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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 90 后
写北方相声
在网文界，以相声为题材的小说，
《相声大师》
算是唯一的一部。
唐四方出生淳安，千岛湖的源头，风景很美。
他是典型的南方人，小乡村没有发达的工业和商
业，也没有相声，镇上更是没有书店。直到现在，大
家买书或者看书只能坐车去县城里面。童年开始
他对课外书的渴望就很强烈。
在杭州念大学时，唐四方喜爱文学，开始试着
自己写，写到三五万字放弃了，因为根本没有读
者。毕业之后，唐四方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迷茫焦
虑。
南方人生活里是很少有相声，唐四方却好这一
口，他喜欢在网络上看相声，拿相声减压。很偶然
地，他在网上看到一段相声，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
说的《论相声五十年之现状》，听完之后觉得这个题
材也许很适合写成小说。
“80 年代是相声繁荣的时代，
90 年代过后，
相声
行业迅速衰败，相声市场也迅速萎缩，然后到了二
十一世纪之后相声才逐渐复兴。虽然我是 90 后，
但
这部小说是从 1984 年开始写的，也将一直会写到
新世纪的今天。我想写这个行业的兴衰，以及那些
为了这个行业的复兴而努力拼搏的人们。
”
题材一旦定下来，唐四方就深入了解这个行业
和相声艺人的故事。
“我生活中不认识相声界的人
士，很多的知识点都是从相关资料和书上看来的，
想要写一个行业，必然要对其有一定的了解，也要
有属于自己的见解。
”

冷门题材的
幸运之路
在网文界写一个相声大师的成长史，属于冷门
题材，读者小众，小说节奏也比较慢，人物的艺术形
象肯定不如有金手指的给力；而且，升级打脸的爽
文才是网络小说的主流。在上传小说时，唐四方非
常担心扑街（注：读者没反响，小说无声无息地结尾
或者烂尾）。
《相声大师》刚开始在网站更新的时候，成绩很
一般。他写了二十多天，写到七万多字才收到网站
签约的消息，一般的书，写到两三万字就能和网站
签约了。在签约之后，
《相声大师》也上了不少推
荐，但是成绩并没有多少起色，也没有同期其他网
络小说的表现好。后来，编辑告诉唐四方，小说只
能安慰上架了。
在网文界，小说上架分两种，一种是强推上架，
这是成绩很好的书才有的待遇和资格。编辑会在
上架之前给小说安排很好的推荐，让作品的成绩更
好一点。另外一种表现不佳的书，只能写到三十多
万字找编辑申请上架，这叫安慰上架，也没有什么
推荐。
“我那时候的心情是很沮丧的，毕竟倾注了这
么多心血，作品的成绩（表现在点击、推荐票和收藏
的数量上）还这么差。”唐四方回忆，
“那个时候，读
者一直在鼓励我，每写一章，他们都会在书评区鼓
励我坚持下去。虽然那时候的读者不多，但是他们
很真诚，都是真心喜欢我的书，所以我一直坚持了
下去，
也终于等到了转机。
”
起点中文网站所属的阅文集团有扶持正能量
小说的政策，唐四方的编辑胡说、维尼和伯汗给他
争取了一个客户端的推荐。上了这次推荐之后，
《相声大师》的口碑和人气都飘红了，读者迅速增
加。
“那时候我的读者只有一万多，每周的推荐票却
有三万多，等于说所有人都在给我投票，都在支持
我写下去，书评区也全是一片赞美之词。那一刻我
心中说不尽的感动。
”
网络小说上架销售之后，网站有月票排名，这
是最能证明小说成绩的地方。
《相声大师》上架时已
经快到月底，别人的小说都上架大半个月，
《相声大
师》的月票排名在最开始很难追上，也是读者的支
持，
《相声大师》的月票一直上涨，而且冲到了新书
前十名。
唐四方回忆道：
“在那个月的最后一天，
《相声
大师》稳定在第八名。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排行榜
上的作者粉丝突然发力，
《相声大师》一下子被挤出
前十名。那时候我很心塞，就发了一个单章，说我
想拿前十。读者们纷纷而动，都拿月票来支持。此
时就是月票大战，新书榜上的作者粉丝都在抢月
票，我的粉丝也是如此，他们甚至赶紧订阅别的书，
消费够了，凑出月票来，再给我的《相声大师》投票，
最后《相声大师》的成绩稳定在新书榜第十名。一
看到我的书保住了前十，读者群里面欢呼一片，所
有人都兴奋了，狂欢到凌晨三点多，红包雨一直发
到三点多。那一刻，我就在想：有读者如此，夫复何
求啊！
”

