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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菩，本名林俊敏。1981 年生，广东
揭阳人，文艺学博士。现为广东省作协副
主席，中国作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2005年
开始创作发表作品，独立创作并结集出
版文学专著17本。代表作品有《山海经
密码》《山海经·候人兮猗》《十三行》等。

由“80后”网络文学作家阿菩创作的《山海经

密码》系列，再现了上古时代的地理及人文风

俗。从串联起夏朝、商朝、周朝、秦朝始祖人物的

《山海经·候人兮猗》，到表现清朝时期世界商战

的小说《十三行》，热衷历史题材网络小说创作的

阿菩已从事网络文学写作 17 年，出版著作 17

本。身兼网络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双重身份，阿菩

对历史题材网络文学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心得？

面对汹涌而来的“Z世代”网络文学创作者，他对

整个网文行业又有何期许？日前，笔者与阿菩进

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以史为本、合理想象是我的创作原则”
张富丽：《山海经》是一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

书，从先秦至今，人们对它的演绎从未停歇，您是

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以《山海经》为题材进行文学

创作的？

阿 菩：我第一次深入接触《山海经》是在大学

本科读书期间。我的老师刘晓春是中国民俗学大师

钟敬文先生的弟子，当年教授我们民间文学和民俗

学，其中一堂课讲到了《山海经》，我印象极为深刻。

老师的启发犹如向我敞开了一扇未知的但充满无

限想象的大门，于是在课后我自己搜罗了许多有关

《山海经》的书籍和论文，知道了《山海经》在近代学

术中有非常特殊的存在意义，傅斯年、顾颉刚、鲁迅

等都投入了相当多的研究精力。大学四年，我收集

了市面上关于《山海经》的各种版本，注释本、插图

本、白话本、全译彩图本等，但这些版本要么太深

奥、要么太枯燥。怎样才能让更多人读懂《山海经》？

我想用好看的小说的形式把这些故事重写一遍。后

来，我开始进行关于《山海经》的网络小说创作时，

就不自觉地将这方面的知识和感悟运用了进去，没

想到将学术积累和文学创作以及网络传播相结合，

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张富丽：最初，您是怎么进入网络文学创作的？

阿 菩：我创作《山海经密码》是在本科毕业

之后。那时我是一名商业周刊的记者，工作一年后

想重返校园继续读书。一次偶然机会，学校一名教

授提醒我：网络文学很热门，可以看看能否作为学

术研究的一个方向。之后我找了不少网络文学作

品来读，觉得很有趣，为了更好地做学术，就决定

“伪装”成一个作者打进网络文学的圈子。于是，我

边工作边写作，每天晚上下班后写作两个小时，然

后赶在零点之前，在网站上进行更新。我的第一部

作品《桐宫之囚》也就是后来的畅销书《山海经密

码》就这样完成了。2006年夏秋，我收到了暨南大

学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还拿到了商业网站

第一个签约合同，这两个契机让我更坚定了网络

文学的创作道路。

张富丽：在小说《十三行》中，您把目光拉回到

了曾经辉煌的广州十三行，这说明您的兴趣点开

始更聚焦于发生在身边的历史吗？

阿 菩：近年来，在对史书的接触中我开始更

关注身边的历史，对近代史的兴趣渐浓。我一直觉

得广州的十三行极具魅力，是一座亟待开掘的文

学富矿。特殊的历史因素让它的重要程度不亚于

晋商、徽商，但却缺少类似“乔家大院”以及“红顶

商人胡雪岩”这样影响广泛的文学作品。我原籍潮

汕，如今在广州定居，创作《十三行》的初衷很朴

实，就是想用文字去还原和重塑广州十三行最具

矛盾冲突的历史故事，把这颗“文化遗珠”打磨发

亮，让更多人通过小说认识广州，认识岭南的历史

传奇魅力。

对我来说，神话和历史这两个领域其实是同

一个东西，都是历史。我所写的神话基本不涉及中

古与近古神话，主要是上古神话。上古神话的讲述

者认为自己写的就是事实。神话是一个民族蒙昧

时期的历史记录，只是因为认知水平问题，部落巫

师们只能以他们的认知能力来传颂事件。所以我

写神话会尽可能地回归到神话研究本身，从《史

记》《天问》以及顾颉刚、傅斯年以来对上古历史的

研究总结，以及近十年来随着新出土文物所带来

的对上古历史的新解读，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将

研究所得小说化，而不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运用

这些神话元素，可以说是一种尽量的“述而不作”，

按照历史去阐述，用研究心得展开想象。从这个角

度而言，写《山海经》和写《十三行》就是一以贯之

了，只是写作表现的年代不同，所以展现了不同的

风貌。

