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在这里能遇见
“不一样的故事”

一个人，埋头创作。柳下挥如此形容
自己定居海口第一年的情形。

虽然早在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时，一批优秀内地作家就已来此工作、生活，
但柳下挥发现，彼时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知名
网络作家在海南屈指可数。

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椰子，一杯咖啡，
柳下挥在街头的咖啡厅一坐就是一下午。

想象在键盘上飞舞，才情在屏幕上跃动。
“上天既然赐予这片土地波涛汹涌的

大海和阳光明媚的海滩，就注定要在这儿
发生不一样的故事。”柳下挥始终相信，在
琼岛会经历别样的美好。

2010年1月，《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一
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街头的垃圾箱多起来，路边的免费公厕
开放了，国贸、国兴一带的打桩声更响了……
柳下挥意识到，一场变革正在海南火热进行。

一切，只是“不一样故事”的开始。
去海边听涛声阵阵，到剧院赏琼剧精

彩，赴乡间看黎锦椰雕……柳下挥发现，海
南的美随处可见，信手一拈足以共飨读者。

他曾把京华城、金龙路、椰风海韵、碧
海银滩等海南元素写进小说。没想到引来
一些细心的网友在网上留言，“柳大，你是
不是在海南？”这些网友有的来自海南本
地，有的来自省外。

与读者分享着海南故事的他突然感
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写作。

沐浴着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春风，柳
下挥继续着文学创作。他发现海南不乏丰
富的传统文化，由此产生了新的创作灵感。

2010年，柳下挥以中国传统中医为背
景题材的《天才医生》正式诞生。该小说讲
述了出身古老世家的主人公立志弘扬中医
文化的故事，在网络上获得了上亿点击量。

5 在海南，总有很多惊喜在前面
2018年春节，海口阳光明媚。柳

下挥开车载着妻儿兜风，从海秀快速路
一路飞奔到海边。假日海滩游客比肩
接踵，火车站附近路段车流不息，出租
车来来往往，“三脚猫”早已不见踪影。

10年前那个来自远方的客人早
已变身为热情的主人。有亲朋好友
到访，柳下挥总不厌其烦地带着大
家环岛游。

“在海南，总有很多惊喜在前面等
着你。”柳下挥说，虽然环岛高铁早已开
通，但他还是习惯自驾，沿着风光如画
的高速公路，一路走走停停。途中，把

车随机停在某个不知名的村庄，穿过乡
间小道，他总能发现一处世外桃源。

“这么美的海岛，怎能不发生浪
漫的爱情故事？”柳下挥由此产生了
写一部海南爱情故事的想法。“海南
的爱情故事应该是蓝色的，充满阳
光的，欢快轻松的。”柳下挥表示，琼
岛美景不可辜负，他希望通过自己
的文字将海南的美分享给更多人。

让柳下挥感到兴奋的是，近年
来，海南吸引了阿里、腾讯、爱奇艺
等一批大企业落户。他认为，海南
进行网络文学IP全产业链开发的时

机已成熟。从网络小说创作到动
漫、游戏制作，再到影视作品拍摄，
海南已有肥沃的土壤。“海南发展文
化产业大有可为！”

面朝大海，品一杯茶，电脑屏幕
不停闪耀，柳下挥的连载作品《逆
鳞》又更新了一章。

远方，海天一色。
柳下挥不禁感慨，10年来，海南

高楼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游客如过
江之鲫般涌来，这片大海与天空却
始终如初次见到时那般蓝，那般美。

（本报海口3月6日讯）

3 成为“文学海军”中的一员
如果说海南给予来者的只有优

美的自然环境，或许不会吸引柳下
挥长居于此。

2011年，海南省政府印发《关于
支持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
策》，在财政税收、市场准入、人才引
进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措施。

“在海南，你所能获得的不止优美的
自然环境，还有优渥的政策，让人有
意安定。”柳下挥说，海南之于他，家
的感觉越来越浓。

在海南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大
潮中，柳下挥也迎来了个人事业发
展的高峰。

2012年，《天才医生》完结，就在
读者公认这是柳下挥网文写作的重
要高峰时，同年9月，他打破“天花

板”，推出全新力作《火爆天王》。凭
借此书，他连登第七届、第八届中国
作家榜网络作家榜，位居第九名。

2014年，柳下挥再次将中华传
统文化元素融入创作中，以太极世
家传人为主人公的作品《终极教师》
问世，并登上第九届中国作家榜网
络作家榜。

2015 年，“2009-2014 年网络
文学作家影响力排行榜TOP100”
发布，柳下挥携代表作《天才医生》
《火爆天王》进军TOP10，位列第九，
并在同年发布的首届“网文之王”评
选中获评“十二主神”。

