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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出版业越来越重视对传统文化童书

的选题开发，优秀的传统文化童书层出不穷。我

们也基于多年深耕学前教育出版领域的经验，探

索打造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目的，真正贴

近孩子、受孩子喜爱的系列产品。

招式一：结合实践找选题。遵循“认识从实

践中来”原则，我们调查了解到，目前在幼儿园

进行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实践活动多从

以下角度开展：一是中华经典类，例如《西游戏》

等经典民间故事、百家姓文化、戏曲表演等；二

是民间技艺类，如剪纸、编织、造纸术、泥塑等；

三是节日节气类，包括春节、端午、清明、中秋等

重大节日节气的习俗；四是家乡资源类，指向儿

童所在地域特有的风俗文化，如饮食文化、特产

等。综合考虑受孩子欢迎的程度、操作性和通用

性等因素，我们从中选择了以民间技艺和节日节

气作为选题切入口。

我们设想：能否将孩子较为喜欢的民间技艺

与传统节日节气相结合，通过丰富有趣的内容传

播传统文化的同时，满足孩子在语言、社会、科学、

艺术等领域的学习和发展？经过多重论证和思

考，我们从孩子的直接经验出发，敲定春节、清

明、端午、中秋四个传统节日，策划了“‘中华·传

统节’启智系列”产品，并根据出版时间进度将首

个产品确定为传承中秋佳节文化的《小皮影·大

月亮》。

招式二：产品形式找突破。确定了选题方向

后，需要考虑产品形态的问题。市面上关于传统

文化的童书有绘本、科普读物、儿童文学等形

式。除了图书本身，是否还有其他更能吸引孩

子、激发孩子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的形式？我们

将目光再一次投向孩子。多年来开发幼儿园课

程的经验告诉我们，有手工操作性并具有一定美

感、能够反复游戏的材料受孩子们偏爱。于是我

们将产品形式初步定位为精装绘本+操作材料的

盒子套装。

招式三：绘本画风有特色。我们邀请到中国

美术学院教授、非遗保护专家王其全担任该书顾

问，邀请教育经验丰富的作者撰写故事，在反复

商讨之后，决定创作一个在皮影王国里小皮影们

过中秋节的奇幻故事，并且将中秋传统节日习俗

和皮影非遗技艺特点融入其中。我们还邀请了

中国美术学院专门研究非遗保护的插画师为该

书绘制插图。插画师在创作小皮影人物形象时，

更是直接从传统皮影的外观中提炼元素，画面中

“白线”的运用就形象地体现了传统皮影的“镂

空”这一主要特征。该书还凭借精美插画入围第

十三届厦门国际动漫节“金海豚奖”。除了传统

特色的故事设定和绘画风格，故事环节中还融入

了月相变化、数学测量等科学小知识，便于家长

和老师在科学领域与孩子进行互动和延展，提高

了该书的知识含量。

招式四：操作材料有创意。操作材料设计

上，我们从皮影、月亮、中秋等关键词出发，结合

市面上常见的操作材料形式，罗列了一系列适合

孩子操作的材料，再进行反复论证。我们还邀请

了高校玩具设计专业的老师以及多年专注于文

创产品开发的公司共同参与材料研发。

反复论证、比较、几易其稿之后，我们最终将

材料确定为反映皮影技艺的“皮影舞台”和具有

空气动力学原理的“旋转月宫”。两套材料在设

计上兼顾了中秋和皮影这两大传统元素，并且有

较强操作性。“皮影舞台”拼搭完之后，孩子可以

通过操控小皮影进行故事表演，深刻感受皮影技

艺的魅力，并且发展语言表达能力和表演能力。

“旋转月宫”材料独特的产品效果让初见到它的

读者都眼前一亮，促使读者产生购买的欲望和冲

动。我们在开发同时还为“旋转月宫”材料申请

了专利。

招式五：渠道定位求精准。针对该系列产品

形态和定价方式，我们在前期就确定了线上渠道

为主、线下渠道辅助推进的模式，并将线上发行

渠道重点放在中盘与公众号上。这样的销售渠

道可以帮助我们更精准地定位读者，产生较好的

销售效果。在研发过程的每一重要阶段，如绘本

草稿绘制完成、配套材料打样完成等节点，我们

都积极与线上渠道等接触，保持线上渠道对产品

的持续关注，并通过沟通获得改进意见。在产品

推出之后，我们集中力量加大宣传力度，迅速得

到了线上渠道积极的反馈。

线下渠道方面，我们与全国各地的绘本馆合

作，结合产品为绘本馆量身打造适合在中秋节开

展的活动，并特别制作儿童手工“小皮影”，配合

绘本馆活动的开展。线下活动获得了各家绘本

馆的高度认可，甚至还有家长询问是否可以单独

采购“小皮影”，足见大家对该套产品的认可和

喜爱。

该套产品能够得到迅速关注和回应，重要原

因之一是我们在展示图书时，重点采用了直观、

动态的视频，展示最能打动消费者的地方。除了

常规详情页外，我们针对该套图书最大的亮点