张富丽：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似乎您的每一

段求学经历都会成为您下一部作品的积淀？

阿 菩：是的，比如我本科时期研究民俗学，

从本科毕业到硕士阶段，我创作发表了90万字的

长篇历史神话小说《桐宫之囚》（《山海经密码》）。

它以《史记》中关于夏末商初的历史记载为基础，

以屈原《天问》中关于上古巫术与神话的描写为人

物原型，重现了那段时期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与

神话传说。而写《十三行》的史料积累则来源于硕

士阶段，我硕士研究的是明清史中的中西文化交

流史。2015年，我回到暨南大学攻读文艺学博士。

尽管学业压力很大，但回到校园之后我的状态却

格外好。因为我在之前研读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

献时，在十三行的史料中发现了许多有趣的商业

数字，而这些看起来枯燥无味的数字会给人以无

限想象。我会设想这些数字之间、票据之间，曾经

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通过再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我接触了很多关于粤商、闽商、十三行的史料，并

积累了很多素材。在读博期间，我结合史实进行想

象，以曾经作为中国商业及金融帝国半壁江山的

广州十三行为蓝本，将那段历史中惊心动魄的商

海沉浮以及清代国家的历史面貌进行还原，创作

了《大清首富》（又名《十三行》）。后来我写的历史

小说基本集中在沿海，集中在中西文化交流领域，

因为这刚好就是我上学期间所接触的史料领域。

张富丽：2005年您创作《山海经密码》的时候，

西方奇幻文学作品当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您为

何要选择以中国神话作为小说内容带领读者重返

东方传说？

阿 菩：的确，当时奇幻小说成为了想象类网

络文学的主流。我一方面对此有所汲取，另一方面

也对本土作品中过多的“西式想象”感到一丝焦

虑，担心它们可能影响青少年读者的文化审美。其

实不仅有我创作的《山海经密码》，还有之前萧鼎

创作的《诛仙》等，这些取材于东方神话、奇幻仙侠

流派的作品，在网络文学界播下了一颗颗种子，打

破了西方魔幻对中国奇幻市场的垄断，更将东方

的玄幻题材推向了海外。到现在，东方文化色彩和

风格已成为同类网络文学中的主流取向。

“以创作促研究将是我未来努力
的方向”

张富丽：和其他网络作家相比，您的创作有哪

些不同之处，优势在哪里？

阿 菩：大部分网络作者基本属于天赋写作，

在江湖历练中形成自己的风格与能力，我则在进

行网络小说写作之前，已经接受了体系完整的文

学理论教育，因此对于写作中的人物塑造、情节构

建、环境铺排全都是有理论指导的。“学院派”写作

的好处是架构清晰、节奏明确、能发能收、不易崩

盘，熟悉前人已经拥有的各种成熟的写作技巧，但

坏处也在这里：容易被固有的写作技巧所桎梏。因

此如何在套路与反套路、匠气与灵气之间取得平

衡，是我这些年面临的最大问题。

张富丽：目前，“Z世代”的网络作家已经占据

了网络文学作家的半壁江山。中国作协举办的网

络文学排行榜里就专门设置了“新人新作榜”，您

怎么看待它的设置？

阿 菩：中国网络文学已经发展了20年，部

分强有力的老作者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粉丝群与影

响力，在这种情况下，设立新人榜有利于新作者冒

头，也能防止榜单被“老面孔”长期垄断。

现在网络文学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分野，有一

批网络作者不再过度依靠现在的订阅和流量，而

转身从别的领域获取回报，而新人们却很难一下

子进入这个领域，他们大多数还是要冲榜、拼流

量，所以大家竞争的领域不在一个舞台上。而那个

“更大的舞台”就是中国的文化文学市场，这个市

场不是好书太多而是太少，整个市场对好书还是

处于饥渴状态。我密切关注着同行作品，真心希望

有实力的新人越多越好。同时我也在关注着网络

文学本身的发展。如果说，网络文学作家是三到五

年为一个代际的话，我们已经翻了三五代人了。新

的代际有新的类型、作者和读者，而我们有我们的

优势与人生积淀，这些东西现在可以拿来酿酒了。

我们可以写一些现实主义的东西，写一些有可能

进入文学史视野的东西。

张富丽：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跟传统文学的

关系？中国作协发布的《2020 中国网络文学蓝皮

书》强调，网络文学主流化、精品化趋势更加清晰，

您对此如何理解？

阿 菩：网络文学是文学介质电子化、传播网

络化的一个必然的发展阶段，它是传统文学的继

承和发展，也是所有文学形式在未来的归处。在这

个趋势下，网络文学必将突破现有的以长篇连载

小说为主体的局限，而成为包罗万象的载体。同

时，因为创作方式和阅读体验的改变，网络文学的

审美、形式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网络小说的经典化远未成为一个事实，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为重要的任务就在于维护

