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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海外网络文学作家增 3 倍

“Z 世代”成“洋写手”主力
本报记者 康 岩

“看网文”“写网文”已成为不少海外青
年的重要文娱生活方式。日前，阅文集团最
新发布的海外网络文学作家相关数据显示，
近一年来，其海外平台起点国际的网络文学
作家数量增长超 3 倍，平台海外作家中，“00
后”及“95 后”占比超过八成。海外网络文
学作家队伍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
近日，记者采访业内人士和专家，对此进行
分析和解读。

——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研究处研究员马天博谈新
主流电影创作时表示

常见的有模仿中国仙侠和武侠作品，在小说中运用
熊猫、高铁、华为手机等中国元素，运用“系统流”
“无限流”等在中国网络文学中常见的写作方法等。

海外作家创作热情高涨
数据显示，近一年来，海外网络文学作家队
伍不断壮大，作家的职业背景、所属专业也呈现
更明显的多元化趋势。据不完全统计，起点国际
已上线 1700 部中国网文翻译作品，培育近 19 万名
海外创作者，上线海外原创作品超 28 万部，累计
用户近 1 亿。
在作家特征方面，除了文学、历史、美术等
常见的文科专业之外，拥有计算机科学、物理
学、应用数学、经济学等理科背景的海外作家变
得越来越多；职业背景方面，许多教师、计算机
工程师、全职妈妈、银行职员等非写作相关专业
的人，也开始成为网络文学创作的核心力量。在
地域分布上，东南亚网络文学作家整体占比高达
36.2%，排名第一，北美地区也凭借超过 30%的占
比排名第二，东南亚和北美已经成为“盛产”网
络文学作家的重要地区。
海外网络文学作家创作热情高涨，作家年龄
结构也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特点——“Z 世代”正
在成为创作主力。据阅文集团总裁、腾讯在线视
频副总裁侯晓楠介绍，目前，“00 后”已成为阅文
旗下海外网络文学作家中规模最大的群体，占比
高达 56%；“95 后”则紧随其后，占比为 25%。不
仅如此，头部作家中的“00 后”和“95 后”占比
也已达到八成，成为行业精品内容的创作核心。
专家分析，这些海外原创作品题材多元、内
容丰富，大部分作品的世界观架构深受早期翻译
的中国网络文学的影响，蕴含中国网络文学中常
见的奋斗拼搏、尊师重道、兄友弟恭等主题。最

◎中国新主流电影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
载体，它通过银幕向中国及世界观众讲述中国人民、中
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做过什么，现在正在做什么，进而表
明这些作为对中国和世界有着怎样正面的和积极的意
义，在潜移默化中会对观众的思想观念和情感倾向产生
影响。在技术层面，主旋律电影应秉承严谨的制作态
度。电影的叙事基调应该是严肃的，应该以“正剧”演
绎“正史”，克服戏说、调侃等基调。应该通过严谨的叙
事，让观众对中华民族历史与中国共产党党史有一个正
确的、清晰的而非扭曲的、模糊的认识。同时也应看
到，仅仅做到严肃地还原历史还不够，更要用功构建完
整的艺术世界，否则故事缺乏感染力，难以深入人心。
要在描述历史情境、塑造英雄形象的同时再造一个虚构
的艺术性空间，在潜移默化中传递主流意识形态。中国
新主流电影因此才具有更加丰富的层次，有利于观众在
与电影的互动中产生更加个体化的情感反应，由此才能
完成正确历史观的形成和集体记忆的构建。

写作带来精神物质“双丰收”
近一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海外网
络文学作家的数量增长超 3 倍。来自尼泊尔、24
岁的网络文学作家“打鼾熊猫”阅读东方玄幻小
说已经有 7 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很喜欢这类题
材。之所以决定动笔写自己的小说，是因为他觉
得写书是疫情期间对抗无聊的完美解决方案。
“疫情期间，人们太无聊了，他们想做点什么
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写作是很好的消遣方式，
可惜很难写完一本书以传统的方式出版，所以新
手作家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发表途径。他们找到了
线上出版这个形式，然后很快就成为了一名网络
作家。”“打鼾熊猫”说。
创作网络文学给作家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收入。为支持海外原创网络文学发展，起点国
际早在 2019 年就启动了全球年度有奖征文，目
前已有超过 8 万名海外作家参赛。许多文学爱好
者借助起点国际实现了自己的写作梦想，还有
人通过写作获得收入，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甚至
是人生。
自从两年前在起点国际上阅读了大量小说之
后，来自美国的阿杜（Adui）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
涯。此后，写作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阿杜说：
“从第一部小说起，我一直很享受写作所带
来的成就感，它不仅仅用来打发时间，还帮助我实
现了很多梦想，毕竟我之前从未经济自由过，更

