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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1月15日电（记者徐
晗溪）11月15日上午，首届海南岛国
际图书（旅游）博览会系列活动之“自
贸港背景下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输
出”主题论坛及开幕式在三亚海棠湾
艾迪逊酒店举办，来自全国近百名网
络作家、评论家、国内重点文学网站
负责人齐聚三亚，回顾网络文学的发
展历程，探讨自贸港背景下中国网络
文学的海外输出，以及展望中国网络
文学未来发展之路。

据了解，网络文学作为中国文学
领域发展的“后起之秀”，题材新颖、内
容多元、创意独特、阅读便利，在国际
传播中有着传统形式的文学作品所无
法比拟的优势和特点。随着互联网和
移动阅读的日益兴起，这几年来，我国
网络文学已经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

既丰富了中国读者的阅读生活，也日
益受到各国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据与会专家介绍，2019年中国网
络文学已经覆盖“一带一路”沿线40
多个国家，涉及英、法、日、韩、俄等十
几个语种，互联网上还出现了自发翻
译和推介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的译者和
网站。可以说，网络文学正在成为中
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新名片和提升中华
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新载体。因此，推
动中国网络文学“出海”有助于让更多
的国外读者从不同角度来观察、了解
和接近中国，深刻认知当代中国的价
值观念、精神文化和审美追求，有助于
对外宣介当代中国、展示中国形象。

海南一直很重视网络文学发展，
特别是今年，海南网络文学更是呈现
繁荣活跃的良好态势。今年7月23

日，海南省作家协会召开了省网络作
家代表座谈会；10月19号，成立了海
南省网络作家协会；10月底，省作协组
团到浙江省和江苏省参观学习。本次
主题论坛会后，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
心、北京中外翻译咨询有限公司（外文
局下属单位）、海南版权局与海南省作
协还举行了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据悉，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
会、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省作
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
主办，海南省网络作家协会承办。
11月 16日，还将举行“新时代网络
文学题材的转型与升级”“网络文学
的产业化与国际间版权合作”二个
分坛主题活动。活动期间，与会代
表还将奔赴三亚、琼海、海口等地采
风考察。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这是2018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前十名的榜单，看到这个榜单，我特别骄傲，这
是国外图书馆收藏中文图书的排行榜，榜单上
除了严歌苓、周梅森、刘震云、余华、李零等严
肃文学作家外，我和紫金陈也在榜上。”11月
15日上午，前来参加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旅
游）博览会系列活动之“自贸港背景下中国网
络文学的海外输出”主题论坛的网络作家、湖
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匪我思存在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专访时，分享了她对中国原创网络文学
海外输出的思考。

匪我思存著有《寂寞空庭春欲晚》《来不及
说我爱你》《千山暮雪》等作品，这些作品除了
在网上连载外，有的还结集成册出版，甚至有
些还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在网络上有着很高的
人气。一开始，匪我思存以为她的影响力只在
国内，可有一天，居住在德国的表弟竟提议想
把她的小说翻译成德语。“他告诉我，有很多德
国人都很想阅读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可是他们
有语言障碍。”

这次契机让匪我思存了解到，借助外文
翻译网站，国外也有一批志愿者将国内网
络小说翻译成外文。“我有14部作品被翻译
成越南文出版、2 部作品翻译成泰国文出
版、1部作品翻译成韩文出版。”匪我思存表
示，中国女性向网文在东南亚地区有比较
大的影响力，她和其他的网络作家朋友都
有过售出东南亚地区图书版权和影视剧版
权的经历。

“由我担任出品人的网剧《致我们暖暖的
小时光》在泰国播出的时候，主演艺人在泰国
参加活动时，竟然被一大批热情粉丝团团围
住，这种影响力超过了我的预期。”匪我思存震
惊之余，也产生了一个设想：除了辐射东亚文
化圈外，我们能否加强对网络文学的翻译出
版，加强与国内影视公司的联动，扩大网络文
学作品的海外影响力呢？

匪我思存表示，同样是一个故事，影视作
品有图像和声音，这种载体比图书更容易让海
外读者了解我们国家的网络文学作品，且近几
年，一大批网络文学IP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国
内网络文学IP改编影视发展已相当成熟，在各
方的努力和合作下，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有望从
东南亚国家辐射到欧美国家。

