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刊

WEEKLY

◎第240期
2020年8月2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龚旭东 肖欣 版式编辑 刘也
11

列

车

向

东

—
—

中
国
网
络
文
学
小
镇
开
园
侧
记

余艳

晨曦初露，直上青云就洗漱完毕，拿
着简餐出门了。6∶58，“向小镇出发活动
群”就上了“山塘站”的照片，直上青云的
头像下闪出：“我到了……”

这天是 7月 31日，从长沙地铁 3号线
“山塘站”始发出的网络文学专列，将载着
30多位网络作家首批入园，入驻落成于马
栏山视频产业园中的“中国网络文学小
镇”。

来了，来了——
荣登第10届、第11届作家排行榜，全

国网文之王 12 主神之一的妖夜来了；中
国悬爱小说第一人，阅文集团与女频度权
威榜榜首作家丁墨来了；全国网文之王百
强大神，获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全国网
络文学双年奖《赘婿》作者愤怒的香蕉来
了；作品总字数过 3300 万、总订阅破 10
亿、总点击破百亿、总粉丝破千万的国内
军事题材大神流浪的军刀来了……

一支实力说话的作家团队齐齐亮相
“山塘站”。

生机勃勃的阳光，映照着一张张笑
靥；地铁入口的阶梯，站齐了一支青春的
队列；十多家随队媒体摄像机、照相机举
起，“咔嚓”“咔嚓”响成一片。

接下一句震耳欲聋的齐声呐喊响彻
天地：“向网络文学小镇——出发！”

月湖周边与“头脑风暴”

列车向东。“专列”上——
红彤彤的荧光屏滚动着大大的烫金

字：热烈欢迎参加“中国网络文学小镇”活
动的各位作家；拉手上，“让每一个热爱网
络文学的人都受到尊重”；喇叭里不停地
响着：“中国网络文学小镇提醒您：本次列
车开往‘广深’”；两面车体墙上，是“小镇”
的靓照。

车厢里欢声笑语。流浪的军刀当过主
持，口才好生了得。专写军事题材的大咖，
正在跟大家聊月湖。手机里是一幅月湖
图，湖面构成一个活生生坐蹲的“狮子”。
军刀点着狮子脑门处：我们的“小镇”就在
这儿。什么预示？迸发头脑风暴的地方！

“这叫天意！看看周边，左临金鹰城，
右接浏阳河；前有长沙大学，后靠马栏山
——我们融进了‘脑洞大开’的包围圈！风
水宝地呀——天空有展翅，水中蛟龙腾，
前有大出路，后有稳靠山！”

月湖，取山水之灵气，占门户之风水，
以“水”为核心，却着眼于“新”概念：新媒体
新业态，自然和人文新生态。这里，既是青
春飞扬的沃土，又是文化辐射的地标。湖南
广电、马栏山园区，哪个不是一部传奇？

军刀再娓娓道来。
马栏山原来是长沙东郊一座无人知

晓的小山。新世纪开元的 2000 年，长出
3000亩的影视文化城。5年后变成好看的

“芒果台”。14年后，芒果TV全新亮相，18
年后的2018年，芒果超媒横空出世。

“是啊……”省网协秘书长、著名媒体
人杨国炜插话。“前一个辉煌的 20 年之
后，所有的人都在思考：面对传统与新媒
体的巨变，什么才是下一个 20 年辉煌的
基石？”

“内容，内容为王，永远的基石！”谁在
喊。

“是的，新媒体内容，一定是网络文
学！”

4亿，是中国网络文学用户在2018年
达到的规模；160 亿元是网络文学市场营
销的规模成绩；由网络文学延伸的行业市
场总规模已超6000亿。

文创产业潮涌如注，湖南的身影始终
踏着浪尖前行。湖南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
提出“北有中关村，南有马栏山”，省委书记
杜家毫更是充满希望地说：发展文创产业，
我们有底气，有优势，有信心，有能力。

于是，“中国网络文学小镇”跻身了中
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示范园区；于是，“中
国网络文学小镇”项目列入了长沙市文产

