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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进军网络大电影

◎瘦猪

阿里文学开启
全新 IP 培育模式
4月18日下午，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阿里文学在网络电
影开放合作大会上宣布正式进军网络电影领域。会上，
阿
里文学与阿里文娱集团旗下优酷、
阿里影业联合启动 HAO
计划，共同投入 10 亿资源赋能网络电影内容生产者。阿
里文学还宣布与芒果娱乐、
泰海影业达成项目合作，
阿里
文学合作及签约作品《西游摇滚记》、
《刑凶手札》将改编成
网络大电影。
本次发布会上，
阿里文学公布合作及签约作品《西游
摇滚记》、
《刑凶手札》、
《妙手小村医》、
《斗玉》、
《妄想书之
他来自记忆城》、
《西河口秘闻》在衍生方面的最新进展。
其中，知名作家马伯庸名作《西游摇滚记》将由芒果娱乐
改编成系列网络电影。另一部由 Sky 威天下创作的《刑
凶手札》将由泰海影业改编，打造成“中国版《神探夏洛
克》”
，
由电视剧导演沈严担任监制。据悉，
上述两部网络
电影均会在优酷独家播出。
活动现场的另一项重磅发布当属阿里文学联手优
酷、阿里影业共同推出的网络电影 HAO 计划，阿里文学
CEO 黎直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了“HAO”的由来：
“‘H’
代表给行业带来新的希望（Hope）‘
，A’
代表助力网络电影
这种新兴艺术（Art）形式，
‘O’代表开放（Open）的态度，三
方共同投入 10 亿资源赋能网络电影内容生产者，提供集
IP 衍生、项目融资、内容制作、电影宣发在内的全链路支
持。其中，
阿里文学将开放 IP 资源，
鼓励更多作家投入创
作，
提供创作环境、
内容扶持和知识产权保护。
”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
截至 2016 年 12 月，
我国网
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 3.33 亿。近几年，由网文 IP 改编的
影视作品成为文娱产业增长点。不过大多数网文平台仍
然依靠售卖版权获利，并没有深度参与到 IP 开发与衍生
中，
这也导致了衍生作品不断爆出剧情粗制滥造、
内容冒
名顶替等怪现象。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阿里文学推出全新 IP 培育模式，
在 IP 培育初期，
阿里文学将对内容进行定向培育，
并根据
IP 特点找到最为合适的衍生平台及合作伙伴，明确衍生
一体化的思路。在 IP 衍生期间，
阿里文学将与作者、
内容
提供商全程介入，
确保 IP 在改编、
制作、
宣发上的一致性，
实现内容价值最大化。阿里文学总编辑周运表示：
“阿里
文学希望同广大作家、内容生产商、衍生平台一起合作，
实现 IP 产业链上的共同繁荣。
”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电影明日上映
蓝精灵图书又添新品

明天，
萌系动画电影《蓝精灵：
寻找神秘村》即将在国
内全面上映：
蓝妹妹和好朋友聪聪、
笨笨和健健发现了神
秘地图，
充满好奇的他们将展开一场大冒险。他们要穿过
充满神奇生物的森林，
赶在万年反派格格巫之前找到
“神
秘的蓝精灵村庄”，同时也将揭开蓝精灵史上最大的秘
密。电影上映前夕，
接力出版社将陆续推出蓝精灵电影系
列图书及珍藏版系列漫画。
电影系列图书包含同名电影童话珍藏版、电影故事
悦读版 4 册和电影漫画版共 6 册图书。其中主打产品同
名电影童话珍藏版，集中围绕蓝妹妹寻求自我价值这一
点来展开故事情节。故事以蓝精灵发现新村庄、格格巫
研制成功新魔法蓝精灵故事独有的环节进行推进，宣扬
着伙伴间的团结协作、想尽办法克服困难等成长中必备
的性格养成。拼音认读书和电影漫画是对电影故事的延
续与再创作，带领读者探索电影外的神秘村庄。漫画延
续了蓝精灵一贯的品质，
着重培养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
发展孩子全面健康的人格，
并首次披露漫画背后故事，
让
读者深入了解蓝精灵的由来。
世界经典童书形象“蓝精灵”，问世已近 60 年。1986
年，
蓝精灵动画片在央视播出，
更是让
“蓝精灵”
有了中国
缘。接力出版社自 2008 年重金引进“蓝精灵”系列图书
后，已陆续出版“蓝精灵”系列图书上百种，设计漫画、图
画故事、
游戏等多个品类。丰富的
“蓝精灵”
图书品类，
使
中国读者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并选购这套 50 年长盛不
衰的比利时
“国宝级”
经典童书。 文/本报记者 刘净植

