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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网络文学带来的改变和挑战
本报记者 傅小平

“网络文学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专家学者呼吁———

当评论家严锋在日前于上海社会科

学院举行的“网络文学发展”国际学术研

讨会上说 ， 中国的网络文学其实非常传

统， 它并没有充分利用电子媒体的特性。

多少对网络文学有所了解的人乍一听，都

会反驳道，中国网络文学正是借助于电子

媒体，并得益于此，才有如今这一片欣欣

向荣的繁盛面貌。 以韩国西江大学中国文

化系教授李旭渊的判断， 不久的将来，网

络小说将成为主流，而严肃文学将成为非

主流。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军感叹：作

为文学研究人员， 如果再不关心网络文

学，很有可能饭碗都要没了。

严锋援引美国网络文学的例子说，美

国的网络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先锋文学的

特点，就更让人迷惑不解。 因为在人们的固

有印象中，网络文学属于通俗文学一路。 但

我们这么论定， 只是因为我们把目光聚焦

于本国或是东亚。 倘是把网络文学放在全

世界范围里加以考察，就像严锋说的，我们

会发现， 每个国家的网络文学都有着很不

相同的面貌。 “美国有电子文学研究会，把

所有作品都放在网上收集。 他们提倡电子

文学，即充分利用电子媒体特点的文学。 而

像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网络文学，则

非常注重多媒体的实践。 ”

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代
表了向传统回归的趋势

美国网络文学之所以体现出先锋性和

精英性的特点，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如严锋

所说，它实践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理念，也因

此， 它不仅是先锋的， 而且是非常小众化

的。 严锋介绍说，美国网络文学实际上延续

了交互小说的概念。 而交互小说在美国有

悠久的传统，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很成熟了，

到了九十年代，产生了很多经典之作。 也是

在这个时候， 一些交互小说逐渐往网络上

转。 如此算是为福柯等人曾经梦想的后现

代写作找到了一个完美载体， 就是电子写

作，一种所谓超文本、超媒体的写作。 “相比

而言，我们只是把一些作品放到网络上，或

在网络上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易于被

受众接受和广为传播罢了。 ”

以严锋的观察，如果对比美国和东亚

网络文学的差异，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

现。 而从这两年的实践看，美国网络文学

也手机化了，却没有发展出手机小说。 严

峰说，比较早的时候，交互小说在 FLASH

或 CDROM 这样的电子媒体上发布。 如今

美国则发展出了一种社交媒体小说，还有

社交媒体诗歌。 “这种诗歌的发展是人工

智能化的， 它跟 AI 结合起来。 有一个叫

‘世界上最长的诗歌’的社交媒体。它用 AI

采集社交媒体上最新的文章，然后根据韵

脚，用算法‘算’出来。 ”

显而易见，对照美国网络文学 ，中国

乃至东亚的网络文学体现出了通俗化和

大众化的特点。 这也不难理解，正如李旭

渊所说，东亚的网络文学在小说的意义和

功能，以及传播方式等方面，都近似于西

方现代小说进入之前，也就是所谓“新小

说” 创作之前韩中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

“网络小说也像电视连续剧一样， 一集一

集地展开剧情， 它需要一定的一贯性，但

也必须在每一章里具有起、承、转、结的故

事结构。 换言之，它需要像章回体小说一

样的结构。 并且为了吸引读者继续阅读，

每章结束时，都需要能诱发读者的好奇心

才行。 ”

当然严格说来，中国乃至东亚的网络

文学，依然有别于传统章回体小说。 这种

区别主要是不同的传播方式造成的。 以李

旭渊的理解，如果说在传统社会，韩中小

说都是以作家和读者之间“说话-听话”为

前提被生产出来的话，现代小说则是以作

家和读者之间“写作-阅读”的关系下被生

产然后传播的。 “网络小说也在某种程度

上维持着这种关系。 但更重要的是，网络

小说的传播空间不再是书或者印刷品，而

是智能手机，因此向读者传达信息的媒介

产生了变化。 ”

