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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变革，基于互联网应用创新，
网络文学成为互联网时代大众文学的新样式新
形态，释放出强大的文化生产力。第49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到2021年
12月底，我国网民总规模为10.32亿，互联网普
及率达到73.0%，网络文学用户总规模达到5.02
亿，占网民总数的48.6%。历经20多年蓬勃发
展，从草根娱乐到网络文艺生力军，从边缘地带
到步入主流文化阵地，从野蛮生长到规范成长，
从文本阅读提供到影视、动漫、游戏等周边产品
开发，网络文学日益成为新时代文学重要组成部
分、文化产业发展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
话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
方位。”认清新形势，把握新机遇，担当新使命，网
络文学工作者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以网文创作精品化为关键，网络作家组织化
为基础，激励引导多元化为保障，产业发展融合
化为路径，奋力推进新时代网络文学高质量发
展，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网文创作精品化

网文创作精品化是新时代网络文学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一个时
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
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近年来，网络文学水
平整体稳健升级，显示出强韧的内生发展力。现
实题材创作成为主流风向标，越来越多的网络作
家走向现实题材的广阔天地，创作出一批批现实
题材“爆款”作品。据阅文集团数据，过去五年现
实题材复合增长率达34%，2021年增速为全品
类TOP5。网络文学类型写作不断进化，一批作
家创作风格日臻成熟，向着精品化迈进。新时代
新征程，要引导网络作家把提高质量作为生命
线，树好精品意识“方向标”，用好精品战略“指挥
棒”，当好精品打造“领头羊”。

树好精品意识“方向标”。统计显示，2021
年网络文学阅读平台作品增长量超百万部，增速
达30%。然而如此庞大的作品基数却与“精品”
数量形成鲜明的反差，作品选题套路化，写作手
法简单粗糙，内容相互模仿“灌水”严重等，急待
更多的优秀作者和“精品”力作为之沉淀。要切
实改变以往“野蛮生长、泥沙俱下”的状态，高产
量变高质量，大流量变正能量，引导网络作家牢
固树立精品意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坚持创作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扎根人民、服
务大众，主动回归文学创作根本，努力体现社会
的主流价值、主流文化，创作彰显时代精神、体现
中国特色、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

用好精品战略“指挥棒”。受互联网商业模式
影响，网络文学过多的追求流量、点击量、曝光
率、付费、打赏、IP改编等变现方式，而忽视了网
络文学具有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和传播社会正能
量的功能。过度商业化导致网络文学作品价值
偏失，社会责任担当缺乏。要坚持精品发展战

略，引导网络作家自觉抵制诱惑，抛弃名利的枷
锁，抛弃唯数据论和变现论，抓好现实题材创
作，反映现实生活，积极回应社会与时代关切，
表达时代经验，书写时代精神，催生一批高质
量、高水平和引发读者共鸣的网络文学时代精
品，推动网络文学走内容为王、“精品”至上的良
性发展之路。

当好精品打造“领头羊”。在网络文学快速
发展的背后，掺杂着“胡编乱造”、脱离现实、娱乐
至上、违背道德、唯市场论等问题。网络文学未
来发展的高度取决于精品化的程度，而非商业化
程度。要引导网络作家争做精品打造“领头羊”，
积极发挥匠人精神，用匠心打造网络文学精品。
要明确使命，敢于担当，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
降速、减量、提质，运用精深的思想、精湛的艺术、
精良的制作，创作出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
冶人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的精品力作。

网络作家组织化

网络作家组织化是新时代网络文学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基础。网络文学成长于技术变革的
大潮，开启了大众写作热潮，各行各业一线从业
者纷纷涌入创作队伍，用网文记录行业发展、时
代风貌，书写深厚民族传统文化、人类文明成果，
网络文学成为大众创作、普通人记录中国故事的
重要手段。《2019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到
2019年，网络文学注册作者达1755万人，签约
作者超过100万人，其中活跃的签约作者超过
60万人。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阅文集团平台
新增注册作者70万人、作品120万部，全年新增
字数超过360亿。新时代新征程，要顺应网络作
家组织化需求，创新网络作家组织化形式，造就
一批网络文学领军人才。

顺应网络作家组织化需求。网络作家人数
众多、构成复杂，实现团结引导，必须提高组织化
程度。目前，绝大多数网络作家仍然是“游击队”
和“个体户”创作，他们渴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和组
织的关心，渴望有归属感和向心力。大多数网络
作家在文学理念、创作手法、传播形式和生活方
式诸方面，亟需扶持和帮助。把网络作家组织起
来，通过组织渠道能够更广泛地团结、联络和引
导网络作家提高思想涵养和艺术素养，及时反映
网络文学界的呼声和问题，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