唐四方：
过时的永远不会是艺术，
只会是艺人
本版文/周珺

杭州网络作家唐四方在起点中文网创作的第一部作品《相声大师》，
就荣获首届
“网络原创文学
现实主义题材征文大赛”一等奖。作品风格沉稳老练，科普曲艺的同时又不失精彩，被誉为近年来
第一部网络文学曲艺题材精品。
现实题材小说在网文界是稀缺
资源，一旦出彩就不得了。因为是写
实类作品，没有重生穿越，主角也没
有什么金手指，
（金手指：特指小说人
物拥有特殊能力），靠自己奋斗成长，
作品也因此更有感染力。
网文界的职业类小说如今进化
到精准细分领域，在内容上更是升
级。
《相声大师》写的是自 80 年代开
始的相声现代史。这不仅仅是职业
类小说，更是为一个行业立传著书。
有意思的是，
作者是位 90 后。

月票爆发
因人物命运
最给力
唐四方，原名唐天福，90 后，
2016 年开始网络创作，代表作
《相声大师》，
荣获首届
“网络原创
文学现实主义题材征文大赛”一
等奖。

越是现实的
越要写出感动
唐四方的网络创作，受阅文集团的作家齐橙启
发很多，尤其是他所说的，
“越是现实的越是要写出
感动来”
，
对唐四方的影响很大。
唐四方说：
“小说类型中，职业类小说更讲究真
实性。首先这个行业就得是真实的，里面涉及到的
专业知识点和行业规矩都得真实，包括故事背景，
年代背景，所有细节都得真实。其次，小说人物的
塑造，要让人感觉到真实和亲切，作者最好能在现
实中找到原型。我的主角何向东和师父方文岐都
是这样塑造的。人物成功了，剧情也就成功了一
半。再配上合适的剧情，读者自然会被感动。另外
我始终相信，想要感动别人，就一定得先感动自
己。
”
唐四方在相声的专业知识上是下了苦功夫
的。相声的贯口段子，开讲之前的垫垫话儿带带
路，写得让读者都认为是位业内人士的作品，甚至
对传统相声中有的打捧哏演员的矫正，唐四方都有
自己独到的见解。有读者称：看了本文才知道要成
为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有多难。
《相声大师》从男主
小时候拜师学艺开始，潜移默化地普及了相声各流
派知识和一些传统的相声段子。唐四方说：
“写职
业小说，需要对这个职业和这个行业有一定了解，
只有了解了才能写出真实感来。作品有了真实感，
读者才能有更好的代入感。
”
《相声大师》除了专业性，描写的方方面面带着
时代的印记。比如文中说到 80 年代人喜欢吃肥肉
甚于吃筒儿骨，80 年代孩子可以在马路上自由行
走，因为车辆少，不像如今车水马龙，小孩没大人
带，根本不能出门。这些真实的生活场景，让中年
读者阅读起来，毫无违和感，特别亲近。拥有如此
丰富真实的历史痕迹与生活细节，
也是因为这个 90
后出生的作者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和书籍，
“就像
我们阅文集团里有不少小说是写八十年代的故事，
我看完后也能学到不少知识。
”

在新书排行的大比拼之际，纵然有读者爱护作
者的激情，
更离不开作品自身精彩。
当《相声大师》被编辑推荐到客户端之后，唐四
方正写到师傅方文岐和主角何向东在天津城里说
相声并且慢慢走红的时候，那时候小说的人物群像
慢慢多起来，比如在群像中，唐四方塑造了一个失
败的小人物——曾经跟着方文岐一起卖艺的黄
华。黄华是一个很爱相声的人，相声是他的梦想，
只是他并没有说相声的天分。过了半生，他都是一
事无成，连娶老婆都是他父母花了很多钱才给他娶
到，自己赚不到什么钱，家里都是他老婆在操持。
他就是邻居眼里的笑话，可他还是爱着相声，坚持
着自己的梦想。等到他的女儿长大了，要上学了，
他却连送女儿上学的钱都拿不出来，他的梦想也终
于被现实打败了。他抱着方文岐送他的黑色大褂
痛哭的时候，他知道他已经倒在了追逐梦想的路上
了。这样出彩的小人物，
最能触动读者的内心。
《相声大师》的故事情节在此也渐渐展开，在天
津方文岐重遇了当年的徒弟钱国生，人物之间有了
更剧烈的矛盾冲突。
原来在早年间，方文岐被徒弟钱国生举报过，
恩怨半生未消。事后他不怨恨自己的徒弟，只是想
逃避，不想去面对，毕竟他被伤得太深，只有真正在
乎的人，才能伤他最深。在天津重遇钱国生的时
候，方文岐就直接被气晕过去，还住院了。主角何
向东不知道钱国生举报师父的事情，但是在师父气
晕后，旁人跟他说了一点，他直接气炸了，和钱国生
吵起来，在舞台上大骂钱国生。等师父醒来后，方
文岐带着何向东给天津的观众做了一场告别演出，
便离开了天津，师徒继续浪迹江湖。这是小说的一
段大高潮。人物矛盾冲突的高潮，最是点燃读者的
心。
《相声大师》中最让唐四方深陷剧情却是主角
何向东的师父方文岐去世的剧情。
“方文岐是我虚
构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却是整部小说里面最讨喜
的，为了写这个传奇老人的落幕，我构思了近半年
之久，最后才确定的落幕剧情。在写方文岐告别演
出以及他与大徒弟钱国生恩怨的时候，我眼泪都写
崩了。这段剧情大概写了七八章的样子，每更新一
章，都会惹来读者的泪水。更新小说这个情节最后
的高潮部分，更是万人齐哭，包括我自己。我想这
应该是一个作者值得骄傲的地方吧。
”
唐四方塑造的师傅方文岐是一个爱相声爱到
骨子里面的人物，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搜集
整理传统相声，期间几十年颠沛流离，食不果腹，他
都是为了相声。在病重之时，他还举办了生命中最
后一场告别演出。读者读到这个情节都很难受，也
很感动。小说中，方文岐和钱国生的恩怨持续了半
生，方文岐视徒弟钱国生如亲生儿子，钱国生却在
年轻的时候受人蛊惑，举报了自己师父的不当言
语，事实上，徒弟是想保护师父，结果导致方文岐遭
遇了不少麻烦。方文岐始终无法原谅大徒弟钱国
生，心中的芥蒂藏了半生，也是在临终之际，他才放
下了这半生的恩怨，无憾离去。方文岐这个人物代
表着老一代的相声艺术家，唐四方写活了老艺术家
形象，
让整部作品更有历史的内涵。

