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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斌

一位网络作家如何走进文学创作的实质

凌晨， 从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 《作家通讯》 （二〇
一七年第七期） 上读到了网络作家天下尘埃定点深入生
活的笔记 《少些浮华， 多些踏实》 一文， 深受触动。 事
实上， 这位网络作家的作品我读得并不多， 交往也不多。
当得知这是中国作家协会首位定点深入革命老区进行文
学创作的网络作家时， 更是多了一份感怀。

这篇笔记讲述的是该作家深入江西瑞金， 寻找和发
掘创作题材， 以此创作描述客家女内在精神的网络小说
的过程。 作者从最开始迷惘的无所适从， 到逐渐落地融
入并找到清晰的写作目标， 当她把自己融入当地生活，
品悟和理解了客家女人内在的精神力量之后， 自己小说
中的人物也就丰盈了起来。 作为一个网络作家， 她通过
这种方式走进了文学创作的实质， 在看清了传统和网络
创作差异的同时， 也提升了自身的文学认知。 尝试用网
络小说的手法来表现红色题材， 这本身也可算是一种创
新， 这种创作意识首先就值得肯定。 通过定点深入生活
的创作方式也可见作者创作态度的严谨， 而这篇笔记对
创作心理的描述更是真实再现了作者的创作心路历程，
从喧嚣中抽离， 用对具体生活的感受敲打内心， 又何尝
不是每一个写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

文章的标题只有八个字， 简单平淡， 朴实无奇。 如
果这八个字从一位饱经世事沧桑， 惯看秋月春风的老人
嘴里出来， 那也谈不上稀奇。 但作为一名在商业味道浓
郁的网络文学中浸润的青年网络作家而言， 能有这种认
识， 着实有些令人惊喜。 是的， 我们正进入一个伟大的
新时代。 风云激荡， 泥沙俱下， 大浪淘沙之时， 能少一
些喧哗， 多一些沉静； 少一些浮华， 多一些踏实， 实乃
人生之幸， 文学之幸。

普通人的伟大人性真切唤醒了文学家
的赤子之心

慢慢读下去， 就感觉放不下来了。 瑞金那位老奶奶
对作者的触摸， 深深地触动了我内心最温软的地方。 这
位历经沧桑， 历尽磨难的烈士后代， “她的从容有着宿
命般的沉静” “……转化成能量， 转变成为对待岁月的
坚强， 而缄默和倔强同时刻印在她们身上， 就像水一般
柔韧。”

这是文学的真正感觉！ 这更是文学家赤子之心被最为
普通的人的伟大人性真切唤醒！ 文学的伟大之处，在于深切
感知并体恤普通人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 习近平总书记描
绘了“中国梦”， 但是别忘了， 他接着有一个最朴实也是
最真实的解读： “中国梦” 是民族的梦， 也是每个中国
人的梦。

那这位瑞金老奶奶的梦是什么呢？ 她的先人， 她的
后人， 又曾经或正在梦着什么呢？

边读边想， 这不正是文学家需要深入挖掘、 探寻的
人生之谜吗？ 而这种挖掘和探寻， 记录下来， 不就是具
有新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吗？

生活才是文学的第一现场

深入生活是文学家的基本功。 即便在互联网时代，
即便是网络作家， 也不能须臾离开文学的“源生地”， 这
是不二法门。 作者一旦入了这个门， 定能找到源头活水，
定能从泥土里发现宝藏。 而创作的生命之树， 定将枝繁
叶茂， 进而结出令人艳羡的文学之果。

互联网“像一个巨大森林，没有人在植树，没有人在饲
养动物， 但林林总总的动植物在那里旺盛生长和繁育。 ”

