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初的阅读体验将影响一生
和资深出版人余岚聊起 “孩子需要

怎样的书”， 她略一思忖， 给出的回答简

洁而有力 ： 表现形式美 、 故事充满爱 ，

二者缺一不可， 因为 “最初的阅读体验

将影响孩子的一生”。

余岚对 “美” 的标准近乎苛刻， 这

种美不仅仅体现在画面上， 也体现在表

现形式创新方面———这才有了版画风的

《我叫贾宝玉 》 。 而在另一本原创童话

《夜游》 中， 画面上深深浅浅的蓝色来自

国画颜料 “天蓝膏”， 晕染图案的纸是仿

古宣纸， 字体则是从经韵楼藏版 《说文

解字》 中一个个 “抠” 出来的。

余岚和编辑部还特别擅长通过有爱

的视角 ， 让孩子对传统经典产生兴趣 ，

故事里往往藏有可贵的现实主义正能量：

比如 《五月》 讲中国节气， 有风吹麦浪，

也有养蚕 、 采桑的童趣画面 ； 《回家 》

讲述人们对团圆的坚守； 《谜语》 如同

一首关于自然和生命的诗， 饱含直面生

死的深意。

■本报记者 周渊

别让泛娱乐化的宫斗戏码消磨了光明磊落的奋斗志气
警惕“宫斗剧泛滥”背后的创作误区和价值偏差②

王彦

是职场晋升秘籍， 是青春情感指

南，你醉心以恶治恶的扬眉吐气，她沉

迷在嫁得好比干得好的尊崇荣耀……

宫斗戏码来来往往， 图的是所谓收视

“爽”感，却也用八卦历史、尔虞我诈覆

盖了光明磊落的奋斗、 昂扬向上的志

气。若卫视收视率、视频网站点击量榜

单被宫斗剧占据重要位置， 观众视线

被“宫斗文化”雾霾笼罩，这会给文艺

生态和价值取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值得我们思索。

宫斗剧在市场上出尽风头 ， 始于

2004 年的《金枝欲孽》。 2010 年至 2013

年间，《美人心计》《步步惊心》《宫》《宫锁

心玉》《倾世皇妃》《甄嬛传》 等先后创下

不俗收视率。经历《芈月传》的间歇低迷，

这一类型自《延禧攻略》起进入又一波热

潮，且大有“网台联动”之势。

观众用“爽”字形容观感，折射出宫

斗剧刷屏的部分原因———在泛娱乐化的

潮流里，一些创作者用“争风吃醋”“机关

算尽”“一路开挂” 等低俗庸俗媚俗的内

容去迎合人性中浅薄的一面。由此，所谓

明星获得关注，所谓作品获得流量，利益

随之滚滚而来。资本逻辑下，这样的功利

创作给业界带来了误解———似乎影视作

品只需用泛娱乐化的满足视听感官刺激

便可，而无需追求思想启迪和精神美感，

更遑论承担社会责任与价值引领。

宫斗为何“爽”？ 因为宫斗剧的创作

者、营销者，常把后宫伪装成职场，把后

妃争宠当作奋斗向上来宣扬， 以此迎合

一些人图轻松、求刺激的娱乐需求。 《甄

嬛传》刷屏时，营销者借甄嬛之口“提点”

