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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给予网络文学从业者

极大的动力和鼓舞。这是网络文学繁荣发展的基

石，也为网络文学指明了方向，并就网络文学的创

作、传播、建设、管理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要求。

年初，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推

动网络文艺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确定了网络

文艺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任务目标，以

政府的名义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学维权管理，为网

络文学注入新活力。此举不仅使网络文学创作者

的自身权益得到保护，同时也规范网络文学创作

中的不良行为。随着网络文学的大发展，2015

年，网络文学著作权纠纷进入高发期。各大文学

网站对网络文学知识产权保护虽有新的认识，但

在维权方面依然缺乏有效手段。值得欣慰的是，

作家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呼声日益高涨，维

权立法和维权举措已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年中，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全国部署开

展“护苗2015·网上行动”，重点打击危害少年儿

童健康成长的网上违法和有害信息的传播，集中

清理整治淫秽色情低俗、血腥暴力恐怖等内容，

以利于网络文学健康发展，利于正规文学网站的

良性竞争。一系列规范互联网行业行为的新举

措，让广大网络文学从业者、网络作家看到了政

府对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高度重视，增强了对网络

文学发展前景的信心。

2015年，移动和PC两大客户端的龙头进行

了资产重组。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化身咪咕数

字传媒有限公司，腾讯兼并盛大文学成立阅文集

团。这一动作向市场传达了做大做强网络文学的

信号。咪咕数字传媒截止2015年末已收录46万

册正版图书，累计用户达4.2亿，每月访问用户超

过1.3亿，占据数字阅读领域的绝对优势。阅文集

团旗下拥有十余家网络原创与阅读品牌，腾讯文

学图书频道等若干图书出版及数字发行品牌以

及音频听书品牌，目前拥有图书300万余册，平

台、内容、品牌运营全面领先。

在新的资本运作下，网络文学的内容提供商

以实力把持了网络文学的势力。阅文旗下的创世

中文网和起点中文网占据领跑地位。

百度旗下的纵横中文网占据优秀的男频作

者资源，包括17K小说网在内的中文在线作品类

型全面，拥有得天独厚的实体出版条件，潇湘书

院、晋江文学城在女频方面表现抢眼，在言情类

出版领域占有相当份额，当前主要影视剧的网络

文学改编作品均属此类。

此外，一些新型文学网站于今年组建，丰富

了网络文学的格局。掌阅文学致力于原创文学，

签约一大批顶级作者；阿里文学正式进军原创；

“不可能的世界”开站，定位年轻化阅读，以“浪漫

主义”、“想象力”为创作主导；偶家中文网为网络

作家经营“粉丝经济”，同时号称旗下所有作品永

久免费阅读，尝试探索新的盈利模式，或可开启

全新网络阅读时代。

一些网站在自身发展上面临造血能力不足

的问题，后继乏力。如何在新的市场格局中吸引更

多的作者，或将是2016年各中小网站的大举措。

2015年，玄幻仙侠类、都市类、历史类和动

漫向轻小说依然是受读者欢迎的类型。分众化阅

读已然成为网络阅读接受的成熟模式，读者的阅

读水准不断提高，对网络文学写作提出了新的要

求，网络文学要注入文学性渐成共识。

网络文学IP热引领全年话题，网络文学改

编影视如火如荼。《花千骨》《何以笙箫默》《琅琊

榜》等电视剧让网络文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

响。网文、出版、影视剧、游戏全版权联合运营，线

上 IP值，线下文学值，让网络文学 IP价值最大

化。速途发布的《2015年Q3网络文学市场分析

报告》显示，以IP运营为核心的“泛娱乐”生态体

系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充分发挥了新媒体的独

特优势，推动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剧、微电

影、网络动漫等新兴文艺类型繁荣有序发展，促

进优秀作品多渠道传输、多平台展示、多终端推

送。尽管IP热存在种种负面影响，如同一枚硬币

的两面，也为网络文学的未来打开了新空间。

2015年的玄幻仙侠类小说从以往千篇一律

的升级打怪模式中渐渐脱离，开始关注人物形

象，在性格塑造、情感描摹乃至细节描写上均有

探索。更为可喜的是，一些作品将中华传统文化

纳入其中，并有不俗表现。此类作品的主要人物

多定位于现实社会中平凡的年轻人，他们在穿越

至异界大陆后，在亲情、爱情激励下，命运终有改

变，理想得以实现。这一类作品符合青少年阅读

习惯，正能量满满，吻合年轻人的价值观。

都市言情小说通常叙述现实社会的白日梦

想，契合平凡人的美好想象，给庸常生活置入一

个“盗梦空间”。因此，这一类小说影响最广，始终

有一大批拥趸。2015年的都市言情小说类型有

所变化，产生分流。在时尚、职场等基本元素外，

娱乐圈、医生流等创新题材渐次出现，呈现多元

化创作趋势，丰富了都市小说的表现力。

历史类小说读者群固定，热度不减。这类网

络小说以起点中文网作品见长。历史类小说作者

偏向于考据历史作品并重新解读，形成了鲜明的

网络历史小说特色。

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动漫向轻小说。轻小说