网络作家存在的实际困难等，充分调动创作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

创新网络作家组织化形式。引导建立各级
网络作家组织，发挥在行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帮助他们解决生存保障、版权保护、质量提升等
问题，增强行业自律意识和自我规范。探索政府
主导、多方合力、社会承办模式，通过打造网络作
家村、网络文学产业园等形式，实现联系、服务、
引领和培养网络作家功能。网络文学发展涉及
作家、平台、渠道和监管等多个层面，要建立新闻
出版、广电、网信、作协等部门参与的常态化沟通
协调机制，净化网络文学空间，严厉打击网络文
学盗版现象，为网络作家职称评审、版权保护等
提供切实帮助。

造就一批网络文学领军人才。据《2020中
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95后”已成为创作主
力，自2018年以来实名认证的新作者中“95后”
占比达到74%。阅文集团数据显示，2021年阅
文新增作家中“95后”超八成，2021网络文学榜
样作家“十二天王”中近半数为“95后”，2021作
家指数TOP 1000的新面孔中“95后”占三成，
2021新晋大神作家中四分之一是“95后”。网络
文学正处在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加
大对重点网络作家特别是年轻一代网络作家的
组织和培养至关重要。要加强培养，引导网络作
家坚守人民立场，提升精神高度，以精品力作讲
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国
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强化服务，积极
提供创作和成长条件，搭建好事业舞台、服务平
台，营造优秀网络作家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

激励引导多元化

激励引导多元化是新时代网络文学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保障。网络文学作为新的文化业态，
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网
络文学创作者普遍年轻，知识修养和文学素养
积累不够，片面追求“快”“长”“爽”，甚至出现了

“工业化生产”现象；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不健全，
经得起读者认可、专家肯定和市场检验的评价
体系尚未形成；网络文学管理人才匮乏，网络文
学编辑人才缺口尤为突出。新时代新征程，要激
励网络作家牢记“国之大者”，追求德艺双馨，追
求多元化发展。

突出精品创作扶持。要引导网络作家树立
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承
担新时代新使命，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加
强选题规划引导，建立精品创作专家咨询制度，
建立网络文学精品创作生产项目库，推动革命历
史题材、现实题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创作，
加大对原创基础性环节扶持力度。设立高规格
网络文学奖项，实施重点网络文学作品扶持项
目，发布网络文学年度排行榜，深入开展网络作
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建设一
批网络文学创作采风培训基地和优秀网络作家
工作室。

加强网络作家培训。采用集中培训和联合
培养、线上网训与线下实训相结合，举办网络作
家培训班和研修班。结合重点网络文学作品扶
持项目，实行全过程、全方位、全链条的培养模
式，提升网络作家写作技巧、文学素养、创作水
平，激发创作灵感。鼓励和组织广大网络作家走
出书斋、深入生活，走进社会、感悟人生，积极参
与线下文学活动，加强与传统作家之间的沟通交
流，全面增强网络作家的眼力、脑力、功力和动
力。下力气引导网络作家讲品位、讲格调、讲责
任，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自觉抵制拜金
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

注重评论宣介引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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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网络
文学发展现状，及时把握网络文学思潮，介入网
络文学现场，充分发挥网络文学理论评论的导向
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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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高校和相关机构开展评论人才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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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运用新媒体和融媒体等新媒介，加
大宣传推介力度，扩大优秀网络文学作品的传播
力和影响力。

产业发展融合化

产业发展融合化是新时代网络文学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好
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
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
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凭借强
大的内容优势和庞大的市场容量，网络文学已成

为文化产业发展重要引擎。《2019—2020年度网
络文学IP影视剧改编潜力评估报告》显示，2019
年和2020年度网文IP拉动下游文化产业总产
值累计超过1万亿元。2021年，网络文学为影
视剧创作提供了更加优质丰富的内容和创新多
元的形式，催生了多个头部剧集和现象级爆款，
成为影视剧改编的主角。随着IP转化形式的不
断优化和完善，网络文学在动漫、有声、短剧以及
线下文旅和衍生品等全方位、全链路的运营转化
为用户提供了IP内容“放大效应”，不同的艺术
形式联动促成了网络文学多形态输出的破圈之
旅。新时代新征程，网络文学发展方兴未艾，要
守正创新促进融合发展，创新创造推动网文出
海，齐心合力营造良好生态。

