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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络文学 IP 文化工业 ■桫 椤（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委员）

中国青年阅读指数日前发布今年9月读者阅读喜好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中国青年阅读指数发布今年9月读者阅读喜好。“中国青年

阅读指数”是由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与成都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一项衡量中国青
年阅读趋势和阅读倾向的指数。通过大数据对青年阅读行为的追踪发现，2018年9月，需求
指数排名前三的阅读域是文学阅读域（需求指数28.59）、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指数
20.30）和教育阅读域（需求指数12.81）。文学阅读域需求指数由今年8月的23.53上升至今
年9月的28.59，环比上升5.06，是9月上升幅度最大的阅读域。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
指数由8月的24.73下降至9月的20.30，环比下降4.43。教育阅读域需求指数由8月的11.83

上升至9月的12.81，环比上升0.98。
通过比较近两月需求与供给变化差值，可以将阅读域的供需变化态势划分到四类区

间。第一类区间为需求量和供给量同向增加，属于该区间的阅读域有利于市场热度升温，
主要包括自然科学阅读域、新闻传播广告阅读域和语言学阅读域。第二类区间为需求量和
供给量同向减少，属于该区间的阅读域意味市场热度可能在下降，本期指数无此类阅读
域。第三类区间为需求量在减少而供给量却在增加的阅读域，主要包括哲学及社会科学阅
读域、经济金融管理阅读域、历史阅读域、工学阅读域、艺术阅读域和法学阅读域。第四类
区间为需求量在增加而供给量却在减少的阅读域，主要包括文学阅读域、教育阅读域和生
活相关阅读域。 （钟青）

□阅文集团发布今年上半年财报

时，在线阅读和版权运营收入稳步增

长，在IP运营上，这一年来的变与不

变是什么？

■一直以来，阅文集团在 IP 运营

领域的追求和目标始终不变，便是以

优质IP为核心，通过精品化、长效化、

多元化开发来最大程度实现IP价值，

从而构建完善的产业生态。

在这一核心理念的指导下，这一

年来阅文集团的 IP 运营战略进一步

深化，IP 运营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亦日

益提升。一方面，“IP 共营合伙人”制

度内涵更为丰富，阅文在授权、参投、

联合开发等 IP 共营合作模式上积极

创新实践；另一方面，“IP 全链服务”

制度的提出，为阅文集团深度参与 IP

开发全过程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得

益于此，这一年阅文集团在影视、动

漫、游戏等IP开发的领域取得了更加

突出的成绩。

如《凤囚凰》等多个 IP 改编剧相

继播出，《扶摇》《天盛长歌》《武动乾

坤》更在海外多平台、多国家，实现

多语种播出；动漫领域，继续投资、

入股，推出多部动画佳作；还有游戏

《新斗罗大陆》《斗破苍穹》，以及有

声书《斗破苍穹》《超品相师》，广播

剧《从前有座灵剑山》《星辰变》等。总

之，IP开发实现多领域联动，促进其产

业化、精品化。

□这一年的重要标志性事件有哪些？

■以多项重要事件为标志，阅文

集团在在线阅读、IP开发、网文出海等

领域持续探索，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向各界展示了网络文学的广阔生命力

和巨大发展前景。

在线阅读方面，内容始终是发展

的根本，目前阅文集团“全·内容”生态

日益完善，尤其在丰富内容品类方面，

进行了更具针对性的细分化探索。如

推出集团首个二次元综合平台“元气

阅读”，发布女性阅读旗舰品牌“红袖

读书”，举办第3届现实主义题材征文大赛等；引进

以东野圭吾、田中芳树、江南、王小波、三毛、张爱玲

等海内外知名作家经典作品，扩充优质出版内容，

满足更多读者的阅读需求。此外，进一步深化渠道

合作，发力移动阅读终端的形态创新、模式探索及

运营推广。

IP 开发方面，探索也在持续深入。首先，创新

推出“IP 全链服务”制度，从 IP 甄选、IP 增值、IP 赋

能三方面为IP开发全程提供服务。阅文集团已联

合全产业200多家内容开发伙伴，推出了一系列优

秀的 IP 改编作品，覆盖影视、动漫、游戏、广播剧、

舞台剧、真人综艺等多元领域，建立了可持续良性

发展的IP开发生态。其次，通过加强战略投资，如

收购新丽传媒、投资 kaca entertainment 等，为发力

IP 精品改编注入了强劲动能。还通过开拓更多元

的IP开发领域，来激活产业多点繁荣。如，通过推

出多部动漫精品，有力带动网文IP二次元开发的兴

盛；近期我们正式发布了全新的有声阅读品牌“阅

文听书”，紧抓有声阅读市场机遇，将有声书改编纳

入IP开发的重要一环。

网文出海方面，阅文集团同样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一方面，通过起点国际将中国网络文学特有的

