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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时代精神!以现实题材推动自身完善
本报记者 郑周明

上海聚焦网络文学现实主义创作

网络文学发展二十年来! 已然以庞大

的用户群体与独特的写作生态参与到当代

文学的整体构建当中! 也承担起了书写时

代万象"承继现实主义精神"文学海外传播

等更多使命# 已连续举办三届的网络原创

文学现实主义征文大赛正折射出网文界求

新求变"完善自身的重大趋势!这些获奖作

品是否得到了广大读者认可" 是否在版权

开发层面有着更多转化$ 对于这些问题!在

近日沪上举办的网络文学现实主义大赛获

奖作品影视签约仪式暨第三届大赛推进会

的相关讨论中!得到了不少回应#

本次活动主题为 %倡现实主义创作!

扬网络文学正能量&!会议现场!上海市新

闻出版局副局长彭卫国"阅文集团高级副

总裁林庭锋以及齐橙"唐四方"卓牧闲"李

开云等作家嘉宾出席!共同见证网络文学

汲取现实主义养分!在更多元的领域弘扬

正能量"书写时代精神'

自 !(#$ 年初启动第三届网络原创文

学现实主义题材征文活动至今!行程过半'

据林庭锋介绍! 正在进行中的征文活动已

实现了参赛规模与影响力的大幅提升!迄

今已收到作品 )'**部!参赛作者 )#** 名!

覆盖地区广泛!职业多元' %背靠改革开放

四十年的大背景! 本届参赛作品以高立意

辐射更广范围的社会全貌! 以高价值折射

更深层次的时代精神! 有望涌现出更多兼

具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现实主义题材佳作' &

阅文集团起点中文网副总编李晓亮进一步

分析了征文活动中体现出的写作特征!他

注意到!参赛作者大部分都是兼职写作!其

本身职业覆盖各行各业!%更广泛的创作背

景! 使作品的关注视角" 题材涵盖更显宽

广!各个行业的素材!都成为创作者的灵感

来源!通过艺术化的反映和呈现!勾勒我们

社会的全景图像&' 更重要的是!对现实主

义题材的扶持! 也在改变着网络文学的整

体面貌!李晓亮解释说!之前网络文学长期

以幻想题材为主体! 近年来大量结构同质

化"剧情套路化"人物脸谱化等创作问题受

到读者批评!%只靠幻想! 没有从现实中吸

收营养!没有从生活中寻找素材!终究思路

会枯竭&' 从这个角度说!现实主义题材的

写作正在帮助网络文学打破套路化" 模式

化的症结!注入更新鲜"生动的能量!拓展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面对征文活动已取得的阶段性成绩!

彭卫国表示了高度认可!他十分关注获奖

作品的后续出版及 +, 改编! 也对网络文

学聚焦改革开放题材!特别是反映上海四

十年来巨大发展变化的题材寄予期待 '

%这么多好作品通过大赛形式源源不断地

出现!说明现实主义题材与网络文学的有

机结合绽放出了新的火花' 网络文学所特

有的想象力丰富"立足大众视角"呈现百

花齐放等特点与现实主义题材相结合!形

成了一部部与当下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和

情感产生共振共鸣的!人民喜闻乐见的正

能量作品' &

在场的网络文学作家对现实主义题

材创作的分享也从侧面反映出要持续创

作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好作品!不仅要扎根

生活!也源于一个写作者的文化自信' 以

(大国重工) 获得第二届大赛特等奖的作

者齐橙表示! 网络文学虽然进入门槛较

低!但从一部好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是真

正喜欢这个行业!才会写出这个行业里非

常感人的生活' 以(相声大师)在第一届比

赛中获得一等奖的作者唐四方十分关注

传统文化的承继问题!目前正在连载的新

作(戏法罗)依然与传统曲艺相关 ' 他认

为!只有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式才能更好

地呈现前辈艺术家艰苦奋斗的故事'

伴随征文大赛的举办!阅文集团在现

实主义题材 +, 开发上也不断迈向多元

化"精品化' 在大会现场!阅文集团与合宝

文娱集团签署了(大国重工)的影视版权

合作协议!(大国重工)聚焦我国重型装备

领域自上世纪 $* 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 !

以极强的故事性成为 +, 改编的首选' 据

阅文集团版权授权总监王韬介绍!在此前

举行的阅文 +, 生态大会中! 阅文重点推

荐的 +, 作品中!超七成为现实主义题材!

第二届征文获奖作者卓牧闲的 (朝阳警

事)(韩警官) 等作品一度引领了题材热

点' 文学与产业的结合"现实题材对网文

生态的能量注入!这些都为网络文学产生

优质作品提供助力!也更好地丰富了人民

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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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工艺美术厂四楼!李梓
新和他的团队运营着一个孵化普
通人写作的非虚构平台"""#中国
三明治$%当记者抵达时!恰逢团队
的每周例会时间 !会议主题是 &十
人十年'汶川地震十周年$!在现场
播放的视频正是主题报道的第一
篇' 一个在地震中脑干受损的少
年 ! 梦想成为像周春芽一样的画
家的故事 %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
列的报道者是当年地震的亲历
者!此次她历时三个月 !用影像和
文字记录了十年后那些地震幸存
者的点滴生活 % 而在 &中国三明
治$这个平台上 !从亲历者到讲述
者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 与平台
倡导 &专注于普通人的非虚构写
作孵化$的定位相关 % 因此 &中国
三明治$上鲜少名人的故事 !绝大
多数是普通人的日常%

&我们孵化多元化背景的年
轻人进行写作 ! 构建一个写作生
态圈% $创始人李梓新说!&写作是
时代的解药!我们在用新的思维 !

