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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末痞子蔡的《第一次
的亲密接触》至今，网络文学已走过
二十多年的时光。一路走来，网络
文学吸引了大量读者，也引发了诸
多讨论，如网文作品的良莠不齐、网
文与传统文学的碰撞、网文作者的
职业化、阅读模式走向移动端、付费
与免费的模式之争，以及网络文学
的影视、有声、游戏转化，等等。在
如今的网络文学分类中，“男频主打
玄幻，女频主打言情”已是网文平台
的基本经营策略之一。有研究者指
出，“女性用户对同名小说的关注度
及付费率的意愿明显高于男性用
户，女性已成为当下中国互联网消
费市场的中流砥柱”，“得女性者得
天下”已成为网文衍生圈不变的铁
律。而从网络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建
构的角度，女频网文也是不容忽视
的部分。

沐清雨是女频网文重要阵地晋
江文学城的签约作家，2008年起在
网络上发表作品，至今完成长篇小
说13部。根据其军旅小说《你是我
的城池营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收
视口碑俱佳。可以说，她是女频网
文的一位重要作家。

强强联手的CP组合

女频网文大致可以分为现实行
业类、幻想类、古风类等几种写作方
向。沐清雨的创作以现实行业为
主，擅长军旅言情。她的小说不同
于甜宠文的全程“发糖”，女主大多
又甜又飒，而且拥有独当一面的工
作能力，如《云过天空你过心》中的
程潇是南程航空公司第一位女机
长，《翅膀之末》的故事与《云过天空
你过心》有一定的接续性，女主南庭
则是一位优秀的航空管制员，《星火
微芒》的女主别漾是一位才华横溢
的摄影师。她们拥有出类拔萃的专
业知识、独立的生活能力以及积极
向上的生活态度，虽然小说中给她
们设置了一些挫折，如南庭经历了
幼年丧母，以及父亲的企业破产等
打击，但她在这些打击下显示出了
女性的坚韧，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成
长后，她终于从刁蛮小公主蜕变为
可以跟她的“七哥”并肩而立的独立
女性。

沐清雨小说中的女主在人格
上、经济上都是独立的，不是依附于
男性的金丝雀。沐清雨小说中的女
主在人格、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对于
爱情甚至是勇于争取的，如设置了
双向穿越剧情的《云过天空你过
心》，在顾南亭追求程潇的同时，程
潇其实也在努力地接近、考验顾南
亭。而《翅膀之末》中，南庭选择了
空管这一职业，虽然有云莱重叠记
忆的指引，但又何尝不是对她深爱
的“七哥”的追寻呢？

在独立女性的对面，沐清雨配
置的基本是极具阳刚气息的男性形
象，从而形成一种强强联手的 CP
组合。如顾南亭、盛远时、栗则凛都
是集才能、英俊与丰厚的家产于一
身，这大致显示了对女性理想伴侣
的刻画。不过，沐清雨的小说主要
是以女性为主导，男性是处于从属
地位的，女性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和
成长空间，她们的人生并不是围绕
男性展开。总体看来，沐清雨小说
中的两性关系是较为和谐、甜美的，
最终都会有圆满的结局，这应该也
是网络文学的需求，既符合大众读
者的心理期待，也不会违背网络平
台的相关规范。而对两性关系的探
讨中，沐清雨的小说不如林白的《一
个人的战争》、卫慧的《上海宝贝》、
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等传
统小说走得那么深远，这可能也是
网络文学的特色与局限所在。

特殊行业的深入探索

现实行业题材网文的人物形象
大多从生活现场取材，具有为广大
读者熟悉的职业身份和生活内容，
这样的选择容易与大众实现共情，
进而提高阅读量。而沐清雨的人物
形象塑造往往选择一些特殊行业，
如《翅膀之末》中的空管，《星火微
芒》中的民间志愿救援队，《你是我
的城池营垒》中的特警精英等，这些
行业虽然跟大众接触相对不算多，
但却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元素。
沐清雨通过大量采访、素材积累和
辛勤地写作把这些幕后英雄推到了
大众读者的面前，让我们看到正是
这些人默默无闻的付出，才换取了

