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模级”作家东野圭吾
凭借小说、影视作品双驱动

说到近10年在中国畅销的外国
小说，东野圭吾的作品无出其右。在
日本，写推理小说的作家数不胜数，
但东野圭吾却只有一个，他大胆突破
日式推理小说框架，将案件的发展过
程、解谜的矛盾曲折与人物既有命
运、发生的社会事件巧妙地串联起
来，描写了当代日本社会的各个层
面，揭示了生活的真实面貌。2008
年，东野圭吾凭借《嫌疑人X的献身》
推开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大门。这本
书堪称是他本格推理的巅峰之作，
2005年出版后便捧获了日本文学最
高荣誉直木奖和本格推理小说大奖。

今年是东野圭吾进入中国的第
十年，他的热度居高不下，经久不散，
口碑也如日中天。其经典作品《嫌疑
人X的献身》《白夜行》《秘密》《解忧
杂货店》等经常在畅销榜上名列前
茅。很多读者喜欢东野圭吾的原因
在于，他笔下的推理世界不仅“烧
脑”，而且温情又有趣。甚至他本人
评价自己作品时，也曾说，比起“推理
小说”更像“娱乐小说”，“让人在阅读
中得到乐趣的小说”。

“现在的我，会尽量写出即使不
爱推理小说甚至不喜欢阅读的人，看
了都会觉得有趣的作品。”东野圭吾
不仅写的书“爆款”频出，也受到众多
导演的青睐。在他的小说中，对环
境、形象描写弱化，而情节故事性却
很强，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进行
影视化改编。据统计，迄今为止，他
的80多部作品当中已有20多部被
搬上荧幕。诸如《白夜行》《嫌疑人X
的献身》《解忧杂货店》等经典作品，
还被不同国家进行过反复改编。

最近几年，国内也不约而同地掀
起了一股“东野IP翻拍”的热潮，成
为日本IP大肆横行中国演艺市场的
典型案例。2017年，由苏有朋执导，
王凯和张鲁一主演的《嫌疑人X的献
身》收获了不少好评。而由王俊凯、
迪丽热巴和董子健主演的《解忧杂货
店》，在跨年档的激烈竞争中，票房也
一路飘红。

神奇魔法助力J.K.罗琳
“哈利·波特”长盛不衰

自哈利·波特系列首集《哈利·波
特与魔法石》于1997年出版以来，英
国作家 J.K.罗琳又接连创作了《哈

利·波特与密室》《哈利·波特与阿兹
卡班的囚徒》《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等系列作品。这股神奇的魔法以不
可阻挡之势席卷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J.K.罗琳也一跃成为风头无两的畅销
作家。

2010年，“外国作家榜”榜单首
次推出时，发布了2000至2010十年
间，外国作家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版税
总收入排名。当时，J.K.罗琳以9550
万元人民币版税收入问鼎首富宝座，
一时间，引起各方高度关注。8年过
去，J.K.罗琳在中国的“吸金”能力依
然不容小觑，今年，她仍以1500万元
的版税收入位居第三名。

J.K.罗琳能够在竞争如此激烈的
情况下牢牢占据前三，最重要的原因
之一在于，《哈利·波特》本身具备了
畅销的所有元素：魔幻、冒险、正义与
邪恶、友情等一应俱全，满足了不少
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对超越现实
的魔法世界的幻想。另一个不可回
避原因是，多年来，围绕着“哈利·波
特”这一“超级IP”，衍生出了电影、玩
具、电玩等周边产品，跨媒介的协同
效应一经放大，演绎为成功的流行文
化和商业品牌自然不足为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荷

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大星
文化、作家榜阅读APP重磅发布的第
12届作家榜之“漫画作家榜”中，已经
画了17年阿衰的漫画家猫小乐，以一
年出版4本《阿衰online》收获630万
元版税的成绩，荣登榜首。

作家榜母公司大星文化创始人
吴怀尧介绍：“今年的上榜作家，有很
多都是网络漫画作家，通过网络的平
台，他们也收获了大量的粉丝以及稿
酬收入。”