正因为接续了传统文脉 ，相比 “全盘

西化”的新文学，网络文学的发展更像是

代表了一种向传统回归的趋势。 李旭渊表

示，宋代话本是随着宋代剧场文化兴起而

发展起来的，现代小说是随着杂志、报纸、

近代印刷术的发达而发展起来的。 “以上

中国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评价网络

小说的时候， 应更多地遵从唯物主义观

点。 因为历史发展是不可逆转的，网络小

说的盛行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

东亚各国网络文学呈现
出不同的发展面貌

实际上，中国网络文学往远了说接通

传统文脉，往近里看，则是像评论家夏烈

所说，比纯文学、严肃文学更没有包袱地

接上了新媒介转型和文化资本融合的浪

潮。 也因此，网络文学就变成了一种既旧

又新， 且在文化上带有混生特点的状态，

其中既有儒释道的东西，中华传统诗词的

东西，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传奇性的东西等

等，又有二次元，ACG 的元素，很多科幻的

元素等等，“很难清晰判断网络文学是新

文学还是旧文学”。

我们可以做出清晰判断的是，放眼东

亚不同国家的网络文学 ， 虽然都借助网

络，却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面貌。 李旭渊

表示，韩国网络小说相比中国起步要晚一

些，但近三年以来发展得非常快。 “以前在

韩国把这类小说叫英特网小说，三年前开

始叫成网络小说，web 小说。 英特网小说

主要在互联网上发表，web 小说则是以手

机来创作，在手机上阅读。 36 亿的网络小

说点击量当中，用手机来阅读点击的占到

30%， 这也说明 web 小说就是手机小说。

这就能看出，在韩国，网络小说其实就是

比较短的时间内可以阅读的单元性的文

学题材。 ”

以李旭渊的观察，到目前为止，在韩国

网络小说的市场规模达到 3129 亿韩币，而

严肃文学的销量大概是 3000 亿韩币左右，

最有人气的严肃作品也只能卖到 110 万

本。 网络小说在建立三年期间，每个月最少

点击一回以上的读者就达到 500万之多。

相比而言，手机小说一直是日本网络

文学的主体。 山东大学文学传播学院讲师

刘小源介绍说，这与日本手机网络的发展

是息息相关的。 “在日本可以说手机才是

年轻人上网的主流选择， 而直到 2009 年

日本电脑宽带使用率才勉强达到大约

60%的家庭覆盖率。 ”

相应地，日本网络文学也经历了有别

于中国和韩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形态。 在刘

小源的描述中，1993 年到 2000 年间，日本

网络文学主要是以纯文学性质发布在网

络上，也有一些跟网络活动有关的小说创

作。 差不多从 2003 年开始到 2009 年，手

机小说开始异军突起。 “因为需要适应以

手机上网为主的年轻人的阅读习惯，也就

形成了一些非常新颖的阅读和创作的特

点。 比如，因为是在手机上写的，语言就非

常简短，断句分行也非常频繁，会有非常

多的表情符号，以及特殊符号穿杂其间。 ”

手机小说在 2006 年到 2007 年间达到了

高峰期。 刘小源援引出版科学研究所的统

计数据， 以销量计，2006 年日本文学前十

名里有四部是手机小说，2007 年增加到五

部，而且大量的手机小说被出版成书。 不

少成功的作品被改编成了漫画、 动画、影

视剧、游戏、舞台剧、广播剧等各种形式发

行。

但随着各大出版社竞相进入这一领

域，日本手机小说的市场迅速饱和，到 2008

年日本连锁书店公布的数据， 全国排名前

100 名的小说里面没有一本是手机小说。

2009年的时候， 本来知名的手机小说网站

也运营不下去了。 退出热潮之后，手机小说

主题也发生了变化， 开始转向以青少年女

性群体为主的青春文学题材， 描写轻松的

甜蜜的恋情，缺乏文学性和思想深度。

此后， 在 2002 年前后就已经出现的

web 轻小说， 到了 2008 年左右便慢慢替

代日本的手机小说，从而把日本网络文学

推进到了轻小说时代。 在刘小源看来，不

同于写实类小说， 轻小说建构于漫画、动

画和游戏世界观上，是诸如玄幻、奇幻、科

幻，再加上日本的像勇者斗恶龙的游戏等

幻想性题材的衍生，这也使得这类小说衍

生出了穿越、转世、超能力等各种元素，其

中最多的就是穿越和转世。 由于此类小说

建构在游戏的世界观上，像升级、装备、属

性、 职业等等， 都是按照游戏的逻辑来进

行，而不是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来发展。 同

时，轻小说的写作以轻松娱乐为主要目的，

主要呈现为漫画式的语言风格和图文结合

的叙事方式。 所以其中没有任何高深的描

写，主要语汇都用于角色介绍，每个句子对

应一个场景， 读起来有一种电影分镜的快

感，使得阅读者非常容易接受。 简言之，轻

小说的阅读方式就是读图时代， 二次元文

化在小说领域的直接产物。

有必要补充的是，轻小说的出版形成

了一套比较成熟的业界体制。 刘小源说，

要出版这样的作品， 首先得向出版社投

稿，获某个新人奖项，再由出版社约稿，在

完成全部书籍的内容之后才能获得出版

机会。 这样层层筛选，使得小说品质能够

得到保证。 “到了 2005 年以后，越来越多

的 web 小说网站出现了。 像‘成为小说家

吧’，可以免费投稿，并且可以免费阅读 。

截止到 2018 年 6 月 20 日，这个网站共发

表小说 629342 部， 可以说是日本最大的

投稿小说网站。 类似以出版社背景为主的

轻小说连载网站纷纷成立，也就取代了原

有的手机小说网站。 ”