职场白领，“在这宫里， 有利用价值的人

才能活下去，好好做一个可利用的人、安

于被利用， 才能利用别人”；《延禧攻略》

轰炸视频网站时，“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如不主动‘撕’，就没人知道你委屈”等

台词被包装成人生智慧贩卖给年轻人。

这便是某些宫斗剧误人最深之处：

它们以缓解生活压力的面貌出现， 却在

不经意间释放阴暗、 消极乃至病态的能

量。“爽”到后来便是“醉”，虚无的满足混

淆了真实的付出， 复仇上位的快感湮没

了脚踏实地的思考。

事实上，剥掉其“爽”感外衣，所有宫

斗戏码本质雷同： 以你死我活的丛林法

则为戏剧推动力。 无论剧中人的初始设

置为何，他们拼死争斗的目标是单调的：

男人争权力，女性争恩宠；他们向目标攀

爬的方式也是一致的： 为达目的不择手

段。多年来前赴后继的荧屏宫廷中人，他

们身处奢华的生活场景， 其命运分野不

在于品格高下，只在于“腹黑”程度。在无

尽重复、为斗而斗的皇子夺嫡、后妃争宠

戏码里，人性中恶的一面被不断放大，厚

黑等处世哲学被无限推崇。整个宫廷，人

人表面光鲜内心阴暗， 如同一袭华丽的

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

文以化人，艺术养心，我们需要有着社

会担当的创作者、 需要有着向上向善力量

的文艺作品去滋养人心、引领大众。

要警惕的是， 影视作品是受众最为广

泛的文艺作品样式。宫斗剧一旦霸屏，它们

面向的便是千家万户。在宫斗刺激中，焦虑

被放大，价值被模糊。 宫斗文化一时风行，

看多了两面三刀的倾轧大戏， 一些人恐怕

会对嫉妒心爆棚、利己主义至上感到麻木。

宫斗剧的陈腐空气里呆久了， 如果心胸变

得狭窄， 受众又如何能知晓历史、 欣赏美

好、感知幸福呢？

别言之凿凿相互倾轧、钩心斗角、媚上

欺下的宫斗泛娱乐戏码是为了 “观众的需

求”。影视剧需要有矛盾冲突来增加戏剧张

力。 但冲突中的人物、困顿时的角色，

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和毅力去克服阻

力，用善良和宽容去感化对手，用勤奋

和智慧去消解危机。自古以来，中华民

族推崇的就是以宏远之心看待世界，

以淡泊之心看待自己， 以仁厚之心看

待他人的精神境界。 老子所言“上善

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是这个意

思；我们今天提倡的“和而不同、以和

为贵”“把小我融入大我”， 同样与之

相符。

对社会负责的文艺作品， 应当能

在潜移默化间让受众走到阳光底下，

开阔心胸、 感恩时代， 笃信奋斗的价

值、明白追梦的真谛。 明乎此，创作者

理应幡然醒悟，宫斗可休矣。

原创绘本在孩子心中留下最美记忆

省时省力引进国外绘本曾是业内心照不宣的“共识”，

但中福会出版社却坚持以原创讲好自己的故事———

演员孙俪近期在微博上的一番推荐，让

中国中福会出版社一系列绘本成为“网红”。

这让中国中福会出版社有限公司社长兼总

编辑余岚愈加繁忙。 不过，她和编辑部对此

并不感到意外———在他们看来，这是低调耕

耘中国原创绘本多年、坚持品质至上的厚积

薄发。

“童书创作和出版，是把爱和美带给孩

子的神圣事业。”余岚对此自有一份使命感。

自 2012 年起， 中福会出版社在七年时光里

专注打造了“儿童时代图画书”品牌，包括文

学维度的“月月看”和科学维度的“月月学”

图画书平装系列以及儿童时代图画书精装

系列， 以每年 24 至 40 个新品的出版节奏，

专注打造原创精品童书。

“儿童时代”是许多人心中最美好的回

忆———1950 年， 由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亲

自创办的《儿童时代》杂志是新中国第一本

少儿刊物，引领了几代读者的精神成长。 余

岚告诉记者，“儿童时代图画书”延续了宋庆

龄先生“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的理念，

把爱和美读进孩子的心里。

原创绘本如何给孩子们讲经典

在绘本领域，业内人士一度有一个心照

不宣的“共识”：国外引进版权省时省力，本

土原创尤其是精品少之又少。

但是，余岚却坚守着原创绘本之路：“绘

本里承载了有爱的世界，好的原创绘本不仅

能展现真善美的好故事， 还可以融汇水墨、

版画、剪纸、泥塑等传统技艺，给孩子以传统

文化的启蒙。 ”

