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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友权

中国网络文学的持续繁盛令世界侧目，也让国
人平添许多文化自信。 最新统计表明，我国网络文
学读者3.33亿，其中用手机阅读的超过3亿，文学网
站日更新字数达2亿字， 网页平均日浏览量超15亿
次。试想，4个中国人里就有1个在读网络文学，这样
“巨存在”的现象级文学境况在中国史无前例，在世
界上也绝无仅有。 在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作为文
化资源大国已实实在在地成了网络文学强国。

网络文学的三大推力
网络文学能步入今日的“黄金发展期”，主要源

于三种推力。
一是技术优势。互联网传媒的低成本、高频传和

自由性，给传统的文学生产机制松绑，让文学创作、
传播、欣赏为每个网民敞开大门，这是文学生产力的
一次大解放。如果不是互联网，毕业于政法学院的唐
家三少未必会开发自己的文学才华， 南派三叔可能
仍在干广告美工或国际贸易，如猫腻在“自述”中所
说，他离开大学重回故乡某处打工，首次接触电脑，
发现自己打字很快。 因为无聊所以上网， 因为打字
快，所以泡论坛，因为口水多，所以编故事，便留下了
这些文字。

二是市场催生。中国网络文学商业模式是文化
经济的一个创举，给网络文学的成长壮大注入了经
济驱动力。 与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增加了“网
站”（或客户端）这个环节，文学网站不仅是作品的
聚散平台，也成为凝聚创作者、经营者、欣赏者的经
济纽带，其所创造的IP转让、全媒体开发、多版权经

营的产业链模式，让网络文学在产业化道路上一路
狂奔。

三是娱乐品格。 如果说传统文学是“寓教于
乐”，网络文学则是“娱乐至上”。 娱乐是网络文学的
本色，无论是盗墓穿越、玄幻魔幻，还是历史架空、
都市言情，网络小说无不以娱乐大众为旨归，靠小
白文、讲故事赢得人口红利，以“好读”“好玩”对接
了传统的“乐感文化”基因，并从文学娱乐延伸至影
视娱乐、游戏娱乐、动漫娱乐……从而占据了最大
规模的大众娱乐市场。

需要反思的是， 这三大推力均为文学外因，其
业绩是规模的扩张并非是文学的胜利。

网络文学潜在的三大风险
首先是品质风险。 网络文学最受诟病的是“量

大质不优”，数量与质量落差巨大，海量的作品参差
不齐，良莠并存，是网络文学能否称之为“文学”的
核心质疑点。 网络上好作品不少，但不太好抑或不
好的作品更多，时下的网络文学最需要的是品相的
移形换步。

其次是套路风险。网络创作已形成许多套路，如
打怪升级、玛丽苏、金手指、洪荒流、总裁文、种田文、
宫斗文等等。 套路是模式化，是叙事方式的固化，而
模式化、固化是艺术创新之大敌。 例如，穿越类小说
分男主穿越和女主穿越， 男主穿越小说通常描写现
代社会不得志的男性青年穿越到古代， 用现代人的
智慧大展拳脚，无所不能，最终建功立业；女主穿越
小说大多是王公贵族或大家闺秀，穿越后风生水起、
无所不能，身边配一痴情男子，与她共度一生。 这样
的模式刚出现时是创新，因袭多了就是套路、模式，

令人生厌。
还有审美疲劳风险。 网络小说的求新求奇能满

足昨天的读者，未必能满足明天的受众。 不断变化
的阅读口味需要有不断改变的风格去满足，高明的
作者知道该怎样让读者摆脱审美疲劳。

网络文学“三步走”策略
网络文学正步入“野蛮生长”后的战略调整期，

这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一是慢下来。 好作品，慢中求，与其日写万字让

人一目十行却看过忘掉，不如以“工匠精神”打造慢
工细活，变“速度写作”为“精品创作”。

二是沉下来。 理性反思历史、现实和人生，接地
气（贴近人民、贴近实际），架天线（继承传统、学习
他人），打深井（沉入内心、深入生活），做到持身正、
立心诚，在对人民生活和体察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沉
淀中，获得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创作的源泉。

三是静下来。 拒绝浮躁，抵制诱惑，追求长线效
益而不是短期变现，争取大浪淘沙，把自己留下。 人
类历史和文学史一个屡试不爽的事实是，文学只能
靠品质才能留下，作家只能靠立得住的作品才能立
得住“人”，只有创作出精品才能在文学星空中留下
你的星座。 历史从来不看你赚了多少版税，历史只
看你为文学提供了什么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在充满
功利诱惑的浮躁语境中，网络创作尤其需要怀着对
文学的敬畏之心宁静致远，淡泊明志，让自己在面
对巨大的网络文化市场时， 不是只顾眼前的苟且，
而是能凝神静气，目视高峰，心向远方。

