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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数字出版司、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网
络文学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网络文学界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在北京举
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司长张毅君出席
会议并讲话。中国作协网络文学联席会
议办公室副主任安亚斌主持会议。来自
全国各地的60余位网络作家、评论家、网
络作协代表、文学网站代表参加会议。现
摘要刊登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

网络文学界学习贯彻网络文学界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发言摘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发言摘登

欧阳友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提出，没有

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谈到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艺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艺工作者坚持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与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

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

雄的精品力作。这样的要求高屋建瓴，对未来的文

学发展意义重大。以文化自信创造精品力作，网络

文学不能缺席，网络作家必须在场，当下的网络文

学应该据此移步换形。

但网络文学要朝前走，往上走，就必须坚定文

化自信，创造精品力作，必须以精品力作来确立文

化自信、丰富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同时又必

须以文化自信来树立精品力作。

网络文学应该坚定自己的文化自信，比如：它

开启了“全民写作”的新时代，其文学话语权的技

术化下移大大解放了文学生产力，让无数文化青

年有机会实现文学梦想；其二，网络文学以虚拟世

界的存在方式全方位渗入现实世界的文化生活，

“俘获”了数以亿计的消费族群，影响波及海外，拓

展并培育了新的文化市场，为惠及民生的休闲文

化提供了内容支撑；其三，网络文学以丰富的作品

形态和多样化的文学类型，释放出天马行空般的

想象力，以无限可能的探索精神创造出文学的无

限可能，书写了中国文学的新范式。

但网络文学数量与质量的落差太大，与传统

文学相比，有“高原”缺“高峰”现象更为突出。过度

的商业化让市场的力量成为网络文学生产的强劲

驱动和最大掣肘，而网络文学的市场化寻租难免

出现创作上的“向下拉齐”，滋长点击率崇拜、唯利

是图等功利心态。这时候，树立精品意识，创作更

多的精品力作，就成为网络文学向前向上、转型升

级的关键。

创作网络文学精品力作，首先要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对

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人生有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分

野，对人民群众为之奋斗的伟大实践有正确的理

解和判断，提高自己对生活的体认度和干预力；同

时，要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倡导讲品位、

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并善于运

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表达来实现思想性、

艺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以文学的原创力推动艺

术创新，进而实现精品力作与文化自信的彼此促

进和相互支撑。

唐家三少：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

告，对过去五年所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及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规划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宏伟蓝图，提出了

重大理论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

纲领、总设计、总方略，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

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

网络文学创作者要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提高

深刻认识新时代的能力，创作出更多展现人民奋

斗，振奋民族精神，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讴歌党、讴

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我国的网络文学从上世纪末出现，经历了近

20年的发展历程，在这20年间，先后涌现了数百

万的网络文学作家，这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盛事。

目前我国有4亿多的网络文学读者，他们主

要依靠文字阅读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网络文

学市场十分广阔。党和政府大力繁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事业，网络文学也因此得以迅速发展，

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精品力作。越来越多的网络文

学也将人文关怀、社会关怀融入到作品创作之中。

我将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更多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学作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

文学作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为人民昭示

更加美好的前景，为中华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

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

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

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有把人生理想融

入国家和民族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我的梦想是创作出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作

品，推动中华文化更多地走向世界、传遍世界，为

繁荣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贡献自己的力量。

张燕鹏：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坚定文

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兴盛”的论述，为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

向与道路。数字阅读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一

分子，更需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的历史方

位引导下，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以及中

华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创造价值。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文学产业正加

速步入规模化、多元化的发展方向。截至2016年

底，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3.33亿人，网络文

学市场规模超90亿元，这不仅说明了网络文学产

业是一个大有可为的产业，也说明了人民群众对

于网络文学作品与精品的关注和渴求。“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八个字掷地有

声地鞭策着我们，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也叮咛着每个网络文学

人坚持始终，在面对深刻复杂的变化时，勇于变

革、勇于创新、勇于跨越。

十九大报告中，对于文化产业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了“三个坚持”，即要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