“推理迷的青春”
只要坚持写下去就会找到
《当且仅当雪是白的》一书讲述的是一起离奇的校园
谋杀案，这是 85 后推理作家陆秋槎自去年 3 月在午夜文
库出版第一部作品《元年春之祭》后的又一部长篇推理小
说。近日，新星出版社午夜文库为该书在京为该书举办
了读者分享会。
今年正好是“日本新本格 30 周年”，因此除了介绍这
本新作，
现场的另一重头戏是陆秋槎与著名推理译者、
作
者赵婧怡一起回顾自 1987 年起日本推理新本格初期的
代表作家和写作风格。陆秋槎认为，日本新本格的初期
风格就是“推理迷的青春”，如绫辻行人、有栖川有栖等，
首先都是狂热的推理迷，阅读了大量的日本和欧美的经
典作品，继而走上创作之路。他们在初期写作中常表现
出专注于推理、
反现实设定、
致敬名家名作等特点。随着
这些作者的写作日趋成熟，他们逐渐放弃了“青春时期”
的写作方式，
迎来转型。
对照中日两国原创推理的发展，陆秋槎表示：
“我们
可能在走日本新本格的老路。”在他看来，能坚持写下去
的推理创作者或许最终也将迎来成熟，找到适合自己的
写作风格，在部分作者的身上已经能看到这种转型的端
倪，
而新生代的作者又会开始他们的
“推理迷的青春”
，
并
呈现出更多元的繁荣。
文/本报记者 贺梦禹

北京有很多打着怀旧旗号的餐馆——虽然价钱一
点也不怀旧——橱窗里摆了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的，
甚至民国时期的器物。故意不擦掉污渍，坏了的也不
修，
与博物馆走的正是相反的路子，
尽量营造一种家的
氛围。谁家没有一点老物件呢？
小时候我笑过老妈，
她每次收拾屋，
总想扔掉些东
西，却总是舍不得扔，嘴里叨咕着“破家值万贯啊”，把
那些破烂归置好，整整齐齐。怪了，整整齐齐的破烂，
看上去并不像破烂。如今，
我不幸成为老妈第二，
连快
递纸箱都不扔，
当作垃圾筐。这个倒真的是破烂，
其他
零碎东西，细细打量一番，摩挲一番，竟成吉光片羽。
点点滴滴的往事，
静静栖息在这些物件上，
等你偶尔翻
出，
或慨叹或欣喜或遗憾。
前几日读高秉涵回忆录《回家的路》，柴静在序里
写高秉涵把母亲用过的胸针、不能用的眼镜和捣蒜的
钵子装在盒子里珍藏起来，
“不要问值不值得，价值观
的事是没有办法讨论的。我母亲的眼镜快风化了，值
得吗？那是我的宝。
”
看到这句话，
我心里忽然一动。
这天读到《珍物》里的《贵州蜡染布》，文章说黄永
松在贵州瑶族地区收集用古老技法制出的蜡染布，终
于寻到，是一个一百多岁的老太太在她八十多岁时做
的一块蜡染围裙。老太太却说什么也不肯卖。等黄永
松要走时才答应，却在裙边剪去一小块。老太太说，
“把（蜡染围裙的）身体给你，
灵魂留下来。
”
黄永玉当时
愣住，
感觉
“像被打了一棒”
。读到这儿，
我心一凛。
瑶族人相信万物有灵，
就算一块围裙，
也是有灵魂
的。我们大多数人相信，一件器物，经常使用，就会沾
上人气，与主人息息相关。老辈人不舍得看似无用的
旧物，
是他们一生养成的勤俭习惯所致，
他们分不清到
底是惜物还是惜情，因为，岁月早已将情融入物，用物
装载情了——那些不值钱的旧物，是给予生活的定情
之物。
真的就是这样。书里提及的器物五花八门，有古
董级的笔筒，
也有大街上随便捡来的铁丝，
后者竟然被
艺术家做成了艺术品。但绝大多数是你熟悉的，与你
以前曾使用过的并无二致。书中收录的都是作家导演
音乐家艺术家收藏家学者的文章，
在我看来，
他们至少
在对待旧物的心态上与我们一样，
普普通通。

