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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作者李全还清楚记得，2019 年的某一
天，在法国巴黎出差时，路过一家知名百货商场看到
的一幕。她意外地发现，街边一排大橱窗原本放置的
奢侈品被挪走，换成了中国产的手机、电脑等电子科
技产品，打光和布置都很讲究，就像展示钻石珠宝。
这样的场景对于路人来说，可能一晃就过了，但她当
时负责一家中国公司的海外市场拓展，所以冲击特别
大。她说：“10年前，我曾经在欧洲就中国品牌做过
调研，被问的消费者无论男女老幼，大约都会说‘中
国货，没钱的人买就对了’。今昔一对比，我突然有
了一种吐气扬眉的感觉。”

表达欲在那一刻突然高涨，回国后，李全整理了这
些年的随笔记录，带着急迫的心情写了网络文学《破浪
时代》，主要讲述了2002年到2017年15年间，多家民族
科技企业的兴衰故事。作品日前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支持的第六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文大赛获特等奖。

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民生

李全出生在中国的一个边远小山村，四周重重叠
叠都是山，身处其间，能看到的天地很小。踏入职
场后，海外的工作经历，不断切换生活空间，让她
看到了世界的丰富与多维：“在印度新德里、尼日利
亚阿布贾，人们可以在尘土飞扬的路边晒一天太
阳；在日本东京、英国伦敦，上下班时间在地铁里
会被人流推着飞快向前。我特别喜欢把这些对现实
的体会写下来。”

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优化内容生态结构，成为近
来推动网络文学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幻想题材不再一
家独大，网络文学类型和风格出现结构性变化，精品
力作不断涌现，社会效益不断提升，关注时代、关注
社会、关注民生的网络文学创作蔚然成风，成为用情
用力书写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
的 《2021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 显示，2021
年，现实题材发展呼应了网络文学的整体发展趋势，
以 90 后为代表的青年网络作家正成为创作中坚，他
们通过一个个真实可感的人生故事，引发众多读者特
别是年轻读者的共鸣。

数据显示，自 2015 年首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
文大赛举办以来，累计有 23 万名创作者创作现实题
材网文作品。相较于 2015 年，2022 年现实题材网络
作家数量增长4.85倍，7年复合增长率达25.3%。与此
同时，现实题材作品也迎来飞速增长，7年复合增长
率高达 37.2%，增速位列全品类第二，超越奇幻、历
史、悬疑等传统大众题材。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是多届大赛评委，
据他观察，从真实生活出发，依托相关的生活原型，
构成了近几年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的普遍特点。

“题材内容与基层现实的密切结合，是现实题材发展
的一种必然，它拓宽了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的生活
面，让这种受众广泛的文学形式，照进了车间田野的
每个角落。”黄平说。

大赛创办以来，涌现了一批出色的网络作家，像
屡次获奖的作家卓牧闲，退伍后从事律师行业，受身

边警察真人真事的启发，开始到一线采风。他的作品
《韩警官》《朝阳警事》《洋港社区》 等，具有真实细
腻的生活质地和情感，对社会人心有细致入微的体
察，能够引起广大网络读者的共鸣。

得到读者喜爱，赢得市场青睐

李全认为，现实题材之所以能在网络文学创作
中逐步迈向主流，主要在于其取材自真实生活，用代
入感取代悬浮感，使得普通读者能够用自己的视角去
阅读，仿佛在看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同时，主人公往
往和大多数人一样平平无奇，没有天赋异禀，没有天
降大运，能让读者从中看到自己的无限可能。

另外，读者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虽然人生之
路有荆棘和泥泞，但读者们还是愿意相信今后会越来
越好。哪怕当下有不顺利和不如意，读者们也不需要
通过看脱离现实的作品来寻找安慰，逃离现实生活，
依然有勇气和现实题材作品产生共鸣，理解并直面里
面的悲欢离合。”李全说。

黄平观察，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等重大主题，为网络文学作家提供了观察生活记录
时代的广阔素材。例如 2020 年疫情期间，医护人员
的生活受到公众关注。第四届大赛也相应出现了一

批以抗击疫情、医护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获得当届
大赛特别奖的 《生活挺甜》，作家徐婠本人就是 80
后医生的家属，她将自己对医生工作、家庭生活的
所见所感融入作品，格外真诚感人。“这类作品将以
往报告文学的创作元素，重新改造、灌注到网络文学
的创作当中，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网络作品的现实
感。”黄平说。

