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文学批评范式应从“栅栏式批评”走向“征候式批评”

面对推陈出新的网络文艺环境，以及

层出不穷的网络文艺作品，建立有效良性

的网络文艺批评环境， 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目前的网络文艺批评，就像青年学者李

雪莉指出的那样，存在着诸多问题。“评论

家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度不高，相关评论话

语和评论方式居多不符合网络文艺的实

际情形，导致种种评论和研究沦为学术圈

的自说自话，既没有对创作者产生较大的

影响，也无法引导读者。 ”

以李雪莉的理解，上世纪中叶之前出

现的四大批评形态，“模仿说”“表现说 ”

“客观说”“实用说” 实际上都忽略了网络

媒介的作用，开展网络文艺的具体批评实

践需要以网络为媒介场，综合考虑各种要

素进行合作开放的联合批评。从批评的主

体角度来看，读者、学者、作者以及编者需

要联合起来打破印刷时代以个体为单位

的封闭模式，共同建立一个开放、互相交

流与合作的新型批评环境。

李雪莉进一步认为，网络文艺具有新

媒介特征、 高度互动互渗的亚文化群落，

只有更充分地基于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

会学的视野和方法，如将文本内容、文本

实践的形态，与田野调查、访谈的方法相

结合，才能更有效地介入网络文艺的真实

情况。 “四类主体批评中，读者、作者和编

者都是常年与网络作品打交道的批评者，

只有传统的专家学者远离网络文艺作品，

所以他们更要身体力行的去接触网络文

艺，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合作式批评。 ”

从某种意义上说， 在网络上引起较

大反响的《凡人凡语精选书评专辑》具有

某种示范性。 该专辑是对网络畅销小说

《凡人修仙传》的评论合集 ，它由该小说

庞大的粉丝群体自发搜集、筛选、编辑成

书，涉及到了文学各方面的要素：故事情

节、事件设定、人物设定、作者评论、文本

评论以及对小说类型开创性的定位等 。

与传统文学评论集不同的是， 该专辑所

有的收集、整理、分类、检查、补充、审定、

上传等工作，都由粉丝们配合完成。 历时

3 个多月后， 粉丝们完成所有的编辑工

作，将之上传至互联网，实现批评的全民

共享和平等互动。

在青年学者谷硕看来，这种由传统个

体的精神生产到网络粉丝话语狂欢的转

化过程，不仅打破了专业批评家作为自律

性主体的身份，同时也解构了他们长期以

来所建构的权威性。在互联网构建的赛博

空间中，传统媒介环境中的以个体为本位

的主体形式被打破了，广大网民又实现了

重新部落化。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示我

们，要建立‘爽文学’的批评标准。 对很多

网民来说，网络文学的核心不在于超功利

的审美体验，而在于阅读的‘快感’。 可以

说， 快感美学是网络文学的主要艺术基

调，建立‘爽文学’的批评标准是符合网络

文学自身的审美层次的。 ”

换一个角度看， 快感美学如青年学

者黎杨全所说， 或许也只是网络文学的

表层，其深层则折射了网络社会的“虚拟

体验”。 “跟传统媒介相比，网络媒介的特

殊性就在于它是一种 ‘可生存 ’的媒介 ，

可以生活在网上，即所谓‘第二人生’。 这

种可生存性一方面给写手带来了 ‘网络

存在无意识’，即虚拟体验。 另一方面，也

会让读者自觉不自觉地从作品中感受并

认同这种虚拟体验。 ”也因此，黎杨全认

为，网络文学必然不是单一的 、纯粹的 ，

而是复杂的、多维的。 相应地，批评范式

也应从 “栅栏式批评” 走向 “征候式批

评”，以推动网络文学研究走向深入。

欧阳友权则更倾向于把网络文学评

论分为两个层级， 即资格性评价和选择

性评价。 前者是入门评价、大众评价、文

化评价，后者则是艺术审美评价、人文价

值评价和精品力作评价。 在他看来，层级

性评价的涵盖力与包容性切合网络文学

实际， 同时也有利于消除传统对网络文

学的误读和偏见。 “面对网络文学，批评

家应该有兼容、宽容 、包容的评价立场 ，

正确站位，选点发力，如此才有可能缩小

创作与评论的落差， 让理论批评的歌喉

发出足以穿透网络与现实的激越清音。 ”