（作者系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湖南省网
络文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聂元松

对于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
明史的国度， 它的每一条河流，
每一座山川， 每一寸土地， 以及
生息于此间的每一个民族， 似乎
都为历史的烟云所笼罩， 所浸
泡。 凭借一个偶然的契机， 便能
走进岁月的深处， 剥开时间的尘
封， 历史依然活着， 往事依然新
鲜。 里耶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一
个让人追问历史、 破解真相的一
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这座位于
湖南西北部武陵山脉腹地的古
镇， 凭借着酉水千万年的滋润，
在漫长的时间隧道里， 几度废
兴， 岁月的尘埃之下， 埋藏的是
历史鲜活的表情， 葱茏的阡陌之
上， 传承的是先人悠长的心绪。
星移斗转， 春秋轮回， 相伴里耶
的除了千年尘封的往事， 还有百
年孤独的清寂。 守望， 在沧海桑
田的变幻中等待发现， 等待幸运
之神的垂青， 等待那一记跨越时
空的叩问。

这一天终于来了， 1985年6
月的一天， 凭着铁锄一记偶然的
刨地， 里耶等到了这个石破天惊
的破题， 那位不知姓名的里耶农
人或许没有想到， 他改写了一段
历史， 也改变了里耶的命运。

里耶， 历史河流滋
润、 沉淀的文明厚土

从可以查阅到的史料中， 我
们得知它最初的汉语地名叫“迁
陵”， 然而还有一个名字显然比

“迁陵” 更为久远， 这就是土家
人世代相称的“梅茶里耶 ” 。

“梅茶里耶” 是土家语译音， 意
为开天辟地。 正如这个土家地名
所蕴含的意义， 这片最初叫“梅
茶里耶” 的地方 ,历史上并不荒
蛮与沉寂， 虽然它在相当长的时
间里一直默默无闻， 不为世人所
知， 但这并不能抹杀它曾经显赫
的历史地位。 它与王村、 浦市、
茶峒并称为湘西四大名镇。

2002年6月23日， 就在里耶
古城发现第一枚简牍的20天后，
井下被注水封闭。 这口2000多年
前的古井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
命， 将一个巨大的秘密一直保守
到今天。经过最终统计，从一号井
共出土秦简3.7万多枚，文字达30
多万字， 全部是秦代洞庭郡迁陵
县的官署档案。 每一枚简牍记录
的内容都是一段珍贵的秦国时期
的历史，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军事、
政治、人口、税赋、乘法口诀等各
个方面。而此前，全国各地出土的
秦代简牍总数不足3000枚。 里耶
古城和秦简的发现，“复活” 了秦
王朝，改写了中国历史。 同年11
月， 里耶被国务院增补为第五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
11月被评选为“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被专家赞誉为“北有西安兵
马俑，南有里耶秦简牍”。 随着秦
简被考古专家们一简一简地翻
译，一段段秦朝历史被重写，一个
个千古之谜被解开。里耶，因此而
蜚声中外。

一个巧合： 一座战
国古城与一所小学

里耶秦简的发现， 纠正了此

前史学界认为中原政权对湘西治
理始自西汉初年的权威观点。 中
央王权已对2000多年前的里耶
实施了有效的统治， 酉水便利的
航运条件和里耶重要的战略地
位， 促使楚秦两国均十分重视经
营此地。 秦王朝于此设迁陵县，
作为控制西南夷的战略要地。 而
此前， 楚国也一直以此为防御巴
蜀、 夜郎、 西越的边关重镇。

循着简牍的古老墨迹， 触摸
秦人遥远而清晰的心跳， 一睹秦
代鲜活的社会生活表情。 历史充
满了偶然与巧合， 秦城遗址之上
是始建于清乾隆年间、 至今已有
200多年历史的里耶小学。 2200
年以前， 流过学校门口的小河就
已经存在了。 考古发现证实， 这
条小河就是这座战国古城的护城
河。 这就有了一个巧合： 这座战
国古城的面积， 正好和这所小学
的面积相同： 东西、 南北的长度
各200米。

只是生活在21世纪的孩子们
可能不会想到， 他们背诵的乘法
口诀表， 早在2200年以前， 就
已经被埋在他们的课桌下面。

土家民俗风情： 里
耶最鲜活最具生命力的
历史记忆

里耶的土家村落依山而建、
濒水而居， 最好的土地均为田
园， 这无疑是土家人为了部族
的安宁和持续发展作出的明智而
天才的选择。

“土家住在高山上” 或许并
不能证明土家人生性喜于山居，
而是因为土家人需要抵御古代中
国的动乱和历朝历代强大的外族
势力的入侵， 以及人口与环境压
力下的聪明之举。 土家人大都居
住于陡峭的坡岭， 由于地势关
系， 住房多采用吊脚楼形式。 在
住宅两端立四根木柱， 沿着山坡
的走向搭成木架， 在以正屋地面
平齐的高度上搭横木， 盖上木
板， 三面装板壁或木走廊， 以草
或杉皮作天盖， 楼下四面皆空，
可堆积肥料， 也可临时拴牲口，
楼上一般是闺女做鞋、 绣花或家
里人吃饭乘凉的地方， 通风防
潮， 阳光充足。 弥漫于里耶的土
家民俗风情， 无疑是里耶最鲜活
最具生命力的历史记忆。