如今的图书行业在萎缩，这是不
争的事实。上届“漫画作家榜”榜首

阿桂的版税高达千万，但本届榜首的
版税却仅有去年的6成左右。不过，
猫小乐作品的质量、产量、收入的水
平还是非常稳定，与去年的收入相差
并不多。猫小乐表示：“如今图书行
业萎缩，我一直做好落榜的准备，但
是今年还是上榜了，这说明，我的漫
画书还真是挺卖钱的啊。再次上榜，
还是非常荣幸。”

本届“漫画作家榜”呈现了几
个趋势，老一代的漫画家如几米、
蔡志忠等人仍旧比较坚挺，排名也
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以大型 IP 为

蓝本的作品仍旧很受欢迎。比如，
第二名任翔的作品《大主宰》《斗破
苍穹》，就是以网络作家天蚕土豆
的超级 IP为蓝本创作的，本来就有
相当庞大的读者基础，改编成的漫
画作品也非常吸睛。另外，晓泊改
编网络女作家玄色的作品《哑舍》，
也是同样的情况，也收获了不少读
者的支持。

让人最为惊喜的是，网红大V二
混子虽然排名仅列第15名，但他的
作品类型却比较新奇，他是以《半小
时漫画中国史》上榜的。这名前设计

师是一个200万粉丝的公众号创始
人，他的“Stone历史剧”栏目，受90
后、00后等年轻群体的喜爱。在他
的笔下，通过一张张手绘和段子，大
致捋出了历史的大脉络。春秋战国
像个班级、大秦过把瘾就死、三国就
三大战役、魏晋乱世多奇葩、南北朝
盛产败家子、大唐酷炫民族风……根
据这个漫画集结的作品《半小时漫画
中国史》，卖出了180万元版税的优
异成绩，也让二混子成功跻身漫画作
家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闫雯雯

希望图书市场再次回暖
最近几年，猫小乐一边陪女儿读书

一边仍旧在进行创作，用他自己的话来
说：“这几年过得都一模一样：画阿衰。
没有什么新闻，单调得不好意思呢。”

2017年，他出版了4本《阿衰on
line》，让这部漫画的册数达到了第58
册，虽然距离他曾经给自己提出的

“100册”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但这并
不影响他以630万元的版税排名漫画
作家的第一名。

对于猫小乐而言，连续登上漫画
作家榜既是对自己作品的肯定，也是
对自己保持创作激情的激励。《阿衰
online》是搞笑类的漫画，无所谓开头
和结局，类型决定了这是可以长寿的
作品。只要是有好的点子和主意，这
类型的漫画就可以一直持续画下去。
源源不断的新笑点，也是猫小乐漫画
的一大特点，也是可持续出版的一个
大前提。

在近几年的市场上，一直有一种
“唱衰”纸质出版物的声音，对于漫画
作品的出版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对此，猫小乐认为在这个充满变数的
世界，其实危机和机遇都是同时存在
的：“图书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萎缩，这
是网络时代的必然。人类正在经历一
个深刻的变革，竟然让我赶上了。有
一种历史从身上碾过的感觉。图书未
来的发展方向——我听说是做精品
书，走高端路线。但是未来是充满变
数的，我还听说国外纸质图书回暖
呢。我是希望中国的出版业也能抓住
机遇回暖。”

创作还是关注作品本身
如今的漫画行业实际上也在向

资本靠拢，这对于创作者来说的确
是一件好事。漫画类的IP在商业上
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比如《秦时明
月》《大鱼海棠》《大护法》《大圣归
来》等等，几乎都是依靠优质动漫IP
创造出的爆款。

猫小乐手上最大的IP就是《阿
衰on line》，这部漫画诞生到如今
已经有17年的历史，里面的几个主
要人物也是读者耳熟能详的，猫小
乐此前也参与了一些围绕着阿衰
这个IP进行的周边商品设计、生产
工作。几个漫画家在一起设计了
抱枕、钥匙扣等系列产品，生意也
还凑合。

然而，猫小乐并不建议年轻作
家这么做，他认为作品的质量才
是能否成功的根本：“IP化或者不
IP 化，都看作品本身。我觉得作
者创作的时候还是少想 IP，多想
作品本身。”