“三年行动计划”。
热血如注，马蹄如雨。一支队列狂奔

而来……

列车向东，从始发的山塘站行驶 50 分钟，
便传来悦耳的报站声——有到“中国网络文学
小镇”的旅客请准备下车。

专列，把网络作家送进了“中国网络文学小
镇”——“回家咯！看，那片银杏树的地方。”远远
的，“小镇”挺拔的“门牌”——那排高大的银杏
树，在挥手召唤。

浏阳河的第八道弯紧邻“中国网络文学小
镇”，河水从静谧如镜的月湖旁流过，像是专门
滋润那一排高大茂密的银杏树。

紧邻银杏树是一长排湖南网络文学作家工
作室，门牌上排列着妖夜、愤怒的香蕉、蔡晋、罗
霸道、极品妖孽、贼眉鼠眼、不信天上掉馅饼等
大咖，与银杏树站成对面的阵列，在月湖旁像在
互相比高。一间一室，透出人性与初心；一低头
伏案，一远眺湖心，无不沁润着作家们艺术的精
心和远大的抱负。

工作室，面朝月湖，银杏飘香。
丁墨的工作室挺有特点。一排高低错落、形

态各异的奖杯，书柜里摆着她出版的作品。一墙
的影视广告，一线的人物卡通，都告诉人们，她
的IP改编很成功。

“我从北京、云南、湖北辗转回到湖南。在短
短两年时间中，我感到湖南网络作协的务实与
团结。此刻，我坐在我们小镇的新家中，感觉特
别好，以后我希望能扎根湖湘文化，讲好中国故
事，讲好长沙故事。”

丁墨回来了，可湘籍网络作家却流失严重。
在塔尖的湘籍网络文学人才，像血红、静夜静思、
蝴蝶兰、丛林狼、梦入神机等，还在外省任省网络
作协主席或副主席；而发展潜力很大、来势特好
的一大批“中部”作家，仍拼搏他乡，没有回家。

不善言辞的“香蕉”说：我最希望看到的，还
是多一点像这样的交流园地。大家一起讨论创
作心得，共同进步，从基础做起，从新人扶起，孵
化、孕育更多的大神。

会的。
月湖畔、金鹰城、浏阳河、马栏山，这一串星

光璀璨的名字，早已辉耀高速发展的长沙城。这
集群中，新增的“中国网络文学小镇”，汇聚2万
多活跃在全国各大网站的湘籍网络作家，如今，
1400多会员中，年收入过1000万的有十来人，
年收入100万元约200人，年收入20万元以上
的约500人。一批“大神”级网络作家如血红、丁
墨、妖夜、香蕉、军刀在国内外影响广泛，中国作
协网络文学排行榜、网络文学双年奖、茅盾文学
新人奖以及全国“网文之王”的“五大至尊”“十
二主神”“百强大神”的评选中，湘籍作家名列前
茅，多位作家还荣登“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

7月31日，对“中国网络文学小镇”来说，是
一个里程碑似的日子。几十位网络作家，顶着早
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精神抖擞阔步走进“小镇”。
领导、专家都像迎候久别的游子，充满温馨的目
光、喜悦的心情和殷切的期望。

“看家”的环节很温馨，领导一间间看，作家
一个个说，其乐融融，其情可知，其心已暖——
走，银杏树旁定格。

正要留下珍贵的镜头，突然有人惊呼：快
看，这银杏果！

目光齐刷刷转向繁茂的枝叶中：密密麻麻，
有序有料，结满了葡萄串般的银杏果，那丰富才
叫个成千上万！它们肩并肩紧挨紧靠，默默地抱
团生长——这是又一个预示——这里该是硕果
丰橙的地方！

