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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从“野蛮生长”到精品化建设，从“圈地自

萌”的亚文化到主流化发展，从本土化、民族化到“出海

圈粉”，网络文艺深度介入我们的生活，丰富着我们的文

艺形态。

近日，“回顾与瞻望：中国网络文艺这十年研讨会”

举行，十余位专家代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网

络文艺的现在和未来发展路径进行了探讨。

活力满满，网络文艺正成为创作的风口

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32 亿。其中，网

络视频用户规模 9.75 亿，网络文学用户规模 5.02 亿，网

络游戏用户规模 5.54 亿，网络音乐用户规模 7.29 亿，网

络直播用户规模 7.03 亿……这些统计数字，折射了网络

文艺的活力，以及强大的“吸粉”能力。

“网络是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已经成为文艺展示的

主舞台、文艺批评的主阵地和文艺引领的最前沿。”中国

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主任郝向宏认为，网络文艺这十

年变化诸多，最重要的变化当是网络文艺正以创造性精

神和能动性力量实现对文明活化艺术赛道的史诗性拓

展。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

史，都在网络文艺中得到了精彩呈现，网络文艺实现了跨

时空、跨门类、跨意象的文艺突破。

因独特的媒介属性，网络文艺为所有文艺提供了展

示窗口，成为文艺创作的风口。人民日报编辑任飞帆对

近年来网络文艺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大江东去》《复兴之

路》《浩荡》《大国重工》等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蔚为大观，

表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

就。微纪录片《百炼成钢》，网络电影《浴血无名川》，网络

音频节目《红色文物 100》等革命历史题材网络视听作品，

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理想和信仰。网络剧《约定》

《在希望的田野上》，网络纪录片《追光者》等，为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留下了鲜活的影像。《长安十二时辰》《最美

的夜跨年晚会》等，以鲜明的美学风格和传统文化意韵受

到好评。“这些作品拥抱现实，‘网感’与美感兼备，提升了

网络文艺的品质，也探索出更灵活多元的主旋律创作机

制。”

世间的美，大抵是相通的。网络文艺丰富国民生活

的同时，也扬帆远航，在异国他乡讲述着中国故事。据

2021 年 10 月中国作协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

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网络文学向海外输出作品1万余部，

其中实体书授权超 4000部，上线翻译作品 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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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欧阳友权提

出，网络文艺在传播中国声音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起

点国际开放了原创功能，20多万名海外创作者用自己的

母语在中国网站上写作，原创作品超 37万部。网络文学

正成为传播中国声音，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的输出前

端。”

“随着互联网渗透到艺术生产各个层面和环节，它

会促进一种新型的艺术生产方式的产生，引发新融合与

新共鸣。”中国传媒大学副研究员付李琢认为，传统文艺

与网络文艺在观念和实践形态上不断趋同，网络剧与电

视剧，网络综艺与电视综艺，网络动漫与传统动漫等之

间的融合日益增强。而这种创新性融合不仅意味着新

共鸣的诞生与新共性的凝聚，还意味着当代中国文艺新

生态的发展与新美学的建构。

如专家们所言，网络文艺以科技为支点，撬动着文

娱产业的巨大潜能，延伸出了众多新业态：“网络文学优

质 IP影视改编持续升温，微短剧、真人角色扮演、推理游

戏等新业态已经进入网络文学改编视域”“AI、XR 等新

技术在网络游戏和全息化场景中得到充分利用，随着网

络文艺的沉浸式能力不断提升，人类完全可以创造出融

合现有艺术门类并突破现在艺术形式的崭新艺术生态”

“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能更好发挥移动端的轻

便和互动特性，进一步丰富包括互动剧、云直播在内的

移动文娱形态，改变观影关系和艺术接受途径，带来更

多突破传统的交互体验”……

专家们一致认为，随着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网

络文艺向网而生、因网而盛，已成为新时代文艺的生力

军，不断满足着群众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文娱需求。

因网而盛，网络文艺应向经典化迈进

“许多老作者和新作者，在创作上非常趋同”“网络

文学质量良莠不齐，观赏性、娱乐性有余而艺术性、思想

性不足”“网络文艺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比较突出”“各

类网络文艺榜单上，品质好、精品化的作品十分稀少”

“相较网络文艺创作，网络文艺评论比较薄弱滞后”……

研讨会上，专家们还针对性地提出了许多思考。未来，

网络文艺如何整装前进？专家们从不同维度建言献策。

“网络文艺给了千千万万个普通文艺爱好者追逐文

艺梦想的机会，更给了其中一些佼佼者脱颖而出、成名成

家的机会。网络文艺从大众中来到大众中去，富有‘人民

写’‘人民评’的基因。”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夏烈基

于网络文艺内在的民间性，提出了从新民间主义到新现

实主义这条路径来繁荣网络文艺。“鼓励一部分具有现实

主义精神的网络文艺作者、名家，将大众文艺与主流文艺

打通，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构建新的网络文

艺境界、打造网络文艺精品。”