《珍物》
《生活月刊》 编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年 1 月

《清纪晓岚题字紫檀笔筒》一文载，出
让笔筒的老人说，
“ 现在住的房子，没有暖
气，我九十多岁了，已经烧不动那个煤球炉
子。这个笔筒在纪家传了九代，我守了九
十年，守不下去了，惭愧。我只想住一间有
暖气的房子。”买了他人的传家之宝，作者
有些不忍，有些困惑，
“我买下笔筒，不知是
帮了老人，还是给老人、给纪家造成了永远
的痛。
”
这篇小文写作过程中，我时不时地抬
头看看书架顶部摆放的一个旧物。那是
2015 年春节，我从东北老家带回一座上海
产的三五牌座钟，它比我年龄还大，是父母
结婚的物件，现在已经老得走不动了。小
时候我虽然没像书里写的那样，把它拆得
七零八落，却也多次打开后盖，看着里面大
大小小环环相扣的齿轮入神。如果让我挑
选我的珍物，它必定是其中之一。实际上，
每个人的珍物绝不会是一两个，正如每个
人的一生中，必定“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
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
许多种类的酒”
。
纪晓岚曾说，我的图书器玩，日后散
落，他人得之曰，此纪昀故物，亦是佳话，何
所恨哉。好友董曲江不以为然，说他名心
尚在，此等器物，如花月山水偶与我相逢，
便为我有。迨云烟过眼，不复问谁家物矣，
何必镌号提名，为后人作计哉。说得纪昀
惭然叹服。于是他在笔筒上刻了“曲江非
我有名心”
。
我却以为翰林董元度实不解其中趣，
前人遗之，后人得之，把玩时便可与古人神
思相接，岂非多一层况味。一件器物，若没
了情感，没了念想，纵然价值连城，与阿堵
物又有何异。读读这本《珍物》吧，我敢打
赌，你一定会想起一些仅属于自己的记忆，
会重新翻开家里的储物柜，在那个平时不
注意的角落里，
重拾往日。

对异国漫不经心的抒情
《龙蛇北洋:〈泰晤士报〉民初政局观察记》一
书选译《泰晤士报》1912-1919 年对清末民初最
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大事件的报道，全景式地重
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画卷。
《泰晤士报》是一份日
报，其报道短平快，大都带有零星碎片的烙印，但
是阅读它的即时记录，对于中国人了解那段时期
的历史，还是大有裨益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它
也只能作为一种参照罢了，因为即便是局外国的
报道，
亦带着它的好恶与偏见。
本书译者为美国休斯敦大学电子工程硕士
方激，此前，方激还编译了《帝国回忆：
〈泰晤士
报〉晚清改革观察记》一书，该书选译了英国《泰
晤士报》1901－1911 年发表的关于清末改革的
一系列报道。在那段时期的报道里，读者可以看
见，
《泰晤士报》将清朝的衰败主要归咎于两个当
权人物——李鸿章和慈禧太后。
《泰晤士报》认
为，身为“走一步看一步”政策的化身的李鸿章，
自己把大清帝国拖到了毁灭和瓦解的边缘。李
鸿章没有改革倾向，并且是改革的阻止势力。而
慈禧太后虽后来被迫接受改革，
“ 由于深刻地意
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她最终接受了违反自己所有
专制之举和女性本能的改革主张”，但其作用也
不怎么明显。对于袁世凯，英国方面倒是寄予了
改革的厚望。说北京行政改革的实际起因，一定
要归功于袁世凯、肃亲王和其他卓越的进步人士
那充满智慧和勇气的开创之举。而实际上，清末
改革时，袁世凯是未能主政的，慈禧太后活着时
他没主政，慈禧太后死后，他又被皇族踢出权力
中心。
有人说：
“ 民初即北洋、北洋即袁某。”
《泰晤
士报》对中国民初几年的报道，大半是对袁世凯
及 其 所 代 表 的 北 洋 政 府 的 现 场 记 述 。 19121915 年，以袁世凯的主要政治活动为中心，涵盖
了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当上民国大总统、制
造宋教仁案、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龙蛇北洋:〈泰晤士报〉民初政局观察记》
方激 编译
重庆出版社 2017 年 3 月
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而维护了西藏主权，最后
因复辟帝制称帝而在众叛亲离中死去等重大历
史事件。在这一阶段的报道中，英国记者对袁世
凯同样不惜溢美之词，大有一以贯之的意味。袁
世凯去世后，该报是这样评价之的：
“袁世凯超越
了和自己同一时代的人，或许，荣禄是唯一的例
外。我们这么评论袁，是基于一个事实，他笃信
中华文明所赖以建立的伦理学，渴望维护在伦理
的基本传统中所不能割裂的连续性，从任何角度
而言，他都是一位极有建设性的政治家。每一项
令人向往的改革方案，立法、教育、整编军队、禁
止鸦片等等，都得到过他真诚的拥护和支持。”甚
至对其称帝这件事，该报都愿替死去的他作出合
理的解释：
“对于国家无法实行自治，对于靠着现
存的政治实体必将无法适应共和政体与制度，这