基于这一理念，中福会出版社开始了用

绘本向孩子讲述文学经典的探索。第一本出

版的是《大闹天宫》，通过有趣的故事和传神

的民间美术、传统戏曲造型，让孩子们与心

中仰慕的大英雄会面。最近，进阶版《我叫贾

宝玉》绘本也已问世：这本仅有 30 多页的平

装书，以《红楼梦》里没有明写的甄宝玉为线

索， 画面部分运用了版画的蚀刻和飞尘技

法，并以别致的艺术表现形式串联起大观园

的四季风物和趣闻。

“如果只讲求‘出版效率’，把传统名著

变成绘本是最简单的———用一套数十册书

把故事讲完，不光卖得好，还容易评奖。 ”余

岚坦言，在套系图书占据天下的少儿图书市

场，中福会出版社却反其道而行之，绝不“打

包”“凑数”， 而是慢工出细活，“成熟一本出

一本”。

试水传统文学领域后，余岚今年的目标

是挑战绘本界的另一座 “珠穆朗玛峰”———

科学绘本。 余岚透露，中福会出版社今年将

推出“带回家的自然博物馆”系列图书，请来

上海科技馆老馆长金杏宝把关，给孩子们上

第一堂准确又生动的科普课。

爱的温暖能点亮孩子未来的路

中福会出版社的这份执着和努力正结

出硕果———多部作品获 “丰子恺儿童图画

书奖”“中华优秀读物提名奖”等奖项，入选

“中国原创绘本 100+”“中国童书榜”等权威

榜单。

“儿童时代图画书”系列推出的第一个

单行本是《我有一盏小灯笼》。山区儿童往往

需要早起，走很远的山路去上学，故事主人

公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路很远，可她并

不害怕，因为她有一盏小灯笼，还有等在路

上的老师 。 “爱的温暖能点亮孩子未来的

路。”余岚介绍，这本以山区孩子和乡村教师

为题材的原创绘本出版后在很多家庭和学

校引起反响：它让生活富足的孩子懂得珍视

当下的生活，也让孩子们明白，每个人都应

该努力传递爱，成为他人心中那盏散发温柔

光芒的小灯笼。

作为出版人， 令余岚倍感振奋的是，多

本“儿童时代图画书”通过版权输出成功进

入海外市场。比如《我有一盏小灯笼》出版了

法语版，《礼物》《小兔的问题》《拔萝卜》出版

了英文版，《回家》《我有一盏小灯笼》《和竹

子在一起》出版了中英文双语版。

去年，中福会出版社获上海市新闻出版

专项资金资助，培育成立“中国原创图画书

出版中心”， 优质原创图画书出版之路将更

为宽广。余岚说：“我们将坚持不断寻求创作

之源，以孩子们的视角讲好故事，表达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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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 年起， 中福会出版社在七年时光里专
注打造了“儿童时代图画书”品牌，包括文学维度的
“月月看”和科学维度的“月月学”图画书平装系列
以及儿童时代图画书精装系列， 以每年 24 个至 40

个新品的出版节奏，专注打造原创精品童书

不断寻求创作之源

▲《牙齿，牙齿，扔屋顶》
以孩子换牙为线索， 通过城南老巷子的生

活场景和儿时习俗浓墨重彩的描绘， 记录下时
代变迁和变革过程中的某个局部、某些瞬间

▲《我有一盏小灯笼》
在山区 ，小朋友往往需要早起 ，走很远的

路去上学。故事中小女孩的上学路很远，可她并
不害怕，因为爱的温暖能点亮孩子未来的路

▲《谜语》
淳朴生动的谜语，详尽描画的自然

景物， 如同一首关于自然和生命的诗，

尽现祖孙之间绵延的亲情，再现了传统
节日文化的情感力量

制图：李洁

(上接第一版)

2018 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 4.62 万亿美元， 增长 12.6%，其

中出口 2.48 万亿美元，进口 2.14 万亿美元。

“这个成绩应当说是超出预期的。 ”储士家说，2018 年我国

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都创历史新纪录，站上了一个新的

高度。 去年一年的净增加值就超过 2001 年我国刚加入 WTO 全

年的进出口总额。

这一成绩在国际范围内亦表现良好。 根据有关统计，2018

年中国货物贸易增速快于美国、德国、日本等贸易大国和主要经

济体平均增速。

储士家认为，尽管当前外贸形势复杂严峻，我国外贸稳定发

展仍然具有诸多有利因素，特别是国内主动扩大开放、稳外贸政

策效应显现、产业升级加快等将成为有力支撑。 “我们有信心在

2019 年保持外贸稳定增长。 ”