借助高校资源平台提升网络文学品质，是可行路径

诚如网络文学研究专家欧阳友权

所言 ，从文学大势上看 ，网络文学已经

走过数量扩张期 ，步入质量提升期 。 相

应地 ，读者对网络文学精品化 、经典化

的诉求也随之增强 。 但实际的情况是 ，

很多网络文学作者缺乏文学写作基本

的知识储备和技巧训练。 借助高校资源

平台 ，提升网络文学品质 ，显然是一条

可行的路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高校首

个网络作家培养计划出炉。 去年年底，华

师大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正式启动 “分

众”中国未来网络文学家项目，并于近期

发布网络文学新人大赛公告。 通过大赛

选拔的网络文学新人将于今年 9 月到该

校报到，免费展开为期三年的专业培养，

其中一年驻校培养，两年校外跟踪培养。

“一年驻校培养主要包括配备知名作家

导师和知名学者导师， 选修网络文学创

作培训课程、 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相关课

程、人文社科和理工科视野拓展课程等；

两年校外跟踪培养，主要包括导师指导，

定期或不定期返校开展作品创作研讨 、

参加有关网络文学活动等。 ”该校中国创

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文贵良介绍说。

据了解，凡是在网络文学平台，包括

自媒体平台连续更文 3 个月以上的 40

岁以下新人作家就可参赛。 大赛将每年

从中评选出 10 至 20 名作者，作为“未来

网络文学家”后备人才，以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 华师大中文系创

意写作硕士学位点为平台， 量身定做打

造个性化培养方案。

该校中文系主任 、中国创意写作研

究院院长朱国华表示 ，所谓个性化培养

方案是指 ，考虑到不同网络作家的写作

习惯、创作定位 、知识需求 ，根据他们的

兴趣和写作方向定制培养方案 ，充分尊

重其个性。 “比如，有的作者投入科幻小

说写作 ， 可能对某些科学理论感兴趣 ，

我们想办法推荐物理 、天文等相关领域

学者开讲座 ，答疑解惑 ；有些网文作者

专注历史题材 ，那么个性化课程里 ‘打

包 ’历史系相关课程等 ，帮助小说写得

更具信服力。 ”与此同时，相较常见的统

一教材、集中授课 ，罗岗教授介绍说 ，该

培养项目聚焦网文作者作品 ， 以工作

坊 、讨论会等形式展开解析研读 ，为网

络文学新人提供有利于可持续成长的

写作环境。

除了网络文学网站上的作品 ，该项

赛事还将自媒体写作纳入评选范围。 该

校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黄

平说 ，比起网络小说平台 ，眼下不少微

信公众号 、 豆瓣等平台的自媒体写作 ，

也在人们的日常阅读图景中愈发醒目 。

“自媒体文章很难被归入一般文学体

裁， 但它们从内容到形式多种多样 ，与

现实生活结合异常紧密 ，这样一种非常

年轻的文学样态 ， 并没有一个定式 ，却

是当前文学生态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 ”

此外 ，为鼓励网络文学作家以现实主义

精神和手法创作作品 ，此次大赛也为创

作现实主义题材的网络文学作家保留

一定比例获奖名额。

在中国作协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李

敬泽看来，成立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发

起中国未来网络文学家项目， 充分展现

出华东师范大学对新时代文化发展变化

的敏锐把握和深刻洞察， 认识到大学既

要培养创造性的文学人才， 也要培养创

意性的文化产业人才， 在创作实践中更

好地发挥人文精神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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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带来的不是危机，而是契机
本报记者 傅小平

有一种广泛流行，但未被确证的看法认为，当下风起
云涌的类型文学，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让正统的严肃文学
成了一种类型文学。足以佐证这一看法的是，网络文学在
过去 20年间的迅猛发展。 据 2017年底的一项统计数
据表明，国内网络文学市场规模 129.2 亿元、网文作者
1400万名、 网文作品超 1600万种、 网文读者规模破
4.06亿人。 如果只是从规模和效应上看，的确如浙江省
网络作协常务副主席夏烈在近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
行的 “网络文学家培育与网络文学发展高峰论坛” 上所
说，网络文学已经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学样式。

