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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村上春樹及Mr.Pizza，算是本地網
絡小說的「前輩」。兩人一直隱身網絡，
保持神秘。向西村上春樹從事Sales＆Mar-
keting的工作，新作《向西聞記》於今年
書展亮相。由寂寂無名到一舉成名，他坦
言：「成名後確會有壓力，但壓力主要跟
寫作質素有關，越多人看，越不禁亂寫東
西，我從來不是十分有信心的人，經常害
怕自己寫的東西滿足不到讀者。至於生活
上，我的日常工作不是跟文字有關，身邊
絕大部分人亦不知道我的作者身份，所以
除了因創作而額外得到的零用錢幫助到生
活外，生活沒有太大的改變。」他表示近

來主力較即興的短篇創作，暫未
有長篇小說的概念。
至於Mr.Pizza，已由網絡轉戰

大銀幕，成為編劇。不像向西村
上春樹般持續創作，《紅VAN》
可算是其成名及收山之作。問及
為何停筆，他表示有些念頭仍未
想通。「所謂的『未想通』，非
指如何寫小說，而是自身對網絡小說的
態度。其實我不太喜歡網絡小說，一方
面我不喜歡面對龐大的群眾，另一方面
我所喜歡的多是傳統文學，若要繼續寫
網絡小說，我可以的，但我需要處理那

種忐忑的心態。」相對起網絡小說，他
現在倒是更享受劇本創作，「寫劇本是
學習創作的過程，會學到講故事的技巧
及真正的創作態度，令我覺得每一天都
會進步。」

本地網絡小說改編影視作品
上映年份 原著 作者 電影
2017 《西謊極落》 向西村上春樹 《西謊極落之太爆太子太空艙》
2015 《壹獄壹世界》 小姓奴(于日辰) 《壹獄壹世界:高登闊少踎監日記》
2014 《男人唔可以窮》 薛可正 《男人唔可以窮》
2014 《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 Mr.Pizza 《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
2012 《東莞的森林》 向西村上春樹 《一路向西》

最近，股壇又熱鬧了一番，閱文

集團（0772）上市，超額認購620

倍。閱文為現時內地最大的網絡文

學營運平台，上市所掀起的熱潮，

顯示了網絡文學的無窮商機。不少

港人熟悉的電視劇均改編自網絡小

說。事實上，香港亦曾掀起過網絡

小說熱潮，作品不但破天荒地出版

成實體書，更改編成影視作品。回

想當初，本地網絡小說的興起可說

是奇蹟，來到今年，網絡小說的發

展又處於怎樣的狀態呢？網絡小說

的根本價值又為何？作家又應如何

自處？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要數香港網絡小說的興起，可追溯至
2012至2013年期間，兩位突圍而出

的網絡作家──向西村上春樹及Mr.Piz-
za。前者的《一路向西》（原著《東莞的
森林》），內容關於港人北上尋歡報告；
後者的《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開往大埔
的紅van》（《紅VAN》），則是懸疑小
說。兩部作品不但受出版商青睞，出版實
體書，更被電影公司相中，改編成電影。
後來市面陸續湧現了不少網絡作品，也有
數部被搬上大銀幕。霎時間，令人察覺網
絡小說也有眾多的可能性。

網絡小說沒熱潮卻有文化
余禮禧（Jim）現為點子出版總編輯，當
年獨具慧眼，把《一路向西》及《紅
VAN》從網絡文字變成實體書。回想當
初，Jim自言被《東莞的森林》吸引，便
萌生念頭，把網絡文字變成實體書。由
2012年出版第一本作品到今天，Jim坦言
目睹網絡小說和出版界的變化。近年，本
地網絡小說雖偶有話題之作，但似難復當
年熱潮。對此，Jim認為所謂的「熱潮」
不算熱，只是當年有部分人創作或追捧網
絡小說。「2012年的確引起話題，當時是
第一本紙本網絡小說，加上作品在網上已
受歡迎，所以銷情理想。其後兩年則較
亂，作品質素參差，市場上甚至出現惡性
競爭，不少出版能力較弱的出版社也加入
圍戰，當然也會汰弱留強。在2015及2016
年，部分作品取得不錯的成績，各方面的
質素都提升，來到2017年，則處於發展
期，始終行頭競爭大了，大家要覓出
路。」Jim粗略估計現時約有5至10間出
版社主打網絡小說。
雖然熱潮似有還無，但Jim表示樂見到
本地網絡小說文化由零到逐漸形成。他舉
例：「當時書局沒有網絡小說的概念，沒
法把書分類上架，因此拒絕售賣，要費時
費力才說服書局。後來其他出版社加入，
越來越多作品面世，至少如今網絡小說在
書局也有了專屬的一角。」