兴起于日本，以年轻读者为主要阅读对象，通常

使用漫画风格作为插画，属娱乐性二次元小说。

这类小说写作手法随意，阅读较为轻松，娱乐功

能明显，越来越多地吸引着网络文学中的新生代

群体。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读者，年龄普遍偏低，以

“95后”、“00后”互联网原生态居民为主体。这类

小说与游戏、动漫改编有着天然的联系，加大并强

化了粉丝效应。在市场带动下，不少动漫向轻小说

一举蹿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年轻一代的娱乐追

求和审美情趣，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新动向。

网络文学作为当代中国拥有最大读者群的

大众文学样式，和纸媒文学一样属于精神产品。

网络文学给青少年提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如何

培育必将成为中国未来栋梁的他们，如何引导在

这一文体浸淫下长大的一代，已非动漫向轻小说

本身能解决的课题。

网络文学发展到今天，从动辄几百万字到现

今寻常见的几万字、几十万字，经历了十几年的

风云变幻。以“豆瓣阅读”为例，其阅读频道上线

一年多来，1700余部作品以少到几万字多到几

十万字的规模为主。网络文学由长篇一统天下的

格局似在悄然改变。究其原因，一是社会生活节

奏加快成为读者阅读的提速器，网络阅读的速食

主义、快餐文化观念对读者的影响和制约日益加

大；二是网络文学体裁多样化促进了读者群的分

化，读者阅读欣赏习惯发生了变化。一些网站敏

锐地捕捉到这种变化，顺势而为，提出“篇幅3万

至5万，2小时就能读完”，探索新的路径，走中短

篇路线，推出了多部反响良好的中短篇佳作，反

映了新的创作倾向和阅读取向。

中文在线推出“汤圆创作”，这是专门针对手

机开发的网络文学创作平台。这一类作品少则

2000字至5000字，多则10万字。目前，“汤圆创

作”已吸引作者近10万人。可以预见，手机网络

文学创作将聚集愈来愈多的年轻作者。特别是随

着技术的成熟，文字和图片、视频、语音组合将会

更加自由、便捷，精短的网络文学作品将成为网

络文学创作的新趋势。

一些著名的网络文学网站，也出现了小说变

短的趋势。过去动辄500万字的长篇现在已不多

见，长篇作品正在变短。这是一些拥有长期写作

经验的作家主动进行的创作调整——篇幅短、口

碑好，读者人气不减，一样产生效益。这一现象或

可带来网络文学品质的整体提升。在相对减少体

力消耗、文字堆砌之后，作者有望重塑文学创造

的尊严，用作品说话，用心打造作品的文学品质。

当然，中短篇写作不排除商业化的动机和选

择。相比几百万字的长篇，中篇更易出版、更易影

视改编，从而满足作者寻求纸质出版和影视改编

的愿望。这一现象说明，盲目堆砌字数、制造噱

头、抢夺眼球的网络写作渐已进入理性时代。

曾几何时，随着网络市场的壮大，长篇小说

风生水起，同质化现象也十分严重，中短篇小说

受到市场挤压。然而，经过长期整合，随着中短篇

小说重回江湖，现实主义写作浮出水面。

从根本上看，曾经的网络一代是“ACG”一

代(英文Animation、Comic、Game的缩写，是

动画、漫画、游戏的总称)，这是网络小说创作呈

现类型化的总因。换言之，网络上有什么人就需

要什么样的网络文学。这些作品大多展开恣肆

的想象，穿越、玄幻之作居多，现实主义创作相

对很少。随着传统阅读人群越来越多的进入，网

络文学势必重新洗牌，类型化长篇连载小说的垄

断局面被打破，网络文学将真正迎来百花齐放的

局面。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文学或可实现与传统

文学的联袂，从内容到渠道再回到读者，突破网

络文学的发展瓶颈，引发网络文学的深度变革。

这是一场从媒介来到媒介去的变革，更是一

场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变革，这场变革将会

使网络文学接续现实主义的中国文化传统。

网络文学要出精品力作，要接地气，为人民

抒写，这就要求网络文学作家要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以多元化写作表现国家发展、民族富强和

人民的命运，推出反映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反

映日新月异的伟大时代的作品。而这一切，都必

将通过现实主义创作来实现。

网络文学作为互联网草根革命的成果之一，

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成就斐然。然而在技术革命

不断更新的今天，作为网络文艺的重要类型和

数字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文学被赋

予了更多的希望和更高的要求。网络文学能否

与传统文学和其他文艺门类一道，勇于担当，完

成自己的文学使命，承担起引领时代风尚、鼓舞

人民前进、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重任？这也许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

■短 评 双重的审美
——读阿蛮长篇小说《纪年绣》 □胡 平

2015年网络文学：新观察新观察··年度综述年度综述

最是一年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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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情”的另一种解读
□俞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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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网络文学迎来生机盎然的春天，在相关政策

