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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2.0时代网络媒体的规训术：以文学网站为例
摘 要：文学网站是当下网络文学的主要写作与阅读园地，也是由商业资本介入的以公司方

式运营的网络媒体。这一网络媒体在组织网络文学的生产与销售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它给写手们提供作者操作系统，以工厂化的方式组织文学生产、以量化的标准衡量产品质量，

同时有专业的营销系统，力图以戴尔式的互动系统设置来营销，形成文学产业链和迪斯尼化

的消费环境。文学网站作为生产和销售平台以结构性的力量渗入文学写作过程中，促进或造

成网络文学作品（尤以网络小说为代表）浓厚的大众化色彩、类型化、超长化或“太监”、

“烂尾”等文学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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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当下文学呈现出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型文学、以图书出版为依托的市场文

学及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所形成的“三分天下”的格局
①
。而网络文学，尤其是

其中的网络小说是新媒体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目前，起点、潇湘、晋江、17K、小说阅读网、逐浪等专业文学网站和新浪、搜狐、腾

讯等门户网站的原创文学频道（下文简称文学网站）已成为网络文学的主要写作平台及连接

写手和读者的最为重要的媒介。随着资本的进入，各大文学网站已经转变或开始转变为新的

商业性的文学生产平台。通过考察发现这一平台与文学期刊、图书出版不同，呈现出一些崭

新的特质。文学网站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由创作的平台，而是一个巨大的文学工厂化的生产平

台，给网络文学带来深远影响。

一、文学网站的工厂化形态
文学生产平台的工厂化形态和公司化运营模式在图书市场文学的生产中也有类似存在，

但文学网站是一种与图书公司不同的存在样态，它对写作平台的根本构建在于建立了大众媒

介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

任何网络空间的运行，都要由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技术人员负责网站技术方面的

问题，管理员对网站内容进行管理。当下网络文学发表的两个常见平台——论坛与网站都包

含有相关性质的人员。对于论坛而言，管理员一般由网友自愿担任或推举产生，是义务性的

担任。而对于文学网站而言，管理人员一般由专门的受雇于某一公司的人员担任，他们出于

职业要求而对文学网站的相关内容进行管理，文学网站以公司的方式运营。

文学网站在人员组成、资金投入方面都有明确的分工，他们有自己专业的网络编辑及市

场营销系统和收费系统，这是公司的组织管理层面。同时，文学网站还有第二系统的组成人

员——写手和读者（也即是客户）。文学网站给客户提供了完整的操作系统，尤其是对作者

（写手）而言，提供了类似于工厂化的操作方式。

（一）工厂式的创作环境

在某种程度上，写手就是文学网站的一线工人。但与一般工人不同的是只要技术和时间

允许，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其中进行试生产。对于个体写手而言，要想成为各大文学网站的作

者，需要先成为该网站的注册用户，即普通读者，然后再提供一些个人真实信息给网站，申

请成为“作家”，如果单纯作为普通读者的话则不需要提供个人的真实信息。也即是说平台

与作者之间的交往是遵照着现实社会实名交往的原则，而平台与读者（消费者）之间的交往

则是可以遵循网络上的匿名规则。

工厂式作业环境的显著标志便是为写手提供了“作者操作系统”。写作原本是很自由的

事情，在形构自己的作品时，作者既可以先形诸成文再对作品进行概括介绍；也可以先列出

详细的提纲，再进行创作。但在文学网站提供的平台上则必须按照操作系统提供的流程来进

①
参见欧阳友权的《网络公共空间的文学反思》、白烨的《新的异动与新的问题》中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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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写作，必须遵守平台规则。而就文学网站提供的“平台语法”而言，是十分详细和繁复的，

大部分文学网站都提供大致相似的写作流程，以起点网为例，要在上面写作必须遵照以下程

序操作：注册用户——申请作者——建立新作品。新作品必须确定作品性质，起点提供了三

种性质（幻想类作品、现实类作品和女生频道作品）供读者选择，根据作品的字数（50万

字为界）又确定了不同的分类标准，50万字以下的作品分类较为简单，有 12种，50万字以

上的作品分类十分精细，有 50余种类型。同样，新浪网读书频道也提供了从属于 8个大类

的 35个子类别供作者选择，新作品必须从属于其中的一种。

新作品的主人公、作品简介、作品状态和授权状态等也必须随之同时确定。之后提交

一定数量的作品进行测试，等待编辑审核。一般审核时间较短，大致为一到两天。通过测试

之后作者便可发表自己的作品。后续发表时，也有一系列的规则需要掌握，如 50万字以下

的作品的更新不会在首页显示，一部作品刚开始写时不能同时再写另外一部作品等，至于更

新字数一般也会有一定的要求，这些都是网站对写手的规训机制的一部分。作者系统同时提

供了与网站工作人员及读者交流的方式。

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物质生产中的流水线作业。20世纪初，当生产领域兴起

福特主义时，“以专业化的流水线生产为标志的大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方式”[1]（P217） 已