创作模式和商业模式推向全球。另一方面，开展更

加广泛的国际化战略合作，切入海外市场。此外，

发布系列海外人才培育计划等。

未来，随着技术和产业的持续升级，阅文集团

将一如既往地拓展网络文学的发展边界，促进自身

及全产业不断发展。

像“猎星人”那样从网络中寻找具有开发潜质

的内容，选择经受过市场检验的作品以降低开发

的风险成本，这已成为近几年来文化产业领域的

一条通衢大道。网络文学作为 IP 的源头，从 2015

年开始就已经在改编开发内容的选择中占有了最

大的份额，是年被称作“IP元年”。

2018年，网络文学作为出版、影视、游戏、动漫

和有声读物等行业的最大 IP 贡献者，其地位仍然

是稳固的，这不难从实体书《网络英雄传：引力场》

《糖婚》，电视剧《南方有乔木》《如懿传》《延禧攻

略》，电视剧和手游《天盛长歌》等频频制造出的

“现象级”热点中得到确证，也反映出互联网作为

新时代大众文化的策源地，具有持久的活力和旺

盛的创造力。

从源头培育到多元开发，从

产业链构建到创新跨界合作，

这不只是网文 IP 的发展路

径，更是无数文化 IP 发展

的方向。作为文化 IP 产

业的重要参与者，阅文集

团持续通过培育和探索，

为文化 IP 赋能。本报记者

就此对阅文集团联席 CEO 吴

文辉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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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纸质书曾经是网络文学最主要

