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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2018上海国际童书展
昨天落幕。在童书繁荣的现实之中，
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童书人在从深
度和广度来两个方面推进童书市场
的发展。而这些努力为童书建设注
入了新的动力，让人看到了一个光明
的前景。

深度：
童书IP深度开发蔚然成风

昨天在童书展现场，著名儿童文
学作家伍美珍带来了“同桌冤家爆笑
校园系列漫画版”，这引起了很多孩
子的关注。因为《同桌冤家》原本是
伍美珍2013年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
社推出一本旧作，目前行销已过千万
册。此次由若晴文化和浙少社联合
推出漫画版可谓是“旧作换新颜”。

对于“同桌冤家爆笑校园系列漫
画版”的出版，伍美珍说得很明白，就
是小说问世后很多孩子都给她写信，
说故事很好看，但只看文字不过瘾，想
看漫画。漫画可以更直观地表现故
事，同时可以让原先的故事更为生动
有趣。“我是一个很愿意听从孩子建议
的作家，所以就推出了这个漫画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同桌冤家”
已经是一个童书 IP，此次推出漫画
版，其实就是对这个IP的深度开发。
对于这个问题，浙少社总编辑邵若愚
说，开卷的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前三
季度中国图书销售整体上升10%以
上，少儿图书上升14%以上，而少儿图
书之中的卡通绘本上升20%以上。所
以如果要对IP深度开发，推出漫画绘
本是一种重要方向。青年报记者了
解到，“同桌冤家爆笑校园系列漫画
版”之外，若晴文化接下来还会推出

“辫子姐姐”郁雨君作品的漫画版。
青年报11月7日的报道《“囤版

权”是有眼光还是资源浪费》就聚焦了
很多优质版权被人囤积居奇，“囤而不
做”的情况。应该说，现在很多优质图
书版权都被瓜分，这种情况在童书领
域最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深挖优质
IP的潜能，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也是在童书展上，上海译文出版
社童书中心推出了《夏洛的网》（彩绘
注音完整版）。世界名著《夏洛的网》
当然是一个老牌IP了，但是译文社努
力地做出新意。此书编辑朱昕蔚说，
注音版本从创意到得到版权方独家
授权再到出版历时整整十七个月，这

中间的过程可以用精益求精来形容，
从开本到用纸，从字符大小到行间
距，编辑部都充分以孩子的需求为
先。“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同一个IP针
对不同需求开发不同版本的必要
性。”译文童书中心的张顺告诉记者，
今年童书中心共出版新书品种 34
种，主打的产品系列是“夏洛书屋·经
典版”“E·B·怀特经典三部曲（注音
版）”“开心男孩开心女孩系列”等，基
本上都是对老IP的深度开发。

广度：
加快童书作者培养机制的建设

今年童书展上，接力出版社“双
奖”的获奖作品备受青睐。所谓“双
奖”，也就是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和
接力杯曹文轩小说奖。首届获奖作品
分别是郑春华的《米斗的大计划》和王
璐琪的《给我一个太阳》。应该说，接
力社设立“双奖”其实是有很强的目的
性的。一个就是发掘童书作者，一个
就是对童书创作进行引导。

接力社总编辑白冰表示，“双奖”
都是强调现实主义写作的。《给我一
个太阳》写的是农村的留守儿童的校
园生活。《米斗的大计划》写的是单亲
家庭孩子的现实生活。“曹文轩先生多
次强调现实主义儿童作品的重要性，
对于作家来说，写实的功力是文学创
作的基本功，而对广大的少年儿童读
者来说，现实主义的作品阅读也是非
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文学就是生
活，文学的本质就是生活。文学关照
生活，同时会影响我们现实生活。”

获奖者中，写过“大头儿子小头
爸爸”的郑春华当然是著名童书作家
了，但是90后的王璐琪则是一个童
书新人，通过获奖，她开始进入孩子
的阅读视野。在优质童书的版权被
垄断的情况下，少儿出版社要想寻求
突破，发掘新人是至关重要的。而推
出有品质的文学评奖，则是童书作者
发现培养机制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

