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吴钰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上
海
品
牌
书
店
将
首
次
入
驻
武
汉
知
名
步
行
街

武汉知名步行街中心位置， 今年将首次出现

上海品牌书店的身影。 记者获悉， 上海三联书店

READWAY 今年在武汉布局多个书店项目———分

别位于江汉路步行街地铁上盖、 武昌光谷步行街、

汉阳光明中心的核心地标。 其中， 江汉路步行街

项目是上海三联 READWAY 在华中地区的首店，

预计今年 10 月左右开业。

百年商业老街如何与书店品牌 “跨界共融”？

上海三联实体书店项目负责人毕然介绍， 书店与

江汉区政府合作步行街改造项目， 共同参与招商、

运营， 在原保底租金基础上， 通过对建筑文化业

态的共同改造、 内容调整， 双方共同参与租金溢

价的分成。 “如此一来， 书店能够在内容生产与

和运营上投入更多精力， 为城市文化注入更多力

量。”

READWAY 意为 “阅读之道 、 成长之路 ” 。

毕然说， 无论是将书店打造成为江汉路升级的重

要组成部分， 还是在武汉第二大步行街 “光谷步

行街” 扩展至整体内容运营和社群运营合作， 书

店品牌都将尽力融入当地社区 ， 瞄准客群需求 。

比如， 武昌光谷步行街所在区域是大学生和高新

科技企业集中地， 书店的策划思路是结合人文与

科技， 打造类似 “奇幻图书馆” 的模样， 吸引年

轻潮人打卡。 “这两条步行街都是武汉本地年轻

人爱去的地方， 当地高校学子尤其多， 期待新开

的书店为城市点亮一盏温暖的灯。” 上海三联书店

副总经理陈逸凌说。

实体书店的盈利一直令业内头疼。 上海三联

书店为何有底气 “逆势开店”？

合作中， “流量分成” 模式的创新引入， 将

为同行带来信心。 “以前， 书店谈的较多的是为

其他商业配套引流， 但转换率堪忧———客流并不

一定在书店消费， 书店如果仅靠卖书和部分低租

金补贴， 无法持久。” 在上海三联看来， “流量分

成” 模式， 能促成经营重点从图书销售迭代到内

容运营。

依托优秀出版资源， 书店有着整合线上线下

资源的天然优势， 有助于更好发挥文化与内容运营优势， 承担

政府委托的文体公共设施运营管理工作。 据介绍， 目前书店运

营主要是对内对外两个路径， 前者力求对武汉当地老字号品牌

进行文化再梳理、 资源盘活； 后者则意味着引荐上海本土文创

品牌， 并提供力所能及的落地服务， 从而带动更多沪上文创品

牌到武汉乃至全国开首店。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4 月 13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杨 燕 9