经广为推广，并促成了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成为日后消费文化形成的直接动因。但精神生

产因其定位的特殊性和神圣性，一直到 20世纪 60、70年代以前都游离于流水线生产之外，

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个人的独创，与某一特殊阶层相联系。在西方，到二战以后（对于中国社

会而言即改革开放十多年之后），消费大众开始崛起，“不管是社会的物质产品也好，精神产

品也好，消费大众不仅是社会的生产主体，而且成了社会的消费主体”。[2]（P18）精神生产和

物质生产互相靠拢成为趋势，精神生产也开始采用类似于物质生产的方式，如麦当劳化的生

产方式。网络文学产生之初，其写作的园地和平台主要是一些非盈利性质的网站或论坛，如

最初的榕树下网站、天涯社区等等。这个时候的文学网站只需注册便可发布自己的作品，作

品并不需要按照严格的流程来进行，而网上的作品点击率也并不会给作者带来直接的收益，

只有当其被“相中”且转化为“实体书”之后才会转换为一定的收入。如今，文学论坛式微，

商业性的文学网站正成为网络文学创作的主要平台，在这种情况下，平台的组织化运营及高

效率成为其首要追求。于是，当前的文学网站大都呈现出工厂化流水作业趋势。

文学作品的流水线生产并非到了网络时代才开始出现，实际上在图书市场文学中，尤

其是在畅销书的运作之中，流水线作业已经有相关运用，如以出版畅销读物闻名的万榕公司

便有几条流水线图书制作
①
，有研究者称在 90年代文学生产就“彻底走向了麦当劳化”[3](P28)。

但图书作为精神文化产品，很多时候并不适合流水线作业，实际上尽管图书市场呈现为产业

化的状态，图书更多地还是由作家独立完成的。只有到了网络时代，当商业性文学网站成为

文学写作的主要平台时，工厂化流水线作业才成为普遍意义上的文学生产模式。它不再是针

对某种特殊类型的消费群体而设定的单一流水线，而是整个的网络文学创作都必须按照它所

制定的规则和流程发布、发表、连载及根据读者意见对作品进行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工

厂化的文学网站生产平台的力量已经开始渗透并逐渐成为网络文学写作中结构性的制约因

素。

文学网站的流水线作业模式不是集体合作式作业，而是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文学生产工

厂，通过聚拢人数众多的作者来进行生产，如起点网目前有 20万人的签约作者队伍
②
，庞大

的作者队伍超越了任何图书出版公司的规模，使得它拥有了庞大的廉价劳动力队伍和原材料

市场。反过来说，任何人想在文学网站的平台上写作必须遵照工厂的生产规则，成为文学网

①
如署名为郭妮的图书制作流程分三道工序制作完成：1.搜集素材，小组讨论，编出 1000字的故事梗概，

基本确定人物和情节；2.由郭妮（或王妮）据故事梗概演绎成一本 10万字的小说。3.进行图画包装，根据

具体情况决定附送便签、拼图等衍生礼品或打造主题歌做成光盘。
②
数字来自起点官方网站 http://www.qidian.com/aboutus/ads/default.html，2009年 11月 1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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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工人”。实际上，盛大文学 CEO候小强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他们的目标在于根据好莱