——配套材料拍摄了制作过程、使用效果并进行

精心剪辑，使读者通过小视频即刻捕捉到产品独

特之处。数字化图书展现方式在渠道开拓上发

挥了不小作用。

今年10月7日公布的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授

予了詹妮弗·杜德纳和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以表

彰她们在“凭借开发基因组编辑方法”方面作出的

贡献。中译出版社出版的“英国科学经典读物”丛

书中，为读者“破解基因密码”的《生物的奥秘》对这

两位科学家正有所介绍。此外，《化学的奥秘》作者

本·斯蒂尔曾于2016年获得物理突破奖，书中所介

绍的化学元素发现者，也有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以“前瞻性”眼光，从科学经典中启发探索。编

辑初拿到该选题时，就被书中的前沿科技吸引。无

论是数学中的谷歌页面排序、关于计算机逻辑系统

的德摩根定律，还是物理中的开普勒第一定律与地

球免受太阳风冲击的关系；无论是化学领域的未来

元素、新化学物质和新材料的发现，还是生物领域

的 CRISPR—Cas9 系统或复活 DNA，都可以在书

中找到答案。

虽然国内少儿科普图书市场高速增长，但全球

的先进科技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除了将方程、原

理等已然存在的科普知识按学科进行梳理，“英国

科学经典读物”丛书还介绍了这些基础的原理与公

式、元素与技术对现今生活的指导，以及未来科技

的发展趋势。我们相信，该套具有

前瞻性的科普读物，可以鼓舞、启发

小读者回味经典的同时探索未来。

以读者需求为根本，对引进书

进行“本土化改造”。在引进该丛书

过程中，我们在保留英国理科教育

思维的基础上，对标中国理科教育

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根据中国理

科教育的学科定位和中国青少年的

阅读需求，编辑将原书内容进行了

拆分，并重新设计了书名。原版书

书名直译过来是《方程的奥秘》《元素周期表的奥秘》《基因的奥

秘》，在对中小学课标进行认真分析并调研了家长的购买需求

后，我们将《方程的奥秘》按照数学方程和物理方程拆分成两册，

同时各册的主书名也对应“数理化生”四个学科，每本书都有十

几个及以上对应小学科学或中学理科学习的知识点。

以妙趣横生的笔触，褪去数理化生“晦涩的外衣”。“数理化

生”一直是中国青少年家长的教育“痛点”。中国学生的理科学

习普遍呈现出思维“应试化”、记忆“机械化”。该套丛书《数学的

奥秘》《物理的奥秘》《化学的奥秘》《生物的奥秘》分别介绍了29

个数学方程、21个物理方程、118个化学元素与12个基因知识，

并配有共计650余幅精美插图。作者均为英国科学领域的权威

学者、教授，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以生动活泼的叙述方式和全新的

视角，启迪学生快乐地探索科学奥秘，让原本令人生畏的理科知

识变得像小说一样有趣易读。

例如，《数学的奥秘》《物理的奥秘》作者理查德·科克伦是一

位极具创新精神的作家、教育家，他认为“数学家使用的符号犹

如音乐家的乐谱符号，可以简洁、明晰地传递信息”“物理方程可

视为小型机器，推演运算原理就是弄清每一个零件如何运转”，

致力于用简朴的语言和直观的图像来解释一般性的数学、物理

概念，并构建起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对话。他将方程的各项内

容逐一拆开讲解，并在每个方程故事落下尾声时留下启发式思

考。此外，书中均穿插了相关的背景故事，如科学家之间的逸闻

趣事、历史上著名的学术争辩等。

值得一提的是，该系列中的《大脑的奥秘》《语言的奥秘》《人体

的奥秘》等也在编辑加工阶段，不久后将与读者见面。

10月25日，由故宫出版社、紫禁太和、葫芦弟

弟联合推出的立体书《大宋风华：立体〈清明上河

图〉》在故宫博物院外东华门 99 号院线上发布，

引发专家、学者及读者的高度兴趣。同时，套装

也在网上引发轰动效应，众筹上线22天，金额突

破210万元，继立体书《打开故宫》后再度引爆国

内书市。

立体书预售获万人关注

3秒钟，早鸟售罄；1分钟，众筹目标达成；1天

内，众筹金额超20万元；众筹上线22天，获得了

近万人关注，众筹金额突破 210 万元。10 月 24

日，在文化创意众筹社区摩点上，《大宋风华：立

体〈清明上河图〉》完成了首发众筹。火爆异常的

认筹数字，显示出读者的热情。对此，出版方早

有预期。福建葫芦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表示：“中国书画巨制的强IP，加上新颖的立体