?清平乐》集齐风雅颂，
古装剧审美归途在于吾土吾乡

用细密针脚编织出宋代画卷，一幅珍贵的人文图在荧屏上生动了起来

“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

阑干影入凉波。 ”夜幕、细雨，喻恩泰饰演的

晏殊轻摇卦筒，和歌以词，吟唱起《浣溪沙》。

那份沉醉忘我，带不少观众入戏。

古装剧 《清平乐》 开播， 讲述北宋皇

帝赵祯从少年登基到 “仁宗盛治” 的故事，

也展现赵祯作为 “人子、 人夫、 人父、 人

君” 的情感抉择。 剧情刚刚铺展开来， 关

于故事的节奏、 戏剧的张力、 慢品还是倍

速观剧之间， 见仁见智。 但在 “考究” 二

字上， 众口一词。

何为 “考究”？ 观众从前几集的密集细

节里品得。 借用弹幕的话 “语文书本里走

出的场景”， 宋仁宗一朝的名臣名士， 宋代

文人的雅致生活， 那些泛黄画卷里静止的

北宋炊烟 ， 都在荧屏上缓缓生动了起来 。

而在主创的理念中， “考究” 是用现实主

义的创作精神来展现古代题材 。 具体到

《清平乐》， 大势尊重历史， 角色尊重人性，

细节尊重文化。 当作品集齐风雅颂， 用大

量细密的针脚编织出一幅人文画卷， 观众

审美一致的背后其实是电视剧艺术的创作

秘辛———国产剧审美的归途， 在于中华传

统文化的吾土吾乡。

剧集看点———

那些灿若星辰的名字如
何走进电视剧的故事里

晏殊是剧集开篇第一位名臣名士。 少

年仁宗得知自己身世后直奔永定陵， 执意

要见在此守陵的生母李顺容。 旁人拦不住，

晏殊策马赶来规劝， 几番回合， 他不是雨

中吟唱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

来” 的婉约词人， 而是帝师晏殊、 政治家

晏殊。 一幕戏交代人物关系， 也透着几分

剧作的野心。

宋仁宗在位 42 年， 几乎是中国封建王

朝历史上文学艺术最为璀璨的时间。 除了

晏殊之外， 范仲淹、 欧阳修、 苏洵、 苏轼、

苏辙、 曾巩、 王安石、 文彦博、 韩琦、 吕

夷简、 黄庭坚、 米芾、 包拯等青史留名的

人物， 都涌现在仁宗执政时。 对于 《清平

乐》， 这些灿若星辰的名字， 固然是优势，

能勾起观众对儿时语文课本里的回忆， 也

就有了 “全文背诵天团” 的吸引力。 但电

视剧不等于诗词大会， 怎样为这些青史留

名者安排兼顾了历史真实与戏剧节奏的故

事， 颇为考验剧作能力。

不妨看看剧中几位名人登场的安排 。

欧阳修的出场意气风发， 乡试、 会试都是

头名， 只待殿试之后 “连中三元”。 他对自

己确信无疑， 大笔一挥就在市集贩售的袍

子上题词 “状元袍”， 坊间对他、 甚至晏殊

对他都颇为推崇。 可太后和吕夷简都旁敲

侧击， 写了艳词的状元怕是有违朝堂体面。

仁宗审度后一锤定音， 把欧阳修摘出前三，

判为十四名。 文人的风流桀骜、 太后与皇

帝的暗流涌动， 尽在欧阳公高开低走的初

亮相里。

范仲淹的第一幕戏也有反转。 他辞官

为母守丧， 受被贬为应天知府的晏殊提携，

往应天府执教。 那天， 站在学府小厮面前

的范仲淹， 草帽、 草鞋、 旧衣衫、 不修边

幅， 一架小驴车装了全部家当， 真真是筚

路蓝缕的打扮。 小厮上下打量， 觉得这衣

着实在不符饱学大士的风采， 只想将其打

发走 。 争执不下间 ， 晏殊赶到为其正名 。

这次的反转里， 为后人所铭记的 “先天下

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高洁之士，

初露锋芒。

而对苏舜钦、 富弼等人， 剧本借一幕

女人戏引出 。 曹皇后曹丹姝仍在闺阁时 ，

她和三名官宦家小姐插花聊天 。 看画面 ，

眼前是一幅仕女图， 精致的服化道里透着

那个文星璀璨时代的诗情画意。 仔细听她

们的对话， 小儿女情肠里， 隐藏着的分明

是一个 “文学天团” 的开端。

善用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引经据典 ，

同时也不简单堆砌了之 。 编剧朱朱说 ：

“我们写宋仁宗的一生， 肯定会涉及名臣名

相， 但故事会有侧重、 有选择。 希望 《清

平乐》 能抛砖引玉， 让大家对这段历史感

兴趣， 去看看真正的历史和文学。”

