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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生活中的长短“文学”
摘要：互联网时代文学的典型形态——超长网络小说与微文学并存，构成了“文学”的两副

面孔。无论是超长篇小说还是微短篇文学，都是注意力经济下的产物，都以自身碎片化的符

号形式来适应碎片化的时空。超长篇小说通过化长为短、稀疏的排版形式来适应新的阅读方

式。微文学与手持上网终端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相关联，以个体随性而发的姿态有效

挑战了由上而下确定的文学边界。视觉文化的兴起和互动传播的信息方式共同造成了“文学”

向“泛文学”的演进。超长网络小说和微文学都是速度文学的表现，体现的是短暂性的时代

价值观，它们在缓解现代性焦虑的同时有可能构成新的信息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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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形态

互联网时代已经成为继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之后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三个发展阶段，这已

经越来越成为一个事实。工业文明带来劳动的分工和知识及学科体系的分化，现代意义上的

文学便是这一进程中分离出来的产物，而所谓的文学传统也是后来梳理追认的结果
①
。“西方

的‘文学’观念只有 200年左右的历史。”[1]中国现代意义上“文学的定型是中西日复杂互

动的结果”[2]，互动虽然可以向上追溯至明代，但具有实质意义的互动发生于 19世纪末 20

世纪初。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都是工业文明中印刷技术下塑形的，

与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同步，如周宪所提及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根据特定语境的要求，

强调文学的不同功能。”[3]但问题是在人类第二个时代形成的文学，到第三个时代将会如何

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变化？

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到新的时代特征和整个世界领域的情形，尤其是那些较

快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国度发生的变化。但这些国家又在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形

态方面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考察本身或许成为一种不太可能的事。然而考察某一具体国家

在既有的大致稳定的社会文化框架内，文学所产生的变化，不仅可能而且必须。本文便是针

对中国互联网时代最典型的文学，也即网络文学的两种表现所作的一个分析和判断。

中国，以及韩日的年轻人似乎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热衷于，或者说更早热衷于在互联网上

进行想象性的文字涂鸦，由此造成了网络文学的兴盛和网络文学相关产业的兴起。其中尤以

中国的情形最为突出。中国的网络文学包罗万象，有文化产业集中运营的网络小说，也有以

写作者自己随意发布为主的诗歌、散文和戏剧等。至于发布的平台，既有商业性网站提供的

文学空间，也有自发性论坛提供的版面，还有自己申请的博客、个人空间、微博、微信等。

目前从网络文学的主流来看，小说仍是主流，不过伴随便携式上网设备（如智能手机）的普

及，比较短的网络文学样态迅速兴起，有两种倾向十分明显，其一为网络小说的越写越长，

如这几年有名的网络小说动辄几百万字，《回到明朝当王爷》约 370万字，《星辰变》约 285

万字，《斗破苍穹》约 533万字，《盗墓笔记》约 389万字，《鬼吹灯》和《后宫甄嬛传》算

是较短的，但也分别有 200万和 150万字，多是超长篇；其二为微文学的兴起，短小便捷，

如微小说 140字以内，微博 140字以内，微信朋友圈 200字以内，微信公众号群发 600字以

内，短信文学每条 70字以内。传统小说中，虽然关于长中短篇的划分有所差异，但程度较

小，一般而言长篇（10万字以上）、中篇（5万-10万）和短篇（1千字-1万字）、微型小说

（1千字以内），相较于这些划分节点，网络文学要么超长，要么极短。太长的一般是商业

文学网站上的小说，太短的又不知道能否界定为“文学”。面对网络文学的超长，在 2014

①这种考察确认在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及张法的《“文学”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定型》，载于《文

艺研究》2013 年第 9期中都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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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文学年度好作品评选
①
中，甚至改变了长中短篇的划分标准：30万字以下的为短篇，

