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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应重质量
“新”并不是一切

5 日上午，中国作协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在开幕式
致辞并发表主题讲话，他说:“网
络文学已经从重数量向重质量
的方向转变，质量越来越成为网
络文学的生命线。思想精深、艺
术精湛、制作精良日益成为网络
文学界自觉的追求，网络作家责
任意识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
网络文学新人投身现实题材创
作，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现实题
材优秀作品脱颖而出，现实题材
作品创作愈益成为网络文学的
一大亮点。”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第五届
中国网络文学论坛主题学习会
上，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协主
席，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
主阿来，作了关于《新时代作家
的使命与责任》的主题演讲。
他从类型写作的角度切入，强
调现实主义对网络文学创作的
重要作用。“网络文学最大的特
点是，作家边写作读者边跟随，
读者还可以在跟随的过程中发
表意见和要求。用这种互动的
方式保持跟读者联系，知道读
者想要什么。但这样也会产生

悖论，因为古今中外写作都是
精英干的活儿，文学要讲，文字
也要讲。如果过于听从读者的
要求，我们就会有所放弃。当
众生喧哗说‘我要我要我还要’
的时候，那他到底要的是什么，
就需要思考和警惕了。

在阿来看来，网络文学很
新，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也很
新，但“新”并不是一切。“网络文
学依靠技术上的新，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巨大空间，但里面也出现
了很多旧的东西——让我们很
早就已经警惕、批判的东西。”他
强调，现实主义不是题材的选
取，而是一种精神。创作内容应
关注真实的社会、关注真实的人
生。最后，阿来表示，要“深入传
统文化，放开眼光，向世界学习
更先进更有用的经验。”

“网络文学川军”
影响力居全国前列

四川是网络文学发展较早
较充分的地区，拥有一批优秀的
网络作家和网络文学作品。四
川省网络作家协会是全国成立
较早的网络作家协会之一，在团
结和引导网络作家方面，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积累了成功的经

验。开幕式上，四川省作协党组
书记侯志明发布了四川省网络
文学发展报告，对2019年四川
省网络文学从无到有、从少到
多、从有到优的卓越发展历程进
行了回顾和总结。

据悉，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
自2015年成立四年来，四川网
络文学取得了快速发展，涌现出
了天蚕土豆、爱潜水的乌贼、夜
神翼、唐七公子、林海听涛、庄毕
凡等一批网络文学大咖，推出了
《奥术神座》《十州风云志》《冠军
之心》《诸天纪》《古蜀国密码》
《商藏》等一批知名网络小说，改
编了《琅琊榜》《华胥引》《三生三
世十里桃花》等一批热播网剧，
组织了诸如“又见乡愁·网络作
家在行动”“网络作家重走长征
路”等一批“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主题活动。成就巨大，精彩
纷呈，为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贡献
了四川力量。

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至9
月9日。在论坛期间，主题报告
会、主题学习座谈会、主题研讨
会、网络文学行业调研恳谈会等
一系列网络文学论坛主题活动
陆续开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张杰 荀超李雨心

9月5日上午，在第五届中国网
络文学论坛暨首届四川网络文学周
开幕式上，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李敬泽致辞。他提到：“作为新
兴的文学样式，年轻的网络文学以自
己独特的方式成为新中国文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20多年来，网络文学
从有没有、多不多，向好不好、精不精
转变，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开始
不断加强现实题材和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的创作，自觉与时代同步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
明哲引领风尚，为满足人民群众不断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做出了重要贡
献。”

在下午的论坛上，作为中国作协
副主席，李敬泽还进行了一场关于新
中国文学史的演讲。他回顾梳理了
中国作协的历史，“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也是中国作协成立 70
年。”李敬泽说，70年来，我们新中国
的文艺的初心是什么？我认为就是，
毛主席曾经对文艺工作者说的那句
话：“人民需要你们”。

演讲中，李敬泽还透露，刚刚公
布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已经特别设
定为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颁奖仪
式，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实习生 张谌

9月5日下午，四川省作家协会
主席，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
阿来亮相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
主题学习会，以《新时代作家的使命
与责任》为题，为与会的网络文学作
家们做了一场精彩的主题演讲。

