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朗
读者》等人文类综艺节目对电视媒介文化
空间的释放和激活，曾一度被“泛娱乐化”
时代淘汰出局的读书类节目渐有回暖之
势。近日，由实力文化与腾讯视频出品的
大型场景式读书节目《一本好书》，为读书
类节目在文化综艺新蓝海中重获生存空间
和话语权赢得了契机。

《一本好书》是《见字如面》的副产品，
也是总导演关正文历时两年研发的大型原
创类读书节目。为了让电视读书以全新的
面貌涅槃重生，《一本好书》采取了最为“兴
师动众”的读书方式，它拟每期推出一部近
40年来影响人类文明进程且有广泛阅读价
值的好书，以舞台剧的形式将书中的经典
内容活灵活现地演绎出来，可谓一部场景
化演绎的“可视之书”，又如同是一部演绎
现代名著的“活报剧”，让观众在360度沉浸
式舞台化场景中身临其境地“读书”。在首
期推出的全球经典名著《月亮和六便士》
中，偌大的环形舞台被布置成书中真实的
舞台化场景，饰演毛姆的赵立新和饰演男
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的黄维德穿梭其中尽
情演绎，其间穿插陈晓楠、蒋方舟、朱大可
三位嘉宾的互动品评。该节目在腾讯网和
江苏卫视一经播出，其让书活起来、生动化
的“演书”模式的确令观众耳目一新。

从传统的看书到听书，再到如今的演
书，读书的方式随时代环境和载体的变化
可谓花样翻新。“没有人能做出热播的读书
节目，为何你能？”正如导演关正文被质疑
的那样，《一本好书》能否成为爆款尚有待
市场检验，但孤寂清冷的读书类节目历来
与“热播”二字无缘却是不争的事实。

长期以来，读书类节目在电视荧屏上一
直扮演着尴尬的角色。以1996年央视开播

的全国首档读书节目《读书时间》为标志，电
视读书在中国的发展迄今有20多年历史。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出版业勃兴之际，全国
曾有20多家电视台播出读书类节目。然而，
在经历了不到10年的辉煌后，2005年，随着
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泛娱乐化”时代的
到来，受娱乐选秀类节目的伏击和收视率这
一达摩克利斯之剑的侵扰，加之网络时代受
众阅读平台的迁移，读书类节目在“末位淘
汰制”的生存重压下纷纷淡出荧屏。一时
间，北京有线电视台《华夏书苑》、湖南卫视
的《开卷有益》、上海电视台的《阅读长廊》、
湖南电视台的《爱晚书亭》、青岛电视台的

《一味书屋》等“集体谢幕”，只有情怀不能赚
钱还霸占时段的电视读书类节目因面临严
冬而沦为“濒危物种”。

然而，读书这项高雅的精神活动并非
精英们的专利，一个文明大国的国民断然
不能缺失阅读的传统。尤其是在倡导全民
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当下，电视作为最有
群众基础的大众媒介，参与和推动大众阅
读也是理所当然。电视读书节目应当“有
所为不缺位”，同时承担起让国民“读好书、
好读书”的重任。如今，在经历了被娱乐节
目碾压的阵痛后，融媒体时代的视频类读
书节目正以新的面貌和时代气息悄然复
归。比如，江苏卫视的《阅读·阅美》以“美
文推荐+美文朗读+人物访谈”三位一体的
模式对传统读书节目进行升级和优化，让
观众拥有更强的代入感和勾连感；深圳卫
视等出品的《一路书香》走出了书斋和演播
室，将读书与旅游相结合，以天地为幕、读
大地之书的户外文化探寻方式让观众领略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书香之美；前些年
依依惜别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的梁文
道，也在新的脱口秀节目《一千零一夜》中

