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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A13青未了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师文静

近日，网络作家与网站平台的
合同被曝光，很多人才知道网文合
同竟如此苛刻。

在网络文学领域拥有绝对实力
的阅文集团，可以制定很多写作者无
法议价的合同，写作者除了公开反抗
维权，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所以5月
5日的“五五断更节”成为全网热点。
网络写作者们对阅文集团合同条款
不满的争议点很多，比如网文作家要
将作品的传播权、影视动漫游戏改编
权、出版发行权、翻译权等几乎全版
权独家授权予平台，平台运营各种版
权无需作者同意，且直到著作权保护
期内，也就是作者死后50年；平台将
作品免费发布视为对作品的推广手
段，而不是侵权，写作者必须认可；和
第三方发生版权纠纷时，写作者必须
全力协助平台，但所产生的费用由写
作者承担……这件事中，“810万网文
写手心态崩了”，“霸王条款”“卖身
契”等词汇不绝于耳。有人认为平台
打算实施的免费阅读推送策略、净收
益分成策略等，将大大伤害凭借“订
阅+全勤奖+道具分成+月票奖励”收
益模式而活的“中腰部”以下写作群，
网文江湖生态将风云突变。

网络文学发展20多年以来，网
络写作者在创造了庞大体量的网文
繁荣的同时，也被平台不断层层加
码的侵害所压倒。在资本逐利愈演
愈烈之下，写作者将担不起最后一
根稻草。

创作了《侯门医女》《神偷长公
主》等热门作品的沧海明珠，十多年
前就踏入网文创作领域，因为她很谨
慎，在版权这一块还是比较幸运的。
在一些作品签约时，除了作品的电子
版权，她并没有把作品的影视、动漫、
游戏改编权等授权出去，而且她大多
签电子版权有年限的协议，可以收回
版权。也正因此，在网络文学迎来改
编大潮、版权不断飙升的当下，版权
在手的她才可以自由交易。

“我有一本书在谈影视版权，得
到的报价在80万至200万之间，哪怕
给我最低的80万，我也觉得非常好
了。”这种主动权，很多新老写作者
早就丢失。沧海明珠说，要是按照现
在很多网站的合同，所有能产生收
益的全版权被买断，以非常低廉的
价格拿走了。“你就是负责写，剩下
什么事情都没有权利过问。平台拿
着影视改编权想怎么卖就怎么卖。
合同若规定了影视改编收益分成，
作者就拿分成，规定了不赚钱、没有
净收益不分成，那就不分了。只要签
字了，问都不用问了。”

其实在网文的野蛮生长中，不
仅是“中腰部”以下的作者任由平台
说了算，就算是大神级作家不小心
签了苛刻合同也会事业受阻、终身
抱憾。最近《鬼吹灯》作者天下霸唱
就被判侵权“鬼吹灯”标识，要向玄
霆公司支付一百余万赔偿。虽然天
下霸唱创作了《鬼吹灯》系列作品，
但签了苛刻合同，如果他要以“鬼吹
灯”为素材进行创作，需要得到玄霆
公司授权。网络作家蓝云舒的《大唐
明月》被平台以45万的价格卖出8年
影视版权，自己分成18万，但该作品
又被影视公司花了1300万买走，平

台拿到版权，也不一定认真对待，作
者则永久丧失权益。

网络作家的收益来自于作品订
阅分成、买断与保底分成等各种方
式，根据作品的品质和受欢迎程度，
平台给出作者不同的收益方式。玄
幻频道的超级大神每个月订阅收益
能达到数十万元，据说有的大神在
出让全版权情况下，获得千字数千
元不等的买断收益，而绝大多数写
作者靠全勤奖、订阅数维持生活。在
订阅收入日益下滑的这几年，网文
平台越来越倾向于免费阅读战略来
引流，然后再进行全版权开发，通过
版权输出、影视动漫游戏等板块保
持盈利的增长。

免费阅读推送，伤害最大的就是
“中腰部”以下的写作群。沧海明珠
说，她的作品能轻松拿到千字500元
的买断，多于这个买断价格的收益还
可以再分成，更多的作家群体是订阅
分成，如果大平台带头免费阅读了，
谁也不知道未来如何。“头部公司其
实不指望订阅收益来发展，这块的损
失在其他地方很容易找回来，但写作
者怎么办？年轻写手想走订阅，可能
就拿不到钱，就没法吃饭。可能大家
说他们没骨气，但合同他能不签吗？
肯定要签。”沧海明珠说，优秀的“老
作家”在新形式下也不会被特殊对
待，她叹息称，总的来说网络写作者
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出版过《盗墓之王》《伏藏》《敦
煌密码》等优秀小说的网文大神飞
天也称，因为资本是要赚钱的，也无
法去指责，但中国网络文学还能不
能往下走呢？“这一次，如果真的履
行阅文集团新合同，可能网络作家
的心就散了，很多人从网络文学里
赚不到钱，必须转行谋生，很多有灵
气的作者也就烟消云散。”在这次事
件中，飞天最担心的是所有作者听
之任之，先是阅文集团这样做，然后
阅文旗下所有网站统一实行同样政
策，其他的各路网站全都跟随，那么
网络文学的生态、规则就会这样固
定下来，很难再改变，平台拿走版权
和利益，作者只能任人宰割。“作者
的选择是写或者不写，写就接受规
则，不写脱离网文市场，去做另外工
作。假如网络文学生态遭到破坏，那
就是中国文学的大事了。”