煌。作为网络工作者我们应该做到：第一，坚持将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保障好作家权利并给予贴

心服务；第二，响应“一带一路”国家倡议、文化通

路的顶层设计，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推进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力争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

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第三，坚持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培育新

型文化业态，持续推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

创新发展。

庄 庸：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形成了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大会通过了关于

《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式写入党章。

新时代、新思想、新文艺、新课题，一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

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

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

回答时代课题。”

当前面临的最紧迫的时代课题就是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探索

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基本内容、核心价值、理论渊

源、实践基础，实践其纲领，重建新时代文艺生产

机制，构建网络文学作品生产引导机制，培养“‘互

联网+’新文艺群体”的青年优秀人才，创作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的网络文学作品，开启新文艺新时

代，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艺高峰。

2017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从“伟大中

国梦三部曲”的新目标新愿景新任务，到“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种全新的时

代哲学和中国思想理论体系正在形成之中。

调查中国网络文学2017-2018年度的变革，

置身于“新时代，新思想”的大格局之中，可以判断

出中国发展的现状趋势，也可为我们提供思路，重

新“定义、定性和定位”中国。

新时代、新思想、新文艺，中国网络文学正在

被裹挟进时代的巨大“拐点”之中，踩在新时代的

历史“新起点”上。

月 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已经庄严地写进了党的

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习近平文艺思想作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我们文艺工作者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艺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艺的重要

指示，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科学的文艺思想体系，

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了。

认真学习、深刻领悟、践行习近平文艺思想是

时代的召唤，是人民的需要，是强精神支柱、建精

神家园的必由之路，事关国运兴衰，是我们每一名

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深刻学习、领会的。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要繁荣文艺创作，

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

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

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交给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时代感非常强的

一个任务。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是时

代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精神食粮的需要，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并多次强调的四个自信，是顺应人心

民意的。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善于

在幽微处发现美善、在阴影中看取光明，不做徘徊

边缘的观望者、讥谗社会的抱怨者、无病呻吟的悲

观者，不能沉溺于鲁迅所批评的‘不免咀嚼着身边

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要

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鼓舞人们在黑

暗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用理性之光、

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对人民深恶痛绝的

消极腐败现象和丑恶现象，应该坚持用光明驱散

黑暗、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让人们看到美好、看

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

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

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艺思想体系，同样是

遵循这一规律而诞生的，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

基本原则。

我们应该遵循这一原创，把“讲品位、讲格调、

讲责任”与创作结合起来。坚持“双百”方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动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铸就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辉煌！

张 蓉：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高度

突出了文化产业。不仅仅用专门

的篇幅做了重点阐述，更在全篇报告里多次强调

文化自信与文化建设，体现了党对于我们文化事

业的重视与支持。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十九大报

告我主要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进一步加强网络

文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十九大报告

中，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文化产业的核心就在于

价值观的体现，网络文学也不例外。已经拥有正确

共识的网络文学行业，完全可以实现秉承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讲出更多更优秀的中国好故事。

二、坚持文化自信，用中国故事传承中国文

化。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了文化

自信，并多次提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网络文学是最有效的传统文化载体。从创作引导、

资源扶持、海外传播三个角度出发去推进网络文

学的文化传承与传播将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三、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创新产业化发展道

路。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推

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要求。接下来在党

和国家对于文化产业政策的支持下，实现弯道超

车，应该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四、响应十九大号召，持续推进中国文化海外

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总提出，文化产

业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

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

力”。我们应该重点输出优秀精品，向世界讲述传

统而充满活力的中国故事。作为文化产业的一分

子，对于我们网络文学行业来说，十九大为未来发

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明确了目标。我们会

秉承十九大精神，在工作中践行落实。

王 祥：十九大报告浓墨重彩地论述了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内容，指出“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报告吹响了加强文化创新能力建设的号角，