坞和韩剧经验来“做一个最大的编剧工厂”[4](P66)。

（二）繁复的产品质量量化衡量标准及激励机制

工厂检验产品质量有一些指标，同样文学网站衡量作品质量也有一系列量化的标准，实

现了以量化评价为主的文学作品评价方式。以起点网为例，作品评价大致有三方面构成，一

是所有读者的点击、推荐和评价形成的书友点击榜、书友推荐版、签约作者新书榜、公众新

书榜等；二是付费读者投票形成的更新票榜、月票榜等；三是站方力推的一些书目，如强推、

封推以及各类文学编辑推荐的书目。整个庞大的评价体系的形成，构造了主要以读者尤其是

付费读者决定的作品价值评价模式，也真正颠覆了网络文学的“自由写作”意涵。正如陈奇

佳所言：“商业网站通过一系列貌似客观但实质是基于商业逻辑法则的文学评价体系，将文

学作品变成了纯粹的商业消费品，还敦促文学读者默认自己成为单纯的商品消费者。只要这

样的读者进入到‘Web2.0’写作模式中，只要写作者身处在商业网络文学的大环境中，他

便很难让自己的创作游离‘生产’的逻辑了。”[5](P144)当字数和订阅数意味着金钱的时候，这

种生产逻辑产生的效力便显得尤为巨大。

对文学网站的基本生产力量——写手大军而言，文学网站也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实

施有限的人道援助，这与工厂的福利保障异曲同工。如起点网推出的“作家福利计划”，把

写手分成未签约作家、签约作家和白金作家三种类别进行不同程度的保障，同时又根据不同

的情况推出了雏鹰展翅计划、完本奖励计划、月票奖励计划、分类月票奖励计划、全勤奖计

划、开拓保障计划、买断计划、文以载道计划、出版奖励计划等，完善了文学网站的激励机

制。各种计划推出的同时也暴露了网站与写手之间的权力关系。文学网站上写手写作不再是

个人的事情，而是在强大的公司操控之下的提成生产。网站的力量再也不能视同虚无，而是

无时无处不在地影响着写手们的创作。对那些职业写手而言，网站甚至是决定其生存状态的

强权力量。

如阿多诺所言“文化工业带来的新东西是在它的最典型的产品中直截了当地、毋庸乔装

地把对于效用的精确的和彻底的算计放在首位”[6]（P13)，文学网站普遍性的公司化运营使得

文化工业的范围空前扩大且在网络文学领域逐渐形成垄断，文化工业与其它工业一样未能摆

脱资本的运转逻辑，全国目前约有 1500多家专业性的文学网站，但在 2008年，盛大公司旗

下的起点、晋江和红袖添香三个文学网站对网络文学读者资源的覆盖已达 80%，基本形成

了垄断[7]。与此同时，作为文学工厂的文学网站生产出的文学产品更是数量惊人，仅“起点

一家，截止 2009年 1月，发布的各类文学作品已达 23万部”[8](P83)，文学网站的大规模生

产已初具形态。

二、专业的文学营销系统与促销策略
以公司形态存在的文学网站有自己专门的营销系统设置和多样化的营销策略，改变了以

往网络文学的自然被发现状态。

（一）戴尔式的超强互动性系统设置

在当前中国商品市场上，戴尔制营销是较普遍采取的一种营销策略。“戴尔制”也即把

消费者作为独立的个性群体来对待，与消费者不断交流信息，展开一对一的对话关系，根据

消费者的个性化定制来生产，尽可能地刺激消费欲望。电脑和网络的交互技术使得网络是个

根据受众意见调整信息的天然场域。文学网站利用专业化的操作系统变相实现了这一功能，

使得文学作品的市场变得较可预测。文学网站提供的读者操作系统由两部分组成：阅读系统

和交流系统。读者操作系统大体上包括书架、个人信息、短信箱等。读者拥有的权力除点击

阅读之外，还有推荐、收藏等，同时书首页的书评区和网站附属的论坛也为读者提供了发表

意见的良好平台。

从技术上来说，电脑便是以方便人操作的人机互动为发展方向的，网络把这种人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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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文学的网上写作同样具有这个特点。但文学网站平台提供的作者

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已经超越了技术上的互相交流，而以一种类似营销的方式及消费者衡量体

系来检测作品。以起点网为例，其读者群体主要有两类，即普通读者与 VIP读者。普通读

者是免费看公众版文本的读者，而 VIP用户则是付费阅读的读者群体也即消费者。普通读

者和 VIP读者的权力不同，普通读者可以有点击权、收藏权和评论权。VIP用户除了拥有这

些权力之外还有作品的优先阅读权、通过使用月票和更新票而来的优秀作品推举权和对作品

写作速度的间接决定权。即时消费使得读者摆脱了被动接受和事后评论的处境，成为“一种

[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而且这不只是[人]和物品间的关系，也是[人]和集体与和世界间的关