沧海明珠说，她最大的感受就
是，现在网文平台早已不是几年前
的平台，那时候很多网站是文学爱
好者创立的，培养作家不遗余力，各
种交流活动多，创作氛围浓厚，她还
被推荐去鲁迅文学院进行学习，现
在的平台都是纯粹的资本在运作文
学。“你的作品不赚钱，平台就不理
你了，谁管你将来发展怎么样，没有
任何情怀了。”

这一次大讨论，也恰逢阅文集
团内新旧管理层交替，新管理层也
迅速进行了多次回应，并在5月6日
召开作家恳谈会，最终决定在著作
财产权方面会考虑提供多版本的合
同选择，对授权权限分级，把著作财
产权的授权选择交给作家，使更多
不同层次的作者获益。对于免费阅
读策略，阅文集团也称该机制还在
讨论中，付费阅读肯定要继续巩固
并且做大，未来在考虑免费模式时
也会有明确的作家收益模式，为付
费和免费规划不同的作品内容库，
匹配不同的产品渠道及对应的收益
体系，无论哪种模式，都由作家自主
选择。“对于现有合同中在著作权授
权、免费模式下的分成权益、作家福
利和打盗版等方面，阅文已经明确
了修改方向，更具体的修改将在系
列恳谈会和作家调研后确认，并在
一个月内推出新版合同。”

在国产网络文学日益成为继好
莱坞电影、日本动漫、韩剧之后的世
界文化第四极的生猛势头下，希望
这次“震荡”带给网文江湖的只是虚
惊一场。

权益被加码蚕食的网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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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随着电视剧《清平乐》的热
播，宋仁宗时期两大名臣吕夷简和范
仲淹之间的恩怨，也渐渐为人所知。

看历史最忌“脸谱化”。我们都知
道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为大宋的苍生操碎了心，
但这并不意味着与他政见相左的吕
夷简就是个奸佞。事实上，透过《宋
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我们
不难发现，两人交恶的主要原因是

“为官之道”理念的不同。
之所以有这种不同，与两人的出

身有关。首先说一下范仲淹，虽然《宋
史》上说，范仲淹的先祖是唐朝的宰相
范履冰，但是他的童年没有一点“名人
之后”的样子。范仲淹两岁时，父亲离
开了人世，又因母亲不是正室，在父亲
尸骨未寒之际，他不得不和母亲背井
离乡，从苏州来到邹平，依附在一户朱
姓人家生活。苦涩的童年，教会了范仲
淹奋斗的重要，清贫的生活，告诉了范
仲淹做事要务实，“奋斗”“务实”成了
范仲淹的为官准则，即便此后他官居
宰执，也没有改变。

反观吕夷简，则是含着金汤匙出
生。他的伯父是太宗朝的名臣吕蒙
正，曾三度为相，权倾朝野。吕夷简的
父亲也担任过光禄寺丞一职。可以
说，生在“钟鸣鼎食之家”的吕夷简，
从小便不知人间疾苦为何物，而在仕
宦之家的成长环境，又让他自幼便掌
握了“察言观色”的技能。当“务实”的
范仲淹碰到“圆滑”的吕夷简，双方发
生矛盾，也就不难理解了。

双方第一次较量，是围绕一个女
人展开的。这个女人是宋仁宗赵祯的
皇后。这位郭皇后脾气很暴，经常阻止
丈夫宠幸别的女人。

宋仁宗最宠爱的女子有两位，一
个姓尚，一个姓杨。仁宗皇帝对两人
的宠爱达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经常
留宿在二人的宫中。时间一长，独守
空房的郭皇后受不了了，在某一个寒
冷的夜里，她闯进了两位美人的寝
宫。其实这种事此前她做过很多次，
也都成功了。郭皇后却忘了，原先有
刘太后撑腰，在她面前，甚至连宋仁
宗都不敢说一个“不”字，更不用说宫
中的嫔妃了，如今刘太后已经宾天，
嫔妃们没有理由再害怕郭皇后。于是
尚美人反击了，不仅语气不恭，而且
还带着讽刺。郭皇后愣了，她扑了上
去，准备打尚美人一巴掌。宋仁宗一
看郭皇后要动粗，马上扑到尚美人的
身前，结果这一巴掌，就打在了皇帝
的脖子上。这让宋仁宗怒不可遏，他
直接去了政事堂，找到了正在值班的
吕夷简，问问这位帝国的宰相该怎么
办。吕夷简仔细询问了事情发生的经
过后,清晰地做出了回答——— 废了她。