網絡小說有價值
近年紙本讀物受衝擊，加上越來越多出
版社加入網絡小說的出版行列，Jim坦言
要站穩陣腳不容易，儘管如此，他一直堅
持出版網絡小說，只因網絡小說有價值。
「網絡小說通俗易讀，題材合乎年輕人口
味，令平時不看書的人重投文字世界，畢
竟以往部分讀者未必會在網上追看小說，
現在變成紙本讀物，為讀者提供另一個選
擇。」
同時，Jim認為本地有不少有潛質的寫

手，寫得一手好文字，卻沒機會出版。
「我想出書不應只是名作家的權利，普通
人有能力也應該有此機會。」其次他認為
網絡小說能記錄香港另類文化，「網絡小
說多是本地題材，不少本地獨有的粗口、
潮語，鮮有人記錄，網絡小說則肩負此
任，至少數年後再讀，會知道當時流行的
用語，也算是記錄了本地文化。」最後，
他認為網絡作家多是年輕人，可說是予年
輕人創作的另一個途徑。

網上創作也有限制
網絡小說有其價值，為有志創作的人提
供另一條出路，現時網絡作家通常會透過
討論區如高登、連登或社交網站發佈小
說，創作看似自由，Jim卻認為其創作自
由度反而不如想像中大。他以當年的《一
路向西》為例，「因內容含色情成分，在
書店上架時需入封套，但同樣尺度的內容
在傳統的小說、言情小說都找到，卻免入
封套，可能傳統小說和網絡小說類型不
同，網絡作者可能予人較踩界之感，新作
者也容易被人標籤色情或敏感，因此在尺
度拿捏上反而更小心。」
而憑《紅VAN》成名的Mr.Pizza則從另
一個角度看待網上寫作限制。「網絡作者
所寫的傾向取悅讀者，甚至是嘩眾取寵吸
引讀者眼球，所謂的創作自由，其實受制
於讀者，如果無法取悅他們，作品變相無
價值。作者不斷強逼自己寫更多文字吸引

讀者，對於創作來說是不健康的。」他指
出大部分網絡小說中每一章節的內容看似
平白無奇，結尾卻故意製造懸念，「吊住
讀者條癮」，因此其結構都有通病，不斷
兜轉和重複。可見網上創作亦有其限制之
處，作者創作時應要注意。

兼職創作更有利
放眼內地，全職創作的網絡作家多不勝

數，回到本地，Jim不鼓勵本地作者全職
創作，他認為在職的作者會相對較多人生
經歷，也有較敏銳的社會觸覺，這些經驗
有利創作。同時他認為若把寫作當全職工
作會有壓力，畢竟在香港以文字搵食不容
易，很難保證每本書都受歡迎。若年輕人
有意投身網絡小說創作行列，Jim建議他
們應發揮創意，過往他眼見寫手爭相模仿
某些爆紅的作品，他表示與其刻意模仿，
倒不如發揮創意，寫一些未有的題材。他
認為雖然網絡小說現處發展期，但有時熱
潮未必有高低，題材獨特的作品反而更易
突圍而出。
而已成名的向西村上春樹亦不鼓勵作者

全職創作。「香港發佈小說平台是足夠
的，寫得好而被出版社發掘的例子也不
少，但不要寄望以文字糊口，香港賣幾千
本書已肯定是暢銷書，但幾千本書的版稅
收入，可能只有幾萬元，內地人很接受收
費的網絡小說平台，但香港暫時未有，未
來亦未必有人願意搞，因為香港人肯定覺
得網上的文字要收費是不合理的。我鼓勵
大家發佈小說，但絕不鼓勵全職創作。」