“它越来越像大自然。 ”新时期的网络作家们在互联网中奋
力遨游，想必有着非同寻常的刻骨体验。 文学就如同一个
人的长征，在更多的时候有的只是孑然的跋涉，即便是网
络作家身处繁华， 也可能会在新长征路上产生类似的感
觉，因为文学家从事的是孤独的事业。 但千军万马的你追
我赶，必定涌入眼帘脑际；而千万双真诚期待的目光，定会
令落笔责重千钧。 因为，在茫茫人海里，没有人完全生活在
虚拟世界；也因为，在看似冰冷的屏幕背后，必定是一颗颗
渴望温暖的人性之心。 踏实，其实就是不忘初心，不忘现
实，不忘梦想，不忘前行。

我曾与省内一些文学名家多次畅谈过我们的文学如
何从高原迈向高峰。 我们时而回望， 时而远眺， 不变的
还是那颗赤子之心。 当用自己赤诚的初心， 也就是赤子
之心， 温暖这个大千世界， 温暖千千万万瑞金老奶奶这
样的普通人。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
点， 就等于没有灵魂。 文化是民族之魂， 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 是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新时代文艺工作者
指引的康庄大道。 天下尘埃去革命老区定点深入生活，
正是一种生动的践行。 所以， 她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也体悟到生活才是文学的第一现场， 没有什么比这更可
贵的写作经验了， 这种经验一定会成为她和其他千千万
万网络作家今后创作的不竭源泉， 而这种深入、 具体的
践行， 也正是新时代所企盼的。

网络作家应该更加自信

诚如 《人民日报》 11月17日登载的 《网络文艺处在
“雅化” 关键期》 一文所说“今天的网络文艺， 也正处在
‘提纯’ ‘雅化’ 的关键阶段”， 因而广大网络作家们的
身份自觉、 文化自觉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篇笔记让我们
欣喜地看到， 文化自觉在新一代文学创作者身上已经觉
醒， 网络作家们正在寻找突破自身局限的路径， 总有先
行者会秉承自己的文学意识坚持对 “中国梦” （文学
梦） 的追寻———网络文学不是商品化的代名词， 它始终
是文学， 因而文学性、 思想性才是它的精髓所在。 这种
转变和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也必将推动整个网络文学界
的价值观、 世界观、 写作观与时俱进， 不论最后能否创
作出经典， 哪怕只是精品， 甚至只是佳作， 都是对自身
的超越， 就这一点而言， 网络作家应该更加自信一点。
同样，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们的传统文学作家也要开
阔视野， 打破常规， 出离俗套， 不仅要在创作题材上接
地气， 在创作方式、 形式上接地气， 亦应在创作载体上
与时代同步， 开拓更大的创作空间。 我很期待， 传统作
家和网络作家之间的对话， 期待这种回归文学初心而迸
发出的创作激情， 进而创作出响应新时代的精品力作。

奋力从高原向高峰攀登

湖南省正在筹备第十次“文代会”， 我和文艺战线的
同志有过共勉， 义无反顾， 大家一起奋力从高原向高峰
攀登。 当然， 从高原到高峰绝不是轻轻松松， 一蹴而就
的， 需要我们艰苦跋涉， 负重前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
代的文学， 但我始终坚信， 新时代的文学会因为网络力
量的加入而迸发新的活力； 也坚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文学湘军” “文艺湘军” “文化湘军” 必定不负新时代
文化使命， 再续壮丽华章； 更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一定会出现文艺新气象， 作为新气
象的参与者、 宣传者， 我们有责任更要有力量， 推动正
面价值观的文化影响， 引导创作， 迈向文艺高峰。

（作者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湖南省文联主席）

创作计划的困顿：心境的转变
与内心的焦灼

时候已经是深秋， 中午还有夏日的余威，
到了早晚便觉凉意沁人。 因定点深入生活项
目，这是第二次来到瑞金。 按照之前的联系和
安排，寄住的人家是烈士后代，老奶奶已经白
发苍苍。 9月底的樟树深绿、茂盛，屋舍前的桂
花树散发出阵阵浓郁的香味。 有时候，在这甜
香中出门去走访；有时候，在甜香里听他们讲
故事；有时候，在甜香里看书和静坐。

