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网剧的“姿势”（二）

去年暑期， 热播网剧 《延禧攻略》《镇
魂》的日播放量分别突破了一亿次，这也许
标志着互联网时代带来的观看方式更迭：

相比于曾经坐在电视机前守着 “电视剧黄
金档”，如今的年轻人更愿意在网上追看周
播的网剧，却也面对着“海里捞针”、良莠不
齐的境况。 您是否有追看网剧的经历？

沈方
个人电脑或手机集音响 、影像和网

络三大功能于一体 ，为网络剧的流行提

供了必要的硬件基础。 随着互联网的普

及和手机功能的扩展 ，催生了网剧这个

新起的艺术品种 ，它有随意的即兴点播

的快速便捷优势 ， 除了在线播出以外 ，

还可通过在线投票 、互动留言 、专家访

谈 、 主演的博客微信等与受众进行互

动。 这种便捷、互动的优势，是传统媒体

所不及的，因而受到网民的青睐。 但是，

有些网剧不乏粗制滥造 、哗众取宠的搞

笑之作 ，有些为了追求点击率 ，情节拖

沓冗长 、难免低俗之风 ，也有虎头蛇尾

的，狗尾续貂的网剧。 看这些网剧，仿佛

品鸡肋 ，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徒生悔

意 。 随着网络世界的加强管理和有序

化，相信那种鱼龙混杂的局面会有所改

观，网剧的未来无可限量。

马霞聪
有些热闹的电视剧， 由于种种原因

被各大卫视集体 “下架 ”，却在网络平台

获得“重生”，例如少数粗制滥造的宫斗

剧。 在收视点击导向下，市场失去理性，

引发行业盲从。 虽然网剧的题材相当广

泛，但以古装宫斗、奇幻 、穿越等网剧占

了多数，其中有的价值观偏离，特别是宫

斗剧所热衷的黑厚、权谋学 、人性恶 ，这

份心灵“毒”鸡汤使职场人士将几份职场

不如意在宫斗剧中对号入座，这种对人们

心理的“软杀伤”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往

往在好看、消遣的掩饰下不胫而走。

对社交媒体渠道， 要发出有深度有影

响的主流价值观的声音， 要避免作品被商

业利益裹挟、被资本绑架。 网剧要关注当下

的生活，反映今天我们生活的本身、反映中

国社会的喜怒哀乐，而不是虚幻的梦境，也

不是远离尘世的桃花源。 要引导积极向上

的生活体验，不要引诱向“太虚幻境”。

下期话题预告：

当文化与创意结合
随着故宫博物院的一波文创引起抢

购，出版机构、艺术馆等文化机构纷纷推
出自己的文化创意产品，从原有的文房笔
墨系列拓展到衣食住行等多方面，也引发
了文创产业的整体升级。在新的文创环境
下，哪些文创产品令您眼前一亮？ 您是否
有哪些“创意”，期待被采用和推广？

下期我们将就该话题进行讨论， 欢迎
您给本报来函发邮件（zyy@wxjt.com.cn），

登录文学博客（http://blog.news365.com.cn/

wenxue），也可在我报官方微信参与发言，

聊聊您的看法。

想了一下 ，

那些惊心动魄、

大起大落的戏

剧性大场面，都

是我不太想经

历第二次的。反

而是 NG 镜头里那些原本怒目

的对手突然露出微笑、 平淡无

奇波澜不兴没加特效的绿幕原

片，才是我想要享受的人生。电

影与人生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

此吧。

有些人写

了一辈子，却从

未行使过诗人

的命名权。 缺乏

命名意识的写

作，也必然缺乏

内在的价值， 它只会让语言流于

浮光掠影， 并不能触及事物的深

意。 现代诗的写作是建立在命名

权的夺回之上的。没有命名，就不

会有创造。

马伯庸

桑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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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最美的书”想到的

http://blog.news365.com.cn/wenxue

邵天骏

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最美的书”

评委会报送的《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一

书 ， 近期获得了在德国莱比锡揭晓的

2019 “世界最美的书” 荣誉奖。 在总计

600 多件的参评作品中 ，14 部作品获此

殊荣。

中国图书在国外的相继获奖， 一些

有影响的国内图书和作家开始在世界图

书市场上纷纷亮相， 由此掀起了一股来

自东方国度的清新之风。 “走出去”产生

的良好反响，着实让人为之惊叹。好书也

要全球分享， 亦是出版界业已形成的基

本共识。 在继续做好国内市场这块 “蛋

糕”的同时，积极将眼光瞄向国外，以精

品意识适应市场，以理念创新服务市场，

借此构筑中国题材的畅通传播渠道。 通

过符合市场要素的图书出版形式来挖掘

大量潜在的读者群体， 让世界对来自中

国的图书能有更多了解， 并有一个准确

的认识和定位。

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 ，契合了 “中

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明显成效。 以

往 ，“走出去 ，引进来 ”虽有并行乃至并

重之意， 却似乎多少有些失衡。 “走出

去 ”的图书数量相对较少 ，而 “引进来 ”