政策春风越吹越强劲。柳下挥
发现，身边的网络写手不知不觉间
多了起来，不少知名作家纷纷来到

海南，大家没事就聚在一起听海声、
赏美景、谈文学，何其乐哉！

常年定居在海南的一批优秀
作家，勤奋创作，不辱使命，他们的
文学影响力已冲出琼州海峡，声名
远播。

2015年 8月，柳下挥等4位海
南作家加入中国作协。截至当时，
海南省的中国作协会员已达80名。

“除久享盛誉的文学名家韩少
功以外，在海口已形成了一个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作家群体，其中包括

‘老中青’三个梯队，题材涵盖了从
纯文学到网络文学的各个领域，呈
现出群星熠熠、佳作迭出的繁荣局
面。”近年来，“文学海军”的概念在
业内声名鹊起。

柳下挥，原名黄卫，1985年出生于河南
信阳。在豫风楚韵淮上文化的熏陶下，他
从小喜欢诗词歌赋。

18岁，柳下挥考入焦作大学中文系。大学
期间，他和一位来自海口的女同学坠入爱河。

大学毕业后，二人携手到广州工作。
彼时，中国互联网迅速发展，网络文学异军
突起。2007年，柳下挥边打工边尝试写网
络小说。有着扎实文字功底的他一鸣惊
人，处女作《市长千金爱上我》人物塑造丰
满灵动，行文流畅而富有张力，读起来酣畅
淋漓，一经发布便吸粉无数。该小说被视
为当下继《和空姐同居的日子》后再现的一
部纯爱经典之作。

2008年初，女友回家乡海口发展，柳下
挥留在广州，朝夕相处转瞬成了异地相
恋。虽有文学作伴，却终究形单影只，难逃
相思之苦。

2008年夏，柳下挥决定为爱赴天涯。
也正是这个决定，冥冥中开启了柳下挥与
海南的不解之缘。

“当时坐绿皮火车从徐闻一路向南。”
柳下挥回忆道，初踏热土，仿佛早已来过，
波澜壮丽的大海、摇曳多姿的椰树，都和儿
时电视画面一样美。

走出海口火车站，他却发现，偌大的车
站，出租车难觅，数不清的“三脚猫”司机在
热情揽客。“坐着‘三脚猫’颠簸十多公里，到
滨海大道海口港附近才打到车。”

在女友的陪伴下，柳下挥一口气逛了
很多地方：假日海滩，美丽迷人；骑楼老
街，异域风情浓郁；国贸、国兴一带，打桩
声此起彼伏，一栋栋高楼正拔地而起。

一周后，柳下挥返回广州，他的相思却
愈发严重。除了女友，海南的那片碧海蓝
天也成了他的牵挂。

2008年底，柳下挥再次来到海南时，已
经辞去广州的工作。自此，他正式定居海
口，专心于网络小说创作。

他对海南
“一见钟情”1

在网络文学IP大爆发的时代，
柳下挥的作品先后被改编，为动漫、
游戏、影视等整个文化产业链输送
着优质内容，实现泛娱乐化应用。

2015年，《终极教师》成为首批
被改编成网络剧的网络小说代表。
同名网剧被评为2015年“百度十大
热搜电视剧”之一，在同年的百度文
学年终盘点中，荣获“最佳影视改
编”奖。

《逆鳞》还在连载中，已被开发为
动漫游戏，并于2016年获评动漫游
戏金翼奖“年度最具影响力IP”大奖。

“网络文学IP的发展让人始料
未及。”柳下挥坦言，就在5年前，他
和同行们还只会埋头写文章。而如

今作品能被改编，除了要感谢这个
时代，还要感谢海南当地政府部门
的扶持。

2016年，海口市政府印发的《海
口市扶持影视产业发展暂行规定》
明确指出，对影视企业在本市拍摄
期间给予优惠补贴，对反映海口题
材的优秀影视作品给予奖励。

“我应该算是第一批受到政策扶
持的作者之一。”2017年，柳下挥的网
络小说《火爆天王》改编网剧正式开
拍。作为一部具有浓郁“海味”的影视
作品，摄制组全程在海口取景拍摄。