有关专家分析，市场青睐现实题材也是重要原
因。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塑造了贴近时代脉搏的人物与
情节，让故事不再架空，既真实可信又反映时代精神，
还有类型小说的阅读快感，得到更广泛读者的共鸣和
喜爱，也赢得出版、有声、动漫和影视改编等市场的青
睐。而网络文学自身具有即时性、大众性、传播性特
点，与现实题材具有天然的亲缘性，让现实题材网络
文学成为下游影视剧改编的理想之选。

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黄平认为，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还需要在
写作过程中，学会如何处理现实题材写作和网络文
学流量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再现真实人物、细节和
注重游戏故事性、冲突性之间找到平衡。“比如由北
师大统计学教授齐橙创作，获第二、四届大赛特等
奖的作品 《大国重工》《何日请长缨》 就提供了很好
的示范。在齐橙的这些小说中，穿越的男主人公虽
然在推动国家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屡动‘金手指’，
借鉴了‘未来’的经验，但作家对于历史情境的再
现，有翔实资料和专业基础作底，总体上能做到逻辑
缜密、细节真实。”

李全最近看了前段时间大火的电视剧 《人世
间》，后来又读了原著小说，她觉得网络文学的现实
题材和这类作品其实是相通的。现实题材对于真实感
的要求更高，要求作者有一定的阅历和洞察力，能够
很好地还原生活。“比如要更好地学会以小人物的悲
欢离合反映大时代的跌宕起伏。读者往小里看，会被
个体身上的矛盾冲突引得揪心不已，往大里看会不知
不觉中厚植家国情怀。”

“网络文学对生活的展现，正在开拓现实题材的
广度，成为讲好当代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相信会
有越来越多的网络原创文学，将目光投向社会万
象，讲述当代生活，获得越来越多读者的认可。”黄
平认为。在他看来，现实题材和网络文学之间需要
有一个相互借鉴的过程。现实与想象的有机结合，
一向是文学创作的基石。即使是最异想天开的幻想
作品，也有它内在的现实根基，只是不同作品会有
深广程度的差别。

“希望社会各方努力创造条件，积极发挥网络文
学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多元的IP授权形式，进一步扩
大优秀作品的传播范围；加大优秀作品的宣传推介力
度，主动‘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上海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王亚元说。

图为第六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文大赛部分获奖
作品。 主办方供图

“萧疏桐叶上，月白露初团。滴沥清光满，荧煌
素彩寒。”唐代诗人戴察的 《月夜梧桐叶上见寒露》
描绘了深秋月夜寒露凝结之景。寒露，于每年 10 月
7-9日交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释其名曰：“九月
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寒露之后气温持续下
降，地面的露水快要凝结成霜，所以称为寒露。民间
有“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之说，意在提醒人们
注意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在草木日渐萧索之时，菊花却开得分外热闹。
“菊有黄华”是寒露三候之一。秋风飒飒，鸿雁南
飞，此时菊花凌霜而来，从容绽放，做了一季的韶华
之主。菊花，又叫黄花、九花，素有“花中隐士”

“花中君子”之称，深得文人墨客喜爱。屈原以“朝
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赞菊之高洁；陶
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与菊为伴，安贫
乐道；杜甫用“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描写其不

与群芳争艳的傲然。寒露时节，民间多有菊展，观者
众多，呈一派欢乐景象。宋代菊花品种培育繁多。南
宋范成大 《范村菊谱》 记述了 30 多种菊花品种，黄
色就有胜金黄、麝香黄、太真黄等 16 种。明清以
来，观菊成为市民的一大休闲娱乐活动。清代《清嘉
录》记载，每年菊花初绽时，江苏苏州虎丘一带的花
农挑着担子进城叫卖。市民购花后，插于瓶洗中以供
观赏，有的还以柔软的铁丝缠绕花梗，将花枝拗成各
种形状。更有人于“广庭大厦”之中，将千百盆菊花
堆叠成山，形色绚烂、姿态万千，称为“菊花山”。