同样聚焦网络文艺经典化的，还有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新媒体委员会秘书长胡建礼。“传统文学中，我们有

四大名著，还有一大批经典。网络文艺精品化建设，要

有更高要求，要创作自己的经典。与优秀的传统文艺作

品融合，创作出经久不衰、载入中国文艺史的经典，这或

是中国网络文艺发展的终极目标。”

温州大学研究员、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蒋胜

男，创作的《芈月传》《铁血胭脂》《燕云台》等受到了读者

的喜爱。研讨会上，她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创作不

只是把脑海里的一个故事落地，而是要去思考这些人物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徘徊、犹豫、矛盾、痛苦和最终的选

择，这样才能塑造出鲜活的人物。所有的历史都不是片

面的，需要去打通，古今的打通，思维方式的打通等，尤

其是从符合时代的写作质感到深度的社会层面的挖掘。

同为网络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

员月关创作了《回到明朝当王爷》《步步生莲》《锦衣夜

行》等作品。在他看来，创作不可能脱离读者，而且应当

尊重并合理听取读者的意见。网络上的评论反馈是即

时便利的，但读者的非专业性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以

前，专业的网络评论家对网络文学了解不深，其评论也

不受网络作家认可，形成了各自弹唱的局面。如今，越

来越多的专业评论力量进入到网络文艺评论领域，评论

也越来越准确、犀利。“是这些专业评论让我更加明确了

自己的责任，也有勇气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创新。我能感

觉到，专业的文艺评论对整个网络文学创作氛围起到了

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

区别于传统文艺，网络文艺显示出强烈的媒介属性和产

业属性，网络文艺的繁荣发展，平台建设也十分重要。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新媒体委员会委员、腾讯新文

创研究院院长岳淼认为，互联网企业应该在网络文艺实

践中守正创新，努力构建立体网络文艺生态，探索数字

化的更多可能性。如今年以来，腾讯打造的电视剧《人

世间》，与人民日报新媒体合作推出的冬奥主题短篇《一

切只为热爱》等，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互联网企业要

连接文化，做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助

手’，要连接青少年，做好文化传承的‘帮手’，还要连接

内外，做好文化出海的‘水手’。”

B 站是另一个受到年轻人喜欢的平台，月活用户

2.94 亿，其中 35 岁以下用户占比为 86%。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新媒体委员会委员，哔哩哔哩公共政策研究院院

长谷雨提出，现代的观众不再沉默，他们在 B 站发弹幕

互动，对作品进行二次创作。弹幕中有他们的思考，二

次创作凝聚了他们的创意和心血，应当给予关注。“借鉴

其他领域类似资源的引用和运用模式，为网民提供更多

便利，允许他们在合法的前提下运用优秀的影视作品为

载体，通过‘二创’方式赋予这些作品新的活力，最终实

现创作者、平台和网民三方和谐同步发展。”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

的精神。过去十年，网络文艺走上了繁荣发展的快车

道，奋进新征程，网络文艺仍在开拓文艺事业的新格局、

新气象、新境界。

（压题图左为网络剧《在希望的田野上》海报，右为

《中国梦·我的梦——2022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演出

剧照）

在诗歌整体面貌越来越趋于晦涩难

懂、丧失个人辨识度的诗歌环境中，《星

火》杂志社倡导朗读体诗歌，旨在挖掘一

种有深度、有思想性、有艺术性，又能朗

读传播的诗歌路子。

很多作者与读者，刚开始对朗读体

诗歌存有误解，认为朗读体是在舞台上

呈现的那种朗诵体。为此《星火》杂志在

约稿函中做了说明：“之所以叫朗读体而

不叫朗诵体，是想与传统的朗诵诗做个

区分。朗诵诗给人舞台表演的联想，语

气高亢，排比句很多，往往会为了迁就朗

诵节奏感而牺牲诗歌审美的深度和丰富

性。朗读体取的是传统朗诵诗和只适合

默读的现代诗的中间值。它首先是思想

性和艺术性很强的诗歌佳作，又兼顾一

定的用声音传播的可能性，朗读体诗必

须是突出个人体验和集体经验融合的深

情、真情之作。”