的“下线”渠道，因此出版是一个让网络

文学自身增值的“传统”行业。作为以类

型化故事赢得读者的创作，网络文学在

将部分流量转移到实体书读者的同时，

也吸引了对传统阅读有偏好的读者。但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阅读，所看中的

都是作品的内容，或者说是一个好看的

故事。没有吸引读者的故事，不仅无法

聚拢网上粉丝，更不会被线下出版看中。

究竟什么样的故事才能算吸引读者

的好故事？显然是那些切近读者情感，

或者贴近读者生活，并且与时代精神的

总体性吻合的作品。

今年8月，在3年前凭借《网络英雄

传Ⅰ：艾尔斯巨岩之约》赢得影响力的网

络作家郭羽、刘波，携该系列第2部《网络

英雄传Ⅱ：引力场》登台南国书香节暨羊

城书展，该书在3个月前已于当当网开

启预售，现场人气火爆。10月，在由浙江

省网络作家协会、咪咕数字传媒等4家

单位合作主办的研讨会上，该系列被称

作“代表网络文学最高水准的作品”，正

在“重新定义财经文学”。这部由万派文

化策划、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实

体书，在出版时，更改了在“爱奇艺”文学

发布的网络版书名和部分内容，以更适

合线下出版。作为财经类型小说的佳

作，故事和人物承接第一部的创业历程，

并向商业和资本交织的商战阶段升级。

主角以开阔的胸襟和专业的战术经受住

了市场的洗礼，同时也实现了个人成

长。“财经+互联网”是现实生活中创业青

年的理想选择，专业知识和商战技法又

起到了职场教科书的作用，而“商场如战

场”的惨烈和人物在其中的运筹帷幄，使

读者代入之后体验到了激越心弦的快

感。据悉，该系列第一部的影视版权已签约东海电

影集团，该系列的一系列电视剧即将开拍。

作家蒋离子的网络小说《糖婚》原发于凤凰书

城，曾经获选2017年度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

中国作协联合举办的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荐

榜单，实体书于今年3月推出。该作品的出现有着

深刻的现实背景，即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80后”一

代人的情感、婚姻和家庭关系问题。小说将时代的

丰富性和复杂性放置在主人公方致远、周宁静一对

小夫妻身上，直面他们在生活中遭遇的情感危机和

家庭纠葛。但是，作者又没有把着力点放在“统一

性”上，而是关注到了同一代人不同的价值观和婚

恋观，其背后又连带出复杂的生活伦理。与那些单

纯将爱情置于小说中心位置的“言情文”而言，《糖

婚》在题材和主题上均有拓展，都市生活中的人都

不难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对社会文化有着对

应的表征意义。

玄幻类型一直以来都雄踞网文阅读市场首位，

网络文学“装神弄鬼”的标签在前几年所言非虚。

可喜的是，加强现实题材创作的政策导向作用日渐

显现，近几年现实题材作品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

升，成为IP开发可选的重要目标。今年有一批由现

实题材IP改编的优秀电视剧出现，并有着不错的市

场口碑，如《南方有乔木》《橙红年代》等。小狐濡尾

的《南方有乔木》是一部反映无人机研发生产的小

说，故事切中了读者对中国科技的兴趣，而专业知

识的枯燥感又得到了温暖爱情的弥补，同名网络小

说改编的电视剧今年在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首播

的同时，在腾讯、爱奇艺、优酷和搜狐同步播出，受到

观众欢迎。

从“网感”到“网生”，网络文学影响力溢出
互联网已成为大众获取文化资讯和娱乐产品的重

要平台。从文化工业角度看，网络文学必然受到资本的

影响，也因此，不少作品从创作初始就瞄准市场，在作品

中制造“网感”。而IP开发在不同的网络文艺形式之间

展开也最为便捷。

所谓“网感”，是内容的“网络性”在读者一方的体验

和反馈。作为大众文学作品，网络小说蕴含着普通人的

“白日梦”，读者将个人理想、愿望和意志品格寓寄在作

品人物身上，激发并创造着“读者—人物”共同体的文学

阅读效果。“白日梦”发源于传统大众文艺，但网络文学

将这一特征进行了强化，使其成为IP能成功的核心要素

之一。

作家流潋紫的《后宫·甄嬛传》以降，“宫斗”成为古

典言情类型中的重要支脉，这借助了电视剧《甄嬛传》创

造出的巨大宣传效应。作为前者的续篇或姊妹篇，由小

说《后宫·如懿传》改编的网络剧今年8月在腾讯视频首

播。原作小说作为女性向作品，在满足女性读者“宫斗”

情结的同时，感情戏也让她们萌生了从艳羡到无奈的嗟

叹。尽管如懿与乾隆在险恶的权力更迭中共渡难关，最

终被扶上皇后的宝座，达到了封建女性所能企及的最高

位置，但当乾隆已非过去的翩翩少年，贪恋权欲、多疑善

变的恶德一一暴露，二人之间的情感和信任也无从谈

起，如懿只能恪守着后宫职责，在美好的回忆中度完自

己的一生。女主近乎完美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坚守无疑

给了女性观众明显的代入暗示，读者一方面借助人物命

运体验到了自我实现的感觉，另一方面也借由剧中人物

得到有关历史和命运的启示。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式的作品固然切中读者的“白

日梦”，书写现实生活的作品同样在网上有众多拥趸。

作家骁骑校以《匹夫的逆袭》成为“逆袭流”最重要的代

表作家之一，其刑侦小说《橙红年代》的点击率超过2

亿次，同名电视剧也在今年台网同播。小说以基层警

察的生活为背景，书写小人物的故事，对基层社会生态

有着深度呈现。作品诱人之处看似在于曲折跌宕的故

事，内里则是可以唤起普通读者共鸣的小人物悲欢

录。小说的“网感”来自于大跨度的地域转换、神秘的

刑侦故事等制造的新奇感，刘子光的失意是一个得到

医学指导的、现实化了的“穿越”手段，令人不得不信。

网络世界消弭了人的身份和阶层差别，甚至成为“草

根”们狂欢的广场，小人物的逆袭更是幻想小说“打怪

升级”在现实中的落地，自然会博得网民的青睐。与之

相似的人设也出现在古典言情小说中，譬如月关的《夜

天子》由作家本人操刀改编为电视剧，今年8月在腾讯

视频播出，作家的编剧使小说的IP价值得以在网络中

最大化；由天蚕土豆的小说《武动乾坤》改编的玄幻剧

同样在台网同播中获得成功。

中国网络文学至今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在由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等部门主