30-100万字之间的为中篇，100万字以上的为长篇。这种划分可以说是写作实践倒推分类标

准改变的典型例子，不过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互联网时代的长和短具有别样形态。

一 、网络小说的超长：当代文化语境中的选择

1.超长的成因：存储可能、商业驱动与内在动力

关于文学网站上为什么成功的网络小说特别长，学者们大致有两种归因：第一，相较于

印刷媒体的版面篇幅限制，网络存储空间近乎无限，存储成本接近于零，所以为长提供了客

观可行性；第二，商业网站上的网络小说以字数论收入，而前 10万字左右基本上属于“试

吃”部分，所以不长就得不到收入，而越长收入越多，积累的粉丝也越多。第一种，可以说

是互联网突破印刷物理空间限制的技术特征造成的，第二种却不仅是互联网时代的特点，也

是文学商业化后经常出现的现象，属于资本驱动的作用，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也非第一次出

现
②
，只是印刷时代，在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篇幅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如此长而已。故，

长有经济利益驱动的原因，但能够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字之长，是在数字技术支持下能够

达到的新高度。

其实，除了以上提到的两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类似的现象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即

从世界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2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已经出现了“长河小说”（roman-fleuve）

潮流，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高尔斯华绥的《福

尔赛世家》，马丁·杜伽尔的《蒂波一家》，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长河小说的字数

已经达到百万字以上，它们大都以一个家庭或家族为线索。甚至，19世纪下半叶左拉的

《卢贡·马卡尔家族》（包含 20部长篇小说）也可以算是长河小说之一。至于长河小说

的特点或者说缺点，如瑞典皇家学院常务秘书哈儿斯特龙在马丁·杜伽尔获诺奖后所说

的：“这类小说的实质，无论就其主要方面还是细节方面，都在于反映的准确性而不在

于各部分之间和谐的均衡；它没有固定的形式。” [4]这种特征与长篇网络小说的优缺点

相一致。所以，以巨幅来写作小说，可能不仅是网络写手的冲动，在文学发展的内在动

力中，有这么一种把握总体世界的内在冲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热烈地提出“总

体文学”（total literature）观为现实主义辩护时，所依据的就是这一点，如他所推举的巴

尔扎克的例子即是一个典型。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即是试图包罗万象的总体文学的

例子，而巴尔扎克的作品和长河小说的区别，仅在于其没有将笔墨聚焦于一个人物（家

族）的完整生命历程。巴尔扎克写作的状态与今日之网络写手“码字”的疯狂和紧张状

态相差无几，也很难想象巴尔扎克如果不是为了还债是否会写出如此多的作品。故而，

经济利益驱动不能算是网络小说长之过。类似的例子，我们在文学史上不那么经典的，

通常被认为是通俗小说作家的大仲马和柯南·道尔身上也可以找到。因此，是否商业驱

动，是否太长，也不能成为否定网络小说长的根本理由。“通俗文学”中很多在时间的

沉淀中变成了“经典”，不同的是，在今时今日沉淀可能发生的方式已经与以往不同。

超长的网络小说有其生产理由，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假如都超长，那么谁又有时

间去看？按照教育部规定的高中生阅读速度每分钟 600字的标准来算，300万字的长篇小说

读完，约需 83小时，假如每天心无旁骛地阅读 8小时，也需要 10天多。实际上，网络小说

的阅读并非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那么网络小说的长是如何显现的？在较少职业性的网络

文学读者的情况下，网络小说如何被阅读？

2.发布的形式策略：渗透时间空隙的连载与排版

与产生于市民社会的印刷小说不同的是，网络长篇小说是注意力经济下的产物。这一点

①2015 年由上海市作协、劳动报社、上海网络作协联合主办。

②如启蒙时期的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就是如此，笛福写小说是为了赚钱，而当时的计酬方式又是按字

算钱，所以除非迫不得已，他绝不同意删除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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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刚开始普及时的短篇流行，到后来网络技术较为普及时的长篇流行，我们可以较为清