列车向东，朝长沙的重要地标——浏阳河
斜拉桥，奔去。

桥，高大威武，像一枚长剑剑指蓝天，如一
只白鹤翱翔天际。“中国网络文学小镇”，就坐落
在它的“翼”下；长剑，莫不是这里未来的气势？

这不是大话。
中国网络文学，与美国的好莱坞、日本动

漫、韩国电视剧，并称为世界四大文化现象。
湖南文学湘军，曾声名显赫，名家辈出，精

品不断。近年来，网络文学湘军异军突起，大神
级作家如泉涌现。实力派网络作家聚集“中国网
络文学小镇”，聚成拥有巨大粉丝量的IP集群，
创造产值已超过10亿元。湖南网络文学作为一
支重要力量，已排在全国网络文学第一方阵。

这天，“网络文学湘军的未来”座谈会，在
“小镇”二楼会议室举行。透过落地窗，一眼望见
长剑似的斜拉桥，像从我们的会场拉弓射出。

“拉弓人”是一个务实的团队，一个拼搏的
集体。

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刚正把舵方
向：用“主流化”“人民化”的网络文学视角挖掘
湖南地域文化，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反映湖湘优秀文化作品，为推动文学
大发展大繁荣注入磅礴动力。

市委网信办主任莫小佳雄心勃勃：把一直
单打独斗的湖南网络作家团结起来，抱团激活，
将他们从单纯的作家角色，变成版权创造者、运
营者，为我省各方文产提供优质 lP 内核；培育

锻造一批文化领域专业人才和领军人才，着力
打造一批文化精品力作；对标全国，打造网络文
学全新集团军，让“小镇”成为中国网络文学生
态发展的核心圈和示范区。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欧阳友
权，深耕网络文学20多年，更是思路清晰：吸引
产业、文化、人才等资源集聚，从上游IP孵化入
手，形成集网络文学创作、出版、交流于一体，集
版权交易、作品改编，影视、动漫、游戏、有声、无
声等衍生开发的完整产业生态链。

马栏山管委会高新视频应用专家周苏岳也
抛出思想：IP 交易、版权交易正在成为网络文
学产业的“芯片”。“中国网络文学小镇”要真正
打造版权交易、IP 开发、衍生品挖掘的强势集
聚地。

“草莓v视”余小海作为运营方老总也雄心
勃勃：打造集网络作家工作室注册、作品IP孵化、
版权交易，授权衍生及海外文化输出为一体的多
功能产业园区，将“小镇”打造成全国网络文学的
强力孵化器、精品展示地、粉丝向往地、风投资本
追逐地、网文大神集聚地、正能量输出地。

这一切，靠实力说话的作家团队是核心。
蔡晋、罗霸道、极品妖孽、不信天上掉馅饼、

贼眉鼠眼、二目、南音音……他们在合影。衬着
他们的背景，特别醒目的是两行大字：

让作品——从高原走向高峰；
让作家——从网络“大神”走向文学“大

家”。

列车向东，向着那轮蓬勃而出红彤彤的太阳。
领导胡述斌和作家妖夜在“小镇”二楼观景

台看着月湖美景倾心交流着。
网络文学从不被待见到成为主流，发展壮

大走向世界，长沙抓住了这机遇，打造了“中国
网络文学小镇”。这不仅仅是长沙的、湖南的“小
镇”，还将是中国的、世界的。

胡述斌，负责“小镇”建设的长沙市委宣传
部部务会成员，接过妖夜的话：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小镇”建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刚多次
调研“小镇”建设，主持召开协调会，并拟成立

“中国网络文学小镇”建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
亲自担任组长。用5至10年时间将网络文学产
业打造成长沙市又一个千亿产业。

我走近他俩：看见了吗？这是天然的文胆之
地。湖心塔，一如巨笔立天地；半月桥，又似笔架
备桌旁；而那一湖碧水，不就是巨型的墨砚？纸
砚笔墨齐全，时代已铺开了大纸，就看我们写上
什么文字。

“身沉下去、情融进去，为时代讴歌，为人民
创作。这是融进‘小镇’作家们血液里的创作宗
旨。”

“做中国网络文学的文胆之地，也立志做湖
南继广电、出版之后的第三张文化名片。”