东山再起，以行游的荐书方式在北京天桥
上讲《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地铁里讲《老人
与海》，在街头用经典触摸人性肌理、在霓
虹灯下与夜归人并肩同行；而腾讯视频打
造的《许子东现代文学课》则干脆摒弃了节
目的形式和包装，完全从文学内容出发，以
课堂实录“公开课”的极简方式向公众传播
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这些节目在创意、表
现内容和形式上可谓挖空心思，穷尽各种
媒介和手段，且一改传统读书节目通过访
谈或评论介绍书、推介书的简单模式，充分
发挥影像媒介的优势，通过更为立体多元
的载体和与其他类型节目混搭等方式进行
节目的嫁接和深度融合，使高冷范儿的读
书节目走出书斋、走向大众，满足了部分想
看好书、想了解书又想看节目的人的需求，
有效增强了观众对节目的黏性和互动性，
同时也为全媒体时代读书节目的创新探索
出了新的观赏模式和说书路径。

主打品位和情怀的视频读书类节目复
现荧屏不仅是中国电视人文价值的回归，
也是时代精神的召唤。可我们还应清醒地
看到，这类节目在市场上的生存空间依然
逼仄。这一方面归结于浮躁的市场生态环
境；另一方面也受制于读书节目自身的特
性。从读书节目本身来讲，读书是一项诉
诸理性和思辨的深层脑力运动和心灵活
动，电视和视频媒介的观赏要求和浅阅读
特性有时需要读书节目去思想性和深刻
化。此外，视频声音的即逝性、画面的移动
性、影像的瞬间性决定了电视读书节目留
给观众的品位和思索是有限的，要想在短
时间内留住观众的眼和心，就要探索出将
纸质文本视觉化、将抽象思维具象化、将深
邃思想通俗化、将私人读书公众化的最有
效的表达方式。从读者来说，读书除了倚

赖他人影响灌输外，还得靠个人独自咀嚼
书本，我们固然不能指望一档读书节目就
能彻底改变国人读书少的现状，但阅读的
方式和载体是多样的，读书节目对于普及
大众文化认知、引领全民阅读风尚功莫大
焉。正如关正文在给节目定位时所言：“希
望抛出《一本好书》这块‘砖’，引出观众用
心读好书这块‘玉’；只要观众看完《月亮和
六便士》这档节目，马上去读这本书，我们
的目的就达到了。迄今为止，最畅销的书
也不过百万量级的读者，这跟视频节目动
辄上千万、上亿的受众规模没法比。”可见，
电视读书有着纸本阅读无法替代的优势和
影响力。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尽管中国电视业
市场化催生读书节目不断进行自我蝶变和
调整，但我们还应理性看待这一节目类
型。读书节目承载着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使
命，它的价值无法用短期的利润、流量和收
视率来衡量，也无法将这一格调高雅的精
神产品简单地量化和物化。全民读书关乎
国民精神福祉和公共利益，电视台等媒介
机构除了盈利外，也有责任在公共服务原
则下通过节目为公众提供最好的信息、人
文和教育的高品质产品，尽管有许多节目
的内容，只有少数观众感兴趣，也不受广告
商的青睐，但只要这些内容所传递的人文
知识恰恰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价值，那么它
一样具有存在的价值。毕竟，娱乐和广告
不是电视节目的唯一目的，人文精神缺失
的电视台是没有生命力的。换句话说，当
一家媒体失去了公信力，那么它所做的其
他一切都将失去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

《一本好书》等读书类节目涅槃重生、复现
荧屏是好事，它是喧嚣地带的一方净土、一
股清流，我们要关注并呵护它们。

在日前举办的首届上海网络文学周开幕式
上，专为网络文学而设立的新奖项天马文学奖
应运而生。这是上海市为鼓励广大网络作家创
作出更多反映时代、贴近生活的优秀网络文学
作品而专门设立的奖项，体现了政府和学界对
网络文学发展的重视和关心。

今年是中国网络文学走过的第 20 个年
头。过去 20 年，网络文学从无到有，从“非主
流”走向“主流”，从单一模式到如今走向市场、
形成产业，已经成为当下不可忽视的文化现
象。数据显示，2017年网络文学市场营收规模
129.2 亿元，同比增长 35.1%。截至 2017 年 12
月，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累计高达1647万部，出
版纸质图书6942部，改编电影累计1195部。改
编电视剧 1232 部，改编游戏 605 部，改编动漫
712部。而网络文学驻站创造者数量已达1400
万，签约量达68万。更为令人震撼的数据是：
随着移动互联的发展，到2018年，全国的网络
文学读者已突破4亿，占网民总量近49%。