别提成家立业，甚至还能投资其他项目了。”

帮助更多人实现创作梦想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
邀研究员丛治辰认为，近来中国网络文学出海亮
点频现，大量海外网络作家涌现，真正让海外受
众接受，并且是积极主动地参与。
“尽管网络文学以想象力著称，将诸多文化元
素都作了变形处理，但是其底色仍然是‘中国’
的。不少西方的网络文学作家和普通读者都提
到，疫情期间，网络文学安慰了他们，这是文学
最根本的功能之一。就此而言，网络文学出海的
意义甚至要在文学之于人类的价值这一层面去加
以考量。”丛治辰说。
侯晓楠表示，希望通过各类奖项和征文品牌
活动，不断发掘和培养海外潜力作者，通过资金
和流量扶持，为海外优秀原创网络文学 IP 提供多
种孵化载体。他说：“我们想要创建网络文学写作
的人才社区，建立作者生态，征集更多优质作
品，为作者提供专业的网络文学创作辅导，为作
品提供更广泛的读者和更长期的生命链，帮助更
多作家实现创作梦想。”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
事会秘书长熊秉真看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
络文学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家喻户晓的一种现
象。“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的网络文学平台在不断探
索新空间，并通过举办征文大赛、培育青年人才
等举措，惠及全球的读者与作家。相信网络文学
在未来会创造出更多可能。”
（图片来自网络）

◎图片新闻

疫情暴发以来首次“出国”

◎诗人应该是生活的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
诗人应该是时代重大变化的推进者，是与社会发展息息
相关的人，而不是躲在房间里过着二手生活、为自己的
个人化写作洋洋得意的人。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但历
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诗人可以通过诗歌谋生，诗人几乎毫
无例外地诞生于社会的各行各业，他们怀着对国家、对
民族、对生活的拳拳之心，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活生
产当中，然后才成为诗人。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道路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国
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身边发生了许多可以彪炳史册的大
事，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诗人如何以自己敏锐
的观察，用诗歌表达出不同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生活方
式和情感，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国诗歌网总编辑金石开谈融媒体时代的诗歌
创作时表示
◎如何通过电影科技创新，助力更多电影创意“落
地开花”？两种“实力”必不可少。一方面，要大力夯实
电影科技“硬实力”，直面电影虚拟化制作的挑战，积极
研发电影各个流程环节的数字工具软件，开发基于人工
智能的行业软件，研制满足数字文化创意的支撑软件和
系统，研发影像制造中的硬件设备，等等。从电影虚拟
化制作的自主研发创新阶段，到实现在国际影像领域的
引领创新，应是未来发展的路径。另一方面，要积极提
升“软实力”。在数字资产库的建设、电影版权的保护与
认证、影像创意范式的检索和传播等方面，大力培养精
通技术与艺术的复合型人才，让更多承载中国文化符号
的艺术作品、艺术形象走向世界。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刘军谈电影的科技创新时
表示
◎要想做出留得下、传得开的好作品，就要彻底搞
明白我们为什么而创作？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有
两个关键词：一是传承，二是发展。今天的民族歌剧来
自于前辈的创造，从当年“新歌剧”这样一个定义，就
可以充分感受那时候的艺术家是多么富有推陈出新的蓬
勃活力。因此，今天的“传承”应该是在“发展”上的
“传承”，是在“创新”上的“传承”，所有前辈艺术家成
功而宝贵的实践，对于今天而言是“方法论”，不是生硬
的“教条”。新时代有新的视野和思想，有新的题材和内
容，更有新的文化审美需求。归根结底，民族歌剧的
“民族”二字，体现的就是为人民而创作。
——上海歌剧院艺术创作室主任游暐之谈民族歌剧
发展时表示

秦兵马俑亮相日本
3 月 25 日，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
《兵马俑与古代中国——秦汉文明的遗产》 展览在
日本京都市京瓷美术馆开幕。这也是秦兵马俑自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首次赴外展出。展览共展
出来自山西省 16 家、湖南 1 家文博单位的共 121 件
（组） 文物，展品年代上启西周下至东汉，涉及石
器、青铜器、金器、玉器、秦简等各类型重量级
文物瑰宝，其中一级文物占到 20%。
图为一位观众在展览上参观秦铠甲武士俑。
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摄