依照十九大报告对发展文化事业的阐述，我们可

以对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做一番检视，明晰其努力

方向。

在新的时代，要做出更大的成绩，首先需要网

络文学工作者坚定文化理想，坚持正确的价值观，

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

的最深处探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推动网络文学不断发展。网络文学主要是大众文

学，在艺术表达的形式上有其自身特点，应该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激发广大创作者的艺术首创

精神，应该下功夫掌握艺术规律，加强创新能力建

设，努力创造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

网络文学应致力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文学工作者要用时代眼

光、时代胸怀与时代标准，更深入地了解、体悟、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

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

力和时代风采。

这个新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网络文学工作

者应该自觉地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把握人类

文明的前进方向，吸收世界文学艺术经典的养分，

了解人类的精神需求、更为稳妥坚定地把优秀网

络文学作品推向世界。

我们坚信，在这个新时代，中国社会文明程度

将达到新的高度，中国的文化事业将随着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不断现代化的步伐，得到进一步

发展，而我们的网络文学创新能力的建设，将是醒

目的生动的时代实践。

意千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使命呼唤

担当，使命引领未来，同心共筑中国梦。

中国梦是大家的梦，它需要全民参与，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在认真学习十九大报告

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作为一名网络作家，在实现

这个伟大梦想的过程中，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担

当是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

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

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网络

文学应互联网的普及而生，具有传播便捷、受众广

泛的特点，在党和政府的正确引领下，它发展迅

猛，甚至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表现方式走出国门，成

为我国向世界展现文化自信的有机组成部分。

十九大报告指出：应该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网络文学

作为精神食粮的一种，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会成为它的受众，相应

的，它的影响力也会日益提升。作为从业者，我备

受鼓舞，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更渴望能尽己所能，

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努力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

文艺创新，写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为广大群众

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同时，我也深刻地认识到，

网络作家的责任担当很重要。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无小事，网络作家在文

学作品中传达的思想观念、道德信仰、情绪意识，

都会通过互联网，以最快的速度，潜移默化地影响

到读者。如果作品传播正能量，积极向上，讲道德、

讲美德、正义向善、孝老爱亲、爱党爱国，旗帜鲜明

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读者就会跟着知道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作品消极反动，低俗媚

俗，传播不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

观、人生观，读者也会跟着受到荼毒。社会是由作

为个体的人组成的，成员观念扭曲，没有信仰，就

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只有

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网络文学才会有

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

制低俗、庸俗、媚俗，传递文化、传承精神、弘扬正

能量，是每一个网络作家应尽的职责和担当。

蒋 磊：党的十九大是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开启党和国家事业新征程的

一次盛会。当下全党全国都在学习十九大精神，坚

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党

的十九大作出的各项政策部署。党的十九大主题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这是我们迈向新时代、开启新

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各行各

业都应牢记在心，作为今后发展和奋斗的目标。

学习好十九大精神是网络文学界的一项重大

任务，“文化”一词在工作报告中出现了79次，这

充分体现了十九大对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重视。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论述，更是

每个文化行业从业者的行动指南。要想实现社会主

义文化的繁荣兴盛，离不开从业者的同心协力。

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到了“要加强现实主

义题材创作”。这将文化建设、文艺工作提到新高

度，也是对文艺工作者的重视、鞭策和鼓励。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网络文学从业者必须

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上，深化认识、提高能力，创作

出更多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讴歌党、讴

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讲好中

国故事，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为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做出贡献。

在推出现实题材作品方面，基于军事网络文

学题材的政治性、专业性、敏感性等特点，在“讲品

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等方

面，我们要严格的要求。军事题材必须呼应主旋

律，体现时代价值，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博取阅

读量、转发量和评论数，要创造经济价值，更要坚

守公序良俗。

十九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并写入党章，充分体现

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发展的高度重视，也是网

络文学继续前行的强大动力。在今后的发展中，我

们将继续坚持正确导向，为营造新时代清朗的网

络空间，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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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文学 好作品
视 点 2018，别错过订阅《作品》
虚 构 叙事中国 势不可挡（短篇小说）…………………… 弋 舟

