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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当作家还要做平台

如今在镜头前总是面容精
致的郭敬明，有五名专职个人助
理。一助负责打理房产和各种采
买；二助负责打理版权事务、商
业合作；三助负责电影事务；四
助和五助，贴身打理他的生活琐
事。

他还有一位毛衣都能拆了
重织的专属裁缝。

“一个三流偶像歌手、五音
不全的人，唱歌出去都一大票
人，前呼后拥地伺候，像王爷一
样，一个很伟大的作家感染很多
人，他出去一个助理都没有，自
己可怜兮兮地去坐火车，我不认
为这理所应当。作家比偶像、花
瓶要厉害很多，更值得人家尊
敬，他配得上更好的生活，配得
上专业的人、专业的团队帮他打
理。”郭敬明对采访他的媒体说。

公众经常拿“一个人在战
斗”的韩寒与团队雄厚的郭敬明
比较，而如今韩寒也开始有自己
的团队。2009年后，因为《独唱
团》，一个以商业产品为中心的
团队，开始以韩寒为中心聚拢。

韩寒的公司成员人数目前
有十几个人，最重要的一款产品
是one，这是一款基于移动互联
网的免费阅读应用程序，目前已
经实现了300万次的下载量。在
市场规则面前，此前一直没有经
纪公司、团队，奉行单打独斗的

韩寒，开始被团队推着走，只是
这个团队不大负责处理韩的个
人形象。

一位曾与郭敬明合作过的
出 版 界 人 士 告 诉 齐 鲁 晚 报 记
者，郭在圈里打拼十几年，已经
不 需 要 团 队 把 他 包 装 成 什 么
样，团队起到的是推进和辅助
作用。就像一个成熟的明星，多
数事情都是他自己的判断和决
策。

与被推着走的韩寒相反，郭
敬明则是主动出击。除了作为合
作出版社的长江文艺团队，郭敬
明还有最世文化团队、《小时代》
片方团队等。对于郭敬明来说，
专业团队已经成为自己公司与
合作方的一部分。

在专业团队的推动下成功，
郭敬明也开始用团队推动最世
的签约作家们，一盘更大的棋局
浮出水面。黎波说，有些人是做
事，郭敬明是做局。

郭敬明和黎波初次见面时，
他告诉这位前辈，自己不仅要做
个签约作家，还要做一个杂志平
台和一家公司，他要打造自己的
团队和出版帝国，随后有了《最
小说》和最世的前身——— 柯艾文
化。在此之前，郭敬明已经成立
了《岛》工作室，并且签下了“校
园女王”落落。

出任最世董事长兼总裁后，
郭敬明开始主动建立现代商业
管理制度。今天的最世，员工要
按时打卡上下班，工作时间出
外、用车、调休、加班，都需要填

写相应申请单，绩效考核和奖惩
制度也建立完善。

让作家潜心写作

并顺利出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
人士告诉齐鲁晚报记者，郭敬明
掌控的最世，类似于一个作家经
纪人公司。作家经纪人以及作家
经纪人公司，在国内还几近空
白。

“大部分作家是一心写作，
对于出版这方面没什么概念，所
以有可能他们辛辛苦苦完成的
作品得不到应有的报酬，或者本
身质量很好的作品却得不到相
应的推广，等等。作家经纪人的
存在就是为了帮助他们解决类
似的问题，让他们能潜心写作，
同时又可以顺利出版。”

郭敬明觉得，作家经纪人在
国外很普遍，绝大多数作家、编
剧都拥有自己的经纪人，而这一
领域是中国急需开拓的，这是对
国内作家利益的一种有效保障
方式。

刚刚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
的作家阎连科，成为国内走向世
界不多的一线作家。在中国文学
作品进出口贸易比例为10：1、对
欧美仅为100：1的现状下，有一
位在法国的作家经纪人开始专
门负责向西方推荐和翻译他的
作品。

“中国应该规范法律，让作
家经纪人这个制度尽快完善，只

有出现一大批专业的懂语言、懂
出版、懂作品、懂市场的经纪人，
中国作家那些重要的作品才能
够为世界所了解与接受。”在阎
连科看来，国外作家经纪人的推
广非常专业，这是国内很多出版
社做不到的。