虽然如此，在刘小源看来 ，日本轻小

说里有很多作品被改编成动漫游戏、影视

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总体发展前景

并不乐观。 轻小说以出版成文库为目标，

必须按照纸媒文库版出版的要求来创作。

而且日本的小说网站是完全免费的，如果

作者想要获得写作的利益，就必须要获得

出版的机会。 “另外，尽管日本的二次元产

业链非常成熟，对于日本网络文学发展来

说却是一把双刃剑。 日本文学网站没有中

国网络文学这样的收费制度，也就成了动

漫、游戏、影视剧改编的附庸，它没有合理

的盈利机制，无法脱离纸媒存在，所以发

展空间是严重受限的。 ”

中国网络文学研究需从
四种力量入手

然而面对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无论是

中国、韩国，还是日本，相关研究与其说聚焦

于其文学性，倒不如说把它作为一个文化产

业加以整体打量。 大体而言，网络文学之所

以蓬勃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李旭

渊所说，适应了现在阅读小说的模式。 “有一

个调查数据显示，读者读一章网络小说的时

间大概是十分钟， 这样他们只要在上班路

上，或休闲时间，乃至是在洗手间的时间读

读就可以了。他们用不着像以前那样每天花

几小时，甚至花几天时间来阅读小说。 也因

为此，网络小说必须在十分钟之内抓住读者

的眼球。 ”显见地，网络文学着重讲故事，而

非讲究文学性。 其快速消费的特性，也很难

说会对文学本身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

问题在于，网络文学文学性普遍不高，

是否意味着相关文学研究和批评将其拒之

门外？ 事实上，诚如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所长荣跃明所说，新媒介的介入，使得

网站上对网络文学作品的评价都用技术环

节替代了， 这本身就对传统文学创作、批

评、传播、阅读等环节进行了解构。 而当今

网络文学的高度繁荣， 也挤压了传统文学

批评的空间。 “传统文学批评主要在纸媒上

进行， 网络文学的受众乃至评价都在网络

上进行，这就是说，传统文学批评被边缘化

了。 所以，以学术生存计，文学批评也需要

沉下心来面对网络文学作品。 ”

事实上，仅凭文学批评 ，难以对网络

文学有总体的研究。 以夏烈的观察，从中

国网络文学二十余年的发展来讲， 受众、

产业和资本、国家政策，还有文学知识分

子这四种基本力量，都对网络文学产生了

或多或少的影响。 “这四种力量入场有先

后，力量有不均衡。 在不同时间段，合力矩

阵是不一样的，但它们互相牵制 ，现在又

有一定的合谋。 如果要做中国网络文学发

展史，有必要从这四种力量入手。 这样的

发展史既是国际的，也是国内的 ；既是当

下的，也是二次元的。 ”

而这样的研究，势必要求相应的学术

资源跟进。 夏烈表示，目前在中国做网络

文学研究的学者， 主要来自两个专业方

向，一个是文艺学，一个是现当代文学。 相

比而言，文艺学的学者要开放一些 ，因为

他们可以把西方文艺理论的资源， 包括粉

丝理论，运用到网络文学研究中去。 对于西

方理论的学习， 也使得他们对于网络文化

的语境不那么反感和不理解。 虽然文艺学

学科内部也有阻力， 但有一批学者早就转

型做文创产业， 甚至都有十年以上的文化

产业研究经验了。 但在现当代文学学科内

部， 相关学者们秉承的精英启蒙主义的思

路，使得他们面对网络文学措手不及。 但需

要正视的是，即使没有网络文学的出现，这

种思路也已经遭受到了全球化和大众文化

的冲击。 “大概也只有范伯群等极少部分文

学史家，主张中国文学有两翼，一翼是严肃

文学，一翼是通俗文学。 相应地，文学史书

写也得各占一半的篇幅， 而不是只给通俗

文学留出概述性的一章讲述。 可以想见，以

后怎样讲述、评价网络文学，都将直接挑战

文学史的书写权利的问题。 ”

不管怎样，网络文学带来的影响是方

方面面的。 除了与动漫、影视的关联，以曾

军的观察，网络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文学翻译的面貌。 （下转第 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