訪問過程中，Jim坦言曾被傳統出版
社攻擊，甚至演變成隔空罵戰，指其出
版讀物賣弄粗口、無養分。本地網絡小
說為數不少含粗口，卻正是體驗了本土
元素所在。三聯董事兼副總編李安對此
則持開放的態度，她表示雖然三聯較少
出版小說，但她個人對網絡小說不抗
拒，她認為即使作品有粗口也無傷大
雅，可視為年輕人抒發感情的渠道，她
反而建議作者把作品調整得更有深度和
涵養。
網絡小說又常稱網絡文學，那究竟這

些網絡文字能否稱得上文學呢？郭詩詠
現為恒生管理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她
認為從廣義角度而言網絡小說是可稱之
為文學作品。「小說是以敘事為主的虛
構作品，是常見的文學體裁之一，人
物、情節、場景為小說的三個基本要
素，既然網絡小說符合上述定義，廣義
來說則可視為文學作品。」現為香港理
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導師的鄒宇欣亦
認為從廣義角度來說肯定屬於文學範
疇，只是在大眾心目中不及純文學般高
雅，但也因此受眾面更廣。

流行傳統可並存
當網絡小說作為流行文學的一部分，

流行與傳統又是否不可逾越？「一般來
說，流行文學面向市民大眾，有時會夾

雜商業考慮，迎合讀者趣味，而嚴肅文
學更重語言藝術的一面，相對較少迎
合讀者趣味。嚴肅文學和流行文學各有
自己追求的重點，兩者沒有高低之分，
只求在自己的遊戲規則和標準之下做到
最好。嚴肅文學不能忽略情節鋪排，流
行文學也應重視語言和心理描寫。」
而鄒宇欣亦認為兩者可以並存，「就

算流行文學的受眾面再廣，也有人喜愛
純文學，更何況現時中小學教育都在培
養閱讀純文學的習慣。」然而，她補充
道，作為中文系的老師，從宏觀的國民
文化培養來說，還是希望普羅大眾能多
讀純文學。而提到內地的網絡小說的水
準，郭詩詠指出作品質素還是較參差，
好的作品情節引人入勝，文從字順，但
質素較差的則體現在情節拖沓，人物塑
造過於格式化，語言也不夠精練。
若果有意投入創作行列的年輕人又應

如何裝備自我呢？郭詩詠建議年輕人要
多閱讀，多練筆，別執於無中生有的
創新，也別對成功作品的方程式亦步亦
趨，試在前人的實踐上，努力嘗試多行
一小步，往往是更踏實的做法。鄒宇欣
認為文學就是反映人生，如果人生蒼
白，作品不會飽滿，因此應多經歷生
活，同時多閱讀勤練筆，揣摩別人的寫
作方法，在此基礎上形成自我的語言和
內容表達上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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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小說受影視界青睞
網絡小說改編成電視劇、電影甚

至網絡遊戲越來越普遍，僅在2016
年中國內地電視劇播放量前十名的
作品中，七部便由網絡小說改編而
成。香港亦不乏由網絡小說改編而
成的電影，由陳果執導的《那夜凌
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

VAN》票房超過二千萬。由胡耀輝
執導的《 一路向西》票房亦接近二
千萬。而最近向西村上春樹再有作
品被搬上大銀幕，由作品《西謊極
落》改編而成的電影《西謊極落之
太爆太子太空艙》早前上映，題材
現實，涉及本地住屋問題。

網絡作家心聲網絡作家心聲：：成名後成名後，，一切如一切如常常

■點子出版所出版的
讀物題材多元化

■《紅VAN》的懸疑故
事情節吸引不少讀者追
看

■■現為點子出版總編輯的余現為點子出版總編輯的余
禮禧禮禧

■■內地部分受歡迎的網絡小說也在香港熱賣內地部分受歡迎的網絡小說也在香港熱賣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中文及雙語學系中文及雙語學系
導師的鄒宇欣導師的鄒宇欣

■■由向西村上春由向西村上春
樹的作品樹的作品《《西謊西謊
極落極落》》改編而成改編而成
的電影的電影《《西謊極西謊極
落之太爆太子太落之太爆太子太
空艙空艙》》早前上早前上
映映，，題材涉及港題材涉及港
人關注的住屋問人關注的住屋問
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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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