网络文学的兴起不仅改变了国人的文化生
活，也在影响世界。最初中国网文被自发翻译主
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当地读者每天翻译追更。
近两年，北美地区兴起了一些个人网站众筹组织
译者翻译。如今网络文学“走出去”日趋系统成
规模。去年推出的“起点国际”上线作品超百部，
累计访问用户超400万，掀起强劲的“中国网文
风”，一些东方文化“术语”也成了热门讨论话
题。今年还将有数百部网文陆续翻译上线，并从
较为单一的英语扩至法、西、德等语种。

从内容方面来看，从1998年痞子蔡的第一
部网络文学作品《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始，到金
宇澄的《繁花》拿下茅盾文学奖，再到掀起收视
狂潮的《甄嬛传》《琅琊榜》等，网络文学以浩瀚
的作品体量、丰富的故事题材改变了中国当代
文学的发展格局，释放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然而，当下海量网络文学仍然存在质量参差不
齐的现象，一些网络文学创作者为了迎合受众，
一味追求低质媚俗的题材和充斥暴力的情节，
他们为了商业利益背弃文学信仰，不再精心打
磨文字而是追求日进斗金，如此有“量”无“质”
的网络文学只能败坏行业风气，阻碍行业长远
发展。

此次天马文学奖的设立从政府层面鼓励引
导网络文学能够更多关注现实题材、书写新时
代精神、弘扬正能量、推出更多精品力作。同
时，这个奖项也在提醒整个行业，作为当下流行
的一种文学样式，记录并创造新时代，网络文学
不能缺席。今年年底，基于阿耐的网络小说《大
江东去》改编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即将作为献
礼改革开放40年的作品登上电视荧屏，这部现
实题材的网络小说曾经让阿耐成为首个获得

“五个一工程奖”的网络作家。当时，这一事件
也曾引起业界高度关注，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网络文学跟传统文学和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
令人欣喜的是，在一些行业先锋的带动下，网络
文学中现实题材作品的比例正在升高，2017年
现 实 题 材 作 品 已 经 达 到 全 部 网 络 作 品 的
52.5%。

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手法来反映生活及历
史，是当代网络作家必修一课。相信在政府的
正确引导下，在行业先锋的带动下，网络文学界
必将完成一次自我蜕变，充分释放文化想象力
和文学创造力，助力文化产业焕发出更强大生
命力。

什么叫别人家的起跑线？就是你还
在谋划要不要买套北京海淀区的学区房，
别人已经打算送孩子去美国上比尔·盖
茨毕业的那所私立学校了。在国际上，北
美优质私立中小学“黄金级”测评标准
SSAT，对素质教育有着成熟的培养和测
评体系。其中，除了对孩子的学业能力进
行测试，还会对表达与实践能力、社会活
动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截至目前，SSAT为全球1200多所优
质中学提供着标准高效的素质教育测评

服务。目前，SSAT还在国内知名国际院
校升学录取考试以及各学期的阶段性测
评中，得到广泛应用。

现在，这套测试正在得到越来越多中
国家庭的重视。据 SSAT 首席测试研究
官刘惊华介绍，中国新一代家庭对国际化
素质教育的需求非常旺盛，报名考试的人
数增长迅猛。10月22日，SSAT还宣布与
中国在线教育机构 VIPKID 达成战略和
合作，今后将为其会员提供专属考位和中
文报名页面，并研发更适合中国孩子的系
列素质教育课程。

对于青睐此道的家长来说，不用再按
美国时间熬夜刷SSAT官网报名，在家就
能完成报名，当然是个好消息。但是美国
素质教育测试走俏，背后折射出海外留学
低龄化趋势，更值得关注。