结构，该书使得国人熟悉的《清明上河图》‘活’了

起来。”在传统文化出版物上深耕多年，曾成功打

造《打开故宫》《故宫的四季》等爆款立体书的福

建葫芦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响应故宫出版

社、紫禁太和的合作号召，三方共同推出《大宋风

华：立体〈清明上河图〉》套装。

据悉，《清明上河图》立体书套装，以故宫博

物院收藏的文物藏品《清明上河图》为主题进行

设计研发，由《大宋风华：立体〈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面面观》和“收藏级高清《清明上

河图》拼图”三部分构成。全书以五米的巨幅、原

作比例、精准还原《清明上河图》内容的立体版图

书。采用经折装的形式，以原作最为精彩的三个

段落虹桥、市井、城门楼作为展示核心，并放大立

体呈现船舶、牛车、露井、医馆、说书、轿子六个细

节，给观者以身临其境之感。此外，立体书中还

设计了诸多互动机关，增强了“人在画中游”的观

赏体验。

该套立体书有多精巧？从其手工工序和拼

装工时可见一斑。中国纸艺大师王伟，耗时6年

精心设计了该套书的立体结构。“书中包含三大

盛世主景+六小群生像，由故宫出版社专家团队

指导审校。而其立体书打造，需要经过1000道手

工工序，耗费1440小时手工拼装，以达到精准复

刻馆藏原画，立体书＋图书＋拼图三卷合一的效

果。”王伟说。

追求真实还原原画

宋朝的社会、经济、科技、法政均达到了相当

的文明程度，贩夫走卒、轿中贵妇、算命先生，各

色人等衣冠有异，忙闲不一。将平面的画二次

创作成立体的书非常困难。据王伟介绍，书中有

一幕牛车进城的画面，原画车上有一处不是很明

晰，王伟曾推测是车上的货物，但向多位专家请

教后，确定车头堆放的不是货物，而是一道宋制

车门，就将这一细节立体还原出来。为了把一个

个人物“立体”呈现，被挡的半边身体，作者也下

了不少功夫补全。这样的例子在整个创作历程

中不胜枚举。

上千次错误尝试

在设计研发立体书的过程中，王伟参考了由

故宫出版社提供的众多《清明上河图》相关资料，

尽量在原画基础上不做任何绘画方面的再创作，

保证最高还原度。值得一提的是，创作中，故宫博

物院相关学者的专业指导，使其对细节部分进行

了更加贴合原作的调整。在为期6年的创作中，作

者不断同专家们探讨、分析，经历了上千次这样修

改。立体书的插件细节不断推敲，牛车的配件细

绳就筛选十余种材质。2014年初代设计封面是米

黄色，考虑到存取方便和美观度问题，开启了漫长

的改版历程。中间还经历了蓝版、盒装、绿版雏形

等等，到最后正式发行已经是第6版。

孵化全新“国潮IP”

作为发行方，福建葫芦文化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已经有发行打造热门立体书爆款的经历。

特别是今年图书行业最热门书籍之一的《打开

故宫》，全长 3.2 米，大小零部件数百个，全部采

用全手工粘贴与制作，上市 100 天销售码洋破

亿，创下中国童书销售新纪录。《大宋风华：立体

〈清明上河图〉》套装的众筹成功，再度验证了

“立体书”这一全新品类书籍的兴起，也表明国

内文创企业在“国潮 IP”开发中浪潮中获得又

一突破。

5招助传统文化产品竞争力凸显
■王 华 张曲如（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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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书《清明上河图》再度引爆市场
“国潮IP”孵化幕后揭秘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林 致

绘本+展览联动 艺术家杨洋为小朋友送上温情“童话”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0月24日，由中信出版集团、中信书店主办的“杨洋的童话”艺术展暨“魔球星系”新书

发布会在中信书店·启皓大厦店举行。杨洋出身于艺术世家，自幼擅长绘画。她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油

