价体系和

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制度。强化监督管理，不

给错误内容、不良题材、畸形审美提供传播渠道。

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委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等五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实施意见评论工作的实施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