楚地看到其中的内在联系。网络技术越是普及，意味着网络的接触率越高，也就意味着信息

量的扩增，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长时间”阅读的网络小说如何成功地吸引注意力就越发成

为一个问题。观察网络小说的超长时，我们会注意到超长的网络小说几乎无一是一次性全部

发完的，都是以连载的方式渐次发布的。

“连载”并不是网络小说的首创。章回体小说中的“且听下回分解”，就是传统评书艺

人分时段连载说书留下的痕迹。清末民初报刊开始盛行时，报纸副刊刊载的小说也是连载。

无论是张恨水的《八十一梦》，还是沈从文的《边城》和鲁迅的《阿 Q正传》，最初的发表

形式都是报纸连载。可见，连载并不是制约作品质量的关键，高明的作者总能够在一定的篇

幅内找到合适的作品表现方式。到了当代，无论是诉诸听觉的广播连续剧还是视觉的电视连

续剧、系列电影，用的都是连载的方式。“连载”是维持旧客户的重要手段，这一点不仅适

应于文化产品，也适应于非文化产品，连超市、美容院等都通过变相的“连载”手段，即“会

员卡”的方式来吸引回头客。可见，“连载”文化是商品经济的一重要特征，也是插入人们

日常生活缝隙的手段。但网络文学的连载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其自身的特点。

网络文学的连载将长篇小说分成若干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将若干部分逐次连接为一个

长篇小说。作者可以存稿一点点发，但这并非必须，重要的是把握发布的节奏和时间节点。

也就是说，网络文学的“巨大篇幅”实际上是通过“分段”的形式展现的，按照现在的发布

规律，每次更新大约在 3千到 1万字左右。开始几次更新会多些，后面少些。假设作者更新

的速度较快，每天 1万字，对于追更的读者而言，其实仍旧不算太多。按照每分钟 600字标

准来算，约 16分钟即可读完。此外，更新和发布还有时间上的考虑，一般为中午 12点，晚

上 7、8点或深夜。这些时间点是吃饭休息睡觉时间，在这些时间中，抽个如厕时间即可看

完，而在这些时间里，一般人也都会选择去阅读一些放松的东西。因此，网络小说内容特点

上的“轻松”是与其阅读群体的阅读方式直接相关的。

换言之，也即网络小说这种符号文本被接受是在人们的符号生活流中，与谋生之人生重

负不相关，与人们生活之生理本能相关事件中发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无功利”的，

与课堂上为了应付考试而用尽心思地去学经典文本不同，也与继承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

这一宏旨无关。但网络小说接受的“无功利”，并不等于其“无目的”。其唯一的目的，即是

“自己想看”，为的是愉悦自己。与之相应，连载也是一种放松策略。连载的好处在于，可

以成功地将长篇小说变成短篇小说，同时又可以保持有长篇小说的凝聚力。故而，这种形式

更适宜于碎片化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如果我们将目前流行网络小说的主题内容纳入考虑范

畴的话，就不难发现，关于“一个人的成功”是其叙事主流，或者说是一种“愿望-情感共

同体”[5]。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看，人有审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网络小说能

够提供自我实现的审美想象性解决方案，阅读网络小说也是一种较高层次的需要满足。

其次，专业性文学网站的网络小说在排版上一般都是用较为稀松的排版形式，这是网络

小说之媒介呈现。如起点网的页面生成程序，会自动在小说的段前和段后留空行。这种形式

通常在诗歌排版中出现，所以不妨称之为“类诗形式”。起点网自动生成的“类诗形式”如

下
①
：

①截图来自 http://read.qidian.com/BookReader/3258971,57110090.aspx, 2014 年 10 月 24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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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前段后留空行，几乎是所有电脑界面显示的网站文字文本（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

的特征。而且，在网络小说中，短句短段比长句长段更为普遍。这可以说是针对电脑屏幕特

点的一种视觉审美选择。电脑屏幕比手机大，屏幕上呈现的内容更多，超链接也更多，更容

易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故而多采用短句、短段，段与段之间留有空白成为网络小说的常用排