有过时的艺人
没有过时的
艺术
《相声大师》有被读者说成是郭德纲成长史，更
有被誉为曲艺科普小说。在唐四方心目中，
《相声
大师》是用通俗小说的方式来传达传统曲艺的魅
力，让更多的读者去了解和接受中国的传统曲艺和
文化。
唐四方说：
“《相声大师》涉及到的曲艺种类很
多，包括相声、评书、十不闲莲花落、小曲小调等
等，也包括了戏曲和口技。在整部小说中，我最想
表达的理念是——并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过
时，而是它的魅力并没有被重新开发出来。过时
的永远不会是艺术，只会是艺人。我希望向更多
人普及传统曲艺文化的知识，让大家了解和接受
传统曲艺文化。”
有读者称：
“本书更是照着现实人物写的，能长
见识，过往我虽然觉得相声耐听，但不怎么好笑，看
了本书之后才知道原来相声的最高境界也不以搞
笑为主……”
原来，相声在唐四方心目中是喜剧艺术的一
种。
“它的最基础最本质的功能就是娱乐性，如果一
段相声不能让观众发笑，那这段相声也就太可笑
了。”他说，
“更重要的是，相声更是一门语言艺术，
所运用的也是语言技巧，这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另
外相声艺术能让人发笑，但也不仅仅只是能让人发
笑，它能包含的东西很多，说学逗唱应有尽有，我们
能从这门艺术身上看到中国整个传统曲艺、传统戏
曲的缩影，
这才是这门艺术最珍贵的地方。
”
在网文界创作，即使是写职业类小说，事实上
作者更需要关注的是其整个行业的变迁，还有名家
的往事和轶闻，然后就是这个行业的规矩和术语。
这是唐四方初闯职业类小说的心得。
他说：
“曲艺历史或者说是相声历史，如果让我
选择三位我最敬佩的相声前辈的话，我会选择侯宝
林、马季和张寿臣。侯宝林先生把相声带到了更高
的舞台上，让旧社会的下九流的臭说相声的都变成
了人民艺术家，功德匪浅。马季先生则是相声的中
兴人物，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的时候，是马季先生
把相声带得再度红火起来的。张寿臣先生是相声
界寿字辈的大师兄，也是相声门第四代艺人的门
长。张寿臣先生的艺术水平奇高无比，是公认的相
声泰斗，他也创造了不少广为流传的相声段子，包
括现在很多相声演员在表演的相声段子都是他创
造的。
”
从唐四方敬佩的前辈身上，我们自然也能捕捉
到他作品中人物魅力的根源。一种职业精神，就是
如此通过小说发扬光大的。

作品鉴
《相声大师》
上世纪 80 年代，
何向东从小被一位相声艺人收
养，跟着学相声，先是在乡村集市上表演，后面去天
津表演，最后自己成立一个相声园子，渐渐担负起
责任，
开始振兴相声业。
读者点评：这是一部写现实的小说，这是一部
写相声行几十年兴衰变迁的小说，这是一部写民间
艺人的小说。作者通过对主角学徒到出师经历的
描写，展现了相声艺术构成的各种条件和元素，在
改革初期那个沸腾年代，普通市民对以语言为艺术
表现主体的曲艺节目的热衷和喜好，在小说中也多
有表现。感觉作者是业内人士，对相声表演里面的
各种捧逗、贯口之类的专业知识很了解，一些自己
编的小段子也很用心。文字流畅，人物性格讨喜，
故事安排的确实不错，
不能不给粮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