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9 人 物 ■責任編輯：張岳悅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8年8月3日（星期五）

20182018年年88月月33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18年8月3日（星期五）

黃志強以「千幻冰雲」作為自己的網絡
寫作筆名。他的第一本小說是在1995

年寫的，當時寫在筆記本上，然後抄在A3
大小的畫畫紙上，大概五萬字左右，後來
從事網絡文學，發在了翠微居網站。而從
事網絡文學創作，他回憶，是在2004年2
月，當時網絡小說已經興起並開始收費，
在這之前，只是在論壇上寫遊戲同人類的
短篇小說。他的第一部網絡文學作品，是
《靈幻奇俠》，這本書寫了27萬字，把小
說發在了幾乎所有能找到的文學網站，包
括起點、幻劍、爬爬、小說頻道、上硯等
近十幾個站。寫好玩的故事，跟別人分
享，有讀者評論，有作者挑刺。不過他坦
言，這段時間是他從事網絡文學最快樂的
日子。

地域氣質激發寫作
在目前的中國作家協會中，黃志強算得

上是在網絡文學中比較高產的作家。2004
年，黃志強寫了《夢靈》與《仙幻風雲
錄》，此時的他已開始網絡小說運營。他
回憶說，每天晚上準點上傳文字，而當時
的台灣正體書市場，被大量的奇幻、仙俠
文所佔據，《夢靈》是最早的一本在台灣
出版的虛擬現實類網遊小說，題材新穎，
加上內容還不錯，就這樣在台灣穩穩地站
住腳跟。從2004年到2009年，黃志強用五
年時間總共寫了近250萬字，分別是《靈
幻奇俠》27萬字、《X修真》70萬字、
《網遊洪荒》58萬字、《夢靈》90萬字。
2009年開始給一些網絡作家進行寫作培
訓，並且把網絡文學的創作經驗和培訓教
材，發到網絡上分享給其他的作者。2013
年擔任百度文學副總經理。2014年出版著
作《別說你懂寫網文》。
黃志強是閩南人，他說，有兩種植物在

閩南人的生活裡隨處可見，一種是榕樹，
一種是竹筍。在閩南，連牆角和屋頂都能
看到榕樹，榕樹給他啟發的理念是堅持，
筆耕不怠這四個字，才是一個作家成功的
真正秘訣。從2004年開始寫小說到現在十
多年，黃志強見過很多才華橫溢的作者，
但是十多年後回過頭去看，他發現仍然在
創作且功成名就的作者，只有一種人：堅
持寫到現在的人。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創
作，但是堅持學習、堅持創作的人，總會
比別人更有機會成功。這就是一種榕樹的
精神，寫作的氣質。黃志強認為，就好像
所有的榕樹種子都可能成長為大榕樹，但
是最終活下來的，肯定是那些堅持扎根，
堅持生長的榕樹，困境不是你放棄的理
由，只要你想活下去，上天一定會給你一
條活路。
而他也透露，閩南人喜歡竹筍，這是一

種神奇的植物，在長出地面之前，需要四
五年漫長的時間扎根，竹根在地裡延伸到
幾十甚至上百米，給竹筍供應更多的營
養，才會在第五年長出幾厘米的小筍芽。
但是，從第五年開始卻以每天一尺的速度
瘋狂生長，一個半月就能長到十幾米。黃
志強比喻說，網絡文學創作，甚至現在的
創業，他也是秉承着竹筍的理念：像竹筍
一樣默默扎根，積蓄能量，等待雖然漫
長，但一旦起步將勢不可擋，一個作家的
根扎得越深，他的未來越穩定。文學創
作，就是需要有榕樹的堅持，竹筍的扎
根，才能厚積薄發，那種一夜爆發的，不
是沒有，但永遠只是個例。

網文風格植根傳統
在文學風格上，黃志強覺得，其實網絡

文學和傳統文學沒有任何不同。他自己定
義說，第一代的網絡文學作者是什麼人？
在1998-2004年之間，擁有電腦，可以上
網，能夠有充足的時間創作的人。他覺
得，這批人是標準的社會精英階層，有老
師、公務員、律師、教授、醫生等等，這
些人，其實就是深受傳統文學和經典文學
熏陶的一批人，寫傳統文學作品，其實他
們更擅長。所以說，在先天基因上，傳統
文學和網絡文學沒有任何差異。
但他也承認，是受到環境的影響，網絡