版技巧。网站自动在段与段之间生成空行也是出于缓解视觉压力的考虑。由此，即便是一次

更新上万字，它呈现出来的依旧是一个个的片段。非专业性的文学论坛，虽然有些并未自动

设置段前空行，但贴与贴之间的距离自动形成的较大区隔，仍然是在化长为短。

由此可见，网络文学的超长并非真的超长，而是可以塞进很多时间空隙和留有很多空间

缝隙的短篇。长的实在形式是连续性的短。于是，在国内新时期长河小说中出现的弊病（片

面追求长度，语言粗糙，结构失衡等）在长篇网络小说特定的阅读方式中感受并不明显。并

且，分散性的、插入生活缝隙的短，势必还要解决另外两个问题：抵抗遗忘和干扰。抵抗干

扰是网络超链接“噪音”多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从信息论的角度而言，有一种方式，即

增加“冗余度”，反映在网络小说中也即“注水”。抵抗遗忘的常见方式是重复、套路化、程

式化。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甚至大众文化，从叙述学上来看，最典型的特征就

是程式化和套路化，或者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即“标准化”，以至于结构主义叙述学家研究文

本的情节特征的时候，最常着手的就是这些。近年来，网络小说的类型化也可以说是与这种

传播方式相关的。重复、套路化是不断加深印象，抵抗遗忘的路径之一，也是能够让阅读轻

松化的有效手段。从雅各布森的语言传达六因素说来看，冗余的传播是高度交际传播，在于

保持和强化已有的社会关系。而交际传播从心理学上讲是“自我驱动”的需要，目的在于自

己被注意、识别、接受，确认自己是某一特定群体或文化中的一员。所以，网络小说的超长

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二、信息海洋中的短：微文学的符号形态

与超长的网络文学形成对照的，是极短小的微文学。这种文学竭力在极短的文字篇幅之

内传达出丰富的意义，由此造成以小博大的印象，甚至有人将其与《论语》《诗经》等短文

传统联系起来，希冀借此复兴中国凝练简短的短文传统。但这显然是一种盲目的文化乐观主

义。《论语》《诗经》是农业时代的产物，它的特点是信息量少，当时的书写速度慢。短信微

博是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由指端出来的微短篇。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1.微文学的注意力经济学与终端显现

与超长篇小说一样，微文学也是注意力经济下的产物。美国学者约翰逊在其《短！微讯

息时代写作的艺术》中指出微讯息是“言语注意力型经济时代的表现”[6]：

注意力经济是网络和新兴社会化媒体引发的信息革命的产物。每一个可以上网的人，都能访问到难以

想象的、浩如烟海的文档、数据库、图片、视频、音频讯息，用“信息超载”来形容此情此景已经不够了。

超量信息让我们可怜的注意力超负荷运转，对此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大多在探讨如何过滤和消费来自不同

媒体的信息。这一社会问题的形象代表是脸色苍白、忙碌到昏昏欲睡的网络极客，他们观看 YouTube 视频、

下载 MP3、追踪博客文章，并在“工作时”着魔似的查看电子邮件。

但微文学的兴起，从技术上看与手机作为网络终端直接相关。手机携带方便，但屏幕有

限，况且使用手机娱乐的时间也总是碎片化的时间。碎片化的时间不太适合集中阅读，所以

微文学就为这种短时间使用、小屏幕阅读的情形提供了适宜阅读的样态。微信、微博、槽厂

等都主要在手机上使用，除非群发号，很少有在电脑上发微博微信的。所以微文学的兴起，

是匹配特定技术产品的需要，当然，特定技术产品的生产又是出于满足人们生活工作的需要。

微文学实际上其也是信息泛滥时代人们不由自主地一种选择，是一种阅读焦虑的表现。

最新发布的第 12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4年中国成年人的读书阅读率为 58%，

