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文学会如何发展。
湖南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秘书长陈善君指出网络文学
有四条出路：“一是向下走，
网络文学创作从通俗走向更
低俗。二是往回走，网络文学
牺牲个性和创新性回归传统
文学。三是并排走，网络文学
与传统文学并驾齐驱。 四是
朝前走， 创作出网络文学精
品。” 网络文学泥沙俱下，质
量不高常被人诟病。 如何创
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
力作， 与会专家认为只有处
理好思想、 艺术与市场的关
系， 才能为打造网络文学湘
军开辟新道路。

《文学界》 杂志社副总编
余艳曾担任湖南文学网主编
多年，她说：“湖南网络作家写
作状况主要是自觉写作，自觉
写作根据目的分成两种，一是
为经济利益写作，二是为文学
梦想写作。而湖南网络作家的
生存状态就相对复杂。”

总体来说， 基本上是两

极分化的状态，贫富悬殊较
大而且在日益加大。余艳介
绍，整个网络作家的生存境
况可以用一个金字塔结构
来形容，位于最顶端的极少
数作家（不到总量的5%），年
收入过千万，中间作家群体
则是梯次收入， 也是少数，
但最为庞大也是最低层的
作家（将近70%）上传字数与
收入不成比例，只有微薄收
入不足以解决生活问题，甚
至基本没有收入，大量文学
作品的作者，无任何回报，也

没有签约。
如何让网络文学健康发

展， 三湘都市报副总编龚旭
东认为：“公众应用更加开放
的态度对待网络文学， 无论
是在人物塑造、 故事的结构
等方面， 网络文学作家的创
作力决不亚于传统文学作
家。 网络文学特有的文学标
准需要重新界定。”龚旭东更
呼吁：“建立一个网络文学创
作基金， 以帮助那些身处底
层的网络写手、作家。”

■记者 吴岱霞

用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网络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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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大名著、 金庸的武侠小说、大
仲马的《基督山伯爵》 都是网络文学的前
身，不管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不管你是无
视还是敌视，喜欢还是不喜欢，网络文学它
都在那里。”湖南网络文学作家“罗霸道”罗
业勇在2014年12月6日举办的首届湖南网
络文学创作研讨会上这样阐述他心目中的
网络文学。

湖南知名网络作家“罗霸道”、“天下尘
埃”、“菜刀姓李”与全省多所高校的专家代
表出席了由湖南作家研究中心、 湖南网络
文学研究会、 湖南省网络文学研究基地共
同举办的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网络
创作与网络文学湘军建设”主题，通过分析
湖南网络文学创作的现状与问题， 纷纷提
出打造“网络文学湘军”的发展良策。

湖南是网络文学创作大省， 拥有四十
余名全国重点网络作家， 在中国网络作家
排行榜前十名中占有两席， 是我国网络文
学创作的一支生力军， 也是新世纪湖南文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湘籍网络作家“血
红” 进入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和中国作家
富豪榜更是引人注目。

入作协成富豪网络作家也有春天
底层网络写手生存依然堪忧：大量作者没有收入

“我是以网络创作为职
业的， 但是我没有五险一
金，生病什么的全得自己扛
着。 我们的收入是一次性
的，不可持续，我们一旦停
笔就没有收入。”以《遍地狼
烟》而名声大噪的网络作家
“菜刀姓李” 李晓敏这样告
诉记者。去年12月，“菜刀姓
李”因头部动脉血管瘤动了
大手术，花费的十多万元医
药费全是自己承担。生病后
他放慢了创作速度，而且开
始尝试转型，不再将主要精
力放在网络文学的创作上，
而是一边创作，一边与影视
制作公司合作，担任编剧改
编影视剧本，另外与出版社
合作出版纸质图书。 新作
《枪声响亮》（暂名） 就是按
这个思路操作的。

在研讨会上，“菜刀姓
李” 说：“如果是以前你问
我为什么写作， 我会回答
说是因为我从小喜爱文
学，喜欢创作。但是现在我
却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自
认为还有点文学理想的
他， 现在却要考虑：“剧本
中人物之间的狗血关系如
何处理，小说有没有热点、

卖点 ， 是不是有商业价
值 。” 一边想坚持文学理
想， 一边是无底线地向影
视制作方妥协， 这让他处
于一种焦虑之中。 据他了
解， 很多网络作家都处于
这种焦虑的状态之中。

“底层写手没收入，成
名作家不能停笔。这就是目
前我省网络作家、写手的生
存状态。”参与了今年5月中
国作协对网络文学创作状
况调查的“天下尘埃”介绍，
作为收费阅读，一般一部作
品只能签约卖给一个网站，