大气而低调， 蓬勃
而宁静： 古文明的珍贵
记忆

漫步于里耶老街， 如逆行于
时光隧道， 青石板铺就的街面和
土家风格的明清时期的建筑， 使
人恍惚觉得时光猛然后退数百
年。 这里没有喧嚣， 没有急匆匆
地赶路， 没有人扯高声音讲话，
门前屋后， 到处晒的是橘子皮
和 米 粉 条 ， 斑 驳 的 老 屋 前 ，
幽深的小巷间 ， 人们不紧不
慢地碾米 、 制作酸萝卜 ， 间
或有老人坐在门前的竹椅上，
穿着整洁的蓝布衣褂 ， 或三
三两两坐在街边聊天、 打“跑
胡子”， 或品茶或叼着烟袋， 为
过路的人送上几缕友善的微笑。
这一份现代都市久违的从容与悠
闲穿越时空， 令人感受到光阴的
厚重和沧桑， 时光流转， 生命在
此仿佛轮回。

拥有丰厚文化积淀， 却不事
张扬的里耶， 大气而低调， 蓬勃
而宁静， 恰如一位沧桑历尽的老
人， 一袭布衣， 不事雕饰， 从容
与悠闲之间尽显文明之本真， 令
人称羡不已。

如果说秦代历史的惊天发现
是里耶回馈当代的惊喜， 原生土
家文化是其反哺现代文明的珍
馐， 那么， 里耶古镇绵延2000
余年的历史和明清两代500年的
辉煌， 无疑已成为湘西古代城市
文明弥足珍贵的记忆。

（作者系湖南吉首土家族作
家， 中国作协会员）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黄志东 李光平 李敏

在“神州瑶都”江华瑶族自治县有这样一个传
说。 一天，神勇的盘王上山狩猎，不幸身亡。 儿女们
闻讯赶来，砍下空桐木做成鼓身，以羊皮蒙制鼓面，
日夜击打，寄托哀思。此后，瑶民们约定每年农历十
月十六汇聚一起，打起长鼓祭祀盘王。 这也是“盘王
节”的由来。

6月， 走进江华瑶族自治县， 随处可见瑶族长
鼓：火车站广场上，矗立着世界最大的瑶族长鼓雕
塑，鼓长15米，鼓面最宽处2.8米，重16吨；县城中心
的十字路口建有长鼓城标；大街小巷、村镇道路上，
随处可见长鼓灯柱。该县与广西交界处还有长鼓界
碑……中国作协会员、曾任江华瑶族自治县县长李
祥红说，瑶族长鼓，是瑶族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是瑶
族精神、瑶族信念、瑶族文化的集中体现。

在瑶族人眼中，长鼓舞是他们的灵魂，婚姻喜
庆、节日、祭祀等都要舞长鼓。 在江华瑶族长鼓舞国
家级传承人赵明华心中， 长鼓声就是生命的音符，
里面有他们一家三代传承瑶族长鼓的神圣职责。

师承两位长鼓舞大师
赵明华1943年5月出生， 是江华瑶族长鼓王第

27代传人，第三代“鼓王”。 赵明华自幼拜因歌舞绝
艺而声名远播的老鼓王李根甫为师，学习瑶族长鼓
舞，15岁时就在全县各村寨表演长鼓舞。1961年，赵
明华到大圩镇兴仁桥小学任民办教师，又师从本校
老师李宜良学习长鼓舞。 经过长期学习钻研，聪明
勤奋的赵明华学会了两位师傅传授的当地瑶族72
套长鼓舞。

1981年起，瑶族长鼓舞引发世人关注，赵明华
和李宜良、李根甫应邀四处表演。 李根甫见到什么
都能唱出来，他技艺高超，与赵明华在燃着一支蜡
烛的八仙桌上跳长鼓舞，舞蹈结束，蜡烛不倾斜，也
不会熄灭。 李宜良有一对已经300多年、打过“齐、
富、贵、明”等辈分的用野山羊皮和桐木做的长鼓，
破“四旧”时，他冒着生命危险完好无损地保存下
来。1988年，赵明华带着这对老长鼓，在瑶族文化国
际研讨会上表演，一位美籍瑶胞出价两万美元要买
这对长鼓。 赵明华说：“我们一口回绝了。 有人说我
们蠢，但我们不后悔。 ”