画、版画、水彩画等方面的成绩引人瞩目。凭着长期以来对科幻与文学的热爱，杨洋创作出一套唯美的温情科幻绘

本，给孩子们讲述神奇的“魔球星系”故事。作为该套绘本的策划出版人，活动现场，杨洋的多年好友、中信美术馆

馆长曾孜荣为大家解读了绘本的立意。他提到，“魔球星系”是关于爱和驯养的美丽童话，堪比《小王子》一般温情

动人。作为有着科幻色彩的童话，书中背景和情节设定离不开硬核的科学知识。为了严谨性，杨洋创作时特地请

教了她的好友空间物理学博士谢伦。杨洋的画作清新而纯净，常被做成文具等商品上的图案。凌美中国总经理曾

红荔也分享了与杨洋合作的点滴。杨洋作品的资深藏家潘茜则讲述了她和著名歌手老狼夫妻俩从初见杨洋画作

到与杨洋结为好友的故事。

杨洋的画作中常常充满生机盎然的植物，让人心生向往。杨洋在活动中讲述了其中缘由。原来，她小时候曾

跟随父亲在植物园生活过，无忧无虑与植物为伴的生活在她心中埋下一粒种子，最终生根发芽。据了解，“魔球星

系”是中信美术馆倾力打造的“艺术家绘本”之一。与新书发布会同期开启的“杨洋的童话”艺术展，将艺术展览和

绘本结合，离开高高在上的美术馆，走进身边的书店，是一次全新的跨界尝试。艺术展不仅陈列了“魔球星系”绘

本、花艺相关图书，还有杨洋的限量签名版画和童话系列地毯。 （张）

??

西游故事本身是很惊心动魄的，也很有意思，吴承恩版

本对大人来说没什么阅读障碍，但小孩读起来还是不够清

晰；有了阅读障碍，有趣部分就凸显不出来。而市面上部分

儿童版《西游记》往往以情节为主，有点像缩水版，损失了文

学性上的细节。

《给孩子的西游记》对趣味性和通俗性的平衡，是其主要

优势之一。作者孙智正本身是经验丰富的文学写作者，他的

作品叙述往往简洁凝练，没有赘余和浮夸的矫饰。同时，作

为一名父亲和曾经的少儿杂志编辑，他知道什么样的语言是

孩子喜欢和需要的。

该书内容体量较大，越做发现难度越大，我们也越来越

理解作者。拿到稿件，单单格式修改就花费数周。校改前，

我们先看了吴承恩版的《西游记》，校改时又边校边看，整套

书做完，至少读了三遍原著。校改过程中，又完整读了两三

遍该书原稿，修改作者及其他老师的意见，又翻过好多遍。

经常改几个细节，全书检查一遍就是一周。编完以后的稿件

堆在桌上得有半米高。该套书打磨过程耗时一年多，除了与

原著的对读、编校，还得与插画师沟通，因为该随书配了西游

人物的长卷。长卷上画哪些人物，该怎么画，这些都得考

虑。所幸插画师非常好沟通，我们列的参考内容不算详细，

他基本都画到位了。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该套书是没有详

目的，几乎都是小标题形式。这从文学角度来说很有行进

感，孩子一节节读也不吃力。但这样的形式却可能不符合家

长对名著类产品的期待。为了能够两全，最后我和作者商

量，根据故事内容拟了稍微详细一点的目录，对各个小节进

行归纳。成书时，这个详目某种意义上也是把《西游记》的章

回名翻写了一遍。

想要做出孩子爱读的版本，最重要的还是用孩子爱读的

语言，甚至目录的语言，作者都花了很多心思，改写成了孩子

的语言。由知名画师撒旦君创作的一米长人物画卷，成品效

果也非常好。画卷纯手绘，精细以外还诙谐逗趣，生动地将

人物神态呈现纸上。另外我们还做了涂色卡，让孩子可以边

读边玩。

该书排版也为孩子“量身定制”。我们选择适合孩子阅

读的板式，并对诗词引文做了特殊格式，清晰凸显，还对冷僻

字做了注释。另外一个大招是我们将该书全本录制了总长

121小时的有声书，年底前随书免费附赠。该书适合小学四

年级到初二学龄段的孩子阅读，低年龄孩子是可以直接听有

声书。

在营销推广时，基于该套书定位，我们判断会购买该书

的主要还是父母群体，传统媒体的信任度会很高，所以联系

了大量媒体做书籍的推荐，南方人物周刊、新民周刊、读书

俱乐部广播等等数十家媒体都有报道。我们还在千人家长

群做了该书的讲解和介绍，也有做一些新方式的传播，比如

邀请作者做线上微信群分享活动。目前，该套书销售情况

良好，并且已经加印。

在吴承恩版本之前，西游故事就早已流传了，熟悉中国

古代文学的应该都知道，中国古代的长篇小说有几个基本特

点，一是世代累积，最后出现一个人把它攒成一个相对集中

的“作品”；一是受佛经影响，形式上很多都是把小故事串

在一起。《西游记》这个IP太大了，怎样从里面取出一环都

可以形成产品。《给孩子的西游记》做的事情，是基于纸面

的，因此首选是基于语言的。作者孙智正用语言的现代化

展现了一个更清晰更活泼的版本。作者是把这个当文学作

品来创作的，而不是“给孩子的缩写版”。在开放、轻松的风

格中，把活力保留下来，也不去强行说教。

《给孩子的西游记》平衡趣味性和通俗性，兼顾文学性
■ZEN、3步（浪花朵朵童书）

（上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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