剧情“太慢”？

历史故事中的温润如何
缓缓沉淀在细节之中

新剧刚开播时 ， 不少观众嫌它太慢 。

那个年代为何能温润安宁、 海晏河清， 这

与宋仁宗一直遵循的 “宽柔以教， 不报无

道” 不无关系， 而他的 “仁” 也是在岁月

里洗练出的。

前两集讲到了少年皇帝与一碟蜜饯果

子的故事。 仁宗对生母唯一的记忆， 是幼

时她亲手制作的蜜饯果子。 为了刺激刘太

后， 他示意皇后妃嫔在后宫大量炮制， 送

给太后品尝， 还在盘子上刻有 “三春晖”，

暗暗宣战。 “蝴蝶的翅膀” 轻轻在宫内扇

了扇， 幼稚的小把戏不久后就付出了代价。

当年， 李顺容做蜜饯的手艺来自宫外的梁

家铺子 ， 秘方是在腌渍过程中添加药材 。

就因为后宫为讨好皇帝大量制作蜜饯， 而

宫外高门贵户家的女眷争相仿效， 一时间，

本是民间小食的药材和果子， 都被抬成了

天价。 梁家负担不起， 承载着仁宗对生母

悼念的梁家铺子反而因他家破人亡。

蜜饯果子引发的蝴蝶效应， 让仁宗领

悟到了 “忍”， 领悟到了自己强大之后的责

任。 “一言可福万民， 一言可祸四海” 的

命运判词， 早在那时就已写下。 多年后亲

政， 他会做出一些在当代语境里颇为 “善

解人意”、 具有共情的事。 比如议事间感口

渴， 他会默不作声一直忍耐， 只因为担心

那天值班负责备水的内侍会因此受罚； 半

夜饿得想吃烧羊 ， 他也会忍住口腹之欲 ，

担心自己开口索要， 会带坏风气使得内侍

从此连夜宰杀牲畜 ； 看到民间歌舞升平 ，

仁宗会说： “正因我宫中如此冷落， 外面

人民才会如此快乐， 如果我宫中像外面如

此快乐， 那么民间就会冷冷落落也。”

这些看似与故事主线无关、 却又与主

角性格环环相扣的细节， 丰满了人物， 也

让那段时间为何能涌现如此多 “以天下为

己任” 的士大夫， 有章可循。 如果说精致

的服化道是古装剧审美的初级门槛， 那么

字里行间透出浓浓骨气和品性、 各色人物

都肩负文化承载与故事讲述的双重使命 ，

这样的作品才是具有中华美学神韵的视觉

艺术， 才能不负中华文化吾土吾乡。

两部作品明年首演，

“孵化计划”成功对接市场

危中寻机探索原创音乐剧创制新模式

首届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日前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