导向和企业战略部署下，网络文学以其鲜活性和丰富性

进入主流文化视野，成为当代文学最具活力的景观之一。

玄幻、仙侠和都市题材仍然是网络文学的主要创作

类型。同时，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创作有所上升，昭示

着网络文学关注当代叙事的新趋向。

“

以人为本的现实题材

新趋势

从追求长度到增强表现力

新特点

写好文化小说并不容易，那需要作者像走

钢丝一样在两者间保持微妙的平衡，阿蛮的长

篇小说《纪年绣》标志着这类创作的新的收获。

《纪年绣》给人的首要印象是对巴蜀刺绣文

化传统的写照，书中不少篇幅呈现了重庆蜀绣

工艺制作的景象，同时将主要内容集中在对一

个蜀绣世家家族事业传承的描绘上。阿蛮热爱

珍稀的文化遗产，为它们的濒临危境和后继乏

人焦虑，进而尝试通过小说讲述它们的故事，引

起世人的关注。小说《纪年绣》裹挟着情感，读

之身临其境、充满兴味。书中出现的每一幅双

面绣精品，都直接诉诸读者的想象，被赋予神奇

色彩与缤纷诱惑，经由想象飞腾起来，溢出了来

自文学的特殊魅力。

更值得称赞的是，阿蛮的钢丝走得很稳，并

未由于对蜀绣的偏爱而走偏，他对小说本体的

把握相当扎实，避免将文本写成文化展览，相

反，他写出了一部成色纯正的小说，说明他对文

学性的理解是十分深入的。

小说突出的特色在悬念与情节结构的设

置。作品通篇有一条粗大的悬念主线，即年轻

的刺绣师沈赫赫为何腿部骨折，又迟迟不见痊

愈；她终日停留在轮椅上，绣出的作品总透示出

某些令人迷惑难解的信息。为她治疗又同时爱

上她的两位医生——朱迪生和梁戈力图解开这

个谜，沿着多种方向寻找，不断发现新的线索，

逐渐拼接出沈氏家族三代人的身世经历，挖掘

出一个个扑朔迷离的事件。

沈赫赫最终爱上朱迪生还是梁戈，也成为

读者牵挂的事情。最终，完整的真相得以复原，

有些真相是惊悚式的，如沈赫赫的腿伤并非车

祸造成，而是她跳楼自杀所致，故事可谓波澜起

伏。自始至终，作品的主线未曾离开刺绣，刺绣

成为人生与情感的线索、历史与命运的线索，因

而获得较强的文学品质，牢牢地抓住了读者。

悬念对于小说来讲是永不过时的修辞手段，即

使像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一类探索性

作品，也常借助悬疑的张力表达非常的主题，所

以，阿蛮对悬念结构的强调与运用，对长篇小说

创作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作为一部展现百年沧桑的长篇作品，《纪年

绣》没有像同类作品那样，顺年代写出三代刺绣

大师的创业经历，而是独辟蹊径，重在通过一幅

幅绣作的解密揭示过往的事实，不使作品过多

陷入技术和经营层面的描述，将笔力集中于精

神性探索与写照。这些绣作有些以远古传说为

题材，如《巴将军》《创世纪》等，透示出巴蜀文化

的深厚内涵。更多绣作的意蕴隐曲地表现了作

者的感情经历与精神创伤，如《风波亭》《蝶舞之

谜》《梅魁桑首》等。

《风波亭》是沈贞捷50岁时的作品，上面精

绣的小木亭，是她当学生时和导师易宝山会面

的场景，两人爱情的结晶是沈赫赫，但他们终生