守正创新促进融合发展。网络文学与影视、
动漫、游戏、有声读物、衍生品开发等领域广泛联
动，形成文化全产业链。要促进网络文学产业全
链条融合发展，始终坚持正向的价值导向，始终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
第一位，坚守网络文学创作的“底线”，护卫网络
文学创作的“初心”。创新网络文学类型和题材，
跳出类型化的窠臼，开创全新的文学形态，关注
现实世界和时代经验，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特
点。转变产业发展思路，创新产业变现模式，实
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促进网络文学产
业各环节融合发展。

创新创造推动网文出海。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
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近
年来，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圈粉”无数，中国网文

“出海热”成为全球性文化现象。2021年中国网
络文学新增出海作品 10000 余部，翻译作品
2100余部，海外网络文学阅读平台APP下载量
超1亿。从网文翻译到版权代理，再到海外IP改
编，形成一条完善的网络文学产业生态链，孵化
出了众多优秀的海外网络文学作品，充分展现了
中国文化的魅力与活力，充分凸显了中国网文的
文化桥梁作用。要创新创造拓展更具潜力的网
文海外市场空间，更加突出中国元素和中国文
化，持续增强文学性和艺术性，创作推出更多高
品质经典化的精品力作，持续给海外读者新鲜震
撼的阅读体验，不断提高海外读者的认可度与满
意度。

齐心合力营造良好生态。网络文学生态环
境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文化产业环境，它包含了从
网络文学创作到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
面。良好的网络文学生态要以作品内容为核心，
充分体现社会效益、用户价值和经济价值。主管
部门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切实加强版权保护，
依法规范市场秩序。作家协会要积极引导作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开展网络作家培
训和网络文学评论引导。网络文学企业要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坚决抵制侵权盗版和低俗内
容。网络作家要致力提升作品精神高度、文化内
涵和艺术价值，以更多叫得响、传得开的精品力
作回应时代关切和读者期许。

网络科幻小说的“新历史”书写及其艺术价值
□鲍远福

着力推进新时代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徐坤琳

新世纪以来的网络科幻小说在叙事过程中
构建的“新历史观”或“新历史书写”范式可以划
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发生“异变”的现实世界中
的历史形态，它们可以被理解成一种“重述史”。

“重述史”常常是一种嵌入现实历史并与之形成
“对位关系”的文学想象，它不影响现实历史的发
展历程，是独立自足的故事空间，它不与现实历
史平行的多重宇宙分支交叉，带有自身的时空逻
辑，且能在故事逻辑层面自洽。在传统科幻文学
领域，刘慈欣的《白垩纪往事》以及钱莉芳的《天
意》《天命》等作品都是典型的“重述史”，与之形
成对应关系的网络科幻文学领域，天使奥斯卡的
《篡清》《1911新中华》等对近代中国历史的“修
改”与“重写”，黑山老鬼的《从红月开始》从历史
传说中寻找叙事资源以此来建构未来世界的诡
异历史经验，都属于“重述史”的优秀代表。

二是与现实世界处于“平行”关系的“可能世
界”中被叙述者虚构出来的历史形态，即“平行
史”或“虚构史”。“平行世界”及其“历史流向”同
量子力学和热力学的常规理论范式相契合，却又
迥异于叙述者对现实世界及其历史经验的认知，
因此常常受到科幻小说家的欢迎。这种“异世
界”与现实世界“平行”，遵循相似的时间空间规
律和历史运行逻辑，但却以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
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它们似是而非，却又如
真似幻，因此具有极大的审美吸引力。菲利普·
K.迪克的《高堡奇人》被誉为艺术水准最高的“平
行世界”“新历史”书写样本，而火中物的《千年回
溯》对千年后多达十种可能性的“后人类境况”的

诗学重复、天瑞说符的《我们生活在南京》对
2019年与2040年两条“平行时间线”的叙事重
组则是近年来网络科幻小说“平行史”叙事范式
的典范作品。

三是现实历史与虚构历史相互交融的历史
状态，即通常在各种“穿越架空”题材中所呈现的
那种历史存在形态，因此可以被理解为“架空史”
或“穿越史”。“穿越架空史”是一种混合了多重历
史经验的“新历史”。在其中，主人公多因某种技
术或非技术的原因突然闯入一个“异世界”，这个

