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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讲演学人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与阅读
!!!杨剑龙教授在杭州师范大学的讲演

杨剑龙 博士!教授!博导"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政策

咨询特聘专家"中国现当代文学博

士点学科带头人"香港中文大学客

座教授%

!""#

&"纽约大学访问教授

%

!""$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

市作家协会理事"'都市文化研究(

主编)

在新媒体时代文学阅读

的自由化自主化过程中 !不

能简单地否定文学阅读的浅

泛化"图像化"游戏化 !但是

应该强调文学阅读的深阅读

精阅读! 倡导阅读中外文学

经典名著! 倡导对于某些文

学作品进行细致" 有深度的

阅读! 让文学名著中的人文

内涵艺术光辉得到光大和传

承$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发生了十分

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新媒体传播文学

的形态与方式有关!文学不再仅仅刊登在

报刊"杂志"书籍上!新媒体大大拓展了文

学发表的空间与传播的方式! 网络新媒

体"手机新媒体"电视新媒体等!都成为文

学的载体与传播的渠道!新媒体信息的开

放性"传播的便捷性"传受的互动性对于

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

"拓展了文学领域$与传统媒介相比

较!新媒体时代的文学虽然受到商业化的

左右!但是新媒体大大拓展了文学发表的

空间$ 据统计!我国文学网民高达
"#"$

亿

人! 其中约有
"

千万属上网写作人群!经

文学网站注册的写手高达
"%%

万人$新语

丝%天涯"博库"盛大等诸多文学网站的出

现!造就了一个文学狂欢的时代!文学创

作的方式似乎更加自由了!文学创作甚至

变异为文学生产!&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成都! 今夜请将我遗忘'&不够时间好好

来爱你'&和空姐同居的日子'等网络作品

为人们所关注! 不少网络文学作品走红

后!即受到出版社的关注!有的甚至改编

为影视剧!网络作家鹊起的声誉和丰厚的

报酬!使网络作者层出不穷!盛大文学网

号称有
!"&

万个作者!以每天
!

至
"

万字

的速度写作$由点击率创造出的网络稿酬

的神话!令一些以往轻视网络创作的作家

们也艳羡不已!有的甚至也将创作初稿挂

上文学网站! 有的还上了网络文学排行

榜$ 在网络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创作

的类型也有了长足发展!小说创作领域就

有奇幻小说%玄幻小说%穿越小说%灵异小

说%网游小说等!文学的天地越来越宽了$

"

%改变了文学观念$与传统的文学观

念不同!以往的(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已经被淡忘了!文学不再仅仅是劝善

惩恶道德说教的工具!由网络%手机%电视

等作为传播媒介的文学! 更突出了娱乐

性%消遣性!在现代消费观念的影响下!作

为商品的文学!其消费性更加突出!网络

文学%电子出版%数字出版等对于纸面文

学的冲击! 使得诸多出版社调整方向!诸

多书店濒临困境#在新媒体时代的读图语

境中!文学与影视%戏剧%游戏%动漫结缘

成为一种倾向!关注读者%关注市场%关注

消费成为新媒体时代文学创作的一种动

向!忽略经典性%重视大众化成为文学创

作的趋势#在文学突出了娱乐与消费的语

境中!某部文学作品的走红便引来了文学

跟风!姜戎的&狼图腾'畅销后!出现了&狼

的目光'&狼的诱惑'&狼的故乡' 等作品#

在电视剧&金婚'走红后!又出现了诸多以

结婚为题的电视剧#

&

%转换了创作方式#新媒体时代的网

络%手机%电视等新媒体的出现一定程度

影响了作家的创作!甚至渐渐使一些作家

转换了创作方式!这并非仅仅是作家由用

笔写作转换到用电脑写作% 手机写作!更

重要的是某种创作方式发生了转换#网络

写作的互动已经形成了与传统文学创作

不同的方式! 读者影响着作家的写作思

路!作家接受读者的意见和建议!作家与

读者共同参与作品的创作# 在读图时代!