其势已成，其时已至，其兴可待！
再看月湖，烟波浩淼，景色万千；湖岸、离

岛、堤桥、廊亭；湖水辉映，花木相间；陆岛相望，
景色正宜人……

尾声——

剑指蓝天与白鹤展翅

壮硕银杏树与万千银杏果

山村小黑哥

小黑哥是贫困户胡启贤家的
狗，一条普通的土狗，个儿不高，
乌黑的毛发放亮。

2018年春节一过，岳阳市市场
监管局干部陈剑与3名队员，驱车
4个小时，七弯八拐到了目的地——
平江县石牛寨镇桂林村。这地方
石头山连着石头山，土石路接着
土石路，房屋不少是低矮的砖瓦
房，它好像与旅游风景区石牛寨
八竿子打不着。村党支部书记胡
在勤第一次露面时，黑不溜秋的
脸上挤出一点笑容，说道：“工作
队的领导，我们这里建档贫困户
130 户 508 人啊。”陈队长和队员
们倒吸一口凉气：村里差不多六
分之一是贫困人口。

白天，队员分组入户调查，晚
上开碰头会。胡书记领着陈队长
走访，到贫困户胡启贤家大门口
时，一条黑狗从柴门垛里窜出，

“小黑哥，别胡来！”可它并不听支
书招呼，一口咬住陈队长的裤角。
胡启贤拿了一根木棍打去：“畜
生，瞎了狗眼！”小黑哥极不情愿
松了口，呈箭步状，站在自家麦李
树下狂吠。

陈队长定了定神，将老胡家
看了个遍。3月初的天，阴沉沉的，
老胡家的5瓦灯泡发出微弱的光，
一个歪着脑袋的男孩躺在床上，
见了生人叽里哇啦，不知说了啥。
老胡老婆抹着眼泪说：“得了个脑
瘫崽，整天躺着吃喝拉撒，一家子
拖垮了。”这时，墙角上边闪了一
下，陈队长抬头细看，原来是电线
老化了，心想：要是电线短路起
火，那不得了啊。

陈队长决定给贫困户家的电
线来一次“换血”。可是，这不是说

办即办的事。左说右说，他说通了
经商的朋友邓勇来桂林村看看，
所到的第一站是老胡家。小黑哥
一点也不醒事，它见了来人，“汪
汪”吠起，还露出锋利的牙齿，让
人不寒而栗。尽管它叫得凶，但在
主人打狗棍护卫下，只得远远地
叫。

邓老板目睹了烧得黑乎乎的
电线，见到了老胡家脑瘫儿子涎
水直流。陈队长打算带他还走访
几户，他说不看了，得马上回去，
真起了火，心会不安。

很快，湖南金宇宙电缆公司
拖来价值10万元的电线、开关、灯
泡，更换了所有贫困户家里老化
的电线，家家的灯泡比原先亮了
好几倍。

陈队长第三次去胡启贤家，
是为他家脑瘫儿子。

以前，老胡家里的钱，像撒胡
椒面儿一样，钱花了，治疗效果并
不佳。他走到大门前打住，小黑哥
正 瞪 着 黄 绿 的 双 眼 ：“ 汪 汪 ，汪
汪！”

“老胡，老胡，胡启贤！”陈队
长喊道。老胡正在为脑瘫儿子洗
洗抹抹，听见呼声跑出，对小黑哥
喊道：“他是工作队队长，好人！”
它鼓了鼓眼睛，夹着尾巴去了屋
后。

陈队长告知老胡，已将他儿
子的资料发给省城的专科医院，
那边要动两次手术，算起来要 10
万元，说定了，医院答应承担 80%
的费用，个人只负担2万元。

老胡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
地说谢谢。可是面对个人负担部
分，笑容迅速僵在脸上。陈队长安
慰：“别急，我们一起想办法。”

小黑哥瞪着黄绿的双眼：“汪汪，汪汪！”