办的“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作品”评选中，已获传统

文学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的《繁花》入选，原因在

于这部作品以网络小说的形式完成了最初的稿本。网

络无疑给文艺创作提供了试验场，《繁花》是一个从网络

中诞生但被传统文学标准经典化的IP。而且，作为一个

现实色彩浓厚的IP，《繁花》的影响力早已溢出网络，譬

如同名话剧今年暑期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连演6场，场

场爆满。

网文IP的泛娱乐“转场秀”
在传统意义上，文学作为通过语言塑造形象的艺

术，其价值蕴含在文本中，也因此，创作优秀文本一直

是作家矢志不渝的追求。在传统观念中，文学与金钱

是一对冤家仇敌，安贫乐道甚至是作家必备的操守。

但在网络时代，原有的文学生态被打破，衡量作品价值

的方式变得多样化，粉丝流量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经

济效益也成为重要标准。与传统文学将作品文本作为

价值序列的顶端载体不同，在网络文学中，作品文本只

是IP链条的中间环节，网络阅读可以发挥文本的功能，

但其综合价值则需要通过IP在不同艺术形式间的“转

场秀”来实现。

今年的电视剧市场中，《延禧攻略》是一个“倒IP”产

品，即从影视爆款中衍生出了小说。无论是电视剧还是

小说，作为后宫题材，如何摆脱《甄嬛传》的影子是后续

制作者们的难题，无论在故事还是剧作上，《延禧攻略》

都称得上是一次颠覆性的制作。与宫女在懵懂之中成

长上位的故事相异，这部剧一开始就为人物设定了清晰

而理性的行动目标，即复仇与守诺，因而决定了主角魏

璎珞不是一个“傻白甜”的形象，否则无法实施任务，这

就令观众对情节和人物有了探疑与同情的期待。加之

精致的服饰、道具、场景，营造出极为熨贴的古典意境，

在观众中建立了情境信任。伴随电视剧播出，在剧本基

础上，由网络作家笑脸猫改编的同名网络小说在爱奇艺

文学上架，除了即时吸引观众粉丝，为之提供全方位的

审美体验外，也使该剧的“长尾效应”更持久。

作家天下归元的架空小说《凰权》早在2010年即在

潇湘书院上架。作为网络文学上升期权谋类型的代表

作，其衍生价值持续发酵，使之成为一个优质的IP综合

体。先是2012年出版实体书，2016年再版发行，文本的

影响力从网上延伸到网下；2018年，由华策克顿集团辛

迪加影视、东申影业、好麦文化、中文在线、新影联文化

联合改编为电视剧《天盛长歌》，在湖南卫视播出的同

时，在芒果TV和爱奇艺同步播出。在电视剧开播的同

时，由爱奇艺游戏与猎手互娱联合发行、妙趣游戏研发

制作的同名手游上线，开掘了小说新的IP发力点。小说

中“弈一局权谋天下，博一场爱恨起伏”的故事架构为后

续的开发提供了核心“卖点”，亡国公主和新朝皇子之间

的国仇家恨和私情恩怨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传

奇情节。手游则以此创设双线剧情，为玩家提供着沉浸

式任务体验。

文化工业是个集体性的产业，网络IP的综合开发还

表现为多重力量的集中运作，这已然超出所谓“纯艺术

品”的创作方式。“转场秀”不仅在不同艺术门类之间进

行，也需要在不同国别的文化圈中进行。“好莱坞大片”

“韩流”和日本动漫常常被业界当作大众文艺的典范，但

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绝非仅靠市场的选择，其背后

隐约可见国家行为的影子。这也启发我们，“网文出海”

在内容上也要需要汇聚多方合力，“牵头”者可以是资

本，也可以是政策之力。在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大

会期间发布的动漫作品《望古神话·天选者》即是一个成

功的例子，作品缘起于当下网络小说中的世界观无法与

西方比肩的事实，博易创为因此发起行动，由流浪的蛤

蟆、马伯庸、跳舞、月关、天使奥斯卡等国内幻想小说领

域的知名作家联手，试图将中国古代传说和真实历史结

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架空世界，其对中华传

统文化的重构意义不言而喻。围绕这个超级IP，将会在

实体出版、有声剧、影视等领域产生衍生品，由网络文学

延伸至二次元的动漫产品只是早期产品之一。

综观网络爆款IP2018年的表现，不难发现这其中

的规律性特征：一方面，优质内容（故事）仍然是制胜的

不二法门；另一方面，在对接现实文化生活需要的同

时，“从网络中来到网络中去”的循环趋势明显，分众化

的传播方式保证了IP在线上线下的用户流量。而经由

对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内在的端倪：网络IP及其

衍生产品之所以能够吸引大众读者的青睐，得益于切

中读者的心理需求，同时也促进了内容审美要素在网

络时代的转场。网络文化方兴未艾，可以预见，未来网

络IP仍然是大众文艺中最值得开采的“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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