从网络文学的兴起，再到当下的
迅猛发展，中国的网络文学走过了
20多年的时间，涌现出了极大体量
的作品。在讲座中，阿来谈到自己近
年来一直力争对网络文学有更多的
了解。他从类型写作的角度出发，畅
谈自己对网络文学创作的思考和观
点。“当下网络文学主要的体现，就是
诞生了各种各样的写作类型，特别是
在传统的类型之上，有了更多新的类
型，比如玄幻等。”

那么，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
本质区别是什么呢？在阿来看来，
有一点至为重要：“网络文学跟传统
文学区别开来，并不在于体量，介质
也不是本质的问题，区别的本质是
读者在跟随作家的写作。现在的网
络作家，更新慢了会被读者催。作
家边写作，读者在跟随的过程中还
要发表意见和要求。”网络文学的好
处，在于能用互动的方式，保持跟读

者联系，知道读者想要什么。但是，
两者之间也会产生悖论。“如果我们
过于听从读者的要求，就会有所放
弃。因为古今中外写作都是精英干
的活儿，文学要讲，文字也要讲。当
众生喧哗说‘我要我要我还要’的时
候，那他到底要的是什么，就需要思
考和警惕了。”

最近，现实主义题材文学开始逐
渐被市场强调，加强现实题材的创作
成为当下主题之一。阿来特别解释
道，现实主义不是题材的选取，是一
种精神，是关注真实的社会、关注真
实的人生。而“架空”、“二次元”等写
作题材，虽然可以发挥自己想象力构
架空间，但在阿来看来，“写作依赖的
资源，还是基于对人的理解的经验。
我们跟读者、跟这个时代发生勾连、
共振，都来自于现实的经验。情感性
的经验，都是来自于人生的。很多类
型文学有模式化、套路化的写作，这
没有太多的意义。不管什么题材，还
需要有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关
怀。有了这个东西，我们才能超越所
有的题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雨心荀超

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暨首届四川网络文学周开幕

数百网络大咖云集成都
探讨新时代网络文学发展

经过20多年
发展，网络文学已
成为具有中国特
色的新兴文化现
象。据上个月发
布的《2018 中国
网络文学发展报
告 》数 据 显 示:
2018 年，各类网
络文学作品累计
达到 2442 万部，
国内网络文学创
作 者 已 达 1755
万，网络文学呈现
形式更加多彩多
样。

9 月 5 日，第
五届中国网络文
学论坛暨首届四
川网络文学周在
成都开幕，240余
位网络作家、评论
家、网络文学组织
工作者、网络文学
网站负责人以及
部分网络文学相
关企业代表齐聚
成都，共享这场网
络文学界的盛会。

李敬泽：
网络文学已成为新中国
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来：
文学创作要有现实主义
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

川博的青铜器百看不厌

“四川是张大千的故乡，大千先生
早中期的艺术活动很大部分是在四川
展开的。四川博物院因缘际会，收藏了
一大批张大千艺术精品，尤其是张大千
敦煌壁画摹本的收藏在国内首屈一指，
其中还包括大量半成品，成为四川文化
的一张亮丽名片。”参观完四川博物院，

“文物医院”在微博上这样记录。
“文物医院”对四川博物院印象比

深刻。他认为，作为一个老牌的文化地
标，川博可以代表西南地区巴蜀文化的
核心。参观完川博的展馆之后，观众会
对巴蜀文化有一个宏观的认识。

神秘又充满“黑科技”的文物保护
实验室、张大千笔下的灵动飞天、周身
洋溢欢喜之美的汉代陶俑、全球最完
整的一套格萨尔唐卡……尽管川博的
特色馆藏不胜枚举，出于职业习惯，

“文物医院”对四川博物院的青铜器文
物非常感兴趣，特别是牛纹铜罍和西
周蟠龙盖兽面纹铜罍，“简直百看不
厌”。他对此赞不绝口：“这种尊的器
型、体量都是中原文物不可比拟的，非
常有地方特色。”

四川文博营销更胜一筹

“文物医院”对成都的印象是历史
名城和美食之都，每次来成都都能体
验到“少不入川”的惬意，特别是层出
不穷的博物馆和令人大快朵颐的美
食，都是吸引他数次前往的理由。