在今年童书展上，青年报记者很
明显地感觉到各方发现培养童书作
者的急切。童书展上有一个名为“插
画师生存角”的工作坊，这个从合作
方博洛尼亚童书展引进的王牌项目，
划出了展馆过道中的一大片区域，分
隔为大师论坛、工作坊和一对一作品
集指导。插画师的生存之本是作品，
而发掘有潜力的作品和作者，需要有
前辈指导、带路，更需要一个能够凝
聚各方力量、碰撞火花的平台。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昨天，“春华秋实——改
革开放 40 年上海舞台艺术说明书
展”巡展活动，在上海交响乐团拉开
帷幕，该展览内容共分八大板块，
将在11月9日至18日的展览中集
中展示改革开放 40 年来上海的戏
曲、曲艺、话剧、音乐、舞蹈、杂技
魔术等六个艺术门类的说明书，
通过一张张极具时代特征的说明
书细数改革开放后上海文化舞台
的变迁与发展。“一本说明书浓缩
了一场音乐会的精华，多本说明书
放在一起展示的是我们成长线性轨
迹，”加盟该展的上海交响乐团团长
周平告诉记者。

走出去，奏响中国声音
此次巡展由上海市文化艺术档

案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等
单位联合上海交响乐团推出，也是
10月25日至11月6日在上海市历
史博物馆举办的同名展览的浓缩
版，该展览在保留原来板块的基础
上增加了上海交响乐团在改革开放
后“走出去”时的重要演出说明书展
示。

1987年，上交首次出境赴香港
演出。第一张说明书，就记录了当时
的信息。华人世界里耳熟能详的小
提琴协奏曲《梁祝》，让有着同根同源
文化底蕴的香港市民产生了与内地
观众毫无二致的情感共鸣。彼时随
团赴港演出的低音提琴演奏员齐建
栋尤记得当时有位观众感叹“《梁祝》
听过好多次，但听到上交的演出心情
还是格外不一样”。

展示中还有一份1992年上交在
德国、瑞士演出时的节目单，当时上
演的中国作品是放弃了耶鲁大学建
筑学专业专攻作曲的华裔作曲家
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上交通过
深入透彻的演绎将作品中西方现
代音乐与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融
合表现得恰到好处，让到场的观众
体验了浓郁的东方情调和独特的深
远意境。

2010年，彼时拥有131年历史
的上交以世博之名到访纽约，让拥有
168年历史的纽约爱乐打破45年的
惯例，首次分享“主场”，共庆世博，上
海世博会主题曲《致世博》等中国作
品第一次在号称“最纽约”的中央公
园响起，这份说明书也成了此次展览
的亮点之一。

2015年上交“庆祝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演联合国大
会厅，邹野的《上海1937》成了庆祝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活动热潮中的最
强音。

这些说明书印证了上交在“走出
去”时的不断“升级”，到2009年的北
美巡演，已经完全走进欧美一线剧院
的音乐季，这意味着中国作品被越来
越多当地的真正乐迷听到。

到2017年上海交响乐团欧洲巡
演，上交的“走出去”已经走到了世界
舞台的中心，被誉为古典音乐奥运会
的琉森音乐节，成了无数中国乐迷的

骄傲。说明书上用英文标示着“阿
龙·阿甫夏洛莫夫的《北平胡同》，邹
野改编、理查·施特劳斯作曲的《在夕
阳中》，何占豪、陈钢作曲的小提琴协
奏曲《梁祝》”，成为了中国作品亮相
世界舞台的高峰。

除此之外，王西麟的《火把节》，
谭盾的《水乐》、《地图》，李焕之的《春
节序曲》，赵光的《致世博》……这些
作品的每次奏响都是对中国音乐力
量的绝佳展示，也许刻印着这些作品
的说明书也被世界某个角落的乐迷
精心收藏。