遗憾的是，李根甫、李宜良都在江华瑶族长鼓
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前先
后辞世。

不能脱离原生态的“根”
赵明华要求自己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女认真

学习瑶族长鼓舞， 并承担起传承长鼓舞的责任，在
老屋前的晒谷坪开办“课堂”已经近30年。 最初，他
和师傅把村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倾囊相授72套长
鼓舞跳法的精髓。 后来村民们纷纷南下打工，嫌学
长鼓舞不能赚钱， 赵明华仍执着地敞开大门办学。
他说：“哪怕只有一个人来学，我半夜都起来教！ ”

近年不少地方邀请赵明华去教学或担任长鼓舞
比赛评委。他认为：“年轻人跳的长鼓舞已经不是原生
态的模样，和现代舞差不多了，变成了民俗表演。应当
首先学好传统长鼓舞，这才是长鼓舞的根啊！ ”

每天教授35分钟长鼓舞
6月7日，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中心校传来“嘣

咚、嘣咚……”的长鼓声。 记者看到，70多名学生手
持长鼓，跟着一位中年老师跳瑶族长鼓舞。 他就是
赵明华的大儿子赵望生。得到父亲真传的赵望生为
了更好地传承瑶族长鼓舞，从2010年起每天在学校
大礼堂开设35分钟的长鼓舞免费培训班。

但学习长鼓舞， 光基本功就要练两个多月，72
套长鼓舞有上千个动作。不少学生一开始对学习长
鼓舞很有热情，不久就产生了畏难情绪，选择放弃；
还有家长怕学习长鼓舞耽误学习，认为学会了也没
用处，不太支持。为此赵望生想了很多办法，针对学
生的喜好，在保留传统长鼓舞原生态动作的基础上
进行改编，使之更易学习。 让赵望生感到高兴的是，
学校长鼓舞班的学员从最初的10余人，发展到现在
的70多人，还有70多名教师经常跳长鼓舞健身。 赵
望生多次带着学校长鼓舞队参加市、县文艺汇演和
表演，受到好评。

“只要愿意学，我们都无偿教”
与父亲和哥哥传承瑶族长鼓舞的方式不一样，

赵明华的小儿子赵能文组建了一个乐队， 常年行
走在城乡大地， 展示和传承长鼓舞。

2006年以前， 在幼儿园担任幼师的赵能文常
被人请去在喜宴上跳长鼓舞， 很受大家欢迎。 后

来赵能文与妻子赵水妹辞去工作， 买了一辆三轮
摩托， 载上长鼓、 音响等， 成立了自己的乐队，
常年在城乡奔走， 表演、 传播原汁原味的瑶族长
鼓舞。 赵水妹说： “我们在广西和本县不少乡镇、
村落表演长鼓舞， 很多人对我们能跳这么多‘花
样’ 的长鼓舞感到惊讶。” 但他们的收入并不丰
厚。 赵水妹向记者算账， 一次演出收入大约2000
元左右， 得请5到7个人参加表演， 付工资加上租
车等开支， 所剩无几。

近年有不少人邀请赵能文夫妇教授瑶族长鼓
舞。 赵能文说： “我们都是义务教学。 只要有人
愿意学， 我们都乐意教。” 赵能文经常推掉商业演
出去义务教学，并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特点，有选
择地教授长鼓舞套路。 他说：“虽然经济上有损失，
但为了瑶族长鼓舞的传承，值！ ”

“不论从事什么工作，
都会把长鼓带在身边”

在赵明华言传身教下， 他的孙子、 孙女从小
学习长鼓舞。 今年18岁的大孙子赵显波无论外出
求学、 实习， 都抱着一个瑶族长鼓， 休息时自娱
自乐或给大家表演。 2016年农历正月湖南日报、
湖南卫视直播香草源， 赵明华、 赵显波爷孙俩在
八仙桌上表演原汁原味的瑶族长鼓舞， 让海内外
观众眼前一亮。 赵明华今年16岁的孙子赵显涛、
12岁的孙女赵龙艳告诉记者， 他们最早接触到的

“玩具” 就是长鼓， 已经是“身经百战” 的老演员
了， 经常参加县、 镇里的活动， 还是学校的长鼓
舞小老师。 他们说： “长大后， 不论从事什么工
作， 都会把长鼓带在身边，展示和传承瑶族文化。 ”

网络文学热的推力、风险
与发展策略

———一个瑶族家庭三代人的民族文化情结

守望瑶族长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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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能文与妻子赵水妹在表演瑶族长鼓舞。 （资料图片）

右上图： 6月4日， 赵明华正在指导孙子赵显涛、 孙女赵龙艳练习瑶族长鼓舞。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