文學逐漸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因為
讀者需要作者每天更新，所以網絡文學進
化出日更三千、日更六千、日更過萬、斷
更等多種創作狀態。他舉例說，讀者經常
猜測小說走向，所以網絡文學進化出情理
之中意料之外、劇情大反轉、讀者猜不
中、作者下一步怎樣寫等多種創作技巧。
此外，讀者參與小說修訂和建議，所以網
絡文學進化出把讀者加到小說裡、讀者寫
同人文、作者你不寫我來寫等多種創作方
式。
黃志強也提及，讀者花錢訂閱打賞投

票，所以網絡文學進化出賣萌求訂閱、受
傷努力碼字、打滾求打賞等多種創作激勵
讀者付費模式。讀者的口味追新求變，所
以網絡文學從最開始的西幻、科幻、奇
幻、玄幻到網遊、靈異、懸疑、末世、穿
越、重生等多題材的挖掘。總之，在他看
來，環境促進變化，網絡文學現在會變成
數百萬人創作，日更新數億字的全民創作
盛況，就是因為有無數人願意分享自己的
創作經驗，使得作者不用在悶頭摸索；就
是因為網絡開放的環境，使得網絡文學有
了足夠多的成長空間。因此，從黃志強的
角度看，這也就是中國網絡文學可以同美
國荷里活大片、日本動漫、韓國偶像劇並
稱為「世界四大文化奇觀」的真正原因。

主流不否定新文學
作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黃志強對主

流文學界如何看待網絡文學有較為深刻的
認識。他認為主流文學界對網絡文學的界
定和評價，其實可以用「吃螃蟹」三個字
來形容。他風趣地對記者表示：「一隻張
牙舞爪的不明生物，突然間出現在你的面
前，你害不害怕？答案一定是害怕。害怕
完之後，聽人說螃蟹挺好吃的；又有人說
螃蟹性涼，對身體不好。很多人躍躍欲
試，但是沒人敢上去吃，怕被咬到。有人
終於忍不住，大膽的上去吃了，被螃蟹咬
了。有的人通過觀察思考，最後發現螃蟹
應該要先煮熟了才能吃。於是有人嘗試着
煮螃蟹，開始吃，發現原來螃蟹這麼好
吃。」
在黃志強看來，這就是主流文學界對網

絡文學的看法，它會隨着時間的變化不斷
地去適應去修正。因為網絡文學本身就是
主流文學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只是因
為網絡而發展興起，網絡的便於傳輸及溝
通，在主流文學裡產生了一個新的支點而
已。對於新事物，有的人選擇抗拒，有的
人選擇漠視，有的人選擇接受，這個是在
所難免的。2016年，黃志強成為中國作協
會員，並以網絡作家身份參與中國作家協
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跟各級作協的傳

統作家們接觸，黃志強感覺他們對網絡文
學還是持以接受的態度的。固然，網絡文
學和主流文學界，還是會有一定的距離，
但他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網絡作家及
中國作協等共同努力，這個距離將不復存
在。
文學創作的核心技術，其實千百年來一

直沒有變化，有變化的只是表述形式的不
同而已。黃志強對此深信不疑，也因此專
門出版了如何進行網絡寫作指導和教學的
專著《別說你懂寫網文》。他認為，網絡
文學變成數百萬人創作的文藝盛況的原因
很簡單——不藏私。他回憶說，自己在做
寫手創作小說的時候，得到了很多人在網
絡上發佈創作經驗的幫助，他們無私的奉
獻，讓自己有了一門謀生的技藝。因此，
在自己有所得的時候，也是無私地把經
驗、感悟分享給所有人。
今年5月《銀河英雄傳說》作者田中芳

樹先生，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辦講座的時
候，黃志強有幸陪同並聆聽，他把田中芳
樹的小說構思經驗分享出來——找寶貝，
旅行和途中的伴侶。他告訴記者，文學的
繁榮發展，就是需要有很多先行者把他們
的經驗教訓總結分享，才能有足夠多優秀
的作品出現。網絡文學需要總結的經驗很
多，不過千言萬語，黃志強凝聚成這些
話：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寫讀者猜不到的
故事；以情致勝用心動人，要感動讀者先
感動自己。2014年1月，黃志強在香港與
倪匡見面，其「小說就是要好看」，這句
話就是網絡文學最應該值得銘記的經驗。

未來前景值得關注
網絡文學創作，在經過了長達二十年的

野蠻生長後，逐漸規範起來，有一些禁忌
題材和不當描述，都會被時代的潮流給沖
走。黃志強說，網絡文學的未來發展前
景，將會有以下幾種變化：
首先，從篇幅上，會逐漸從以前的爆更