无缘结合在一起。沈赫赫所绣《蝶舞之谜》上，

被爱情之剑射穿胸膛的女王是作者自己的化

身，《梅魁桑首》中桑首树隐喻的背叛，指向了她

曾经的爱人游龙海。她绣出的《洪荒图》怒触不

周山的情景，宣泄了她心中从小郁积的对父爱

的追寻。沈贞捷、沈赫赫母女俩的爱情悲剧有

相似之处，一个产生于政治压迫时代，一个出现

在经济压迫时代，被打上不同的历史烙印。小

说正是通过对一幅幅绣作背后隐藏的文化密码

的解读，逐步揭示出广阔而复杂的社会人文图

景。这种写法不仅有利于展现刺绣艺术的奇特

内涵、活跃人物形象、折射社会历史的特殊环

境，更有利于突出精神性写作的主旨。

阿蛮通过他的写作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望见

一种风景的窗户，这风景又纯然是小说的风景，

就有了双重的审美。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元

好问的这句诗本是用来形容男女间的痴情

的，然而，陈文超的长篇小说《痴人街》却作了

新的解读。小说并不写男女之爱，而是浓墨

重彩地渲染父母对子女的一片“痴”情。

李阿宝牵挂女儿晓晓，做了鬼还不时溜

回故乡月亮镇，痴呆女晓晓的表现常让他肝

肠寸断。李旺火牵挂一对儿女，死了20年也

不肯投胎转世，希望自己能够在阴间保佑子

女一生一世；而同样挂念着6个女儿的何长

贵一死就急匆匆地喝下孟婆汤，因为他认为

阳间的人被阴间的亲人惦念得越深就越倒

霉。“痴”的表现方式虽然不同，但殊途同归，

体现的都是父母对子女的无私奉献和关爱。

小说将笔墨游走在阴阳两界，活着的父

母对子女的“痴”岂有两样？铁匠孙万三为了

将手艺传给5个儿子，从大集体企业铁业社

辞职，开了一家打铁店，晚景凄凉；张得宝为

了那个私生疯女，瘫痪后死活不肯卖掉破房

子进福利院；秦寡妇为了给遗孤弄个非农户

口，害得自己身败名裂。这些人物虽个性不

同，身份、处境各异，但都因“痴”而感人。

小说在铺排父母对子女“痴情”的同时，

力透纸背的是写出了那个年代“户口制度”对

农村和农民的束缚。因为拥有“非农户口”，

丑陋且残疾的李阿宝娶上了如花似玉的赵鑫

花。何长贵的6个漂亮女儿都是农村户口，

却从小住在镇街上，受尽羞辱。小女儿姗姗

嫁给了赌棍也遭人妒嫉，只因有个“非农户

口”。小说写出了那个年代农民受苦、受穷、

受歧视的状态，具有反思批判的色彩。小说

通过描写户籍制度的变迁，记录了时代的脉

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二元户籍”藩篱的

打破，何长贵的5个农民女婿凭借一门手艺

闯荡江湖，各自勤劳致富，农民的处境、农村

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创作手法上，《痴人街》虽然使用了一

些魔幻手法，但总体仍以现实主义为主。虚

实相结合的书写方式，给读者带来了别样的

阅读体验。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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