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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最多的力量 传播更多的正面声音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挖掘正能量漫画 传递乐观精神

高文
网易传媒党委书记、团委书记，网易总编辑

孙玉芊
北京佳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要坚持以服务网民为根本出发
点， 坚持正确价值观导向， 自觉遏制
网络低俗之风、 净化网络环境。 与此
同时， 要严格遵守互联网有关法律法
规 ， 在广大社会公众面前树立积极 、
正面、 健康的良好形象， 为整个社会
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说这话的
是1982年出生的网易传媒党委书记 、
团委书记， 网易总编辑高文。

网易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门户网站
之一， 一直以来都将引导主流价值观、
弘扬主旋律、 传播网络正能量作为网
站发展的重要方向。 为了更好地建设
网络舆论阵地、 传递社会新风尚， 在
高文的带领下， 利用网易突出的媒体
策划能力， 全面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加强正面宣传报道， 自觉抵制
不良信息的传播。 高文和她的同事们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践行着互联网人
的责任和义务。

“作为网易传媒党委书记、 团委
书记， 我必须在思想道德修养方面不
断提高， 坚持在思想上、 纪律上、 工
作上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高文说。

工作中， 她根据公司所处新兴行
业的特点， 以互联网思维团结公司内
的党员、 团员员工， 基于新媒体手段
关心党员、 团员的工作和生活， 把握
青年互联网从业人员的新期待、 新需

求、 新梦想。
通过她的努力，在公司党员、团员

青年中形成了浓厚的争先创优氛围，让
党团工作在互联网从业青年中变得鲜
活起来，使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组织在
网易生根发芽， 统一了青年员工的思
想，并关注互联网青年的成长成才。

高文不仅主动及时地学习党的十
九大精神， 还带领网站上下掀起一股
十九大精神学习热潮， 党员、 团员和
其他员工充分利用办公区、 会议室电
视、 手机等多种终端观看直播， 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宣传方面，网易提前半年成立专
项宣传小组， 由高文牵头担任组长，投
入最优质的人力和位置资源，确保旗帜
鲜明， 主题突出。 网易采用两端页面
飘红， 开设十九大频道， 设置海报浮
层， 推出十九大稿件特别模板， 开设
系列直播， 制作H5小游戏、 特色图解
和正能量跟贴盖楼等传播形式， 积极
传达会议精神， 营造热烈的网络氛围。

十九大期间， 高文连续一个月吃
住在公司， 白天指导宣传策划， 晚上
紧抓夜间值班， 保障十九大的网上宣
传顺利进行。 为丰富党的十九大网络
宣传手段， 高文全程参与每个产品从
创意到制作的策划过程， 指导专项宣
传小组发挥策划和技术优势， 开设大

会直播两个， 制作相关专题7个、 H5
产品5个、 特色图解两组、 跟贴策划一
个， 总点击量接近一亿五千万。

此外，高文带领编辑团队在全国两
会、世界互联网大会、建党九十七周年
等重大事件及日常报道中，充分发挥互
联网宣传及时、广泛等优势，带领团队
从多角度切入，制作了多个创新策划产
品，多次获得中央网信办、北京市网信
办及首都互联网协会的表彰。

2017年4月， 由高文带领的网易政
务 中 心 荣 获 由 中 央 网 信 办 颁 发 的
“2016年度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工作先进

集体” 称号。 2018年3月， 政务中心被
全国妇联授予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
荣誉称号， 是商业网站中首个获此殊
荣的部门。

自2014年牵头创立全网新闻客户
端首个政务频道以来， 高文始终将建
设网上正能量当做网站内容建设的一
项重点工作来抓， 先后在中央网信办、
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等单位的指导下 ，
开展了 “我是家乡代言人” 全国百场
直播、 “530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全国
联动直播等系列正能量直播活动。

“一直以来，网易都十分注重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展示与传承。”为此，网易
和团市委共同发起了关注传统民间艺
术的“中国守艺人”纪录片征集活动，寻
访民间守艺人，致敬匠人精神。

在高文的积极协调下，网易新闻客
户端、直播频道、教育频道、公益频道、
政务频道5大渠道全面跟进比赛过程，
全程直播评选和颁奖，网易新闻客户端
还拿出了最为核心的开机画面资源，对
大赛进行全方位宣传，让亿万用户共同
关注民间艺术，传承传统文化。

“网站不仅要向网民普及法制意
识、法制知识，提高网民法制素质，使网
民树立正确网络观，同时还要加强正面
宣传，唱响网上的主旋律，为促进社会
和谐作出贡献。 ”高文微笑着说。