徐亚平 张晓根

陈队长第四次到老胡家，小
黑哥仍昂着头：“汪汪，汪汪！”他
心想，这条黑狗有蛮讨嫌，每次都
是这样气势汹汹叫。正这么想时，
小黑哥收住叫声，将尾巴左右摇
晃。他不敢进门，喊老胡“保驾护
航”。

陈队长告诉老胡，已联系好
岳阳市开源物流公司老总朱华
堂，他愿出资 1.5 万元，现在还差
5000元。

老胡眼里放着亮道，手术费
已有一大半，现在就是卖血卖地，
也要凑齐5000元。

咋让老胡卖血卖地呢？倘若
真如此，他这个扶贫工作队队长
严重失职。陈队长担心老胡夫妇
卖血卖地，仅仅隔了一天，第五次
去老胡家，5000元有了着落。

让陈队长吃惊不小的是，坐
在门前的小黑哥见了他，竟跑来，
在晒场上绕着转个不停，尾巴摇
搭着，眼睛尽是友善的光芒。“嘿
嘿，它与我这个扶贫工作队队长

熟悉啦！”陈队长不禁笑起，试探
着向小黑哥伸出手，它会意抬起
右前腿，这是握手的姿势。

桂林村的野菊花开了，芳香
弥漫村庄，一朵纯白的棉花云，在
胡启贤家屋顶上飘过。这天，临近
中午时，岳阳市市场监管局党组
书记、局长许平亚，岳阳市开源物
流公司总经理朱华堂，风尘仆仆
来到胡启贤家。小黑哥站在晒场
上张望，陈队长以为它要“汪汪”，
远远招呼：“今天来的都是珍贵的
客人啊，千万不能乱来。”小黑哥
懂得了他的意思，在晒场上跑着，
没吭一声，尾巴摇得呼啦啦响，很
兴奋似的，像在跳舞。

当日，朱总捐了1.5万元，许局
长代表单位捐助2000元，个人捐了
2000元，陈队长个人捐了1000元。

胡启贤夫妇接着捐款，眼泪
叭嗒流，他们突然向恩人下跪，被
几个人匆匆扶起。这时，小黑哥眨
巴着眼睛，哼哼几声，好像代表主
人说“谢谢”。

小黑哥见了他，眼睛尽是友善的光芒

这年年底，胡启贤带着脑瘫
儿子去了省城专科医院动第一次
手术，去年 3 月第二次手术。一直
卧床的儿子站立起来，一颠一簸
行走，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现在
吃饭，他可以自理了。

接下，陈队长和队员常去老
胡家，商量养猪养鸡鸭的事，小黑
哥如小兄弟，亲昵地躺在脚跟前，
出门时，送上一段路。

新修 10 公里入户公路时，小
黑哥蹦蹦跳跳跑来，乌黑的狗嘴
上还沾了水泥，它翻卷身子，向工
作队表演自编舞蹈。在山塘和水
渠改造现场，在新修村民活动中
心、新建饮水工程的工地上，小黑
哥也跑来，用舌头舔着陈队长沾
有泥泞的裤管。

夕阳映红新修的水泥路，陈

队长等几个人吃罢晚饭，走在清
新的乡村傍晚，惬意无比，小黑哥
不知啥时来了，跟着 4 个扶贫伙
计，在光滑的水泥路上遛达。他们
逗着小黑哥，指着前边两只斑鸠，
它装腔作势吠起，两只鸟儿划开
了傍晚的夕阳，金黄的早稻田有
了美丽的弧线。

2019 年年底，桂林村只有 3
户未脱贫摘帽，经上级组织调整，
陈剑撤回，扶贫巩固提高落到另
外的后盾单位。

临别到了，乡亲们依依不舍。
小车启动，扶贫工作队队员，趴在
车窗上挥手。突然一道黑色的闪
电，从胡启贤家射来，是小黑哥！

“汪汪，汪汪！”它跟随车子奔
跑。陈队长特意让车开得很慢，山
路十八弯，小黑哥没停步。

小黑哥如小兄弟，亲昵地送上一段路
长沙月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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