“拍摄期间，优良的自然环境和
政府的贴心服务给剧组提供了不少
便利。”柳下挥回忆，在拍摄一段大

型演出的戏份时，需要一个大演播
厅。最终，海口市政府出面协调，剧
组得以借用海口广播电视台的演播
大厅进行拍摄。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优秀影视作
品落地海南拍摄，“海味”影视作品全
面开花。

2016年，由唐国强担任总导演
的史诗级电视连续剧《天涯浴血》在
海南拍摄完成，并在央视一套播出；
2017年，以14.22亿票房成绩，为当
年国产电影划下浓墨重彩一笔的《芳
华》也有大量镜头在海南取景拍摄；
2017年，琼剧电影《喜团圆》被列入中
国戏剧梅花奖数字电影工程……

见证政策东风催生“海味”作品4

柳下挥寄语

谈海南
海南包容、与世无争，

她“温和”的性格是独一无
二、不可替代的。海南环境
好，气候佳，政策优渥，很适
合作家创作。

建省30年以来，海南发
展的速度非常快。我定居
海口10年，见证了海南“翻
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海
南已是个有文化的岛、有底
蕴的岛、有善心的岛、特别
宜居的岛。相信未来，海南
会吸引更多人才聚集，实现
新的发展突破。未来，这个
美丽的海岛依然是蓝天白
云、椰风海韵，美丽迷人。

海南从来不缺少文化，
只是之前没有被充分挖掘，
就像藏在杂草里的金子，把
表面的草扒一扒，金子就都
露出来了。海南已经有韩
少功、张品成、寒川子、孙皓
晖等优秀作家，还有一批年
轻网络作家聚集于此，“文
学海军”正在崛起。

谈文化

琼岛美景不可辜负，我
要写一部海南爱情故事，她
应该是蓝色的，充满阳光
的，欢快轻松的。

网络文学已进入大浪
淘沙的阶段，不再像以前遍
地开花，而是对作品要求
越来越高。中国传统文化
博大精深，继中医、太极、
东方龙之后，我希望自己
的作品更多地将都市的时
尚元素和中国传统文化代
表性元素相结合，以网络
文学作品的形式，将这些
文化气息渗透给以亿计的
读者粉丝。以海南而言，琼
剧、椰雕、黎锦等，都是非常
好的写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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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网络作家柳下挥居琼10年间佳作不断

海南故事越说越精彩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黄婷

“他年谁作舆地志，
海南万里真吾乡。”

如果说，北宋大文豪
苏东坡与海南的缘分始
于贬居，现代知名网络作
家柳下挥与海南的相遇
则浪漫得多。

2008 年，柳下挥追
随爱情来到海口，椰风海
韵、碧海银滩……一踏入
琼岛，他便爱上这片土
地，当年就选择定居琼
岛。

居琼 10 年，柳下挥
笔耕不辍，先后创作了
《天才医生》《终极教师》
《火爆天王》《逆鳞》等风
靡网络的小说。年仅33
岁的他成为都市类网络
文学代表人物，曾四度登
上业内权威影响力榜单
——中国作家榜网络作
家榜，三度位列前十，获
得过中国华语文学传媒
大奖“年度网络作家”等
诸多荣誉。

虽未能目睹海南建
省30年以来的全过程，
柳下挥却十分庆幸自己
见证了近 10年文学“海
军”的崛起大潮。

“椰风海韵滋养文学
创作，感谢这片肥沃的土
地给予我无穷无尽的创
作灵感。”对海南，柳下挥
怀有一颗感恩的心。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10年前，柳下挥第一次踏上海南的土地，映入眼帘的风景却亲切

无比，仿佛早已见过。波澜壮丽的大海、摇曳多姿的椰树……美得如

诗如画。

一周后，柳下挥离开海南，他的“相思”却日愈严重。那片南国独

有的碧海蓝天，成了他难舍的牵挂。

10年后，早已在海南成家立业的他，依然对这片热土充满探索的

激情。椰风海韵，带给他更多创作网络文学的灵感动力；政策红利，

让他的文学事业发展蒸蒸日上。

他说：“这么美的海岛，怎能不发生浪漫的爱情故事？”海南之美

早已网住了他的心，一个个别样的故事带给他无尽的惊喜。

扫码听一听柳下挥
讲他与海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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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创作

柳下挥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望 摄

柳下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