的图书数量则相对较多。这固然有多方

面的因素。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有

的时候出版方 “重引进轻输出 ”，造成了

图书出版双向流通渠道总体上不那么

顺畅，特别是在“走出去 ”这一环节上有

待更加深入。 介绍出国门的图书并不很

多 ， 国外读者也就难有从容选择的余

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去”与“引进

来”是同等重要的。 积极参与“世界最美

的书 ”评选 ，有利于中国图书为世界更

多的人所知晓。

国外读者对于中国题材的了解 ，图

书的功能及在珍藏、 保存和查阅等方面

的价值， 较之其他一些出版方式有着许

多难以企及的优势。 中国图书业已奠定

的国际地位， 同时还有另外两层优势蕴

含其中， 一是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进行积

极主动推介， 全方位反映中国的发展变

化和中国作家的精品力作， 让国外读者

在各取所需的基础上能够多一条选择比

较的渠道， 由此减少了单向性渠道不畅

现象的发生； 二是在对类似中国文化的

介绍中， 将最有特色的精华部分向世界

展示，以获得最大程度的共鸣。 中国图书

的参评与获奖， 自是起到了难能可贵的

桥梁作用。

在全国范围内， 选择好有影响的题

材固然很重要，但如果不“走出去”，就有

可能流失许多原本能够产生更大效果的

机会。 中国的故事丰富多彩，中国的文化

源远流长，中国的文学作品亦颇具实力，

中国题材本身就拥有许多“热门”的缤纷

元素， 关键是要有媒介推广和中国各类

优秀出版物占据世界图书市场之林。 不

少国内出版机构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

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 在将国内优秀图

书和作家精品力作推向国外的过程中 ，

并获得殊荣，一些国外出版社也是“闻风

而动”， 相互洽谈直至进行版权签约，有

的即使出高价也在所不惜， 说明中国图

书在世界上其实是有市场的。 注重中国

图书营销策略的推进， 对于一批有广泛

读者基础的图书在“走出去”战略中站稳

脚跟，并寻求一个新的高度，无疑有着积

极作用。

没有中国图书在全球的相继获奖 ，

就难以为更多的世界读者群体所了解 ，

也就难以进一步实施对外推广计划。 因

此，中国图书获“世界最美的书”荣誉奖，

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让世界感受到了中

国作家的风采。 这样的可喜局面，自然是

人们乐于见到的， 也是在今后值得我们

更多期待的。

天下一人

郑周明

当赵佶还很年轻， 只是皇子中一员
时， 他看到自己的兄弟为了证明丝毫没
有政治野心而纵情声娱， 同样是为了证
明，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和两个叔叔一
起交流学问与艺术。

或许从那时候起，一代艺术大家，兼
职帝王位的赵佶， 就为自己的命运圈好
了一方天地。

宋徽宗赵佶， 几乎是历史上所有帝
王中，最有艺术气息，也在书画领域开辟
新气象的一位皇帝， 神宗将位子交给他
的时候， 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
家。在位二十多年间，这位极富艺术天赋
的皇帝引领宋朝文化纵深开拓。然而，梦
幻如泡影一般被戳破得太快， 因为被金
人俘虏，最终客死他乡。在后来的正史评
价当中， 宋徽宗被更多的认为是一个失
败的皇帝，道德教育的反面教材。

北宋的衰亡应该归咎于宋徽宗吗？

对他的道德指责是否又太符号化了？ 这
是美国学者伊沛霞教授以数十年研究写
成《宋徽宗》一书想要回答的问题。

客观来看， 宋徽宗实在是个精力旺
盛的艺术家皇帝，他尊崇儒家，也痴迷于
道家，他喜欢豪华的场面和新鲜事物，亲
自参与设计雅致的建筑、精巧的花园。在
准备每年祭天仪式时， 会在宣德楼前观
看预演过程，七头大象、驯象师和乐师，

以及无数围观民众与趁机兜售大象周边
的商人围聚在楼下，那一刻，赵佶的内心
十分满足， 他看见自己所能贡献的一切
努力都通过具体的成果展现出来。

从政治上看， 他也满足了北宋文官
体系的诉求。北宋初年，一至三品官中来
自布衣者约占53.67%，后逐渐上升，至
北宋末已达64.44%，魏晋以来的世族门
阀制度再也无力死灰复燃。 他与群臣中
的佼佼者经常探讨书画艺术，诗词往来，

他和王安中、 蔡京等人唱和的诗作达到
惊人的数字， 即便是对不怎么喜欢的苏
轼， 他也至少肯定了后者的书法艺术观
念，这都表明，宋徽宗是一个懂得如何与
群臣相处的皇帝。

为了给文官集团做表率， 宋徽宗还
大大拓展了朝廷的慈善事业，建立官学、

医院、孤儿院、公共墓地。 特别是在教育
领域，他为学校体系招募了数千名教师，

并通过补贴制度， 为几十万家境贫寒的
学生提供了全日制读书的机会。 他在多
份手诏中都迎合了这些教师和学生的儒
家价值观，并将之刻于石碑，竖立在学校
里。他期待文士们对此感恩于他吗？我们
不得而知，只不过儒家教育告诉他，文人
士大夫总是通过彼此之间的道德举止来
互相影响，作为帝王，他无法获得更多的
吏治技巧。

政和三年，也就是宋徽宗在位13年
后，年轻的王希孟进献了《千里江山图》，

那是宋徽宗想象中最完满的帝国风采。

但他无法突破儒家和道家带给自己的思
维局限， 也无法解决文官集团内耗带来
的国力停滞， 他也是帝国齿轮中的平凡
一员。

14年后，整个宫廷三千余人毫无防
备之力被金人掳走。 被囚禁的9年时间
里，他曾写下近千首诗作，几无存世。 那
些鼎盛时期书画作品上的“天下一人”画
押，至少还能让后人同情他的骄傲：在艺
术世界里，他无愧于自己的期许。

看苏东坡

全集过半，要说

对他这个人的

总体印象，看前

面 ，风流 ，中间

是幽默，后面觉

得这个人其实忠厚。 最后啥苦

头都吃了，你发现，他真的是旷

达，只愿意记得好的，坏的不是

不记得，记得是记得，仅仅就是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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