数字化的阅读接触率为 58.1%，而在数字化的阅读当中，增长最快的是手机和微信的阅读—

— “用户碎片化阅读方式显著，每天平均阅读时长为 21分钟，主要集中在三个场景：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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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占 32%，在洗手间占 15%，在路上占 10%。”[7]碎片化阅读穿插进的生活空间，都属于非

工作，准备工作或准备休息的时间段内的空间，这些空间对碎片时间的塑造是，这段时间的

利用不能太耗神，最好不耽误其他事，属于被打发掉的时间。因此，与被打发掉的碎片时间

相应的，也应是轻松短小的能够随时开始接收和终止接收的短小文本。

篇幅短，意味着必须在一定的字数之内，将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传递出来，并引人注意。

这就意味着表达技巧的重要。从表面上看来，短是一种限制，实际上并非文学的天敌。词牌

《十六字令》全词 16字，日本的俳句 17字，中国的绝句 20（五言绝句）、28（七言绝句）

或 24（六言绝句）字，律诗 40（五言律诗）或 56（七律）字。有的体裁，字数多了反而难

以驾驭，也写不好，如排律整体水平明显偏低。由此看来，互联网时代，70字或 140个字

的限制其实并不算苛刻。于小说而言，140字的篇幅会更要求其讲究技巧，如景物描写的排

斥，空间的淡化等。这一点与长篇网络文学的片段式显现是一致的，只是程度上更加极致化，

都要遵循碎片化的发布阅读习惯。理论上看似乎少写就能写的稍微好些，但实际上，微文学

与网络小说一样，要想在信息海洋中存活，都需要“快”。否则，就不会被刷出来。短信、

微信和微博，被注意到的通常只是最新的，很少会有人回过头来反复品味咀嚼。“速度快”

就意味着不能够“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无法炼字太久。但反过来，粗制滥造的短也

无法引人注意，因此有了所谓的“微风格”艺术，如标题党。微文学的短和网络小说的超长

其实是相通的，都是为能在时间碎片中吸引尽可能多的注意力。为了能适应时间碎片，因此

自身需要碎片化，为了能反复吸引时间碎片，因此需要将自身连续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超长

与微短的等一。其区别在于，短不太需要注目于结构，所以更多地表现为“段子”而非“篇

章”，长却不能不顾及整个的布局安排。不过，将短连载为长，却有可能使“段子”的缺陷

呈现于长篇之中。但是微文学带来的最大问题，不在于阅读，而在于：通过手持终端的 APP

在网络上发表的东西那么多，哪些是文学哪些又不是文学呢？被冠之以微“文学”的很多文

本，文体模糊，统称之为“文学”的话 ，要么需要更新“文学”的观念，要么就会令其“被

文学”，“被文学”既是对这种新兴文本形式的限制，也是对既有文学形式的误导。

2. 模糊的边界：褪色的文学分界线

朋友圈微信的发布方式通常是拍照+文字，微博上图片少些，文字多些，但这些是文学

么？我们通常理解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种语言是狭义上的口头语言和文字语言，尤

其是文字语言，虽然也有一些边缘状态出现，如插图小说，但从来都构不成对这一界定的有

力冲击。但近年来，随着视觉转向的到来，图文之间的关系变了，如罗兰·巴特观察到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逆转，图片不再用来解释文字，反过来文字结构性地寄生在图片上。

这种翻转的代价是：在传统的解释模式中，图片起到的作用为：当主要信息（文本）被体验

为内涵，需要一个解释时，图片插曲般地使其回归外延；目前二者的关系为：图片不再阐释

或‘实现’文本，而文本用来纯化、片面化或理顺图片。（笔者译）”[8]在这种图文关系翻转

的情况下，图文并存的究竟是插图小说还是插文图片？再如目前流行的 App海报工厂、足

记等制作出来的文本该如何理解？

正如很多学者注意到的，“多媒体”文本频繁出现，包含图片、声音、文字语言在内的

作品是网络文学，尤其国外数码文学的一大特点。问题是，这些还是不是文学，“数码文学”