初来的时候，不习惯这种静，一下子从都
市的繁华和喧嚣中抽离出来，面前的从容让人
有些无所适从。 来之前为了自己的创作计划，
已经读过一些文史资料，如何讲述三代客家女
的故事只有大框架， 情节和细节都需要完善。
这次虽然是带着密密的笔记过来，其实对于是
否能得到想要的答案，心里还是没底，感觉人
物在自己的心中还比较虚，没能立起来，希望
能用这几个月的时间熟悉客家人的生活，写出
客家女人的传神之处。

经过头几天的适应，梳理情绪，拟定走访
计划，慢慢心也静了下来，人的状态也开始变
得跟环境同步。 但是虚无感仍然存在，虽然同
吃同住， 但是仍然感觉没有融入这里的生活，
没有融入他们， 更无法触及他们的内心深处，
而眼前和记录本里所掌握的，还是那些已经被
发现、被提炼、被讲述过无数次的故事，此时难
免有些失望，挖掘出新的故事太有难度，而有
些故事虽然在讲述者那里很是重要，从文学的
角度看来却又显得泛泛，毕竟在这个烈士的故
乡，太多太多类似的生命轨迹，不重合的还是
太少。 有些走访的对象并不是当事人自己，多
是孙辈，即便是遇上子辈，由于年岁已高、年代
久远，很多记忆都已模糊，尽管出于对先人的
感情，他们会把一些事情反复铭记，但越是典
型的，越是被先期的作家书写过，越是常见的，
又越是缺乏代表性。 此时有些失望，看似丰富
的题材库，似乎给不了自己想要的素材。 或者
说，还没有找到下笔的感觉。

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内心里的焦灼愈渐
浓重，不知该如何突破现状。 于是又把自己投
入新一轮的奔波走访中，似乎这样就可以充实
生活充盈内心，减轻一些寻找不得的张皇感。

契机的出现：雨天，老奶奶的
抚摸与凝望

契机出现在一个雨天。 因为大雨，没有出
门，手头的资料整理完毕，浏览一遍后发现仍
然缺乏新意， 跟自己最先的创作提纲很有差
距，心头有些郁结。 不想再继续，便放下这些，
呆站在门边看雨， 思忖着自己下步该如何走。
这时候主家的奶奶拿来小板凳， 招呼我坐下，
然后她挨坐在旁边的藤椅上，举起手来很自然
地抚摸我的头。

自从祖母去世后鲜有这样的抚摸，尤其是
面对一个陌生人忽如其来的触摸， 觉得突兀，
却又不好拂老人的善意，就任由她去了。 奶奶
低声说着什么，乡音浓重，我没听明白是什么
意思，慢慢地她就不说了，只是一下一下地摩
挲着我的头发，再到额头，再到脸，感觉到她的
手心皮肤粗糙，还有一股淡淡的泥土特有的气
味，我趴在她的膝盖上，瘦弱的膝盖骨感明显，
却有着一种温情的吸引。 雨声哗哗，空气清凉
且氤氲， 我们两个隔代的毫无血缘关系的人，
就这样安静地偎依，互相需要。

奶奶后来抓住了我的手，一直握着，什么
也不说，只默默地望着阶前的雨帘。 大雨闹腾
的背景中，她出奇的安静，灰白的头发，沟壑纵
横的脸，脖子上的褶皱层叠，岁月的磨砺都在
手背凸起的青筋里。 笔记本里也记录着她的故
事，失去亲人的痛苦，写下来是淡淡的笔触。 在
岁月里，她的从容有着宿命般的沉沦，这样一
种活着的状态似乎轻悠，又似乎超脱。 想起她
的日常，总是很不起眼的样子，细碎的操持日
复一日， 对待着某种冲击只是轻轻的一声

“哦”，然后生活还在继续，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看着她， 回想起采访过的那些客家女人，