位已故的政治家从来没有任何怀疑。他确定无
疑地相信，实行帝制是使国家得以健全、完整的
唯一途径。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实际的角度出
发，单枪匹马地和南方的派系争辩……”您要是
觉得对袁世凯此种评价亦不为过的话，那您看看
他们对李鸿章的评价，就可读出明显的差距了。
《泰晤士报》此前说李鸿章“集卑劣与尔虞我诈之
道于一身”
。
或许，是因为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制定或推行
的政策有损英国利益吧，英国对李鸿章和慈禧太
后评价甚差，李鸿章还给《泰晤士报》写过一封谴
责鸦片贸易存在不公正的信。
《泰晤士报》对张之
洞人品的评价就相对好一些，至少刻薄度有所减
轻，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关系好的因素，张之洞曾
是亲英派的。
英国记者笔下充斥着英国的立场与偏见。
烟贩子英国人如此评价清朝的禁烟运动：
“ 不管
有多么独裁，多么热切，没有一个政府敢承诺以
直接的禁止和最严厉的惩罚，向一种延续已久的
旧习俗宣战。譬如说，在欧洲土地上盛行的酗酒
习俗，从某些层面上讲，甚至比吸食鸦片更加有
害，但即使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政府，都必须要
从这类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行不通的危险又
不切实际的措施中脱出身来，反而在软弱和腐败
上一向声名狼藉的清国中央政府，却敢于明目张
胆地强行执行它的计划。”吸食鸦片的危害能与
酗酒相提并论吗？他们关切的自然是与本国利
益息息相关的问题和事件，其余，那些在他们看
来无关痛痒的，他们写起来就轻松自如，甚至无
需怎么较真，
笔调中带着些许漫不经心的抒情。
虽说《泰晤士报》一直声称“独立地、客观地
报道事实”、
“报道发展中的历史”
,但亦有人评价
之：纵观其 200 多年的历史，可见该报的政治倾向
基本上是保守的，在历史上历次重大国内及国际
事务上支持英国政府的观点。

寻找自由的自我救赎之旅
《化学家》是斯蒂芬妮·梅尔的又一力作。斯
蒂芬妮因著有“暮光之城”系列小说而名声大噪。
“暮光之城”
小说讲述的是吸血鬼的故事。吸血鬼
吸人血，
人们一听到
“吸血鬼”
几个字，
便觉得不寒
而栗。但在斯蒂芬妮的小说《化学家》中，人比吸
血鬼更可怕。
本书的女主角是一名特工，为一个影子特工
机构工作，她的身份本就见不得光。她善用化学
品。各种化学品到了她的手里，就能化为比穿肠
毒药厉害百倍的审讯工具，真正体现了“真正的
天才是稀缺产品”这句话。就算是连死都不怕的
恐怖分子，遇见了她的化学品，也是毫无招架之
力，立即束手招供。按照她的话说，
“我夺走他们
身上任何引以为傲的东西，我可以令他们背叛自
己曾经的坚持。我是他们只在自己的噩梦中才
见过的怪物。
”
有一天，忽然祸从天降，她遭遇组织追杀，好
友被人暗害。为了保住性命，她只能亡命天涯。
她迫不得已，必须经常更换姓名，变换住所，甚至
是在睡觉的时候，都要使用各种装备来保护自
己，生怕会遭到突袭，可以说没过过一天的安生
日子。这种生活苦不堪言，
她希望改变。
幸好，在一对双胞胎兄弟的帮助下，她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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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迷雾，发现事情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他们三个人经过一路的腥风血雨，几经生死，终
于如愿以偿，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只是真相竟是
那般不堪，贪腐已经深入到最高层。吸血鬼是很

◎夏学杰

◎刘勇军

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人心。只为了一己私利，为
了保住名声，便对昔日的下属丝毫不留情面，狠
下杀手。
斯蒂芬妮·梅尔在《化学师》中描述了人性的
丑恶，位高权重之人视普通人的性命为草芥，由
此可见，权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对权力的欲
望，斯蒂芬妮用细腻的笔触，让我们看到了人性
的黑暗和丑陋。与此同时，斯蒂芬妮也歌颂了人
类善良的一面，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虽然弥漫着邪
恶的贪欲，令人作呕，却仍然能叫人看到希望，相
信这个世界依然美好，斯蒂芬妮描写了兄弟之
情，朋友之爱，又让我们看到相爱之人的不离不
弃，风雨相伴，而女主角为救同伴，万不得已绑架
人质，却仍然不愿意伤害无辜人命。善与恶的强
烈对比，衬托出人类的伟大，让我们知道，有些底
线是不能碰触的。
有人说，善良是这世上最高尚的美德。斯蒂
芬妮讲述了一个善恶对抗的故事，最后，善良战
胜了邪恶，我们的女主角也获得了最终的救赎。
斯蒂芬妮告诉我们，人有欲望不是坏事，却绝对
不可以失去制约。
佛语有云：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愿这世上
多一些善良、
淡泊，
少一些杀戮、
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