举办作品认标会，两部作品《生死签》《对不起，我忘了》与制作方

正式签约制作，有望于明年与观众见面。

两部签约作品是过去一年孵化计划从 77 部投稿作品中甄

选出的，经过剧本朗读会后挑选、工作坊呈现等环节，顺利对接

制作方。“孵化机制希望带动创作者、制作者、孵化方、版权方、市

场运营者、剧院等各方共同成长，激起行业的深层动力。 ”上汽·

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说，“去年收到 77 部作品，今年收

到投稿作品 147 部， 更多年轻创作者的愿望和热情正在孵化平

台上生长。 ”在行业受疫情影响的特殊时期，孵化计划的持续发

声不仅为创作层面和艺术领域注入潜能， 也在探索和突破国内

音乐剧创作和制作的新模式。

理顺产业分工，创作之路会越走越顺

业内人士提起孵化计划，大多“眼睛放光”。中国音乐剧市场

发展以来，苦于原创音乐剧影响力小、人才较弱的问题已久，而

版权引进又面临成本高、本土化不易的双重压力。作为国内首个

集平台与模式之力、从音乐剧创作阶段提供助力的孵育项目，孵

化计划抓住行业痛点，希冀从核心创作阶段注入强力，催生本土

优秀版权作品，形成行之有效的模式带动原创力量的集体成长。

此前，首届孵化计划举行的创作分享会、孵化大师班、剧本朗读

会、工作坊呈现等活动都备受业内外关注。

在多个制作方表达合作意向后，《生死签》和《对不起，我忘

了》两部作品今日公布认标结果，并将于合同签订后 18 个月内

完成首演，以更成熟和完整的面貌与观众在剧场相见。

“音乐剧的成功，必须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最大限度服务本

土观众。”孵化统筹、制作人王海笑说。首届孵化计划明确作品孵

化目标，并为创作者提供了良好的合作环境，由经验丰富的导师

带领创作者前进、听取观众反馈，建立了科学管理的孵化过程。

而市场对接，也是音乐剧产业中的重要一环，让创作者、孵化方

和制作方能够互相支撑、 资源互补， 共建音乐剧未来的良好生

态。“通过孵化计划把好的作品放在投资者面前，完成产业分工，

接下来的路会越来越顺。 创作、投资、管理、后期经营分阶段走，

也是国外成功音乐剧产业共同遵循的路线。 ”孵化评审、上海音

乐学院教授陶辛表示。

优质创作涌现，为未来的演出蓄力

孵化计划于今年 2 月底特别发布以疫情为线索的 “特别征

集”活动，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收到了 52 部作品投稿，凝聚着创作

者们对于这段特殊时光的感触和心血。

《生死签》 艺术总监周可人与编剧何莹今年也投稿了新作

品，虽然剧本风格和形式不同，何莹直言“成长了”，对音乐剧创

作更清楚如何入手、一步步往下创作。

在专注、专业和创作视野上，青年人才都有各自的体会。“之

前我做编剧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在家写剧本，做纪录片也是拍好

回来才会有团队一起做后期。这次完全不同，一开始就是团队一

起努力完成一件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感觉特别开心，我感到

自己并不孤单。 ”《对不起，我忘了》编剧李宜橙感慨，“过去一年

最大的收获也在团队合作，思考的问题不再局限于情节故事，而

是考量呈现方面的问题。 ”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则表示，在与观

众暂别的特殊时期，尤其需要提振信心。 旨在为未来发展蓄力、

孕育创作力量的孵化计划进入市场对接， 也是行业危中寻机的

探索。 “疫情下演出面临不确定性，但来日依然可期。 ”

文化

聚焦家庭教育类图书：夸奖孩子是一门学问
一批新近引进出版的教育类图书为读者带来开放式思考空间

你会表扬孩子吗， 知道如何肯定孩子

才能转化为他成长的动力？ “财商” 是什

么， 面对孩子 “我们家有钱吗？” 的问题又

该如何作答 ？ 在线学习为主的新环境下 ，

亲子关系、 家庭教育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这些或看似简单或概念新颖的话题， 也成

为不少家长朋友圈里的热门。 最近， 一些

引进出版的教育类图书引发关注， 书中没

有急于提供非黑即白的标准答案， 或贴上

“成功学” “打鸡血” 的标签， 而是结合这

些家长关注的实际话题， 给了读者更多开

放式思考空间。

没有建设性的赞扬 “一
文不值”，还会让孩子的自尊
变成自恋

技术革新给生活带来了诸多变化， 人

工智能迭代速度更是超出想象， 如何学习

适应未来社会 ？ 英国知名教育专家肯·罗

宾逊 “教育创新五部曲” 系列著作全球畅

销， 他的新书 《什么是最好的教育》 在国

内的多场线上直播引发关于教育的深度探

讨， 技术时代如何学习的话题在其中备受

关注。

从了解家长的角色、 理解孩子的压力、

理解学校的功能等 10 个维度出发， 《什么

是最好的教育 》 提供了清晰的思考路径 ，

并提出一个话题： 明智的应对方法就是果

断把那些重复性、 有规律可循的工作让给

机器人去做， 把我们有限的精力花在打磨

那些人类更擅长的事情上， 比如艺文方面

的， 情感层面的， 精神领域的， 需要创造

性、 审美力支撑的。

那么一味鼓励表扬能促进孩子自我实

现吗？ 书中也提出建议———培养孩子的自

尊并不是给他们无尽的赞美 ， 过犹不及 。

作者认为， 这种方法收效甚微， 且经常出

现反弹。 自尊并不是来自不断地接受不加

批判的赞扬。 来自家长和老师的适度赞美

和积极强化能很好地鼓励孩子， 但如果没

有一定建设性和尺度的话， 这种赞扬就会

像通胀的货币， 变得一文不值。 “孩子们

通常很清楚自己什么时候该努力， 以及是

否该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自豪。 如果没有

标准或者明确的进步空间， 自尊就会变成

自恋。”