“我的都市言情小说《爱如繁星》就是构
思于海南三亚，当时我在沙滩上漫步，看到
极美的落日，便想让小说的男女主角一定要
在三亚相遇。”匪我思存表示，伴随着海南自
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如果海南
能为网络文学创作和影视作品拍摄提供便
利，必然会吸引大批网络作家投身于此，期
待中国网络文学国际化征程能在海南“出
海”扬帆。

（本报三亚11月15日电）

网络作家匪我思存：
期待网络文学
从海南“出海”

百余名网络作家齐聚首届海南书博会
探讨推动中国网络文学“出海”

海南书博会上“阅读文化共同体”主题探讨引发大家浓厚兴趣

海南正在打开阅读世界的N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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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旅游)博览会

11月15日，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旅游）博览会上，举办了“跨界·创新·融合——构建全球化视野下的阅读文化共同体”主题论坛。中
外出版业及跨界行业顶尖企业相关负责人，就阅读文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审视日益稀缺的“阅读”，各位“大咖”究
竟有哪些可供借鉴的观点？且让我们步入论坛现场，一起聆听，一起思考。

“出版与旅游业放在一起，本
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11月15日，在“跨
界·创新·融合——构建全球化视
野下的阅读文化共同体”主题论坛
上，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开
宗明义。

柳斌杰解析，“读万卷书”就是
要广泛阅读、积累知识，“行万里
路”就是要在实践中增长见识、胆
识，而旅游可以将二者紧密联结起

来，所以“有了文化才能提升旅游
的品位”。

谈及阅读文化，文化学者张
培合演讲前讲了曾批评过三亚的
故事。

那是 2017 年初，张培合写了
一篇文章《我喜欢三亚，但不敬仰
三亚》，原因是三亚的繁华街道很
少建有书店、书画店、报刊亭等。
于是，他撰文批评：“一座现代化
的城市仅仅靠优美的自然环境吸

引人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缺乏
了必要的文化氛围和人文艺术气
息，这样的城市由于缺乏文化软
实力，依然不会赢得别人发自内心
的敬仰！”

“书博会能在三亚举办，我这个
批评者能作为嘉宾获得邀请，说明了
海南和三亚拥有虚怀若谷的胸襟和
气度！”张培合认为，三亚不断丰富人
文底蕴，一定会像深圳那样实现人文
与经济同步推进。

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
新闻出版局局长王楚宏，分享了
深圳早在 2000 年就创设“读书
月”，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

“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的
做法与经验。

王楚宏介绍，深圳市大力开展
阅读活动和文化活动，以市图书馆
为龙头、区图书馆为骨干，以及街
道、社区等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为网
点，深化总分馆制，开发“图书馆之

城”统一服务平台，推进“一区一书
城、一街道一书吧”工程。同时，该
市还聘请上百位名家设立讲坛。
到2018年底，深圳成年居民年人均
阅读纸质图书7.23本，年人均阅读
电子图书11.21本。“深入开展全民
阅读，是深圳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核
心引擎功能的需要。”他表示，这些
举措和成效，推动深圳正向着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的目
标迈进。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阅读与城市发展有什么关联？

全球背景下出版业如何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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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自贸港背景下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论坛会场。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在传统与新锐、各国交流互鉴中，阅读和
出版业有怎样的新取向？

“我崇拜书籍里的英雄，但我更是用行动
去丰富英雄。”俄罗斯塔斯社第一副总编辑马
拉特·阿布尔哈金在论坛中说，俄罗斯人民对
书籍非常珍视，并从中吸取源源不断的力量。

他认为，在历史上，中国是优秀的阅读型
国家，在当下的脱贫攻坚中，要让年轻一代更
加有知识、有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消
除许多社会问题。

中国台湾《汉声》杂志创始出版人黄永松
很是推崇民国时期的老课本，认为其“内容从
居家、处世、治事等方面取材，都是身边人、眼
下事、常人心，崇尚公理自然、不呼口号，多在
平白明净的故事情节和写人状物之中，浅显而
不浅薄、简约而不简单”。