人民群众生活的安全与祥和。就如
《星火微芒》中所写，“一个人做好事
容易，难的是一直做好事，更难的是
能够集结一支人数可观的志愿者队
伍，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点亮一个个
暗淡的人生”，这样的人物堪称我们
时代的英雄。

沐清雨对这些幕后英雄的书写
不是单方面的、类型化的，她的写作
中有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翅膀
之末》中的空管、机组人员会在最大
程度上保障飞行和旅客的安全，但
总有一些旅客在航班延误时对航空
人员产生误解，恶语相向。《星火微
芒》中，“社会上不乏有人对民间公
益救援有误解，认为他们是作秀，是
英雄主义。偶有队员中途离开，不
是没了爱心，是被寒了心”，等等，也
使我们对救援工作，对人性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

书写时代，追求精品

纵观《云过天空你过心》《翅膀
之末》《星火微芒》这三部作品，可以
看出沐清雨写作不断进步的扎实足
迹。她的进步不仅体现在叙事方
法、语言表达、故事逻辑等基本的文
学规范，更重要的是逐渐强化的家
国情怀。当下网络文学的广阔世界
中，现实行业题材创作已成为不容
忽视的板块，这为网络文学注入了
新的发展动能，也为推动网络文学
精品创作拓展了新的路径。沐清雨
的小说主动对接时代，通过对特殊
行业的选择和军事、公益等主题的
萃取，将作品的人物命运、价值追求
与现实的国家前途、人民愿望结合
起来，增强了与时代发展的契合度。

每一时代都有各自时代代表性
的文学样式，如唐诗、宋词、元曲、明
清话本小说等等。网络文学是否会
成为如今网络时代的代表性文学样
式，目前学界还没有定论。但不管
是什么文学样式，能够长期留存下
来的必然是精品。从沐清雨的创作
历程来看，书写时代，推出精品是她
越来越清晰的追求，只不过她要面
临的问题可能是资本运营与审美品
质之间的平衡。立足中国大地，讲
好中国故事，在这方面，网络文学大
有可为，沐清雨的创作也还有很大
的进步空间。

聚沙成塔
沐清雨小说读札

□金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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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老书记对着

窗外光秃秃的石头山盯
着看了很久，一字一句地
说：“我要把这山变成绿
山！”人们窃窃私语：“这
可不太可能吧，在石头山
栽树，能活吗？”

说干就干。张宝金
带着全村党员干部，把树
苗背上山，锹镐都挖不动
大石头，他就让村铁匠炉
砸了一批铁钎子，每人发
一根，他带头跪在地上挖
坑。他又带头往山上背
土，往坑里垫土，把树苗
坐在坑里再浇水，膝盖硌
出了血，手磨破了皮，不
到天黑不回家。

2003年大旱，种的树
都死了。他上火啊，第二
年又栽。每次种树，他不
顾自己高血压、心脏病，
总是在第一线。有一次
竟一脚踩空掉进大坑里，
大家一拥而上好不容易
把他救回来，好几个人都
心疼得哭了。

一年又一年地苦干，
石头山真的变成了绿山，
元宝山上种出了万亩生
态林。人们常用“茫茫林
海，松涛阵阵”形容这片
绿山。那些树，怎么瞅都
成行，越看越喜人。据
说，曾有人出高价买树，
老书记不卖。他说这是
留给子孙万代的财富。

2018 年为建大米加
工厂，七十多岁的张宝金
亲自爬上正在改造的厂
房房顶，照样干劲儿冲
天。这些年，为甩掉贫穷
的帽子是吃了不少苦，但
他这老“愚公”，真把想干
的事儿都干成了。
没有苦，又哪
来的甜呢？