“异世界”通常与现实世界依靠某种“中介物”（如
黄易《寻秦记》中主人公项少龙所佩戴的秦俑玉
佩；吹牛者《临高启明》中连接两个世界的“虫洞”
等）产生联系，一些作品中主角只能单向穿越而
不可回溯，另一些作品中主角可以双向穿越，还
有一些作品的主角则通过魂穿（如桐华《步步惊
心》和猫腻《庆余年》等）、精神穿越（如彩虹之门
《重生之超级战舰》和最终永恒《深空之流浪舰
队》等）与群穿（如卧牛真人《地球人实在太凶猛
了》和疯丢子《小兵向前冲》等）诸多混合形式在

“异世界”与现实世界间往来，借此在波诡云谲的
历史经验中获得丰富的生命体验。

四是依托现实时空逻辑和生存经验所构建

的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未来史”或“或然史”。“未
来史”是根据现实历史走向而生成的一种“进化
史”，它首先设定一种历史走向的“线性逻辑情
境”，然后再根据这种情境以及此情境中人类生
存状况来“预言”未来的样子，以此展开科幻叙述
者对历史线性特征的自反性思考。“未来史”的叙
事谱系也包括大多数的乌托邦、异托邦与恶托邦
作品，是社会—政治科幻小说非常重要的“亚类
型”，而这种类型的科幻小说也构成了当前网络
科幻小说生态的主体。主流科幻圈所推崇的传
统科幻经典作品如刘慈欣《流浪地球》与《三体》
系列、韩松《2066火星照耀美国》《红色海洋》与
《医院》系列，网络科幻小说的先驱《寻找人类》
（RAYSTORM）、《文明》（智齿）、《小兵传奇》（玄
雨）、《夜色》（卫悲回）以及晚近的《废土》（黑天魔
神）、《间客》（猫腻）、《地球纪元》（彩虹之门）、《修
真四万年》（卧牛真人）、《深空之下》（最终永恒）、
《天阿降临》（烟雨江南）、《第一序列》（会说话的
肘子）等，都是属于“未来史”范畴的佳作。

在网络科幻小说“新历史”范式的叙事实践
中，上述四种历史类型建构的核心语义要素是

“新奇性”（即《科幻七美》作者小伊斯特凡·西塞
基-罗尼所说的“新知”“新语”与“怪诞”）“虚构
性”“或然性”与“史诗性”，以此形成区别于现实
题材与传统科幻作品的新历史叙事谱系。

网络科幻小说的“新历史”书写范式延续了
传统科幻文学热衷“历史叙事”的创作意图和美
学策略。历史的“重述”和“再生产”对于以“思想
实验”为旨归的科幻文学创作而言意义重大。因
此，在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指导下，借助于大胆
的文学想象“重述”和“改造”人类社会历史的样
貌，呈现新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样本，这对科幻叙
述者来说也具有难以抗拒的魔力，“新历史”范式
的建构可以充分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并
促进新的审美感兴能力的生成。具体说来，“新
历史”书写的艺术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解谜释疑功能。网络科幻小说的“新
历史”范式在读者本有的历史经验之上叠加文学
想象和科学理性，拓展了“历史叙事”思想内容的
广度与深度，可以有效地增强读者的审美感知经
验、艺术欣赏能力，提升他们对历史经验的反思
认知力与思维灵敏度。辰东的《遮天》拨开重重
历史迷雾，为读者神奇“再现”了老子西出函谷关
后的修仙历史，揭示了佛陀世界以及火星（荧惑
星）作为星际穿越中继站的真相。《千年回溯》和
《末世狩猎者》（黑天魔神）通过大胆的想象与补

叙的手段揭示了“罗斯威尔事件”“人鱼种族”与
“亚特兰蒂斯史前文明”等神话传说和传奇故事
背后的“历史真相”。《末日之门》（乔良）、《翔龙传
说》（黑天魔神）和《夜色》等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的现实状况出发，用可信的叙述为读者
展现了未来100年内中华民族文明复兴与全球
地缘政治格局走向的精彩猜想。这些作品借助
于“历史文本再生产”的解谜释疑方式，呼应了
读者释读历史、反思现实的阅读接受欲望。

其二是经验参照功能。网络科幻小说的“新
历史”书写方式构建了一种与现实历史时空平
行、对位的“或然历史”样本，它们可以有效检验
叙述者和接受者对于自身历史认知经验的准确
度，作为一种知识谱系的参照指标，它们能够引
发我们的历史反思和人性内省。《高堡奇人》通过
另类历史经验的描摹来警示人类世界，《我们生
活在南京》探索了今人与“后人类”跨时空交流合
作的可能性，《狩魔手记》（烟雨江南）尝试在人
类、生化人、变异体、兽人族和外星人之间建立某
种“生命政治”的共同体……网络科幻小说通过
丰富多彩的“新历史”经验设想与剖析，为现实世
界中人类的历史经验认知、生命政治实践和社会
治理行动提供某种参照标准，以此帮助世界从