2018 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 19%， 连续三年下滑。

相比之下， 我国去年实际使用外资 1349.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实现逆势增长。

来之不易的成绩离不开高水平开放。 据商务部外资司司

长唐文弘介绍 ，2018 年 ，我国努力推进投资自由便利化 ，推动

修订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 ；提

高投资促进水平 ，引导外资更多投向现代农业 、先进制造 、高

新技术 、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加大投资保护力度 ，加快专利法

修订进程。

他表示，未来将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深入实施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不断加大对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的保护力度，营造国际一流外商投资环境。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1298 亿美元，

增长 4.2%。

据钱克明介绍，我国对外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主要流向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直接投资 156 亿美元，增长 8.9%，对外承包工程为东道

国当地创造就业岗位 84 万。

“一些国家相继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这给中国企业

对外投资合作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钱克明说，下一步，将继

续鼓励引导有实力、信誉好的中国各类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

际惯例开展对外投资合作。

据储士家介绍，2018 年， 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新增贫困县

238 个，已累计支持 737 个国家级贫困县，覆盖率达 88.6%，超额

完成年度计划。 电商扶贫频道对接贫困县超过 500 个。

此外，商务部还积极开展产销对接扶贫，采购贫困地区农产

品 72 亿元。开展“百城万村”家政扶贫对接，带动就业超过 10 万

人，人均年收入约 4.5 万元。

他表示，2019年将力争实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对具备

条件的国家级贫困县全覆盖，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应有贡献。

(上接第一版) 不同新闻栏目发挥各自特点， 形成一张新闻网，

网住的是电视新闻的新鲜度、 深度与吸引力。

致敬默默奋斗的平凡个体， 将镜头对准最
可爱的人

在人们越发注重精神生活与自我探索的当下， 一批东方卫

视出品的纪实节目中， 默默奉献的平凡个体与时代英雄， 给观

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年伊始， 纪实综艺 《闪亮的名字》 一开播便登上同时段

同类别节目收视榜首。 杰桑·索南达杰、 郭永怀、 钟扬等逝去

的时代英雄成为绝对主角。 感动当下观众的， 正是这些 “节目

主角” 背后的专注敬业与无悔付出。 没有明星光环、 放弃娱乐

走向， 却成功登上网络热搜榜的还有全新思想理论节目 《这就

是中国》。 张维为教授的思政公开课， 每期有一个热点话题，

在思想交流中深入浅出地解析中国道路的意义。

“网红纪录片” 更是频繁亮相。 2016 年， 聚焦医院中生

死瞬间的纪实节目 《人间世》 走红网络， 如今第二季口碑再创

新高。 有学者分析， 节目在带给观众感动与泪水的同时， 更展

现了生命的可贵与尊严， 引发人们对社会议题的思考， 给人以

前行的力量。 纪录片 《巡逻现场实录 2018》 则用平实的镜头

记录下城市治安管理一线基层民警的工作日常， 不刻意拔高，

以细节取胜， 还原了基层民警的可亲可爱。

影视综艺聚焦时代发展， 在社会效应中寻
找欢笑与感动

影视剧与综艺节目是老百姓最日常的娱乐陪伴， 也是考验

一个平台文化担当的关键指标。 无论是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

时代的电视剧 《大江大河 》， 还是深入百姓生活的综艺节目

《没想到吧》， 东方卫视推出的一批热门影视、 综艺都放弃了纯

娱乐路线， 将时代发展的脉络内化为观众共通的感动。

掀起热播效应的改革开放 40 周年献礼剧 《大江大河》， 在

东方卫视播出期间始终占据 55 个城市卫视收视率第一名 。

《没想到吧》 则开启 “百姓当红花， 明星做绿叶” 的模式。 节

目以 “为普通人送惊喜” 为核心创意， 在与百姓的互动中， 展

现平凡生活中的真挚付出。

2019年有信心保持外贸稳定增长

让硬朗开阔的节目，

成为观众感动惦记的网红
均出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