拱猪（中篇小说）………………………… 郭 爽
睡美人的梦（中篇小说）………………… 张天翼
武松的爱情（短篇小说）………………… 杨小凡
往事（短篇小说）………………………… 黄 宁

发 现 洞幽烛远 亦真亦幻的三岛由纪夫
…………【日】高桥睦郎/田原 刘沐旸译

推 手 90后推90后 墨尔本往事：抢贪官（中篇小说）…… 马晓康
有风吹过（短篇小说）………………… 李克柔
王苏辛的两副面孔——90后小说观察之四

…………………………………… 徐 威
手 稿 写给远去的路遥……………………………………… 白 描
汉 诗 长诗 蓬勃…………………………………………… 芦苇岸

短制 黄靠的诗………………………… 黄 靠 百定安评
民间诗刊档案（与《岭南师范学院学报》联办）

《极光》………………… 严 冬 马知遥 谭延桐等
“极光十杰”：那些暗夜磨刀的唯美狂徒 …… 房 伟

品 读 封二 乔叶《藏珠记》 王威廉 《生活课》
封三 李德南 《我与“世界”的现象学》

钱兆南《跪向土地》
社长：杨克。副社长：郑小琼。副总编：王十月。邮政代号：46—37。主办单位：广东省作家协

会。定价：10.00元。零售：15.00元。地址：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
邮政编码：510635。电话：020-38486216。传真：020-38486389。

二○
一
七
年
第
十
一
期
（
总
第
七
百
零
四
期
）
要
目

精彩阅读·2017年第十二期要目

敬告读者：本刊从今年第4期起全面扩容改
版，每期由原来的160页增至208页，内文全部
彩色，装帧精美，每册定价仍为10.00元，全年12
期定价仍为120.00元，且每期随刊赠送精美副
刊。本刊2018年已开始征订，每册定价15.00
元，全年12期定价180.00元，读者可到当地邮
局订阅本刊，也可到《北京文学》微店或杂志铺
（http://www.zazhipu.com）订阅或购买本刊。本
刊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邮发代号：M428；地
址：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
邮编：100031；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现实中国
母亲最后的日子（报告文学）………… 刘庆邦
作家人气榜
大河（中篇小说）……………………… 邵 丽
我的婆婆（创作谈）…………………… 邵 丽
好看小说
借力打力（中篇小说）………………… 郑局廷
鼠标指（短篇小说）…………………… 孙春平
鲁北旧事（短篇小说）………………… 邢庆杰
谁不热爱保罗·斯科尔斯（短篇小说）… 陈 鹏
一位资深女助研的论证生活（短篇小说）

…………………………………… 简 艾
刘傻子（小小说）……………………… 李国钧
新人自荐
青铜爵（中篇小说）…………………… 南 焱
梦想中的迷失（点评）………………… 何志云
天下中文

北京大格格（散文）…………………… 魏淑文
人祖山夜色（散文）…………………… 王春林
古镇牛栏山（散文）…………………… 马德芳
乡愁片羽（散文）……………………… 李成琳
真情写作
时间的味道（散文）…………………… 陈 新
逝者如斯（散文）……………………… 万华伟
被我们遗弃的乡村（组诗）

…………… 巴音博罗
尘世无解（组诗） … 艾 川
北漂故事征文选登
借挂生涯 ………… 江小生

“转正”后的北漂军嫂
……………… 韩 静

有一个女孩叫苏丹
……………… 邓撰相

我的“北伐”……… 岳 湘

衣向东 谈歌 徐坤 叶广岑

葛水平 鲍十 吴克敬 孙频

张楚 黄咏梅 邹弋舟（弋舟）

李巧艳（乔叶） 张怡微 滕贞甫

双雪涛 甫跃辉 李铁 杨帆

叶勐（苏叶） 王梅芳（梅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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