历史变迁让人感慨
9日晚在展览开幕之后，还有一

场演出，是日本指挥家福村芳一在
上交音乐厅执棒上交，演绎《乐队协
奏曲》。这部作品的作曲家是从上
海走出去的“80后”周天，该作品去
年曾获得第 60 届格莱美最佳当代
古典音乐作曲奖提名。作为首次获
得格莱美该单元奖项提名的华人，
周天用一部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的

“混血”作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年
音乐家的原创力量。如今，福村芳
一携手上交在中国舞台上首次呈现
这一已在国际乐坛备受好评的古典
浪漫之作。

福村芳一的这次指挥，还有特别
的意义——在昨天展出的诸多说明
书中，绝大部分是印制在KT板上的，
唯一一份以实物亮相的说明书，正是
上交1989年首次赴日巡演时，由日
方制作的说明书“东洋的感动·上海
交响乐团来日”。那次巡演的指挥家
之一，就包括了福村芳一。

这也是上交改革开放后，首次走
出华人圈走出国门，时任上海市长朱
镕基特为此次出访题词：“中日友谊
源远流长，文化交流又添新章。祝上
海交响乐团访日演出成功。”

当时，福村芳一执棒上交分别在
东京、神户、大阪三次奏响极具代表
性 的 中 国 之 声 二 胡 协 奏 曲《梁
祝》。这次颇有破冰意义的巡演所
到之处均引起社会和媒体广泛关
注。其中东京演出是应日本朝日新
闻邀请，庆祝朝日新闻创刊 110 周
年。大阪演出更是应邀庆祝大阪市
命名40周年、与上海结为友好城市
15周年，并被朝日放送电视台转播
并录成记录片，成就了以音乐为媒，
加强两座城市两个国家文化交流的
一段佳话。

薄薄的说明书厚不过三五毫米，
却承载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上海舞
台艺术深厚的积淀，上交作为其中
的一员，也在越来越厚的说明书中
展现着自己在推动中国文化的进
程。周平告诉记者说：“通过这次说
明书展，我们想让观众看到上交在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传递上海文
化品牌的品牌价值观时做出的努力
和取得的成果，从1989年日本巡演
到 2017 年欧洲巡演特别是登上琉
森音乐节的舞台，中国声音传递的
越来越远，越来越有力量，上海文化
品牌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越来越
有辨识度。”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大型苏剧现代戏《国鼎
魂》日前在上海云峰剧院上演。作为
第20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江苏文
化周唯一一台地方戏曲，作品以苏剧
之美演绎苏州儒商潘氏两代族人护
鼎捐鼎的故事。

苏州潘氏家族在新中国成立后
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大盂鼎和大克鼎
的故事早已是妇孺皆知。大盂鼎和
大克鼎，与现存台湾的毛公鼎并称

“中国三宝”。后来大盂鼎被调拨给
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国鼎魂》讲的就
是这样一捐赠国宝的动人故事。

《国鼎魂》由著名编剧李莉、张裕
执笔，导演杨小青执导。编剧李莉、
张裕特意保留了潘达于的真名实姓，
努力展现其自1923年嫁入潘府，为

守鼎护鼎经历的种种坎坷磨难，立体
刻画她从一位医家闺秀、懵懂少妇直
至成长为一名自觉守卫国宝的高贵
女性的心路历程。

编剧李莉表示，《国鼎魂》一剧表
现的情节时间跨度达数十年，要想在
两个多小时的舞台演出中完整呈现，
几无可能。编剧只能在尊重历史素
材的基础之上，适当虚构戏剧情节，
以“一粟”之具象描绘，铺陈“沧海”般
的民族精神与浩瀚襟怀。在艺术样
式上，打破时空限制，充分发挥运用
戏曲的假定性与灵动性。。

据悉，苏剧现代戏《国鼎魂》于
2016年下半年开始启动策划，两年
中剧本修改不下十余次。苏剧发源
于苏州，被称为“滩簧之母”，距今已
有300多年历史，是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苏剧现代戏《国鼎魂》献演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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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好的写实功夫展现儿童世界

一张张舞台艺术说明书
追忆沪上40年艺术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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