网络小说创新所必需的多元化的产业氛围。事实

上，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经典的形成一直伴随着

漫长历史过程当中不断的生产、接受、阅读、修改、

误读、批评等阶段，也因此，我们对网络小说经典

化的形成既要保持一种当下性的视野，同时又要

具有一种历史眼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网络小说

批评才能够真正发挥其应有的话语效应。

张富丽：近年来出现了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

创作热潮，您认为这对网络文学的发展有哪些积

极意义？

阿 菩：网络文学诞生20年来，一直是偏想象

性的，现实类题材的作品因为各种原因比较缺乏，

所以的确应该加大现实题材创作力度，适度调整网

文的类型、结构，实现浪漫题材与现实题材并重。

近期我有两个题材在做准备，一个是有关新

时代的创业故事，以大湾区创业者群像作为书写

对象，展望“一带一路”的外拓，写作一个都市商业

文学。另一个是近现代关系密切的“侨批”题材，讲

近代以来福建、广东人闯南洋的故事。未来我希望

自己能更深入地书写岭南地域文化、大湾区历史

文化，融入潮汕精神，用自己的键盘回馈乡土，由

乡土而中国，由中国而世界，从更小的切口展开更

大的写作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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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甜文”是一种故事基调甜蜜、

内容温馨、结局完美的网络文学体裁。

通常看法中，这类网文的主题负荷不

重，如何在轻巧里去触达某种深刻？海

南网络文学作家梨花颜创作的非遗传

承题材恋爱小说《恋恋匠心》，在“小甜

文、大题材”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

9年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梨花

颜在电视台一档时政栏目当编导兼记

者。在此之前，从小就喜欢看书、有一

个作家梦的梨花颜已开始尝试写一些

短篇。受大学读历史学专业的影响，她

最初写的是古代架空言情题材。她的

写作风格轻松幽默，讲述商贾之家爱

情故事的《发妻不好惹》得到了不少读

者的喜爱，即时得到读者反馈的创作

模式让她觉得很开心，热爱就此慢慢

变成了挚爱。

危房里的非遗传承人
当记者时，梨花颜采访过一位黎

锦非遗传承人。当时对方刚刚从国外

交流回来，住在很偏僻的乡镇。到她家

的时候，梨花颜看见这位70多岁的老

人居住的屋子还是石头砌起来的瓦房，

只有10平方米。“从那时起，我就想着

要写一部能反映非遗传承人困境的书。

看看能否利用网络文学的传播力唤起

更多人的关注。”