实际上，一些与阿衰“年龄相
仿”的动漫IP如今已经成型，在IP
开发上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比如
Hans的经典漫画形象“阿狸”就与
多方合作，开设了室内乐园以及各
种巡游和嘉年华，今年甚至将在成
都开设一家以阿狸为主题的室外田
野乐园。对于阿衰未来是否能够成
为这样的IP，猫小乐开玩笑说：“未
来阿衰要是搞游乐场，我觉得鬼屋
比较合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闫雯雯

网络为年轻人提供舞台
虽然纸质漫画的出版受到了

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如今的读者
不需要漫画了。网络漫画热火朝
天，各类漫画阅读APP用户大幅度
增长，老牌互联网企业也都开了漫
画频道，阅读漫画的人群和范围也
进一步扩大，移动网络平台上也涌
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在本届“漫画作家榜”上，除了
以成熟IP《哑舍》创作漫画的作者
晓泊还不满30岁之外，其余9位排
名前十的作者的平均年龄为44岁，
甚至没有一人是90后。分析原因，
猫小乐认为，其实这就是网络漫画
对于传统漫画行业的影响，并不是
没有90后00后画漫画，只是他们
不会出版纸质的作品：“网络漫画对
传统漫画的冲击就是：新的作者都
不去给传统漫画的发表渠道投稿
了，都去做网漫了。因为在传统的
渠道出头实在是太难了。”

这样的影响对于想要冒尖的
年轻人来说，甚至是对于漫画的这
个行业来说，都是好事：“网漫对漫
画发展是个好事，以前大家挤破头
要登台，现在谁都有舞台可以表现
自己。每一名画家都有机会用读
者检验自己的水平。”

在猫小乐的身边，实际上就有
一些有潜力的新人：“有潜力、有实
力的画家实在是太多了，网络上好
多好多。我的前助手大绵羊bobo
就是网络漫画家，他在网上也算是
一个大V。”

4月12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大
星文化、作家榜阅
读 APP 继续重磅发

布第 12 届作家榜，其中占据“外国
作家榜”榜首的，仍是日本作家东野
圭吾，他的版税高达 4200 万元，比
荣登第二位的另一位日本作家村上
春树的版税（1800 万元）多出不止
一倍，堪称一枝独秀。而英国作家
J.K.罗琳，则以 1500 万元的版税位
居榜单第三。

作家榜母公司大星文化创始人
吴怀尧分析：“东野圭吾在中国如此
受欢迎，在于他的持续笔耕不辍和高
水准作品，堪称劳模级达人，这点值
得中国作家学习。”

从“外国作家榜”历年的变化
可以看出，读者需求的更迭速度
稳中有变，外国科幻、悬疑等类型
的图书依然“吃香”。值得一提的
是，村上春树的名字从未旁落，今
年，他凭借最新长篇作品《刺杀骑
士团长》位居榜单第二，加上榜首
的东野圭吾、第十二位的宫西达
也等八位上榜的日本作家，可见
日本文学在中国保持着持续走红
的态势。

东野圭吾持续高热
再度登顶“外国作家榜”

村上春树“从未旁落”J.K.罗琳“魔力不减”

“漫画作家榜”第一名“缩水”
传统市场遭遇网漫冲击，大型IP靠人气抢滩

新贵榜首猫小乐：

网络时代的深刻变革
仿佛历史从身上碾过

猫小乐，著名漫画人物阿衰
的“老爸”。他曾经出版过漫画

《阿衰on line》《小爷们那些事儿》
《猫三狗四》等作品。其中《阿衰
on line》销量高达几千万册，是国
内最畅销的漫画之一。另外，他
也是作家榜的常客，几乎每年都
能进入“漫画作家榜”前十名。面
对如今网络漫画的冲击，猫小乐
还是比较淡定，他认为在这个充
满变数的世界，一切皆有可能。

“漫画作家榜”榜首猫小乐。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作家榜独家数据合作

作家榜文化盛典合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大星文化、作家榜阅读APP今日继续发布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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