一个贾平凹文学馆、两个助
手，却只能在国内推广贾平凹，
在国际上无能为力。贾平凹很多
卖给国外的版权，是通过出版社
版权交易的形式走出去的，但其
中有很多问题。贾平凹说，其实
有很多海外的出版机构对他的
版权感兴趣，双方之间却不知道
该如何联系。

与莫言、阎连科签约的精典
博维公司董事长陈黎明向齐鲁
晚报记者表示，中国现有的作家
没有经纪人，有的只是代理人或
者工作室，代理人替作家跟合作
方谈判，同时还是作家生活和工
作的助理。

“中国公众对作家经纪人还
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而在国
外已经有很成熟的模式，例如美
国的好莱坞模式，以及德国贝塔
斯曼的整体产业开发模式，其实
是由传媒公司细化到文化经纪、
演艺经纪、赛车经纪等等，让有
执照的经纪人来为名人服务，名
人里包括作家、演艺明星、艺术
家、体育明星。”陈黎明说。

在莫言看来，西方文学的经
纪人实际上是作家，西方并不是
出版社的编辑要求作家修改作
品，而是经纪人要求他修改作
品，因为经纪人盯着市场研究读
者，他会给作家提出这样那样的
建议，所以经纪人某种意义上可
以干预作家创作，当然并不是所
有的经纪人都是这样。

公司比作家更了解市场

郭敬明写的《小时代》三卷
本原著总销量超过350万册，他
用80天拍出了《小时代》第一部，
这部拍摄成本为4500万元的青
春主题电影票房已突破5亿元。
电影的口碑两极分化，受到了青
少年群体狂热欢迎的同时，也面
对过度追求物质、快餐化、过于
迎合市场的口诛笔伐。

《小时代》电影的成功，也标
志着郭敬明开始打通传统出版
与影视的链条。如今，图书和杂
志 出 版 几 乎 占 到 最 世 利 润 的
70%-80%，郭敬明开始为自己
公司开展更多业务，继《小时代》
电影之后，最世已经承接了一些
电影和电视剧的剧本。最近一
年，最世还进军国际版权交易。

在郭敬明看来，最世的签约
者有能力写出中国最好的文字，
而他签下了作者的综合版权，可
以将最基础的文本，变为图书、
数字出版物、影视、动漫等等。拥
有了最根本的文本，便掌握了最

大的财富。
早在2010年左右，郭敬明

便提出要做版权的运营商。几
乎所有签约最世的作家都是五
至十年的长约，从出席活动、商
务合作到接受媒体采访，郭像
打造明星一般管理旗下作家。

高辨识度，是郭敬明对签约
作家最看重的，而最世的平台，
会对作者有个明确定位。

最世文化与众多签约文字
作者的合同中，从未规定过对
方必须写什么、写多少，题材也
涵盖了奇幻、言情、校园、穿越、
武侠、都市、玄幻到引进书系，
并不强迫作者跟风写作可能流
行的题材。然而对于签约的作
家、插画师、漫画师，最世会给
他们做出规划，把他们一步步
推向市场：公司比作家更了解
市场。

郭敬明经常会想到一些点
子，比如当下什么话题是值得
写的，有了这个点子之后，会给
最世的签约作者，看谁适合写，
就会去跟他聊，问他要不要写，
要写的话先写三章出来看看。
如果对方写不了，再放弃或者
换人。

拥有风靡全国的《最小说》、
《最漫画》、《文艺风象》、《文艺风
赏》、《放课后》平台，最世会建议
一些签约作家在《最小说》上有
持续的曝光率。杂志上的一些小
栏目，签约作家也可以积极参
与。郭敬明还会在拥有两千万粉
丝的个人微博上，对他看好的新
书进行推广。

金丽红说，一些年轻作家离
开最世后，销量都不如在最世。
这些作家的每一个长篇在郭敬
明的杂志上连载至少达到30次，
图书销量很多来源于杂志的读
者群，离开，会减少一半读者。

在中国出版业市场化程度
还远远不够，以及同一文本变为
小说、影视、动漫等的途径并未
畅通的现状下，作家经纪人公司
以及综合版权合作，代表了未来
国内文学市场的发展方向，却也
伴随着巨大的争议，例如过度市
场化下作家能否写出好作品、经
纪人干预作家的界限在哪里，以
及商业包装下的作家作品是否
会作品因人而红。