具有50年出版编辑从业经历的黄永松热
情拥抱新事物。他表示，电子阅读虽然让传统
出版人面临巨大挑战，却可能正是一个绝佳的
机遇，多做出一些读来有趣、受之有益的好书，
这是我们出版人的天赋使命。

柳斌杰指出，出版高质量的阅读产品，要
多措并举，诸如围绕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
等主流文化，以人民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着力点，深化改革出版业的生产、市场、
管理体制，提升人民创造性、积极性，发动各界
共同创造全民阅读的大环境。

针对海南加快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历史
机遇，柳斌杰提出，自贸区、自贸港意味着开放、
包容，因此海南应该在与各界的交流互鉴中，既
要增强“四个自信”，也要大胆吸纳各种文明样
式，更要通过跨文化阅读了解全球，推动文化融
合和创新发展，从而助力海南经济和社会事业
跃上更高起点。 （本报三亚11月15日电）

交流互鉴中有怎样的新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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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1月15日电（记者
尤梦瑜 李艳玫）11月15日，首届海
南岛国际图书（旅游）博览会首日，
故宫学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
单霁翔在三亚为公众带来“文化的
力量——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
两个小时的讲座中，单霁翔以详实的
细节与图片，分享了故宫在保护和利

用文化遗产资源方面取得的成效。
2012年至今年4月，单霁翔担

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通过环境整
治、修复古建筑、修复文物等多种途
径来扩大故宫的开放区域。

近年来，故宫在文物保护、公共
服务、文物修复以及数字化发展等领
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其在文创产

品的研发上更是收获了出色的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成为“文化赋能旅
游”的生动典范。

单霁翔用亲身经历向人们传
递了一个理念——文化遗产资源与
人们日常生活的息息相关。他不仅
通过各种切实举措要让历史古建筑
与文物有“尊严”，更借助文创产品、

新媒体等多种手段，让大众参与到文
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之中，让这些宝贵
的资源真正地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
活中。

讲座上，单霁翔与大家分享他眼
中的优秀博物馆。他表示，博物馆不

只是要打开门展示文物，还要不断举
办丰富多彩的展览，不断推出引人入
胜的活动，让人们在此流连忘返。他
在讲座中感慨道：“今天可以骄傲地
说，我们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美地
交给了下一个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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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埃克斯莫出版集团总裁
尤利娅·维克托罗夫娜女士透露，该
集团收入在2016年至2018年的年
均增长率为12%。

原因何在？
“电子和有声读物是我们集团增

长的主要驱动力，诀窍是与读者的互
动。”尤利娅·维克托罗夫娜在论坛上
说，到2022年，该集团印刷书籍、电
子书籍、有声书籍的增长水平将分别

为5%、30%、40%。
演讲结束前，她还热忱邀请中

国出版业同行进行比赛，包括图书
封面设计、整体流程设计等内容，相
信在比赛过程中能够共同进步、共
同发展。

如今，中国出版业界正在积极谋
求突围。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总经理张纪臣以《新技术驱动新阅读

——5G时代共同的机遇和挑战》为
题，介绍了中国出版业的探索和成
果。2008年至2018年，中国成年国
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从24.5%
上升到76.2%。在覆盖广度和用户
使用粘性深度上，移动端阅读均大幅
度领先PC端。

张纪臣介绍，在5G时代，助力智
能出版从智能选题、智能素材搜集、
智能内容聚合、智能内容审核到智能

分发出版的全流程革新。其末端特
点为，基于5G云网的分发体系，点对
点个性化、精细化推送，实现用户画
像及阅读反馈。

“基于物联网，中国打造国际领
先的按需印刷服务体系，一书e码可
实现‘万书互联、人书互动’。”他兴奋
地说。

张纪臣解释，5G时代的阅读具
有多方面的优势：一是全联通，体现

在人人读书、人书互动、万书互联、
纸电融合。尤其是沉浸式互动，5G
将丰富阅读维度，从文字浏览走向
全场景，具有沉浸式的立体体验。
二是新可视，体现在移动云阅读带
来新体验，享受极致互动阅读服务，
具有虚拟现实带来的阅读新视角。
三是大智能，体现在智能阅读设备
按需联动，实现云网一体、全局智能
控制。

“网红”院长单霁翔亮相海南书博会分享经验

故宫怎么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