《2017 中美国际教育白皮书》显示，

2016年，在高中就读的海外留学生中，有
29%的学生初中学业也是在海外完成，而
2012年这个比例仅为17%。初次留学平
均年龄越来越小，低龄化发展趋势明显。
如今，送不送孩子出国已经不是一个问
题，现在家长纠结的是什么时候送孩子出
国。低龄化留学，既增加家长的经济压
力，对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也是个大考
验。家长需要谨慎考虑。

但是换个角度想，SSAT也为中国教
育带来一个新参考系。近年来，随着教育
理念、教学手法的升级换代，从小培养孩
子的综合素养已成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
育的共识，素质教育因而备受推崇。当
前，中国的教育改革也重点强调了素质教
育，学校和培训机构都在积极转型，试图
从提升孩子思维能力、动手能力、综合素
质等方面，改变中国孩子更善于考试的

现象。
但是，这么多年的应试教育惯性思维

仍然占据重要位置，现有的教育体系对素
质教育究竟应该做哪些方面的改进，还在
探索中。家长追捧SSAT，一方面出于将
来送孩子读海外名校、跟杰出人士当校友
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可以做个参考，看
看到底应该让孩子具备哪些特质，才能适
应未来的定位。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优秀师资分配
不均现象依然明显，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差
距较大，语数外老师教学水平参差不齐，
音乐、体育、生物老师更是缺口极大。在
此背景下，互联网+教育扁平化、平等化
的特性，很适合在三四线城市推广，作为
教学的有益补充，帮助孩子提升综合素
养。也许有一天，在宁夏、新疆、西藏等偏
远地区，也能有不少孩子获益于此。

不久前，青海一区教育局明令防
止家校网络交流平台成“拍马屁群”引
起舆论热议。

孩子的事最牵动人心。作为家
长，细细回忆起来，孩子从幼儿园到小
学、中学，的确是在家长群的陪伴下一
天天长大。因为有了互联网和微信，
家长群才应运而生。家长群大大提高
了家校交流的效率。低年级时，每晚
家长群里会有课代表发布作业，避免
了孩子丢三落四、家长抓耳挠腮。请
假，就在群里发个简短报告，所有老师
都能看见，再也不用一一打电话和撰
写假条。学校组织活动，或有什么急
事，老师在群里一招呼，家长们不管身
在何方都能迅速知晓。家长群无论是
对学校还是家长而言，发挥的桥梁沟

通作用都功不可没。
但是，家长群也有不尽如人意的

地方。有些家长群味道不对、风气不
良。溢美的言辞、滥情的追捧，使群风
越来越浮夸功利、缺少真诚。常说人
生大舞台，舞台小社会。家长群也是
一个鲜活的小社会，折射当下的众
生。在老师、家长和孩子构成的这个
小社会里，老师起主导作用。老师的
一言一行，都会受到家长和孩子的极
大关注。家长之间、孩子之间在这个
生态群落中既互相帮助同时也处于竞
争关系。因此，可能老师的一个无意
之举，就会引得家长们一拥而上刷屏
点赞。作为老师，要清醒明了，家长群
是用来帮助孩子、督促家长的，不是自
己的点赞平台和表扬收集器。家长们
的一切高调赞美，落脚点都是为了自
己的孩子。所以老师对群中家长的评
价不必太上心。而且，真正的赞美从
来不在嘴上。老师平日给孩子的点滴
关怀和帮助，都在孩子心中慢慢地发
酵，老师授课的水准、对班级的付出，
每一位家长都心明眼亮。只是有的人

善于表达，更多的家长是把对老师的
敬重放在心里。

家长群关乎祖国的花朵，这个小
社会应该没有丛林法则，是编织爱、理
想和成长的净土。作为家长也必须懂
得，这个群是了解孩子和学校的窗口，
积极响应、礼貌回复是没错的，但不该
把它变成刻意展演自我的舞台，彰显
功利心的竞技场。因为你的过分褒
扬，破坏了家校互动的初衷——在交
流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为你的