给文字新的引擎 % $他相信 !除了
分享日常 ! 每个人的微小写作都
是历史的动人记录% 而创立之初!

也就是 89:: 年 ! &中国三明治 $

所关注的是三十岁上下的人群 !

&不论是人生阶段还是时代特征 !

三十岁上下的人群都陷入到了典
型的夹层状态中 % 他们夹在现实
与理想之间 ! 夹在父母和孩子之

间!夹在上司和下属之间 !夹在都
市与乡村之间 ! 夹在自己与自己
的挣扎之间 ! 像极了一只三明
治$% 当时!李梓新留学回国!他感
觉到一种焦灼 ! 而他与同龄人是
这种状态最直接的承受者 ! 他觉
得有必要做一些事情% &人生就像
冲浪!浪来了便迎其而上 % $于是
&中国三明治$应运而生%

经过七年的发展 !&中国三明
治$ 已从一个纯线上的分享社群转
为线上线下互动的平台! 工作的重
点也随之变为&孵化写作者$% 普通
人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在李梓新看
来!非虚构写作分为特稿写作!也就
是记者) 作家等专业人士从事的工
作*另一类则是更具烟火气的#生活
写作$!这一类则应该由更多的普通
人参与!#国外流行+$;$0&<,!不是
指到晚年才能写的回忆录! 就是一
种日常书写%故事存在粒子与分子!

所以完全不用觉得自己故事卑微!

+我,的故事也不一定要获得大众的
兴趣!在自己范围内的就很有意义!

是对生活的一种反刍与诠释% $作为
前媒体工作者! 李梓新有着多年积
攒的新闻触觉! 他认为未经过专业
训练的普通人也能成为一名很好的
&报道者$! 因为在 &写下自己的故
事$这个层面上!没有任何一名记者
能比他们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故事%

非虚构只有在面向大众时! 才会有
更强大的生命力%

从创立最初试图去描绘一代
人的生活状态!到倡导写作成为生
活创新方式!由普通人来讲述世相
人心!&中国三明治$所试图做的不
仅是写出故事!他们更专注建立与
学员间的双向互动!挖掘文字与故
事之间更多的可能性 % 他们发起
&每日书$! 是一个为期 =9 天的线
上写作计划!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
人 ! 每个月以某个主题每天写作
=99 字左右!李梓新介绍说会通过
奖励机制来鼓励大家坚持写作!这
个项目的复报率最高达百分之七
十% 再如&破茧计划$!完全免费的
项目!李梓新在破茧计划的第一本
故事合集 -破茧 99:'你未曾体会
过的人生.的序言中写道'&写作的
人都懂得 ! 有时写作就如作茧自
缚'孤独)困苦!无人理解% 在这个
喧嚣时代写作如是!对于所谓未成
名的写作者更如是!他们都在等待
着一次破茧而出% $ 于是在 89:>

年! 他和团队邀请了 := 位业界导
师对 :? 位普通作者进行写作指
导 !将他们的文章结集出版 !并以
此来培养专业作者%

从该计划延伸出来的&少年破
茧$则邀请许佳)钱佳楠等 @ 位导
师指导 89 多位少年完成他们人生
第一篇长篇非虚构作品%前不久发
布的第一篇来自七年级学生梁子
惠的-我在公办学校和国际学校做
班长.!微信阅读量已超过 A 万!李

梓新说他自己都有点意外!群体组
织中儿童的视角与观察可以如此
深刻%

&我以产品思维在运营平台!

目前我坚持做小而精致的东西!去
影响有限的大众 !而在中国 !即使
有限 ! 这部分人群的数量也很可
观% $同其他非虚构写作平台相比!

李梓新认为 &中国三明治 $的优势
在于它不是传统意义的媒体!而是
一个故事中转站%他直言自己不指
望它赚钱! 拒绝了多家风投机构!

也不着急将&中国三明治$商业化!

他享受着与一个个故事相遇时的
&小感动 $% 然而生存必然需要成
本!&中国三明治$因此开发了一系
列付费写作项目! 比如每日书)短
故事)写作工作坊等 !项目具有的
可持续性保证了相对稳定的收入%

但线上流量开发会到达瓶颈期!于
是他们将目光放到了线下流量的
拓展% 比如去年举办了&字在生活
写作节$! 今年和徐汇区图书馆合
作打造&真人图书馆$!相信每个人
都是一本待阅读的书//

如今!李梓新和他的团队仍然
致力于不断拓展写作和周围万物
的关联!孵化写作群体 !探索将故
事运用于产品设计 ) 城市文化挖
掘)空间打造等立体场域 !他们希
望以一个充满民间气的故事库!传
达给大家观察生活的能力!让那些
迷茫的人多一些行动力%

!大国重工"的作者齐橙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副教授$

卓牧闲创作的!朝阳警事"!韩警
官"等聚焦基层民警工作的作品一度
引领了题材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