的说法显然将之归于“文学”，但包含影像的“数码文学”又在何种程度上不是“数码影像”

呢？当文学文本的符号，不再以指向信息本身的语言符号为主导，文学的边界也就开始模糊。

雅各布森在区分文学和其他言语行为时，提出文学是指向信息本身的语言行为，他将这一特

质命之为“诗性”。但他的前提是文学是语言行为，然后才是指向信息自身。假如说具备指

向信息本身的特征，却不是语言符号，那么还是文学么？雅各布森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在皮尔斯符号三分法（指示符、像似符、规约符）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并未命名的“第

四种符号理论”，第四种符号也即“符号意指自身，只具有最小的指称性组成部分，即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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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功能成为其主导功能。”[9]中国很多学者将这些文本称为“泛文学文本”（如蒋荣昌，

周宪，胡易容、谭真谛等），可是说是心同此理。可惜“泛文学”并没有达成普遍共识，大

部分学者所秉持的还是传统的、狭义的“文学观”。但狭义的文学观在互联网时代的瓦解不

仅速度之快，且态势之猛。

如果说在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数码作品”，还可以通过专家学者强行命名为“数码文学”

的方式将之拉入“文学”大营的话（即由上而下的方式，通过占据媒介话语权的方式特地给

予“文学”的限定），那么在博客、QQ空间上，在手机、ipad等便携式手持终端，用微信、

微博等发出来的带图片（图像、声音）和文字的信息，是文学又非文学。因为这种发布方式

冲突了原先的印刷垄断权，其要义只在于“发”，而至于发的是哪一类，除了网站设定必须

选择之外，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正如先民们“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

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0]现代意义上中国“文学”

的分界线，并不是由下而上划分的，而是由某些知识精英参照西方及日本的方式，由上而下

而划出来的。互联网时代，当知识精英们因日渐失去垄断媒介话语权的途径，而失去划定“文

学”界限的权力时，“文学”未被命名和归类前的原生态性也就日渐显现。

目前举办的各类微文学大赛，习惯以定向投稿的方式来确定文学。这种方式其实也是

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圈定“文学”。但这么一来，“微文学”大赛中的“微文学”与进入我们

日常生活中的“微文学”就已经完全不同。前者是“命题作文”，后者是“生活常态”，前者

是“故意”文学的狭义文学，后者是“无意”文学的泛文学，前者属于文学行为艺术，后者

属于文学生活实践。微文学大赛实际上是对微文学的限制，与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对生活世界

的改变关系不大。因为新媒体条件下，实际情况更多的是，我们经常性地，以不管是否文学

的方式，在进行“泛文学”创作。

智能手机的高普及率，以及智能手机的多向度符号捕捉能力，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了

以文字形式存在的微文学不可能是主导，或者说微文学将以一种更为复杂的介于狭义的“文

学”和“非文学”之间的“泛文学”态势存在，原先文学的分界线已经褪色。相较于文字的

抽象，图片的具象更能记录瞬间的场景，声像的同时捕捉使得过去变成在场，因此有人发出

了“智能手机杀死中国文学”
①
的判断。以既有的狭义的“文学”观看，智能手机的确在“杀

死”文学，但换个角度而言，智能手机也让更多的指向信息本身的符号文本出现（声音、影

像、图片、游戏等），所谓人人都需要“刷存在感”，其刷的手段就在于呈现各种各样指向信

息本身的“泛文学”文本，所以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智能手机使文学浴火重生，迎来第二

春”。当“文学（也即泛文学）”与存在感结成同盟之后，它就必然如存在一样成为人生的重

要命题。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学不是没了，而是无处不在了，“日常生活审美化”借助自媒