2017年，梨花颜开始作品的构思。

“画虎画皮难画骨”，行外人写行内事，

想要作品内容呈现出足够的专业度，写

作者必须下很大的功夫。“文学创作是

做不了假的，我们在内容上花了多少心

思，最终都会呈现在卷面上。”写作前

期，梨花颜搜索阅读了上百篇论文，也

用上了当记者时候的专业素养，通过

各种途径采访了许多不同领域的非遗传承人。

翔实、丰厚的材料让她逐渐有了写作这本

书的底气。2018年底，梨花颜开始动笔。在漫长

的积累中她选定了矿物颜料、香云纱、黎锦、錾

刻、篾编、宣纸六类非遗手艺，确定了6位主要

人物，分别代表老中青三代，讲述一个关于非

遗传承的热血又浪漫的故事。这本《恋恋匠心》

后来入选了2019年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重

点作品扶持项目。

“特别正，特别甜”
梨花颜擅长写“甜文”，《恋恋匠心》也不例

外。男女主人公被设定为矿物颜料传承人、“傲

娇摩羯女”苏靛蓝，香云纱技艺传承人、“高冷

天蝎男”陆非寻。技能满满的非遗传承人面对

重重困难如何相爱？故事中，苏靛蓝的父亲在

一次私展中意外损坏了古画《东江丘壑图》，苏

靛蓝救父心切，一口应下修复任务。修复被损

毁的画卷是技术难点，于是她向以香云纱闻名

海内的百年顺德堂少爷陆非寻求助。苏靛蓝以

其专业和对非遗文化的执着打动了陆非寻，二

人携手攻克技术难关成功将古画修复。苏靛蓝

的可爱也在悄悄击中陆非寻的心扉。

如果仅止于此，那么小说可能就是换个职

业谈恋爱而已。梨花颜没有忘记她的初衷，在

故事内核的挖掘上也有着更大的野心。《恋恋

匠心》对苏靛蓝和陆非寻初见、误会、修复画作

的铺垫、展开，总共写了8个章节，张弛有度，内

容自然地过渡到《留住手艺》这档综艺节目。这

是整个小说的高潮部分。“上节目”的内容从集

中到慢慢延伸大概铺展8到10个章节，加进来

的其他传承人人物形象生动，戏剧张力很足。

三代非遗传承人面对的困境与期望、执着与守

望、承旧与创新，通过故事中的节目录制和挑

战活动生动地展现出来。

在写作前期的采访中，有一位非遗传承人

曾对梨花颜说过：“现在传承最难的是没有原料

和传承人，年轻人不愿意学。”她也曾在香云纱

的发源地广东顺德做调查采访，列了“你们愿不

愿意让孩子学做香云纱”“香云纱工人一个月能

拿多少钱”等问题，听见了诸多当地人的心声。

她把这些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做了梳理和创

设，都融入到了情节里。而男女主的感情线穿插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他们并肩作战，感情的升华

也就比较自然。主人公不是恋爱脑，故事也没有

为了甜而甜的无聊设定，更多的是两个人的互

相欣赏。他们的爱情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特别正、特别甜，是我的个人风格。”写了

16年甜文的梨花颜在对待爱情的认

识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坚持。“我觉得灵

魂上的契合比一切都重要，因为人生

真的太长了，要一起过日子一起变老，

所以对方能和你有灵魂上的契合、互

补、包容更重要。”

“匠心”磨“匠艺”
“非遗技艺传承最大的问题也在

于自身无法坚守传承。”梨花颜几乎是

在故事开篇就提出了这一点。在她看

来，只有坚守一份“匠心”，才能传承一

份手艺。整个故事呈现了不同领域非

遗传承人各自的坚守，一起构成了中

国非遗传承人的“匠心”群像。从个人

角度是对自己匠心的坚持，从“家”的

角度是对家族非遗技艺的血脉传承，

从“国”的角度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

守和弘扬。

花3年时间书写这样一个故事，

梨花颜也实践了她自己对写作的“匠

心”坚持。

第一本书出版的时候她还不到

20岁。这些年的创作之路梨花颜走得很辛苦，

网络文学迅猛发展，长时间的输出很容易走入

同质化、结构松散、可读性变弱的困局。她不想

重复自己，更希望通过换题材、换类型、换写法、

升华内核的方式来打磨自己，为此她还学习了

编剧创作，也常和作者朋友讨论“怎样把矛盾

做得高级”“怎样让事件本身的冲突归于人性

本身”等创作方面的问题。“这本书对我最大的

意义是，它承载了我这些年对文学创作的一些

新的理解和尝试，是向读者交递的一份答卷。”

“好大一束南瓜花”
全书最后几个章节是梨花颜最喜欢的部

分。包括陆非寻处理假商标事件、黑作坊事件，

将一批残疾人招入企业等，都很有情节强度，

但纵观总体就显得密度太大。在前半部分的书

写中，梨花颜还能保持一个较好的节奏，但是

在写完《东江丘壑图》的修复之后，她的家人出

了严重的车祸，她不得不放下了写作，奔跑在

医院和执法部门之间，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在维

权上，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写作节奏。“我辛酸地

知道它是一本不完美的书，正因为这样的遗憾

和不完美，令我更郑重对待下本书，希望可以

做得更好。”

面对他人的质疑或批评时，梨花颜认真又

坦诚，女主身上那种温和又坚定的劲儿也在她

身上丝丝儿地冒出来。生活中的她看到好吃的

一秒“眼里有光”，听到好玩的“咯咯咯”笑个不

停，穿着睡衣带宝宝去菜市场，干起活来却不

掉链子，在生活的内部里活出了生活的本质，

让人很羡慕。尽管现在已经是全职写作，那段

当记者的时光她依然难忘。“现在让我去当记

者，我还是会去的，特别喜欢。有一次我去田里

采访一个种南瓜的农户，采访结束后他送了我

一束南瓜花，体积有99朵玫瑰花那么大。回家

我就让我妈炒了一盘菜……”

“可以说女主本身就是我很羡慕崇拜的一

种人，她即使家贫，也不忘内心坚守，能够在大

浪潮中坚持自己内心的理想，其实网络文学创

作也是这样的，我们也知道什么题材能够收

获市场，吸引更多读者，但还是愿意去做一些

看起来不那么讨喜的事情。”梨花颜坦言，现

实题材作品在网文市场收益虽然不那么快，

但几年磨砺下来，她亦深刻感触到了精品写

作给予个人的满足感更强烈，这大概也是许

多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家开始转型从身边写起，

写更多反映国家改革开放、弘扬传统文化的正

能量故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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