成都的文化氛围和中原地区有很
大的差别，早期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
就有所交流，不少博物馆里的藏品都
带有这种交流的印记，而这种特征在
别的地方找不到。例如在四川博物
院，他惊喜地从古蜀的墓葬出土中发

现了中原文化的影子，这无疑是古代
成都开放、包容的佐证。

这次行走天府成都，他一口气走
遍了川博、成博、武侯祠等多家博物
馆，收获颇丰：“这里有中原地区完全
没有的器型、文化特征、特殊风俗以及
图案，这对研究民族融合、西南地区与
中原地区的文化交融有很大的帮助。”

作为拥有362万粉丝的微博大V，
“文物医院”经常分享文史知识、博物
馆趣闻，收割了一大批粉丝。不过，他
也关注了川博、成博、金沙、三星堆等
一批博物馆官微，与他们互动比较多，
是资深的铁粉。谈及四川博物馆热的
现象，他笑言成都是一个网红城市，也

孕育了一大批网红打卡地。“四川各个
博物馆在自媒体运营方面做得比较超
前，自媒体的营销推广都做得比其他
地方要更胜一筹，他们的新闻从年轻
人的角度发声，而非陈词滥调，吸引更
多年轻人走进博物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四川十大文旅新地标”评选活动阅读量破千万

知名博主“文物医院”打call：
“四川文博资源丰富，
推荐组团参评文旅新地标”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
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
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800多年前，南宋诗人陆游
曾在锦城西隅留下了千古
名篇。如今，微博大V们行
走天府成都，深入了解这里
的历史文化、美食佳肴、风
土人情，感受这座城市的独
有魅力。

得知由封面新闻、华西
都市报主办的“四川十大文
旅新地标”评选活动正在火
热进行中，各平台阅读量总
计突破 1000 万，上海博物
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副研
究员、拥有362万粉丝的博
主“文物医院”为他参观的
一系列博物馆打 call：“四
川好地方太多了，我来过不
下十几次，四川的人文景
观、自然景观，特别是博物
馆都很引人入胜。四川文
博资源非常丰富，包括川
博、成博、武侯祠、草堂、金
沙、永陵、三星堆等博物馆
数不胜数，可以组团参评四
川文旅新地标。”

四川十大文旅

新地标
评选活动

中国羽毛球协会5日宣布，为了更好地备战
东京奥运会，中国羽毛球队充实了教练团队，历史
上首次聘请外籍教练，并将资深教练李矛召回。

中国羽协主席张军介绍，羽协已聘请原韩国国
家队主教练姜京珍以及韩国前男双名将柳镛成协助
双打训练，聘请前国家队教练李矛协助男单训练。

张军表示，双打是韩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希
望姜京珍和柳镛成将韩国双打独特的训练理念与
训练方法带进来，结合中国羽毛球双打运动员的特
点，取各自之所长，形成更加有效的训练手段，在东
京奥运会备战期间，让中国队的双打整体水平进一
步提升。经过多次沟通，张军认为，两位韩国教练
经验丰富、踏实肯干，有强烈的责任心，希望他们的
加入可以为中国羽毛球队双打训练带来新意。

至于聘请李矛协助男单训练，张军表示，李矛
是一位经验丰富、有独到训练方法的资深教练，具
有很强的事业心。多年来，他曾先后在中国、韩国
和马来西亚队执教过，培养出董炯、孙俊等众多优
秀男单选手。请李矛回来可以进一步加强男单教
练团队的力量，帮助年轻运动员及年轻教练尽快
提升综合能力。 据新华社

在9月4日进行的2019年篮球世界杯A组
最后一场较量中，中国男篮以59：72不敌委内瑞
拉队，以1胜2负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三，无缘16
强。失利的阴霾固然令人沮丧，但中国男篮接下
来还将在17-32名的排位赛中为争夺东京奥运
会的入场券而继续战斗，对手是同样无缘16强的
尼日利亚队和韩国队。希望中国男篮的小伙子们
继续努力。

为此，新华社赛后发布海报：今天，头可以暂
时低下，但拳还要继续握紧！ 据新华社

知名博主“文物医院”。

篮球世界杯

新华社发海报鼓励中国男篮
头可以暂时低下
拳还要继续握紧

首聘外教李矛回归
国羽为东京奥运“变脸”

知名博主“文物医院”参观四川博物院文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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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暨首届四川网络文学周在成都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