系），它是一种系统性活动的模式，也是一种全面性的回应”[9](P222)，作者和读者间的互动染

上了戴尔式营销色彩。

（二）产业链打造与营销

在以丰盛和休闲为特征的消费文化处境中，用高超的手段和方式勾起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对文学网站而言，这就意味着必须构筑自己畅通的营销渠道，以公司的

集体力量把可能利益迅速转化为现实利益。而文学网站的最为吸引人的地方也正在于此。如

起点打造的网络文学产业链：

（http://www.qidian.com/contactad/cmfuabout.htm ，2009年 10月 3日浏览）

起点的总收入中约有一半来自电子阅读，另外一半来自版权运营和广告。它的产业链

上包含了作者、读者、书业经纪人、出版商、发行商、游戏改编者、影视改编者以及手机运

营商等一系列人员。以文学网站为平台打造基于原创小说基础上的整个产业链是集团化营销

和吸引人气的重要方式，而这种方式正是流行文化工业的运营模式。对一般写手而言，产业

链也只限于实体书出版，但文学网站的平台提供了如此众多的渠道，为渺小的个体写手描绘

了美好而广阔的前景，其激励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现在通行的做法是把文学网站和网络游戏联系在一起，网络小说可以改编成网络游戏，

网络游戏同时可以配备网络小说，二者相得益彰，进一步扩大了网络文学的影响力。正如迈

克·杰克逊是流行工业造出的巨星一样，可以大胆预测一下，未来的文学巨作也将是文学网

站的工业化生产模式和集团运营出来的“造星运动”的结果。同时，组织各种大奖赛也是一

种营销策略。如 17K网站与主流文学群体合作开展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起点前段时

间发起的韩寒和白金级作家格子的打擂活动，以及目前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全球写作大

展”文学选秀活动等都是通过搞活动而进行网络文学促销。

网游开发商/运营商
电影制片商

出版社

版权的合作与输出

起点中文网

原创内容提供

原创作者

阅读/获取

读者

起点中文网以一个原创文学

创作、分享及产业化的平台

的身份出现

这一平台以开放的心态服务

于整个产业链，向原创作者、

读者以及产业合作者都开放

在拥有核心用户、持续的增

长力以及全新的发展战略基

础上，将更加奠定其在整个

中国网络文学产业链上的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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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迪斯尼化消费环境的营造

文学网站对读者操作系统的设计表现出“迪斯尼化”的趋向。“迪斯尼化”是英国学者

布里曼在《迪斯尼风暴：商业的迪斯尼化》中提出的当今世界流行的一种商业模式，与之相

应的是渐趋过时的“麦当劳化”消费模式。“迪斯尼化”着眼于以多样性、人性化服务和消

费环境设置来诱使消费。如起点网提供给消费者（读者）的系统既包括阅读图书可以使用的

书架，也包括网页游戏、“我的宠物”、“我的俱乐部”等功能。小说阅读网的读者系统还提

供了道具商城供读者“闲逛”。这种综合性的消费系统其实与文学网站“迪斯尼化”的发展

方向相关，是为促进混合消费提供的场所。现在几乎所有的文学网站都把网络游戏纳入了网

站设计的读者界面中，在总体消费环境设置上呈现出迪斯尼化的趋势。而消费环境的迪斯尼

化也文学网站带来了巨大收益，其中起点网一年的销售额就已近 1亿元，成为了其它文学网

站效仿的对象。

三、网络文学作品的产品特征
目前文学网站主要是商业性的存在，也即是说其存在本身是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

它的整个活动指向都是以赢利为目标的，晋江原创网主编王赫男就公开表示“他们对文学本

身并无太大诉求，而更注重网络文学作为一种产业链形式所带来的盈利”[7]。在文学网站以

利益的最大化为旨归的前提下，对它的任何精神希冀都将会落空，或者说高质量的精神追求

也只不过是他们的促销口号而已，他们当然不会以精英意识为主导的传统文学衡量标准为评

价标准，而是力图把自己的文学产品销售给人数更多的大众读者，文学作品被当做一般商品

来操作。而“当艺术行为和经济行为的区别日趋缩小时，当艺术产品被当做一般商品来操作

时，其所带来的变化，无论行为上的还是观念上的都是巨大的。”[2](P19)

文学网站以结构性力量渗入网络文学的生产，给文学创作带来的首要冲击便是以商品逻

辑代替了艺术创作的逻辑。网络文学作品要得到最为广泛的读者认同就必须使之符合大众的

筛选标准，即能被大众所辨识，成为大众文学、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而受众对大众文化的接