但从另外一些指标，譬如从质量上讲，网络文学离
成为主流还有相当的距离。 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
长曹元勇表示，网络文学界鱼龙混杂，即使是评价较好
的作品也存在庞杂无实、凌空蹈虚等问题。 也有观察者
表示，网络文学不乏一些恶俗、低俗、庸俗的内容，不免
落入“拳头加枕头”的窠臼，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价值
观盛行。 如此，就像上海网络作家协会会长血红认为的
那样，虽然网络文学以巨大的作家量、书写量“取胜”，

但要出现精品或是经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此同时，如果说是否有相对完善的评价体系，或

是像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孙甘露说的 “比较成熟的判断
架构”， 是衡量一种文学类型是否主流的重要标准，那
么网络文学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事实上，在当下
文学批评界唱主流的学院派文艺批评， 如杭州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教授单小曦所说， 已不能充分阐释以网络
文学为主的新媒介文艺现象的现实。 蓬勃发展的网络
文学与批评之间的这种不对称， 也对批评本身带来了
某种焦虑。 无论如何，就像夏烈说的那样，网络文学给
予人们跳出文学史固有观念与框架的一种可能， 它带
来的不是危机，而是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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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质量的失控，在一

定程度上源于其创作和发表的

整个流程都缺失编辑环节。 业内

普遍用 “自编自导自演 ，自拉自

弹自唱 ”这句话 ，来形容网络文

学这样一种自由且野蛮生长的

状态。 据有关数据显示，仅阅文

集团旗下平台就有 400 万作者，

其中以“80 后”、“90 后”为主，作

者社会身份繁杂 、 水平参差不

齐 。 而网络文学内容质量的高

低，基本上是由作者主导的。 与

一般传统文学不同，其间很少有

策划、编辑、校对、编审的再加工

和层层把关。

而随着大量资本涌入，网络

文学变得过度商业化。 这种商业

驱动也使得网络文学屡屡出现

各种负面问题 。 有业内人士表

示 ，以网络小说为例 ，为迎合读

者口味 ，圈到更多粉丝 ，出笼的

作品多集中于武侠 、魔幻 、古代

言情 ， 题材单一且跟风仿效厉

害， 真正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当

下丰富人生现状的极少。 而且众

所周知，大多数文学网站与作者

签有协议， 对作品的上传字数、

更新频次等都有严格规定，致使

作者每天只能闭门造车，为码字

而绞尽脑汁，没能像传统作家那

般深入生活，体验生活。

既缺失编辑把控，又唯经济效益至上，

加之其他的一些原因使得网络文学作品质

量难以得到保证。曹元勇表示，从图书出版

的业态看， 数字化出版虽然一时还难以取

代纸质出版， 但至少已形成与纸质图书出

版共存的局面。 但网络文学还达不到数字

化出版的规范要求。“网络文学下一步是不

是非要变成纸质图书倒不重要， 重要的是

要不要经过严格训练的图书编辑对作品进

行一番编辑和加工。 网络文学有必要向现

在数字出版的标准靠拢。 ”

作家小白也表示，虽然看好网络文学，

但他对资本驱动下的类型化或模块化的网

络文学却心存怀疑， 因为这种阅读方式是

催眠式的， 使人上瘾， 几乎类似机器人写

作。“应该说，网络文学的前景非常美好，因

为它有交互性和社区性， 但前提是每一个

终端都应当对上传的文字负责。 ”

关键的问题在于，怎样建立起这样一种

负责机制？夏烈认为，网络文学需要在整个产

业链上引入专业人才， 需要有自己的文学评

论家， 需要有既懂得经营又懂得文学的网络

经纪人， 还需要有对影视和其他文化产品具

有判断力的内容策划公司。 而对于提高网络

文学质量而言，首要的是有作家经纪人，只有

这样作家们才能安心创作。血红表示，作为一

名网络作家，本职工作还是写文字。这个产业

不是一个人能包揽一切， 而是需要分工和各

司其职，推动整个产业的成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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