体的力量融入个体行为生活之中。

三、速度“文学”：短暂性时代价值观的呈现

狭义“文学”的消亡与广义“文学”的扩张，这种趋势在智能手机普及的时代愈加明

显和突出。文学网站上网络文学的“文学”身份，是文学网站给捆绑、赋予的。尽管有人不

认同网络文学是文学，但仍然不妨碍它的名称中带有“文学”二字。然在博客、个人主页、

社区中，写下的一段文字，不论是日记、随笔还是涂鸦，就变得暧昧不清。没有强制性的型

文本
②
赋型，文本的“文学”身份就成了问题，以至于我们经常称之为“网络段子”，“博客

文学”。这种情形如果说在电脑屏幕显示的网络上，只是主要出现在暧昧不清的论坛上，表

现为传记体的写作和虚构性的文学经常让人迷乱，难辨真假的话。那么在微文学中，它就成

了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微博、微信、短信等在自媒体上发表的微文本，其主导身份会随着人

①参见 http://pinglun.eastday.com/p/20140929/u1ai8367921.html，2014年 10月 12日查询。

②型文本，也即指明文本所属集群的显性框架因素。参见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第 146页）中关于型文本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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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相对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或娱乐或劝服或展示，不一而足。如芬兰符号学者埃罗·塔拉

斯蒂所认为的，“每个人希望自己很重要，希望对自己和他人都充满意义，渴望被人理解，

这种欲望成为有意义的行为的出发点。因此，符号本身不再是关注的焦点，取而代之的是对

话，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也包括人与文本之间的对话（阐释、言说）。”[11]从这个

角度而言，它们是文学或不是文学或许都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可

以肯定一点的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学的分界线已经褪色，用唐锡光的话来说，即

文学面临的是想象共同体的重现，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当代文学生活[12]。在网络文学的超长

和微短中，我们所看到的文学生活运转规律是高速、碎片和多样。

新的社会化媒体造就了人与人之间新的沟通交流方式，非面对面的，超越原先地理空间

和物理时间限制，却又凭借手持网络终端无处不在的沟通，扫除了原来经济、编辑上的种种

障碍，让信息竞争比原来任何一个时代都激烈得多。嘈杂的信息来源本就挑战了人生而有限

的注意力，而人们总是试图多任务处理，也人为地让信息量剧增，这些都构成了迷茫的根源，

信息激烈竞争造成的结果是注意力经济。互联网上新的互动方式，使超长的网络小说不能不

考虑读者的意见进行写作或者发表调整，这一点已经被诸多论者注意到，唐锡光将其称为“互

读”。互读导致文学作为想象共同体的重建，而这种互动方式的特征是“短暂性”和快速度

——长的要截短了发，发的频率又要高。同样，微文学的特征也是短暂性和高速度。

美国人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将“短暂性”视为现代生活的基本特征，

赵勇深以为然，并且将之进一步视为一种价值观[13]。无论短信、微博微信还是长篇网络小

说，都带有很强的展示性，看完（浏览完）就意味着信息寿命的终结。短暂性的另一面是易

变性。胡泳在以具体事实谈到互联网同传统媒体的区别时，提出：“互联网同传统媒体完全

不同。互联网赋予个人前所未有的权力去影响媒体。他们利用这一媒体做什么，怎么做，和

谁一起做，都是可以由他们自行决定的事情。”[14]当千千万万个不同的个体可以自由运用互

联网媒体时，通过这些个体塑造出来的信息必然会有千差万别。因此，易变性是网络的特征，

微文学就是易变性的结果。

在一个视觉文化充盈的时代里，“对于文化消费者来说，以前需要通过阅读（read）获

得的东西，如今却可以通过观看（watch）全部解决。于是，眼睛已经不需要与文字叫板，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它已经光剩下与影像调情的功能了。”[15]96这也就是很多学者意识到