“猛打猛冲”，让不少想给学校班级提
建议的家长踌躇不安，畏缩而退。家
长群里切中肯綮的真言、坦诚质朴的
心声越来越少，献诗讴歌的热烈场景
却不足为怪。

社会的浮躁功利不可能从家长群
完全根除，但脱虚向实、求正求真，应
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大多数老师最
期待的还是群里的家长能把老师说的
每一句话听进去，落实好，对孩子的学
习负起责来。所以，与其倾注热情务
虚，不如静下心来，为孩子分忧解难、
给老师建言献策。

喧嚣的荧屏
应容得下读书类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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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群该脱虚向实

□ 心 月

近日，在河南平顶山市区，一小区的欧式裸女洗浴
雕塑被刷上红色泳衣，经媒体报道后雕塑又被刷成全
白色，恢复了“全裸”状态。此前，这个小区内的一些大
爷大妈曾吐槽：雕塑一丝不挂不文明，还是“穿”了衣服
好看些。

小区水池里的欧式裸女雕塑，“穿”上件红底白点
的蔽体泳衣，大爷大妈们可能觉得不再“有碍观瞻”了，
可有点见识的居民便要不乐意了：安格尔的代表作

《泉》中举罐倒水的裸体少女，虽然身体袒露，其所体现
的则是像泉水般清澈纯洁的少女美，如此画蛇添足，岂
非把著名雕塑也搞成手机贴膜了？

实话实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确会时常体现于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对于小区里裸女雕塑“穿
衣”又“脱下”的滑稽一幕，有些自认为颇具艺术细胞的
看客，可能动辄就要拿年长者的“观念陈旧”说事；而我
却以为，居住小区毕竟不是艺术场馆，针对自己的生活
空间里，要不要设置这样的“高雅摆设”，住在其中的人
们，才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雕塑“被穿衣”，着实只
关文化传承，而无涉素养代沟。

覆在小区裸女雕塑身上的衣服“穿而复脱”，不等
于大爷大妈的吐槽肯定错了，或许只是老人们不想钻
牛角尖过于计较罢了。有网友就说，其实画上衣服也
可以称其为当代艺术，而没穿衣服的原件则未必是艺
术，至多只能叫作古董复制品。何况，就文化习俗来
说，雕塑属于艺术范畴，但摆放在公共场合，理应考虑
普通受众的审美理念。诚如有论者所指，“不穿衣服”
的雕塑是“艺术”，若是放错了位置，就不能高高在上，
一味讽刺其他人眼中的“低俗”之嫌。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理解了雕塑“被穿衣”背后
的文化差异，一些人就会放下某种“高雅优越感”，善于
想到求同存异的包容与换位。事实上，前几年央视新
闻频道报道在京展出的著名裸体雕塑“大卫·阿波罗”
时，以马赛克遮住雕塑的敏感部位，也曾引发过一阵热
议。此后，意大利驻华使馆的新闻官这样表示：央视或
是为保护比较敏感的观众群体，可以理解。瞧瞧，对裸
体雕塑视若寻常的外国人，都能有这种心态，我们又何
必热衷于争执怎样欣赏才属“正宗”呢？

河南平顶山的那个小区，或许是当地的一处“高档
小区”。但在“雕塑风波”传开之后，有人就设想，假如
当初把水池中的裸女雕塑换成假山亭台，也许就不会
有今天的争议之事了。这倒提醒了某些小区的设计建
造和物业管理者，“为业主服务”并非一句空话，不管大
的方面，还是小的细节，最好能多一点沟通和商量意
识，事先把意见征求做得更全更实些。不然的话，你道
裸女雕塑是“高大上”的时髦玩意，而在小区居民那里，
却成了胡乱堆砌的尴尬景致。

雕塑“被穿衣”

只关文化不涉素养

□ 司马童

素质教育越洋取经

□ 佘 颖

家长群应求正求真，

不该有丛林法则，为孩子

分忧解难、给老师建言献

策

到底让孩子具备哪些特

质，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

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手法

来反映生活及历史，是当代

网络作家必修一课

□ 赵凤兰

读书节目承载着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使命，它的价值无法用短期的利润、流量和收视率来衡量，

也无法将这一格调高雅的精神产品简单地量化和物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