“人类中心主义”的迷雾中挣脱出来，构建一种和
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最终助力人类文明的永
续发展。

其三是想象力释放的功能。网络科幻小说
的“新历史”书写构筑了与现实时空并行不悖的
新异的历史时空，它们既是科幻作家狂放恣肆想
象力的符号表征，也作为现实世界及其历史经验
的“镜像”和“投射物”而存在，承载着科幻文学启
迪心智和警示社会的诗学功能。具体表现为：
《文明》《地球纪元》《天阿降临》《千年回溯》《银河
之舟》（王白）等通过畅想人类文明的“后人类境
况”来提示读者重思人文主义和现实价值观的多
重维度；《寻找人类》《异人行》（七马）、《夜的命名
术》（会说话的肘子）等通过奇异的乌托邦历险质
疑“完美社会”的反乌托邦属性；《大宇宙时代》
（zhttty）、《云氏猜想》（里其）、《宇宙的边缘世
界》（原艾伦）、《二我》（景广明）、《深空之流浪舰
队》等则借助于人类与机器人、赛博格以及其他

“伴生物种”的复杂关系描述来揭示超越人类物
种的生物伦理学价值观。网络科幻作家通过种
种“后人类史”的细致刻画，将人类与“异族”伦理
关系“异化”作为激发想象和创造的内驱力，其

“镜鉴效应”则时刻警醒、提示和引导现实读者反

思和审视自己的生存状况，借以引发“同理心”与
“共情心”。

其四为“爽文学”机制的消遣放松功能。网
络科幻小说“新历史”范式“科幻叙事”的虚构属
性使其所构建的“历史文本”及其意义“溢出”现
实世界中作者与读者已有的历史经验的阈限，从
而极大地刺激了科幻作家创作感性经验的释放，
最终引发创作心理的快适感。在读者接受层面，
这些不能见容于现实道德律令规训法则的“白日
梦”所带来的逆反经验也能引发其心理-情感层
面的共鸣，由此催生阅读爽感，这种心理机制与
其他网络文学类型相似。《小兵传奇》《重生之超
级战舰》《修真四万年》等依靠“升级打怪”模式来
推动故事情节的“游戏科幻文”，本身的“副本叙
事”和“笔墨游戏”特征就印证了文学创作的超功
利属性。《废土》《宿主》《第一序列》等主角拥有

“金手指”效应和“黑科技”傍身的“末世科幻文”，
则为读者建构了一种紧张刺激且又充满“认知陌
生化”属性的末世生存体验。《篡清》《临高启明》
《无限恐怖》（zhttty）等通过穿越主角（团队）自
带的现代知识或“智能系统”肆意干预和更改“异
世界”历史走向的“YY科幻文”则将网络文学的
忘我自嗨、规避现实和宣泄矛盾的“爽文学”机制
发挥到了极致。

其五是生命伦理的社会干预功能。网络科
幻小说通过构建各种“或然历史”语境，并在其
所呈现的“后人类社会”模式中提供一种伦理实
践方式，它们可以为现实的人类文明及其生命
政治实践提供一种兼具可能性与可行性的预见
模式。这一模式虽没有在真实的历史中发生，
却仍然为我们提供某种思考自身生命本质和文
明未来的知识路径，通过这种隐匿在语言编码
模式之后的“新历史境况”，我们得以反思人文
精神与社会关怀的终极价值以及“人之为人”的
思想内涵。这种伦理道德机制仍然能够干预社
会、调节精神，进而“疗救”因科学技术发展失衡
与媒介文化内爆而“异化”的人性、人情与心
灵。猫腻的《庆余年》《间客》《大道朝天》“后人
类”系列、彩虹之门的《星河》《星空之上》《全宇
宙最后一个人类》“人类与外星人博弈”系列、会
说话的肘子的《大王饶命》《第一序列》《夜的命
名术》“末世生存”系列等优秀的网络科幻小说
之所以深受“网文界”的追捧和评论界的好评，
皆是因为它们能够在为读者呈现汪洋恣肆“未
来史”的诗意狂想的同时，还蕴藉着感人至深的
人文主义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