纵观《星火》近两年推出的朗读体

诗歌，它们平实质朴、语言流畅、能把个

人经验与情绪完美糅合。白庆国在《我

喜欢黑暗中闪光的事物》写道：“我看见

母亲的手在黑暗中抖动/还看见父亲因

生活的一件小事/陷入深深的思考；只要

安静地面向故乡/只要凝视/只要你能控

制住泪水/就能看见他们温馨而朴素。”

这样的句子不虚假空洞，也不矫情，是一

种很自然的情感流露。燕南飞的《枝上

雪》是一种贴近心灵谛听的姿势：“爱一

场雪肆无忌惮/爱一件婚纱妆点人间/爱

枝头北国的一颗冰心慢慢融化/我担心

一根树枝就是科尔沁的一根肋骨。”感性

诗意的语言表达，以及诗句之间情感的

递进，质朴而真挚，“文本既适合在纸上

默读，也适合在篝火边朗读，还适合其他

艺术家通过音频和视频加工传播”。冯

书辉的《村庄是一条天上的河流》，“那些

看不见的水/日夜从父老乡亲的头上流

过/那些路径/每一条都只有方向/那些

人和物/水流一样/流出去又复流回来。”

这些乡情主题的诗歌写作，以理性调剂

了抒情的泛滥，而非那种陷入语言游戏

和白日梦者的喃喃自语。“父亲，你疲惫

地坐下来/劳动后的松弛/被晚风轻轻荡

漾/明灭的烟火像大地的思想；父亲，你

像土地一样不会轻易认输/当痛苦最终

被黑夜安抚/明天醒来/你的胡须与田野

的庄稼/还会一起长出几寸。”张绍国的

这首《父亲坐在夜色里》以简洁朴素的笔

调写劳动者的父亲，深情流泻，体现在语

言的不事雕琢，以及用了一种看似随意

实则精微的语言去传递真挚情感。

“你要去哪儿呀？/白色火车、绿皮

火车/你要去哪儿呀？/奔跑的火车、孤

独的火车/去吧，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

固，隧道都光明/但愿你不为赞颂/却有

动人的歌喉/不为飞翔/却有收放自如的

翅膀/以安慰，以曙光。”宋晓杰的《我看

见火车整夜都在奔跑》呈现了一种诗歌

的音乐美，诗歌内在的气息氤氲而生，充

分表现了情绪的和谐。诗中有古老的忧

惧，又予人心灵的宽慰与憧憬。心灵越

孤独，越自由，心灵的独自观照，最后生

成一种向上向善的力量，甚至能体会人

性的孤独与美好。这也正暗合了朗读体

诗歌思想性与艺术性兼顾的特性。“现

在，我要同你道别了/夜赶上了我们/而

我必须很小心/才不会被回途中枯瘦的

树/再刮伤了手（冰岛渔夫《海豹》）。”我

要同你告别，或许可以理解为同“旧我”

的告别，告诫自己在成长的路上要怎样

免受伤害。这种低语状态下的诗句，把

声音的一切矫饰之音屏蔽，留下来的“低

音 部 分 ”有 一 种 穿 透 心 灵 的 凝 视 与 自

足。同样，“你是否知道/最后一只鸟将

走向何方/它身上的羽毛被太阳照过/也

被雨水淋过/在你心里/是否也想象过有

一 天/迷 失 了 方 向/四 野 苍 茫 无 人 以 对

（柳碧青《一只鸟的翅膀》）”，诗人与自然

的对话，更深层次来说是诗人与另一个

自己的对话，诗人企图在自然万物中寻

求一种声音。

此外，“我们松开一只蓝鲸气球的绳

子/我们把野草莓放入筐中/我们坐在南

方的海边/看云朵飘离/我们长久地爱着

（王彤乐《爱你》）”“灯罩聚满了光/床铺

整洁/那些风花雪月的记忆/越来越像啤

酒的泡沫/在我整理你的行李时/熨烫你

的衬衣时/没有比此刻更蓝的我了（王彤

乐《旅程》）”……这些作品中，都有着很

强的“在场感”与“亲历感”，读者于诗中

体悟到了那种隐秘感情的愉悦，或者心

底留下了某种不可言说的妙处，感发出

一种“雁过留痕”的心动。

诗歌当关注现实生活，要呈现一种

内心的真实，还当承载诗人的情感，在诗

中找到心灵的归宿以达成契合。《星火》

朗读体诗歌，富有诗人独特的个人经验，

消除了阅读和理解障碍，让读者充分感

受诗歌带来的美的享受，以及心灵的触

动，它既适合在篝火边朗读，又适合一个

人静静默读。《星火》将这些朗读体诗歌

以音频的形式在微信给公众号推出，收

到了许多听众的留言，其中有一条留言

是这样说的：“星火朗读体诗歌，为诗歌

走出象牙塔、走向读者大众提供了一种

可能性。”