影视剧的巨大市场影响!传统作家向影视

业转换或向影视剧献媚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创作的方式!在小

说创作时就将小说剧本化#在某些影视作

品走俏市场后! 又从剧本改换为小说!出

现了一些剧本小说#倘若说网络文学让写

家有了自由宣泄大肆铺叙的可能!那么手

机小说%微博的出现!让写手们努力以简

练的话语表达丰富的内涵%撰写有意思的

故事!在其不断传播过程中!具有了不断

被改写被丰富的可能#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出现了新倾

向!文学领域的拓展%文学观念的改变%创

作方式的转换等! 呈现出某种两难处境*

一方面!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越来

越容易"越来越轻松!另一方面文学创作

变得越来越随意"越来越粗俗"越来越浅

薄!文学创作向文学生产转换!文学接受

向文学消费转换!网络文学将文学推向一

个狂欢的时代!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

了"淡化了$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某些

变化!新媒体时代的文学阅读也有了重要

的变化!新媒体信息的开放性"传播的便

捷性"传受的互动性!让读者的阅读具有

了新的特点$

阅读浅泛化!成为新媒体时代阅读的

特点之一$ 网络文学"电子报刊"电子图

书"手机文学!让读者的阅读更为自由与

随意!地铁里"码头上"公交车里"办公室

里!只要有电脑"手机"电子书就可以阅

读!翻阅浏览式的阅读!跳跃式的阅读!囫

囵吞枣不求甚解的阅读!成为新媒体时代

阅读的一种现象!便捷"快速浅尝辄止的

阅读! 成为当下社会浅阅读的基本特征$

由于这种阅读方式!形成了大量浏览而缺

乏深入的泛阅读!甚至只浏览标题而不细

读文本的现象! 不在大量文本前驻足!而

在吸引眼球的段落词句上留步$

阅读的图像化!成为新媒体时代阅读

的特点之二$数字电视"动漫图书"移动电

视"

'('

影视"

&'

电影"彩信等!让现代人

的阅读图像化了!人们对于古典文学名著

的阅读常常凭借影视作品!而非通过名著

的文学文本!在读图时代往往又出现了插

图本文学作品的出版与流行!甚至也出版

了一些图说中国古典哲学名著的系列丛

书!在让一些深奥的古典哲学图像化的同

时!却也将一些深邃的思想简单化了$ 追

求读图的形象与轻松!追求读图的视觉快

感! 形成新媒体时代阅读的一种倾向!过

于沉溺于读图往往会弱化人们的想像能

力和思维能力$

阅读的游戏化!成为新媒体时代阅读

的特点之三$ 在某些小说创作中!明显可

以看到电子游戏的痕迹!那种天马行空的

奇思幻想!打斗杀戮的场面!除暴扶弱的

行为!都与电子游戏十分相似$ 在文学阅

读过程中!与传统的文学阅读接受教益不

同! 新媒体时代的阅读呈现出游戏化特

点!追求愉悦"寻觅刺激"求得快感已成为

阅读的某种目的!以至于在一些作品的阅

读过程中!跳跃式的浏览式阅读已经成为

习惯!选取有刺激的场景与情节!无论是

情欲宣泄!还是阴谋算计!无论是偷窥盯

梢!还是杀戮火拼!读者们往往在这些夺

人眼球的地方滞留! 形成了阅读的片断

性"零碎化$手机小说的阅读更是如此!那

些有色彩的手机小说!往往与性和政治相

关!通过手机的一再转发!引起哈哈一笑!