话剧舞台温情再现“人世间”
本报记者 郑 娜

2022 年开年，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 《人世
间》 以 口 碑 和 热 度 ， 创 下 央 视 近 年 收 视 率 新
高，前后吸引近 5 亿观众追剧，剧目相关话题频
上热搜，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均被这部平民史诗
深深打动。
而在 2021 年，由中演院线和北京一未文化传
媒联合出品的话剧 《人世间》，已经在舞台上率先
与观众见面，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济南、深
圳、厦门等多个城市开启近 30 场演出。近日，在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下，话剧 《人世间》 再度
启动全国二轮巡演，以全面升级的剧本和舞美，
带领观众感受戏剧与文学相互交融的艺术魅力。
话剧 《人世间》 是作家梁晓声首部被改编成
话剧的文学作品，最大程度忠于原著结构，呈现
原著之魂。《人世间》 原著 115 万字，时间跨度长
达 50 年，要在短短几小时的舞台上呈现这么一部

鸿篇巨制，对于主创来说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来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杨佳音担任该剧导
演。他表示，现在话剧的表达方式崇尚极简，舞
台时间有限，所以如何取舍是个重点。该剧将采
用时空变化、多层次、递进式的舞台风格，通过
现实、回忆、内心等多线性叠化交织，着力挖掘
人物内心的心理变化，以群像式的表达展现中国
老百姓的生活史和奋斗史。“希望观众能够和我们
情感通达，和我们一起哭一起笑。”杨佳音说。
本轮演出汇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班底。
电视剧 《人世间》“六小君子”之一的唐向阳扮演
者苗驰将出演周秉昆这一角色，演员李小萌饰演
郑娟。“周父”“周母”的扮演者为国家一级演员
孙星、李珍。
谈及从电视剧到话剧的转换，苗驰表示：“很
荣幸可以参与两个版本的 《人世间》，周秉昆虽然

是个小人物，但是有他坚持的信仰。我和周秉昆
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希望可以结合自己的特
色，带给这个人物一些不一样的表达。”
由于 《人世间》 时间跨度大，人物角色多，
话剧中的服装造型因此也跨越半个世纪。解放
服、西服、连衣裙、风衣、喇叭裤、墨镜、金丝
镜等时代流行元素先后登场。音乐设计上，该剧
为每个主要人物都赋予了代表性乐器，大提琴、
小提琴、钢琴、手风琴、口琴、吉他等多种声音
互相交织，在烘托情绪的同时，也为人物命运的
走向增添了神秘感。在 20 多首原创音乐中，还穿
插了 《我们走在大路上》《喀秋莎》 等耳熟能详、
极具年代感的经典歌曲。
据悉，话剧 《人世间》 二轮巡演首站将于近
日在北京启幕，今年下半年还计划前往苏州、广
州、深圳、上海、成都、厦门、泉州等地进行巡演。

走近黄永玉的诗画人生
本报电 （胡志） 2021 年年底，黄永玉诗歌全编 《见笑集》 由作家
出版社出版，黄永玉用两周时间为 《见笑集》 中的每首诗画了插图。3
月 22 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作家出版社共同主办的“黄永玉诗和插
画展”开幕，该展从 《见笑集》 的 174 幅插图中精选出 58 张作品，与
部分诗作手稿一起亮相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上，诗画相辅相成，让
公众在简洁的线条和独到的诗句中感受黄永玉的艺术人生。
本次展览按照诗歌主题与内容划分为 7 个板块，分别为“调寄少年
游”“老婆呀，不要哭”“花衣吹笛人”“你是谁”“凤凰和凤凰人”“非
梦”“像年青人一样从头来起”，展现黄永玉对生活、社会与人生的体
察。其诗歌内蕴丰富，与生动形象的绘画作品相得益彰，传递出通透
的人生境界。
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部副主任王雪介绍，此次展览前后准备近 3 个
月，简约的布展设计与黄永玉诗画意境相适，让观众静心沉浸其中。
展览还设置了互动区域，从黄永玉作品中挑选了 《一个人在家里》《热
闹的价值》《哭吧！森林！
》 3 幅画作，供观众自创诗歌。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4 月 12 日，观众可通过中国现代文学馆
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

“黄永玉诗和插画展”展出的作品

中国现代文学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