長篇開始縮減為穩定更新中長篇，從以量
取勝到以質取勝。從內容上，現實主義題
材和正能量題材成為主流。從產品衍生
上，以網絡文學為核心，影遊動漫有聲周
邊同步開發的模式將成為常態。從寫手來
源上，高校學生將成為網絡文學創作者的
重要來源之一，企業和高校合作聯動，挖
掘新一代人群創作隊伍。
而從寫手規模上，以前單槍匹馬的獨立

創作將會被集群作戰取代，網絡作家生態
村，網絡作家工作室，網文原創公司等多
種形態的創作產業鏈條逐步形成。
從海外影響上，網絡文學將會逐漸蔓延

到華語區以外的地方，以各語種的翻譯開
始，到各語種原創，形成一股網絡文學創
作熱潮。影視永遠缺乏題材，閱讀永遠缺
乏作品，網絡文學寫作的發展前景，會一
直存在並逐漸擴大。

寫作的精神既有鄉土氣

質，也有與文字交錯互動中

形成的內在思考。黃志強是

中國作家協會中對網絡文

學、新體裁文學較有研究的

知名作家。他看好網絡寫作

的同時，也期待新一代的寫

作人可以堅持傳統漢語文學

中的傳統，以此讓漢字在不

同載體的文學呈現中可以持

續發揚光大。他更強調，文

學創作是需要有榕樹的堅

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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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文學應與傳統文學的價值觀相通

中國的網絡文學創作，受限於華
人圈的道德觀社會觀及相關法律，
在題材和內容上會有比較多的限
制，外國的限制會比較少。而中國
更關注以東方社會人文為背景的作
品，外國則會以各國的背景為核
心，這就會造成華語文化創作題材
廣，內容多的兼容並蓄的局面。外
國的網絡文學寫作，其實還處在相
當於網絡文學起步階段，2004年
左右的發展進度，他們受到中國網
絡文學的衝擊，東方玄幻仙俠背景
會在他們的作品裡面出現，也只有
到兩三年後，第一批外國網絡文學
創作者，領悟消化了中國網絡文學
的內容後，才會出現真正屬於他們

自己國家民族文化的作品。總體來說，中
國的網絡文學，其實不僅僅是純粹消費消
遣形式的文化娛樂，更是中國的傳統文
化，道德理念社會觀念等等，被外國人理
解的一個窗口。

文學創作都有內核，黃志強說，
中國的網絡文學創作，必不可缺的
就是漢語文學與文化本身的傳統，
這些傳統已經根植於每一個作者的
內心，所以不需要刻意去堅守及保
持。而傳統的導人向善，勸善去
惡，助人為樂的正能量價值觀，則
是必須在網絡文學寫作中堅持的。
他曾經無數次在各種場合裡面倡
導：一個人的書寫得好不好，最重
要的判斷標準，就是敢給自己的孩
子和父母家人看。因此，在他看
來，只要網絡作家都秉承作品敢給
自己孩子看，那麼，就不用擔心作
品會有什麼問題。

黃志強認為，文以載道是文學作
品的一個核心功能，哪怕是一句民
謠，一首歌，都能夠引起人們的各
種反應，更不要說擁有數億讀者人
群的網絡文學作品了。
他覺得，網絡小說創作更新周期

長，用戶黏性大，作品吸引力傳播
力強等特點，使得網絡文學在文以
載道的功能上，擁有比傳統文學更
加有利的優勢。所以網絡文學寫作
的作者，更要在文章內隱惡揚善，

倡導正能量，堅持以人為本的創作。
而在政府及企業，則要加強對網絡作家

的培訓、扶持獎勵和孵化，加強各省地市
區的網絡文學組織成立，組織各種活動擴
大網絡作家的專業和社會交流。通過各方
面的努力，網絡作家在文學創作裡，才能
更有效地實現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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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強參加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大會黃志強參加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大會。。

■■知名作家黃志強知名作家黃志強

■■黃志強認為網絡文學與傳統黃志強認為網絡文學與傳統
文學以及書店模式密不可分文學以及書店模式密不可分。。

■■黃志強在書中與讀者分享如何寫網文黃志強在書中與讀者分享如何寫網文。。

■黃志強多年來寫下眾多文學作品。

■■黃志強與倪匡在一起黃志強與倪匡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