在游戏状态中完成了小说的阅读$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阅读!固然与媒体

技术发达有关! 也与大众文化流行有联

系!新媒体时代文学阅读的浅泛化"图像

化"游戏化!成为大众文化流行的症候$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阅读

新媒体信息的开放性" 传播的便捷

性"传受的互动性改变了文学创作与文学

阅读的境况!网络文学的发展导致了评论

家们所说的文坛传统纸媒文学"商业性大

众文学和网络文学三分天下的境况!甚至

有人提出网络文学已占 (文学的半壁江

山)之说!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在整体

结构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在文学领域

的拓展"文学观念的改变"创作方式的转

换中!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更为自由"繁盛

的时代!多元化"丰富性成为新媒体时代

文学创作的表征!文学观念的改变使文学

卸下了以往一些强加给文学的重负!回到

文学原初的娱乐消遣自我表达之途!创作

方式的转换使文学与读者更加靠近了!在

作者与读者"创作与市场的互动中!读者

已经置于作为文学接受者消费者的上帝

的地位!网络文学与纸面文学的互动与影

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数字技

术"网络技术不断发展!文学创作必定随

之发生变化! 在文学日趋大众化普泛化

中!在文学日趋商品化消费化中!文学繁

荣的表象下却存在着某种隐忧$

新媒体时代文学阅读的浅泛化"图像

化"游戏化!让文学阅读进入了一个更为

自主更加自由的时代!在作家被脱下启蒙

者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华丽外套后!读者

不再接受启蒙者登高一呼的启蒙!也不再

聆听灵魂工程师絮絮叨叨的说教!读者可

以随心所欲选择读物和阅读的方式!将娱

乐休闲置于首位的阅读抉择决定了阅读

方式的改变!作为文学商品消费者的读者

可以对作家作品颐指气使地评说!甚至参

与或影响某些作品的创作过程!文学接受

的寓教于乐被强化突显了!读者从来没有

像今天这样对于文学创作的过程产生如

此重要的影响!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不

断发展中!这种影响将越来越大$

新媒体时代文学的发展与变化!也具

有某些值得警戒之处$在文学商品化大众

化的语境中!文学创作的自由随意!使作

家与写家缺乏精品意识!缺乏十年磨一剑

的精神!粗制滥造粗俗低劣的作品层出不

穷!快餐式的作品充斥市场与网站!如评

论所指出的*(+文革,前
!$

年!我国发表

的长篇小说总共是
"%%

部左右! 但几年

前的一次网络征文大赛中!一天内就收到

长篇小说
!)$

部)$ 虽然文学创作回到了

娱乐消遣的原初状态!应该追求寓教于乐

的文学创作境界!但在注重文学的商品性

市场化的同时!也必须注重文学创作的精

神内涵!在注重文学创作的世俗化生活化

的同时!必须强调文学创作的典雅化经典

性$ 在尊重读者的意愿和意见的同时!作

家应该有自己的主见!不完全为市场所左

右!不绝对尾随读者的见解!尤其注重文

学创作的个性化!反对文学创作的复制性

和拷贝式的生产!将创作具有文学内涵和

艺术品位的精品力作作为作家创作的责

任$

在新媒体时代文学阅读的自由化自

主化过程中! 不能简单地否定文学阅读

的浅泛化"图像化"游戏化!但是应该强

调文学阅读的深阅读精阅读! 倡导阅读

中外文学经典名著! 倡导对于某些文学

作品进行细致"有深度的阅读!让文学名

著中的人文内涵艺术光辉得到光大和传

承$ 在阅读的图像化过程中!我们也反对

一味阅读图像而忘却文字阅读! 因为这

将抑制文学阅读的想像能力和批判色

彩!因此!要倡导在图像阅读过程中的文

字阅读$ 在阅读的游戏化过程中!应该提

倡具有理性色彩的学理性阅读!对于某些

文学作品进行深入评说!在快餐式文学作

品泛滥的同时!注重对严肃的雅文学的阅

读!在多元化的阅读中影响文学的创作与

发展$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文学阅读都

发生了某些变化!传统的"精英文学的创

作仍然在坚守!纸面文学与网络文学创作

的互动也说明了文学界发生的变化!网络

文学作品进入(茅盾文学奖)的候选作品

中!也说明了网络文学创作能够产生精品

力作$ 文学是人们生活中的娱乐消遣!文

学也是人们消费中的文化商品!文学更是

人们生命中的精神寄托! 文学是发展的"

是多元的"是变动的!希望我们的文坛为

人类留下更多的经典名作$

新媒体时代文学发展的前瞻

!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某种

两难处境! 一方面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

自由"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轻松#另一方

面$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随意%越来越粗

俗"越来越浅薄$文学创作向文学生产转

换$文学接受向文学消费转换$网络文学

将文学推向一个狂欢的时代$ 文学的经

典性被日益弱化了"淡化了&

!

"

长期以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被锁定于全球价值链的

低端!在全球分工中仅获得微薄利润$ 同时!近年来!劳动力%

能源和原材料%土地等要素价格不可逆转的上升使得&中国

制造#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随着中国崛起!中国传统的经

济发展模式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如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在国

际谈判中严重缺乏话语权%&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以及国

内环境污染严重%能源需求引致安全事故频发等$基于此!推

动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变得日趋迫切和重要$为了推动

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可以采取六大基本战略!即'开放

国内市场战略(产业结构转型战略(发展服务业战略(价值链

升级战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和区域产业布局调整战

略$ 此外!还需要制度%法律%国防和文化作保障$

围绕"劳动
!

资本关系)分析中国经济!不仅符合马克思

主义"劳动
!

资本分析框架)的逻辑!也有助于动态地研究中

国经济发展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新型发展$ 中国经济高增

长离不开市场化配置劳动力要素及其流动资源配置效率的

提高( 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同样取决于中国劳动力成本

优势以及资本高回报引致的高投资推动的快速工业化(中

国城市化同样也离不开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廉价的劳动力流

动导致的廉价的城市化$ 中国当下的劳动
!

资本关系因为刘

易斯拐点的出现%劳资分配关系变化%新劳动法修改%劳动力

供求格局变化%政府理念改变等影响而发生深刻变迁!这些

变迁从微观基础上决定并推动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和创新发展$

中印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特点在于'从产业结构看!三次产业

发展的次序不同$ 中国遵循的是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印度走了

一条从农业社会直接转向服务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道路$ 从需求

结构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以投资拉动为主!印度则以内需消费拉动

为主$ 从消费结构看!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私人消费的拉动

作用有限!印度则主要依靠居民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 从主导产业

看!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制造业!印度是依托服务业特别是软件

外包的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 从
"#$

与外贸依存度看!中国吸引了

大量的外国工业资本!

"#$

数额很高$ 中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在世

界贸易中占有优势地位$ 印度的外资%外贸规模占整个经济比重不

高!国际贸易每年都出现逆差$ 比较和评价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模式

孰优孰劣!主要看这种模式是否适应本国的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