网站为了收益，不会再卖给
其他网站， 除非移动平台，
而与网站的分成，网络作家
也处于劣势 。“天下尘埃”
说：“一般是按三、 七分成，
网站七， 作家三。”“天下尘
埃”说：“大多数网络作者都
是高度体力透支地在写作，
只获得较少收益回报，生存
状态不容乐观。很多作者的
作品就算具有一定的文学
价值，但是如果作品没有商
业价值，网站是不会推这样
的作品的， 没有点击量，作
者就没有收入。”

“我从不看电视，从不打麻将，业余时
间几乎全部用来写作了。”湖南网络文学作
家“天下尘埃”向娟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
“天下尘埃”是长沙高新区一家企业的都市
白领，普通的上班族，凭着对写作、对文学
的热爱，10年8部小说，写了600余万字。与
很多自娱自乐、自生自灭的网络作家相比，
“天下尘埃” 觉得自己更接近于传统作家，
她是我省第一个参加中国作协的网络作
家。在研讨会上，她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她已成为我国第一位评上副高职称（二级
作家）的网络作家。

她的《倾城泪》曾获第四届中国移动E
姆指手机文学大赛金奖；她的《苍灵渡》荣
获2011年度首届华语新锐小说大赛第一
赛季冠军。她用细腻的笔触，抒写至纯至净
的情感， 写出一个小女子对人生的思索和
感悟。

作为职业女性的“天下尘埃”说，她的
时间表安排得很紧，每晚到家都已经6点多
了，煮饭做菜做家务，等到哄完孩子睡觉就
到9点了。直到这时候，时间才属于她一个
人，“一般能推掉的应酬我尽量推掉， 坚持
每天写两三个小时。”而对她来说网络文学
创作是个体力活，“网上连载每天都要更
新，这是很费精力和体力的事，所以往往男
作家的收入会高过女作家。 现在很多人都
诟病网络文学的质量， 这与网络文学作家
的生存状况有关， 他们码字的速度和数量
决定了他们的收入，而我本身是有工作、有
收入的，我可以不要写得那么快。所以我的
作品在质量上得以保障， 这也让我得以顺
利成为中国作协会员。”

“天下尘埃”： 中国第一位评上副高
职称的网络作家

“菜刀姓李”：不知道为什么写作

举头望明月， 低头玩手
机，手游已经成为很多“手机
党” 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7日下午，人气手游“天天爱
消除”城市巡回赛在长沙悦方
ID�MALL落幕， 活动现场有
上百名玩家报名参与比赛，最
终产生12名选手晋级决赛，
获得现金和手机等奖励。
■记者 黄煌 实习生 郭丽文

周末挑战
“爱消除”

12月7日长沙市足协召
开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当
选新一届市足协主席的袁朝
平在谈及新一届委员会的工
作目标时， 表示将加强资源
的整合， 比如利用长沙社区
足球队与北京的哥足球队挑
战的契机， 加快城际之间的
民间足球交流， 比如构建完
善的信息平台， 合理分配市
内各足球场地的信息资源
等， 让“城际约战”“同城约
战”成为长沙足球的特色。

■记者 潘梁平

长沙市足协
换届选举

12月7日， 湖南省运动养
生协会成立大会在省体育局
召开。据不完全统计，到2012
年底，我省已有的运动养生会
所中心、 俱乐部等实体有近
20000家左右。

据省运动养生协会常务
副主席兼秘书长刘湘辉介
绍，筹备期间，协会已经有60多
名顶级养生专家、200多家单位
准备加入协会。目前，为了把养
生专家送进各企事业单位，协
会即将启动科学运动养生公益
大讲堂， 有兴趣的单位可拨打
电话 0731-84833162预约 。

■记者 刘涛

省运动养生协会
成立

6日，王菲谢霆锋被媒体
拍到挽手前往经纪人陈家瑛
家，王菲长女窦靖童也随行，
感情甜蜜，三人如同小家庭，
享受难得齐聚的好时光。顶
着一头卷发的靖童颇有王菲
当年的影子，甚有个性。他们
于一点五十分离开陈家瑛的
寓所， 谢霆锋就先行告退，留
下王菲与女儿享受天伦之乐。
谢霆锋乘保姆车返回宝云道
寓所， 而王菲就与爱女窦靖
童、陈家瑛等去往文华酒店喝
下午茶，逗留了一个小时才离
开。 ■记者 吴名慧

王菲带女儿
会谢霆锋

向娟：网络写作是项体力活。

李晓敏：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写作。

罗业勇：四大名著是网络文学的前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