网络文艺这十年网络文艺这十年网络文艺这十年
□ 本报记者 万芸芸

让诗歌走出象牙塔
——浅谈《星火》朗读体诗歌

□ 周 簌

接到创作报告文学《绽放》的任务时，我
有点犹豫，也有点忐忑，因为时间很紧，而写
作的对象是 15位永远倒在扶贫战线上的干
部。能否保质保量如期完成任务，我心中没
谱。

在创作前的一个座谈会上，听到介绍说，
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江西省一共失去了 60
多位优秀的扶贫干部，《绽放》里的英雄，只是
其中的代表。我一时震撼了，忽然间，一种使
命感仿佛铁流出炉，我要用笔为这些英雄“塑
像立传”，让他们在我的文字里“复活”。

这种使命感，成了驱动我攻坚克难的精
神力量。在50多天的时间里，我利用公休、双
休日和节假日，奔赴修水、瑞金、会昌、横峰、
信州、余干、吉水等地，采访了近 200人，白天
深入现场与当地的干部群众交谈，收集第一
手资料，夜晚埋头手提电脑前，随着键盘的伴
奏，与那些逝去的英雄相见于文字中。我从
来没有流过如此多的泪水。写《山魂》时，我
几度为修水县扶贫干部吴应谱、樊贞子这对
小夫妻的爱情和奉献哽咽，他们化为了两座
最年轻的山，继续守护着山民实现小康的梦
想。写《好人廖德熙》时，我眼前浮现出采访
时所见的一幕：瑞金市冈面乡渡头村 85岁的
张件秀老人拄着拐杖，蹒跚地走进卧室，先用
手摸摸冰箱，再走到挂衣柜边，用脸贴了贴，
然后，转身看着大家，冰箱和挂衣柜都是瑞金
市国税局驻渡头村第一书记廖德熙生前给老
人购买的。我用心把这个细节如实描写出来
了，写着写着，竟然泪流满面。在《郎中书记》
中，我着重再现了吉水县螺田镇枫树陂村村
支书谢仕发临终前，村民自发前来看望他的
情景。没有谁组织，大伙自觉地排起队，从卧
室到厅堂，从厅堂到屋前的场地，从场地到
坡下，像一条沉默的长龙。村医出身的谢仕
发白天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晚上给村民看
病，他最后留给村民的话是：“对不住大家
了，我当了逃兵。那条去石灰岭的路，我怕
是没机会修了，那个地方老是塌方，你们一
定要小心……”一生做好一件有意义的事，平
凡铺就脱贫路，我被扶贫干部的牺牲精神所
感动，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有情怀，有担当，有
爱，是多么的高尚。

动笔创作《绽放》时，我的父亲不幸去
世。他是一位退休乡村教师，一生淡泊安
静。父亲曾经用朴素的哲学告诉我，真诚和
善意，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采访和写作《绽
放》，于我而言，无异一次心灵洗礼，那些壮志
未酬的英雄，又何尝不是怀着真诚和善意，奔
走于赣山鄱水之间呢？夜深人静时，我孤独
地写着，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象着那些扶贫干
部的音容笑貌，似乎，他们就是我的兄弟姐
妹，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共饮一缸水。他们
给了我N个爱烟火人间的理由。我看见了他
们像草木一般葱茏的情义与热爱，感受到了
他们的坚硬和柔软，品尝到了他们的酸甜苦
辣。他们是物质世界里的一泓清泉、扰攘红
尘间的一抹亮色。

感谢遇见，无以为报，唯有文字。那段日
子里，争分夺秒将 15位扶贫干部的故事写出
来，告诉给更多的人。每一篇深情的文字，都
是我对英雄的一份敬意，都是我对一种缘分
的酬答。

革命志士高君宇曾经有自题诗写道：“我
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
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创作的日日夜夜里，与
其说我是在与英雄们进行一场特殊的对话，
毋如说，我是在接受一次次的灵魂拷问。生
逢盛世的我们，面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这样
的国家大考时，该做出怎样的抉择，该交出怎
样的答卷，该以怎样的角色示人，《绽放》里的
英雄们已经做出了回答，他们是新时代里一
群可爱的人。为他们写作，是我的无上光荣，
我因此胸襟为之一阔。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
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
羞愧。”这句话，如今很多人不一定愿意去品
味了，但我还是要坦白地说，在创作《绽放》的
日子里，我不止一次想起了这句话。是否可
以这样说，因为终于用文字给那些扶贫战线
上的平凡英雄“树碑立传”了一回，从此后，我
也不必因为庸庸碌碌而羞愧？

穿越时空穿越时空
与英雄相见与英雄相见

□ 彭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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