无论如何，这是一条金光闪
闪的产业链条。

黎波曾将郭敬明比喻为一个
金炉，在里头沾点金就能赚钱。郭
敬明端坐在金字塔顶端，通过郭
主办的文学比赛、杂志发表和身
边数名编辑的选拔，作家脱颖而
出。塔底的作家每本书销量在5万
册上下，塔身中段的销售量为10
万-20万，笛安、落落是王牌作
家，每本销量至少50万。

最世的签约作家能受邀参
加公司年会是一种荣誉，邀请函
只发给当年码洋排行榜前15位
的作家。

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齐鲁晚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业
内人士均认为，现在中国图书市
场上烂书太多，产生了劣币驱逐
良币效应，书籍在书店里总是供
过于求，然而70%的品质都不是
很好，这让传统渠道里的传统纸
质出版商面临巨大压力。

郭敬明向齐鲁晚报记者表
示，在信息传播速度上，传统出版
比不过新信息平台，正因如此，传
统出版业也许可以逐渐摆脱对快
餐文化的追逐，转而重新回归到
更有内涵更讲究质量的状态中。
不过，与新技术平台的联手合作
无论如何都是必然的。

同样，在北京精典博维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黎明看
来，中国优秀的作家，日益成为内
容产业的稀缺资源，同时会越来
越“贵”，出版商能否平衡一个利
润点，以足够丰厚的待遇及合作
模式来吸引作家长期合作尤为关
键。

目前，中国作家多数仅限于
跟出版公司合作，出版公司只能
承担70%-90%的纸质图书出版
及10%-20%的数字图书业务。

多位业内人士向齐鲁晚报记
者表示，大部分作家都希望自己
写完小说后，作品还能成为影视
作品。在如今的传媒大时代，一位
作家的书不畅销，可能电视剧、电

影会畅销，这要求有一个贯通并
开发相对成熟的价值产业链。

能像海岩和刘震云这样，做
到小说和影视均成功的国内作家
还很少。影视、话剧改编等综合权
利的开发，经常是作者等着有意
向的人上门来谈合作，谈成的概
率往往非常低。在不少业内人士
看来，这是一种自由市场状态，而
不是有商业规则的操作。

“推动作家走出去，我们充当
的是一个作家品牌经纪人的角
色。很多中国作家的稿酬尚不足
以养活自己，更谈不上养活作家
经纪人。国外很多作家的经纪人
则为作家走向世界作出了很大贡
献，中国作家在无法找到专业经

纪人的情况下，我们就承担起这
样的责任，为作家代理海外版权、
分销衍生权利、作品推广、专题推
广等。”陈黎明说。

精典博维公司目前的签约作
家有莫言、大江健三郎、欧阳中
石、阎连科、麦家、安妮宝贝等，该
公司与莫言、阎连科等作家都是
综合版权合作。

陈黎明认为，作家知识产权
应该综合开发，纸质书、数字出
版、影视、表演权利、改编权利及
动漫等，理论上每一个环节都应
该产生利润。

精典博维已经推出了作家经
济模式，对于某一知名作家，并非
仅依靠一名作家经纪人，而是通

过公司平台去推动签约作家。
中国目前的作家经纪公司数

量非常少，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
大部分公司理念较为传统，将人
才、精力都放在图书编辑、发行
上。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缺
少跨界人才。

国内演艺界的经纪人模式已
经较为成熟，但让演艺经纪人去
传统出版公司工作，从薪金待遇
到工作模式，肯定都难以适应，而
让一个传统出版公司的责编去跟
影视方谈合作，他又可能连影视
制作的专业词语都不知道。

虽然国内已有公司致力于这
种跨界人才的培养，但跨界人才
仍非常稀缺。

文文学学遭遭遇遇市市场场，，作作家家成成为为生生意意

2011年末，郭敬明（前排左四）和他的最世团队。（资料片）

郭郭敬敬明明制制造造

目前国内文学市场不容乐观，烂书太多，生产优质内容的作家日渐成为稀缺资源。
而面对新媒介形式的不断更新，传统文学与新技术平台的联手已成为必然。从小说到影视、话剧改编等等，文学作品呈呈现出

完整的产业链。链条的关键部分仍是作家，越来越多的出版商从经营作品开始转向经营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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