人
们 都
说 ，元
宝 村 有
福了。

走进元宝村
□崔英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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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从没有一下子见过那么多铅笔，

它们竟然出现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
铅笔厂小院里绿草如茵，桂花飘香，一

排排绿树从门口伸向远方。偌大的厂房里
机器轰鸣，人影交织中，油漆、打字、磨顶、
切光，一道道工序在流水线上有序进行，一
支支纤纤细细、眉眼精致的铅笔在“产床”
上悄然诞生。无须多久，它们就要被打包
装箱，然后出厂房，上汽车，远走高飞，在天
南海北的文具商场上架，有一部分还会漂
洋过海开启留洋之旅，在国外的文具店里
闪亮登场。它们将被握在不同肤色的手
上，写出不同语言的文字，画出多姿多彩的
图画。

当然，也许新主人并不着急写什么，画

什么，只是喜欢把铅笔握在手里把玩欣赏，
他们却未必想得出，这么漂亮的铅笔，竟都
是出自遥远的中国东北一家村办工厂的淳
朴村民之手。这个村年加工铅笔16亿支，
产铅笔板 3000万罗，早已是全国铅笔板重
要集散地和铅笔、铅笔板生产专业村，还是
晨光铅笔的代加工地。然而，有谁会相信，
就在几十年前，这里还是无人不知的“光腚
屯”？

新时代的太阳照耀着美丽的小村庄，
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故事距离此时已太
过久远，年轻人未必能说清楚了，但是在这
个村，只要谈起铅笔的制作生产，无论男女
老幼，都能说个差不多，他们会骄傲地告诉
你——很多很多年前，我们就能生产铅笔
了。不管你生在哪里，很有可能，你就是用
着我们村生产的铅笔长大的呢！

2
乘坐省作协“龙江作家看龙江”采风

团的大客车，迎着美好的晨光行驶在乡村
公路上，车窗外，别墅成群，楼房林立，道
路平坦，远山是松涛阵阵，近处有鸟语花
香，车轮滚滚向前，一幅新时代“绿、富、
美”的画卷徐徐展开，一直开往位于延绵
山岭下的元宝村。

为啥叫元宝村？原来村委会门前有
个光秃秃的大石头山，形似金元宝，为讨
个吉利，故名“元宝村”。可惜的是，人们
祖祖辈辈守着“金元宝”，依然过着饥寒交
迫的穷日子。

1946 年，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元宝村
迎来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作家周立波
随工作队驻村，根据亲身经历，他饱含激
情地创作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小说后
来被拍成电影。

走在元宝村火热的太阳下，遥想当年
的“元茂屯”，恍如隔世。作为创作原型
地，过去元宝村因为穷，出了名，也因“土
改第一村”的特殊标签“火”出了圈。

因为会做铅笔，元宝村成了远近闻
名的“亿元村”。当年被人笑称“赵光腚”
的老一辈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子孙们
真的抱上“金元宝”了。他们最为津津乐
道的是发家致富之道，谈铅笔厂的生产
经营，聊农业新技术，讲刚建成不久的大
米加工厂，也说已经开馆的“暴风骤雨”纪
念馆——

3
离铅笔厂不远，有一座人气

很高的“暴风骤雨”纪念馆。妆容
精致、开朗健谈的女讲解员于俊
玲，以本地人的自信和真诚滔滔
不绝地讲着村里的事儿，讲高兴
了便以纯正的东北话“发挥发
挥”，那神采飞扬的劲儿，根本不
像已经五十九岁的人。

她 29岁从外乡慕名来铅笔厂
打工，第一个月挣了93元钱，娘家
人听了都很羡慕，她却哭了一场，
因为别人都挣好几百块！她不服
输，苦练技术，越干越好，后来月
工资从一千多元到两三千元，成
了技术尖子和收入大户。再后
来，她当上了小组长领着十多人
干。再再后来，她成了村里的出
纳员，刚一接账吓一跳，这个村有
这么多钱！