说起正能量漫画 ， 不得不提到
《滚蛋吧！ 肿瘤君》， 每一位读者都从
中获得了一种力量， 即便身处人生最
艰难的时刻， 也一样可以对着命运微
笑。 孙玉芊正是这部漫画IP （漫画知
识产权） 的发掘者和运营者， 他一直
致力于挖掘中国优质动漫资源， 创作
正能量漫画， 并将漫画改变成影视作
品， 以漫画电影等多媒体方式， 传播
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

今年刚步入不惑之年的孙玉芊 ，
对人生和事业一直有着一定的把握和
理解， 他有着20年的互联网经验， 10
年的新媒体经验， 身上早早就被打上
了中国内地动漫领域前驱人物的标签。
1999年， 还在北京邮电大学读大三的
他 ， 就进入搜狐兼职做产品经理 。
2003年， 从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硕
士毕业后， 先后经历了中国移动、 新
浪这些大公司， 让他迅速成长。

因为一直从事产品内容这个领域，
孙玉芊对内容的把握有着独到的见解
和敏锐的目光。 2011年， 他在新浪负
责动漫板块。 此前， 很多原创漫画只
能跟出版社合作， 非常受限制， 于是
孙玉芊把目光投向微博， 在微博上找
好的内容 。 恰逢 《滚蛋吧 ！ 肿瘤君 》
的作者熊顿把漫画故事发在了微博上，
看过之后 ， 孙玉芊立刻被触动了 。

“是作者本人在病床上用画画记录自己
的抗癌生活， 内容很真实， 其中的亲
情友情， 绝望之后的坚强乐观， 看过
之后一下子被作者的情绪感染， 给人
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

跟熊顿取得联系后， 他们约定把
漫画开发出一本书。 2012年8月， 《滚
蛋吧 ! 肿瘤君》 出版了， 坚强的意志
和超萌的画风受到读者的欢迎， 很多
人知道了熊顿和她的故事， 被书迷们
定义为 “治愈系”。 这本书前后出版了
两次， 共发行了35万册。

2015年， 在孙玉芊和他的团队努
力下， 《滚蛋吧！肿瘤君》被搬上荧幕，
最终以5.1亿票房的优异成绩， 代表中
国冲击第 88 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
奖，并成为 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访
美参加文化交流时所带五部电影之一。

孙玉芊一直致力于发现中国好故
事， 传播中国正能量， 让中国积极乐
观的时代精神能够鼓舞更多的人 。
“原有的说教体制和方式， 对于新一代
的人接受起来可能会稍有偏差， 可以
换一种意识形态输入。 中国的画法和
技法不比日本差， 用 ‘漫画’ 这种形
式传播正能量的信息， 让大家换一种
方法认知世界。” 孙玉芊说。

孙玉芊带领团队， 深度挖掘中国
优质动漫资源，成功塑造了一大批极具

代表性的优质动漫、影视剧。2015年，他
看了一个一群维吾尔小伙踢足球的短
片， “内容感人至深， 讲述了新疆和
田一所小学孩子踢球的故事。 由于孩
子家庭年均收入较低，于是数学老师自
费花钱买书、买足球，在戈壁滩上教孩
子们踢球。” 经过策划， 这个故事改编
成漫画 《足球！ 阿达西》。 “很多作品
都是从生活中来的， 如果是单纯的编
造， 就不真实。” 《外公芳龄38》 漫画
版在本土化上花费了大量功夫， 凭借
更加贴近国内生活的差异化处理， 得

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 还改编成了电
影。 除此之外， 《渡灵guarding》 《铁
鸥》 等原创国内漫画作品， 也先后走
入公众视野， 并获得了一致好评。

在孙玉芊的带领下， 他的团队将
中国优质的动漫资源带出中国， 为中
国文化 IP世界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
也意味着将中国的文化介绍给世界 ，
这不仅能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 更
将极大地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熊顿在 《滚蛋吧！ 肿瘤君》 漫画
出版不久后就辞世了， 她的作品搬上
银幕后， 影视收入全部捐给她的父母。
每年清明节， 孙玉芊都会去熊顿的老
家浙江松阳县去祭拜。 同时， 在熊顿
家附近开了一个纪念馆， 已于2018年
底开放 ， “也是公益性的 ， 不收费 。
只是希望熊顿的乐观精神 ， 能感染 、
鼓舞更多的人。” 孙玉芊说。

目前孙玉芊离开了新浪的平台 ，
担任北京佳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
理。 “目前在成都做了一个潮流街区，
把本土的文化元素渗入进去。 还是继
续坚持做文化， 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孙玉芊有两个孩子 ， 一个五岁 ，
一个两岁。 “我希望做个社会责任感
很强的人。 如果孩子问我是做什么的，
我可以自信的讲出所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