培养四个孩子考进东京大学医学部的

日本妈妈佐藤亮子， 在 《最好的学区房是

你家的书房》 一书中谈到了类似话题。 作

者坦言， 她的每个孩子都曾有过短板和弱

项， 她自己也根本看不懂高考的数学题或

物理题， 也曾为儿子的辅导班和小升初而

烦恼不已， 甚至还曾因女儿迟迟学不会单

位换算而情绪失控……这就更需要家长耐

心捕捉不同孩子的天赋， 帮助他们发展内

在的自我， 而这也恰恰是 “一刀切” 的教

育难以达到的。 “表扬和批评一样， 难度

都不小。 不走心的表扬夸不到孩子的心坎

里， 也无法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佐藤亮子

举例写道 ： 比如孩子考试取得了好成绩 ，

家长应该说 “这道题之前你做错过， 这次

做对了 ， 真厉害 ”， 而不是空泛地说一句

“你真棒”。 有具体内容的表扬， 更能使孩

子的自尊心得到满足， 帮他产生再接再厉

的动力。

怎么和孩子谈 “钱”，丢
给孩子一个储蓄罐可不够 ，

财商教育成热点

“钱” 是无法回避的话题， 但如何跟

孩子谈钱让很多家长头疼。

经济学家薛兆丰认为， 财商不仅仅是

关于财富的知识， 也是使人生幸福的学问，

帮助家庭厘清关于财富的观念和思维方式。

在智商、 情商、 美商之外， 财商启蒙渐成

热点。

畅销书作家罗恩·利伯多年研究儿童教

育与金钱课题， 依据社会学家、 心理学家、

理财专家的研究成果， 十多年来采访调研、

与粉丝互动， 创作 《反溺爱》。 书中试图纠

正一个认知偏差： 家长以为钱最容易宠坏

孩子， 困惑如何教孩子花钱， 不好意思与

孩子谈钱， 但其实钱是中性的， 且是一种

重要的教育工具， 可以用来培养孩子的价

值观和优秀品格。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步入社会、 接触

同龄人后， 他们产生和金钱有关的各种疑

问就无法避免。 小到 “妈妈， 你为什么不

给我买这个”， 大到 “我们家有钱吗？ 为什

么他家车子比我们家的大？” 所有这些归根

到底都是关于金钱的对话。 “如果对财富

的思维模式还停留在远久时代， 会造成儿

童教育中的缺失或扭曲。” 在阅读推广人三

川玲看来， 光教孩子如何在虚拟环境下进

行投资理财， 对没有赚过钱的孩子来说非

常荒谬， 而 《反溺爱》 则从每个家庭都会

遇到的零花钱等生活细节入手， 进行肉眼

可见的财富教育。

恰如育儿作家大 J 所评价的， 财商教

育不该仅仅只是丢给孩子一个储蓄罐， 与

孩子进行关于钱的讨论， 也不该只局限在

金钱本身。 正如 “十岁开始的经济学” 丛

书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向孩子普及货币、 信

用卡、 促销、 金融危机等概念， 结合日常

生活中的案例与现象， 家长会发现， 财商

教育其实涉及消费观、 职业观和学会感恩

等更加深层次的话题， 能引导孩子学会如

何做选择， 拥有幸福人生———用自己的能

力， 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赢得别人

的认同， 并愿意为之付出货币购买； 通过

对财富的有效管理， 过上自己满意的生活，

这也是需要学习进阶的人生道理。

孵化作品《对不起，我忘了》试演片段剧照。 （主办方供图）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许旸

古装剧 《清平乐》 开播， 讲述北宋皇帝赵祯从少年登基

到 “仁宗盛治” 的故事， 也展现了赵祯作为 “人子、 人夫、

人父、 人君” 的情感抉择。 王凯饰宋仁宗（上）， 江疏影饰曹

皇后（左）。 图为该剧海报。

《什么是最好的教育》

制图：李洁

《反溺爱》

“10岁开始的经济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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