2005 年，村里自建的“暴风骤
雨”纪念馆正式开馆，于俊玲兼职
馆长和讲解员，接待了远远近近
络绎不绝的来访者，她每一场都
讲得很带劲儿，还经常与游客互
动：“你们说，即便有了好政策，领
导也很支持，为啥有的地方还是
没有我们富？”接着，她就亮开嗓
门自己抢答：“关键是带头人呗，
我们有个好书记啊！”

4
元宝村有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好书记，

名叫张宝金，是他把全村人带上了金光大
道。

张宝金1946年出生，年轻时来元宝村
做裁缝谋生计。小裁缝心灵手巧，勤劳能
干，心眼儿又好使，四小队队长没人愿意
干，大伙儿就选这个人缘不错的山东小伙
儿干。张小队长不光带头苦干，还讲究科
学种地。一年下来，带着四小队打粮23万
斤，全大队其他六个队加一块儿也没有这
么多。

1980 年，乡亲们齐刷刷举手，把 1979
年入党的张宝金推举为村书记。那时候，
元宝村还是有名的“三靠村”，“种地靠贷
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还背着 27
万元外债，他一咬牙接下了这个“烂摊
子”，可领着大伙儿种了三年地，“饥荒”还
是还不上。张宝金便开始琢磨在村里办
个小木农具加工厂。为筹集资金，他做通
老伴工作，把多年当裁缝攒的一万三千元
全掏出来，党员干部也跟着拿钱，你拿出
盖房子钱，他拿出给儿子娶媳妇钱，他拿
出棺材板钱，不到二十天凑齐三万七千
元，厂子办起来了，小木农具当年就有效
益了。

发展的脚步继续向前，老书记说不能
小富即安，要抱“大元宝”。1987 年，他找
了两个明白人去南方调研，动员全村集资
54万元建起了第一家村卫生筷子厂。

“筷子厂时代”的元宝村有企业 28
家。为推销筷子，张宝金背着煎饼，带着

“马扎”，走遍大半个中国，看准了市场，带
着村里打了“翻身仗”，还清巨额外债，村
民腰包开始鼓了。张宝金不歇脚，又力排
众议搞铅笔板，一直干到全国有名，又把
元宝村带进“铅笔厂时代”。

铅笔板做好了，又做铅笔。到了 1996
年，元宝村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1.1 亿元，

“三靠屯”一跃成为黑龙江省改革开放后
第一个“亿元村”。到了2000年，元宝村在
俄罗斯成立了元宝山远东责任有限公司，
村集体经济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在中国
铅笔行业，不知道元宝村的很少。

人们跟着老书记，踩着国家政策的鼓
点，不停发展，发展，还是发展——

从村里几间小作坊到大兴安岭的8家
联营厂；从立足国内市场到生产销售两头
在国外；从淘汰消耗木材多的筷子厂到上
马环保铅笔项目；从兴工致富到以工促
农，再到“精农业，稳工业，兴旅游”创建绿
色稻花香水稻基地、建设铅笔工业园区、
建设暴风骤雨纪念馆。

元宝村富了，老百姓真真切切享受到
了胜利果实。元宝山公园开放了，荷花池
景色美不胜收。苦干三年，治理黄泥河成
功，再不怕洪涝危害了。万亩荒山变成茫
茫绿海了。占地 6000 平方米的铅笔文化
广场投用了。5万平方米的居民住宅楼和
20 余栋二层小别墅建成了，80%以上的村
民都搬新家了。这就是元宝村的风格。

非
虚
构

非
虚
构

““暴风骤雨暴风骤雨””纪念馆纪念馆。。

元宝村今昔元宝村今昔。。

《《云过天空你过心云过天空你过心》》

《《翅膀之末翅膀之末》》

《《无二无别无二无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