受多取决于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和媒体接触习惯，而非艺术品本身。“大众的辨识力所关注

的是文本的功能性，而不是文本的特质，因为它所关注的是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潜力。”
[10](P136)故而，网络文学整体呈现出“内容大于形式”的现象，作品往往以曲折的故事情节取

胜，“狂飙想象力”，针对青年人的幻想题材作品占据了主流。就网络文学文本（尤其是小说）

而言，日益显示出大众文学的一些特质，如表达上的过度、浅白，具体文本自身的矛盾性和

复杂性，及文本本身的不充足性等。

其次，文学网站从创作机制上就先在决定的众多“类型”，除了表明生产细化之外，也

使得文学作品标准化、批量化，从根本上改变文学创作的个人神秘主义色彩，使得文学生产

越来越“工业化”和“科学化”。“以福特主义为开端和标志的现代消费文化”[1](P191)凭借强

大的公司集团对网络文学的写作程序进行规范化，使得产品越来越标准化。这对网络小说而

言，也即越来越类型化。类型化写作的技术上的标志便是“小说下载阅读器”这样能够通识

并下载各个网站的原创作品的软件的出现。平台的类型设定，使得写手在选择自己所属风格

的同时，也限制自己的写作思路。写作张贴之后，这些作品便会按照这些网站事先设定好的

模式自动生成目录和分节，呈现在读者面前，程式化痕迹非常明显。

再次，在文学网站上的生产，是写作字数可以迅捷地转化为相应经济收入的生产劳动方

式，作者写作可以看作是一种谋生方式和工作方式。因为这种文学的生产与消费随时联系在

一起，因而根据消费状况来调节生产的速度、整个生产的长度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由此促

进了作品以连载的形式发布及发布之后的快速更新，与随之而来的长篇累牍及“太监”“烂

尾”
①
现象。以起点为例，“更新票”的使用便是直接以买卖行为来促进作者更新，如果作者

按照更新票的要求速度更新，那么更新票所得收入便由文学网站和作者所有，如果没有，则

①
“太监”、“烂尾”分别指网络小说的有头无尾和虎头蛇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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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钱（更新票）仍归消费者所有。在这种状况中，不管作者出于何种原因更新或不更

新，只要有更新票的出现，便意味着一场买卖正在进行。故而，一日一更新，日更万字成为

网络小说写作中很普遍的现象。同时，持续快速的大批量更新必然造成作品的超长。近两三

年来点击率较高的收费阅读的作品往往都是长篇巨制，“网上几十万字规模的网络小说现在

已经几乎绝迹，而动辄上百万字的长篇大作，俨然成了网络文学世界一呼百应的‘主旋律’。”
[11]如《鬼吹灯》约 260万字，《庆余年》约 400万字，《宦海沉浮》目前已超过 400万字，《恶

魔法则》414万字。以起点网为例，一般前 10万、20万字都是免费的，有些甚至到了 30、

40万字之后才开始上架销售，作者才可以有收入分成。而此后的收入便是以字数和订阅量

为衡量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写手便会不由自主地延长小说的长度（很多时候甚至是违背小

说的逻辑发展），延长销售行为，同时也直接带来个人收益。而超长化和快速更新又必然会

促进类型化的进一步加剧。反过来，当一部作品不能够转化为生产之时，写手无论从精神上

还是在经济上都缺乏有力的推动，“太监”或“烂尾”便是较为常见的选择。

文学网站以工厂化的方式组织网络文学生产，以专业化的系统营销，对繁荣网络文学，

扩大网络文学的影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几年来历次重要的网络文学活动与重要的网

络文学作品都是文学网站积极运作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文学网站又以自己强大的机制规训

写手的创作，制定与写手间的利润分成方式，规划网站与写手、写手与受众间的各种关系，

及设置受众的阅读消费环境，表现出新的强权力量。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文学网站把商品生产

的逻辑转化成了文学写作的逻辑，使得网络文学的“商业注水”现象十分普遍，网络文学作

品普遍表现出随意、冗长、拖沓的“草稿文学”形态。

总之，网络文学的商业性存在模式已经从观念上改变了网络文学的自由写作意涵，对网

络写手的心态和网络写作的现状产生了诸多方面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利弊还有待于我们做

进一步的理论分析，以期促进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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