菊花有“延寿客”之称，可观也可食，不少地方
有酿制菊花酒、套菊花枕的习俗。江苏无锡一带以菊
花、糯米、枸杞与酒曲同酿，味清凉而甘甜，有清热
解毒、明目祛风、平肝疏肺的功效。菊花香气浓郁，
套枕置于头下，可提神醒脑、舒缓精神。

对喜爱垂钓的人来说，寒露之后、霜降之前的一

段时间是钓鱼的好时节。此时天气凉爽，鱼儿又开始
活跃起来，四处游弋，觅食过冬，正可供垂钓客大展
身手。俗话说“春钓浅滩，秋钓近边”，寒露之后，
气温下降得快，阳光无力晒透深水区，向阳的浅水区
较为温暖，浮游生物比较丰富，鱼儿们喜欢聚集在这
样的水域觅食。老钓客往往选择向阳的岸边，临水垂
钓，称为“钓秋边”。

寒露时节，自然界阳气进一步收敛，饮食应以滋
阴润燥为原则。民间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各类芝
麻制品颇受欢迎，如寒露芝麻酥、芝麻绿豆糕、芝麻烧
饼等。芝麻味甘性平，细细品嚼，麻香四溢。此外，蜂
蜜、银耳、百合、山药、核桃等也是滋补佳品。

此时不能遗漏的一样美食还有螃蟹。俗语说“西
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中秋蟹嫩，寒露
后菊黄蟹肥，江南各地多有持螯赏菊之风。北宋《清
异录》记载“四方之味，当许含黄伯为第一”，“含黄
伯”指的就是金秋螃蟹。蟹的种类很多，有湖蟹、江
蟹、河蟹、海蟹等，古人以湖蟹为上品，当代亦如
此，尤以阳澄湖大闸蟹名气最大。螃蟹性寒，要有黄
酒相伴，苏州人讲究“落山黄”，酒温而不烫口，浙
江一带则以绍兴黄酒为佳。醋是螃蟹宴上不可缺少的
调料，此外还会加入姜丝、蒜蓉等，以去腥、驱寒。
绍兴一带则用酱油做调料，别具风味。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中国国家话剧院文献话剧 《抗战中
的文艺》 10 月 1 日至 10 月 7 日在国家大
剧院戏剧场首演。这部集结诸多优秀主
创和演员的作品，以装置艺术、影像艺
术与戏剧艺术结合的新颖方式，在光与
影、演与歌的诠释中，追忆峥嵘岁月，
致敬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文
化先驱。

《抗战中的文艺》 以波澜壮阔的笔
触，展现了 1931 年至 1945 年，胸怀爱
国之志的文艺家们为寻找中国的出路，
用文艺的方式求索与奋斗，终于在抗战
结束之际，汇聚延安，在党的文艺方针
正确指引下，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方向。他们以文艺作品汇聚民心，凝
聚力量，为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剧中涉及的文化名人有鲁迅、郭沫
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田汉、
夏衍、欧阳予倩、白杨、秦怡等，展现
了左翼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
等艺术样式，铺陈出一幅抗战文艺的壮
丽画卷。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抗战中的文
艺》 导演田沁鑫介绍，作为中国国家话
剧院的第一部文献话剧，该剧主创人员
认真研究抗战文献资料，以真实历史事
件中的文艺家们为剧中角色，立足舞台
讲历史，重现中国文艺先辈的热血情
怀。在舞台艺术呈现上，该剧不仅是一
场话剧演出，也是一场装置影像艺术与
戏剧艺术结合的实验。舞台空间简洁，结构丰富多元，借助
科技、多媒体、经典电影片段、美术、音乐等元素，在舞台
上打造出追溯抗战文艺精神风貌的一座“文献博物馆”，还原
抗战文艺历史和文艺家们的真实状态，做到了思想性、探索
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剧中的表演分为舞台出演与影像出演。演员在剧中全体
扮演歌队队员的角色，同时扮演抗战史上的文化名人；既是
叙事者，又是角色人物。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田雨在剧中扮
演茅盾。茅盾在抗战时期写了 《林家铺子》《子夜》 等大量
作品，他在抗战时期的经历也是颠沛流离。为了深入角色，
田雨阅读茅盾传记及其作品，用茅盾的一段话——“只有竹
子那样的虚心，牛皮筋那样的坚韧，烈火那样的热情，才能
生出真正不朽的艺术”来激励自己，努力完成角色的塑造。
参演该剧的演员们表示，通过排演 《抗战中的文艺》，对 14
年抗战岁月中，中国文艺界以文艺的形式抵御外辱，以作品
唤醒民众，有了新的感受，希望能以自己的表演，展现一代
文艺工作者的精神与风骨。