事实上，吕夷简给出这个答案并
不奇怪。在刘太后刚死不久的清算大
会上，他便因郭皇后的一句话，从中
央贬到了地方，从那以后，他便记恨
上了这位中宫皇后。更为关键的是，
吕夷简现在的职位是副相，他如果想
再进一步，必须要建立“不世奇功”，
倘若能借此把皇后废掉，不仅拔除了
眼中钉，还能与皇帝的关系更进一
步，这都对以后的升迁大有裨益。

在吕夷简的主导下，一场声势浩
大的“废后运动”就此展开，理由是郭
皇后不仅“嫉妒”而且“无子”，被废可
谓“合情合理”。不过，士大夫们并不
这么认为，特别是右司谏范仲淹，他
与御史中丞孔道辅进行商量之后，决
定率领台谏官前往皇宫进行死谏，希
望宋仁宗能够收回成命。

不过，宋仁宗早就得知了范仲淹

等人的行动，他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
到了吕夷简身上，自己则对群臣避而
不见。范仲淹等人便来到政事堂，正
巧还是吕夷简值班，范仲淹、孔道辅
等人快步走上前去，质问吕夷简道：

“人臣之于帝后，犹子事父母也。父母
不和，固宜谏止，奈何顺父出母乎！”
吕夷简明显被台谏官的气势“压住
了”，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说“废后自有
故事”。范仲淹听后大怒，说没错，此
前光武帝是废过郭后，那是他一生的
污点，“自余废后，皆前世昏君所为”。

听到此，吕夷简沉默了，他说，这
些话你们明天给皇帝说去吧。范仲淹
等人听罢，只得告辞。接着吕夷简找
到了宋仁宗，希望把所有的台谏官都
贬逐，这也正合宋仁宗的意思，于是
范仲淹便被贬到了睦州。在去睦州的
路上，范仲淹明白了吕夷简所使用的

“韬晦之计”，他也就此暗下决心，非
要把吕夷简从朝堂铲除不可。

范仲淹在地方上治水有功，很快
又被调回了京城，他的新官职是天章
阁待制，简单来说就是做皇帝的跟
班。对于他来说，扳倒吕夷简才是第
一位的，经常得见皇帝，无疑可以更
快地扳倒这个“死敌”。

从职责来说，范仲淹可谓“尽职
尽责”，每日都可以与宋仁宗见面，时
常能够就政事发表自己的意见，这让
范仲淹乐此不疲。当然，谈论的焦点
主要还是集中在吕夷简身上。

不过，稍微想想也能清楚，范仲
淹是不会称赞吕夷简的。吕夷简便找
了个机会，派人对范仲淹说，你就是
个待制，说白了就是个侍从，没事别
乱发表意见。范仲淹听到这个“警告”
之后只是淡然一笑，说：“论思政侍臣
职，余不敢勉。”言下之意便是，我向
皇帝进言，是职责之内的事儿，首相
大人就不要操心了。

自此，吕夷简意识到，不能再让范
仲淹待在宋仁宗身边了。在一次朝会
上，他提出像范仲淹这样的大才子，应
该去做开封府尹，那里才是他施展才能
的空间。吕夷简此举有两个用意，其一，
将范仲淹从皇帝身边赶走。其二，开封
府作为首府，管理的事情可谓千头万
绪，稍不留神就可能出错，到时候吕夷
简便有理由打击范仲淹了。

范仲淹怎能不知吕夷简的用意，他
到开封后一边整顿开封事务，另一边拿
出了对付吕夷简的杀手锏———《百官
图》。这是范仲淹精心绘制的，详细记载
了吕夷简当政之后，文武百官的升、迁、
降、谪之路的列表。其中一一指明了，哪
些官员的升迁是正常的，哪些又是吕夷
简操控的。此外，他还写了一篇奏疏，里
面痛斥了吕夷简的种种作为。范仲淹深
信，凭借这一图一疏，吕夷简必倒台。

但是，事实却让范仲淹目瞪口
呆，倒的人并不是吕夷简，而是他自
己。据说，吕夷简用了十二个字就化
解了范仲淹的进攻———“越职言事、
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可以说，吕夷
简的这十二个字非常狠，直指宋仁宗
心中的忧惧———“朋党乱国”。范仲淹
被再次贬出京城，去饶州当地方官。

不过，正如前文所说，两人之间的
矛盾，只是“为官之道”不同而已，他们
相互之间还是很佩服对方的。几年后，
宋夏战事再起，吕夷简举荐范仲淹出
任宋军统帅，于是才有了“军中有一
范，西贼为之惊破胆”的神话。事后，范
仲淹专门谢过吕夷简：“先前因为公事
触犯相公，没想到相公竟然这样奖励
提拔我。”吕夷简笑着说:“我怎么敢再
对过去的事念念不忘呢！”两人相视一
笑，数十年的恩仇就此尽泯。

《鬼吹灯》作者天下霸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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