的带有后现代特征的、视觉的文化形式。如果说印刷出来的文学以线性的方式倡导一种沉思

和理性，那么视觉影像文化推崇的主导方式则是一种快感的体验。视觉文化对速度文学推波

助澜。其实从人类接受文学的速度来看，由歌唱到吟诵到朗读到默读到看再到浏览，是一个

加速度的过程，加速意味着信息量的增大，同时也意味着单位信息能够分配的时间愈来愈少，

越来越无暇仔细琢磨。视觉影像文化这里，可以说是几次加速之后的又一次提速，这次提速

的结果是文字靠一面印象的“标题党”，图像靠感官的瞬间捕捉可能。在无暇看完一长段话

的时候，在没有耐心来完成一个长时间段的影片欣赏的时候，又有谁会去琢磨这是不是文

学？所谓这么一个学理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其实不是问题。恰是在现实生活不成问题的文学

的微化和泛化，重新构成了我们的文学生活。无论是超长的网络小说还是极短的微文学，都

是速度文学，追求快和新。但在大量的信息轰炸下，人极易产生麻木之感，于是互联网时代

的文学生活不同于以往，它碎片化、娱乐化、时时更新，五彩斑斓，但从某种层面上看却又

缺乏质的变化，“必须常新又必须常常相同”[15]64，如大众文化一样以伪个性化的方式铸造

标准化。“科技中介下，随着社会财富的积聚和生存方式的变化，大规模的灾荒和瘟疫逐渐

变成小范围的区域图景，全球性的人际间社会活动和交际虚拟化、网络化，人越来越活在人

心的历程中。”[16]互联网时代加强了短暂性的世界观，在碎片化的文学符号生活中，我们领

略文学碎片，但却在某种程度上追求一种永恒和连贯——超长网络小说中的宏大主题频频出

现，微博、微信朋友圈、QQ空间的时时更新显示的是自我的持续存在。但这两种现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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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着激烈的矛盾因子：强烈的求新求变渴望中又希冀“自我”的连贯和超越。继承传统和

追求变革几乎在每个时代都存在，然从没有如此广泛地搅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互联网时代，

文学的两副面孔，正是信息技术支持下，普通人文学生活中短暂性时代价值观的展示。两副

面孔相通而不相同，似乎很好地顺应了新的信息社会生存方式，不过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即信息焦虑的危机。“信息焦虑主要产生于信息传递的速度和信息本身质量的矛盾。”[17]面

对巨量信息的无法把握，惧怕失去重要信息的恐惧，注意力在时时更新的信息面前疲劳致死，

个人精力能力的有限性与信息数量及更新的无限性形成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些都让原本问题

已经很严重的现代性焦虑变本加厉。“焦虑是存有肯认自己以对抗非存有的经验。后者是减

损或毁灭存有之物，如侵略性、疲累、无聊以及终极的死亡。”[18]尽管超长和微短的文学有

可能是对日常现代性焦虑以幻想、游戏的方式进行的治疗和缓解，但其信息本身也以巨量快

速传播的形式出现，成为塑造信息焦虑情景的一部分，有可能进一步加重信息焦虑。

综上所述，互联网时代代表性的文学，也即网络文学呈现出的两幅面孔——超长的网

络小说和极短的微文学，都是注意力经济下的产物，传播垄断权的消解造成的信息泛滥构成

了它们的生存语境。超长的网络小说需要化长为短、调适自己的发布形态和屏幕呈现以便挤

入碎片化的生活时间。微文学以由下到上个体自发的方式，成功地挑战了由上而下设定的“文

学”边界。网络上多种符号聚集的超能力，声音影像符号对以语言符号为主的文学基本形态

构成巨大冲击，却造就了多种形式的泛文学文本的流行。由于文学（泛文学）文本的自指性、

游戏性，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可能会部分缓解现代性焦虑，但其本身又以海量信息造成新的信

息压力下的焦虑，这或许正是互联网时代文学信息矛盾性特征，其走向如何，我们将继续跟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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