首演结束，有观众表示：“从作品中感受到文艺的力量。
为14年抗战中优秀的文艺工作者感动落泪，希望这部形式特
殊的文献话剧能够多演，尤其深入学校，普及中国抗战文艺
史。”还有观众表示：“该剧演出规模虽然属于中型，台上演
员不过20个，可是巧用大小屏幕和影像手段营造的舞美空间
复杂多变，技术含量非常高。”

本报电（文纳） 近日，由中国侨联主办的“亲情中华·诵
读新时代”朗诵音乐会通过人民视频、新华社现场云、新浪
新闻、网易新闻、华人头条等网络平台向全球播出，在海内
外引起强烈反响。

本次朗诵音乐会以诗朗诵为主要形式，融诗歌舞、声光
电等艺术形式为一体。主要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
和建设中所进行的伟大实践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生动讲述 10
年来打动世界、激荡人心的中国故事，激励侨界群众奋进新
征程，建功新时代。杨洪基、虹云、郑咏、张秋歌、魏金栋
等20多位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用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旋律和
饱满的激情，深情表达了广大侨胞对祖 （籍） 国的热爱和对
新时代的赞美。《国歌颂》《新愚公移山》《青绿》《领航》《梦
圆新时代》《最美逆行者》《中国力量》《颂扬“人类命运共同
体”》《繁荣之路》 等经典诗歌朗诵以及 《水墨中华》《幸福
中国一起走》《放歌新时代》《我的平凡》《共筑中国梦》《力
量》《万马奔腾》等歌舞表演和乐器合奏节目精彩纷呈，声光
电等舞台科技新手段的运用，营造出震撼的视听体验。演出
过程中还通过视频形式从不同维度展现侨乡新变化、侨界新
贡献、侨联新作为，彰显了新时代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
新的风采。

本报电（记者郑娜） 近日，由中国交响乐团团
长、首席指挥李心草执棒的大型交响套曲 《山河
颂》于北京音乐厅首演。《山河颂》是中国交响乐团
历时一年倾力打造的原创作品音乐会，是文化和旅
游部 2022-2023 年度“时代交响”创作扶持计划入
选作品。作品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传统文
化，旨在通过交响乐的艺术形式，描绘祖国壮丽河
山，热情讴歌百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
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铸
就的精神谱系，奏响催人奋进的时代强音。

《山河颂》 由“世纪”“文明”“奉献”“思乡”
“山河”5个篇章组成，中国交响乐团青年作曲家杨
帆、王华谙、姜莹、黄凯然、李劭晟分别担纲作
曲。第一篇章“世纪”以时间概念指向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呈现“号角”与“温暖”两种形态，号角
预示着中华民族吹响了复兴的“集结号”，温暖代表
着新时代的中国将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第
二篇章“文明”，以中西合璧的方式体现多元一
体、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作曲家以中国古老乐
府中的琴曲作为主要音乐素材，融入当代创作技
法与表现方式。第三篇章“奉献”彰显的是大爱
的精神，意指各行各业的人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奉献自己的价值，作曲家通
过小调到大调的转换，赋予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转
变与内心精神世界的追求。第四篇章“思乡”以
弦乐四重奏和交响乐队的形式进行创作，是情感
抒发最为浓厚的部分，主要表现个体与集体相互
交融的主题以及海内外华侨华人思乡的动人情
怀。作为最后一个篇章，“山河”结合了时间与空
间概念，紧扣整部交响套曲的“题眼”，以新时代祖
国的一天为切口，用热情洋溢的音符描绘了中国社
会发展、民族进步的一派壮丽景象。

现实题材网络文学飞速发展

立足广阔天地 书写当代生活
本报记者 康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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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二十四节气

寒露：露凝而霜，菊有黄华
袁 瑾

“亲情中华·诵读新时代”
音乐会全球播出

▲演员在《抗战中的文艺》中饰演抗战时期的文化名人。
高 尚摄

奏响壮丽山河的时代交响

▲《山河颂》演出现场。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艺术家在音乐会上朗诵《中国力量》。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