忽然觉得自己找到了客家女人的范式：经历了
生死别离，也就练就了宠辱不惊，那些故事轮
回往复之后，剩下的只是恬淡，她们的负重不
仅在心灵和身体，更在灵魂深处，正因为这样，
倾诉对她们来说，已经不重要，她们宁可把用
于倾诉的精力转化成能量，转变成为对待岁月
的坚强， 而缄默和倔强同时印刻在她们身上，
就像水一般的柔韧。

深刻的体悟 ：自然地把自己
变成客家女人，坠入历史，叩击灵魂

接下来的日子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去
采访，而是陪同奶奶过日子，把自己融入平淡
无奇的日子里，看客家女人的每天，自然而然
地把自己变成一个客家女人。 生活通过这种方
式把大量的细节铺展在我跟前，而小说中预设
的主角也日渐丰盈起来，我开始体悟到生活本
身才是文学的第一现场，而之前的走访，端着
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不是当事人，当你无法和
小说中主角产生思想共鸣，也就写不出让读者
共鸣的人物。

离开的那天，跟来时一样，还是鼓鼓胀胀
的行囊。 站在丘脊上回望，红土地深沉，田园静
谧，屋舍安详，白发奶奶依旧立在门前相望。 这
一瞬间，仿佛自己坠入了历史，越过时空看见
了另一个她。 与浮光掠影的第一次造访不同，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那种突然而猛烈的震撼已
经变得克制，而内心里更悠远绵长的余韵夹杂
着难以言状的感伤，时刻叩击着灵魂。

定点深入生活，让我感受到了
传统文学作家创作的严肃和严谨

回顾深入生活的过程，感谢这样一段生活
经历，让我贴近了小说的“源生地”，让我找到
了小说想要的人物，也知道该赋予她们什么样
的性格，深入生活的日子里折射着客家女的一
生，这些点滴会浓缩到小说里，她们朴实又执
着的精神会是小说书写始终不变的底色。 不管
是已经消失在历史深处的客家女，还是当下活
生生站在眼前的客家女，表面的环境和物象再
不同，她们精神的内核从未改变。

作为一个网络作家，这是第一次参加定点
深入生活的文学项目。 通过这次经历，感受到
了传统文学作家创作的严肃和严谨，进一步明
白了与之的差距所在，也为自己将来的创作积
累了经验。 这次定点深入生活，加深了对“生活
才是小说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的理
解， 也促动了我对网络文学如何走向的思索。
要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还是要到生活中去，从
前的历史和当下的生活，有关信仰和精神的传
递，才是最值得去进行发掘的题材。

我们的创作应该少一些浮华， 多一些踏
实，就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一样，只有做到真
正的接地气，才能和读者、和时代同频共振。

从一篇深扎笔记
说开去

———《少些浮华，多些踏实》读后感

少些浮华 多些踏实
———定点深入生活小结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网络作家
大多很 “自我 ”、 很宅 ， 更是难得
像老作家们那样深入生活， 但我省
青年网络作家天下尘埃 （向娟） 打
破了人们的这一思维定式 。 已经

“颇有名气 ” 的向娟像老作家那样
加入了作家定点深入生活的行列 ，
到革命老区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
动， 因而也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生活
感悟与创作积累。 湖南省文联主席

欧阳斌读了她深入生活的札记后 ，
写了一篇读后感， 情深意厚， 语重
心长。 我们将这两篇好文章一并刊
出， 以飨读者， 相信对文艺工作者
们一定颇具启示性。

作者简介： 天下尘埃， 本名
向娟。 2016年11月当选中国作
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二级
作家。 2005年开始网络文学创
作， 有11部长篇小说， 合计700
余万字， 出版6部， 作品曾获第
四届E拇指手机阅读大赛中金拇
指奖、 首届华语新锐小说大赛冠
军、 2013年互联网文化季网络
小说大赛三等奖、 2013年度首
都青少年喜爱的十部网络小说、
第一届海峡两岸网络原创文学大
赛银奖、 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提名奖。 获2015年度湖南青年
文学奖。

向娟随作家采风团采访革命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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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尘埃（向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