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本版编辑：孙夏
E-mail：949946126@qq.com

排版：姚志英
2020年9月8日 星期二 第2655期

懒人听书独家上线《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有声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月5日，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节盛大开幕，全球现象级畅销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

山》有声书独家发布仪式在14号馆数字出版体验区举行，作为本届图书节的重磅内容之一，该活动由有声阅读

平台懒人听书和新经典文化联合举办。新经典文化副总裁黎遥、新经典纸质书主编吕宗蕾、懒人听书总编辑刘

灿等出席发布仪式。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有声书由资深演播艺术家阎萌萌演绎，新经典有声团队倾力打造，品质堪称“耳蜗

里的电视剧”。懒人听书与新经典文化围绕全球畅销作品的纸声联动，引发业内对纸声融合出版的思考，此前，

双方已成功合作上线《百年孤独》有声书、三毛作品有声系列，帮助经典文学、畅销作品通过音频载体触及更广

泛的读者群体。

《你当像鸟飞向你的山》是美国历史学者塔拉·韦斯特弗的自传体处女作。作为教育改变人生的极端案例，

该书在美国引发轰动，连续80周蝉联《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TOP1，随后热销37国。国内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于2019年10月引进该书中文版，上市100天突破百万发行量，创造新经典出版历史。截至目前，纸质书销量突

破150万册。

该书中文有声书由演播艺术家阎萌萌演播，作品中，阎萌萌化身29岁的塔拉，一步步来到爱达荷州巴科峰

脚下，从童年开始娓娓道来，展开一个女孩子的成长经历，与听友一同经历、一同成长。

懒人听书于今年8月获得该书有声版的独家首发权，《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有声书自8月21日上线懒人听

书以来，获得广大听友的一致好评，更多人通过听书听见这个故事。 （晓雪）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北京市人民政府指导，中共

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中国音像与数

字出版协会、中共北京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办公室、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4届中国

“网络文学+”大会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

交易中心举行。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本届大会

所有现场活动严格执行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所有人员采取预约登记、现场核实的方式进场。

经过3年沉淀，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已成为网

络文学圈的文化盛事以及促进中国网络文学迈向

“高峰”的标志性盛会。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第4届中国“网络文学+”

大会坚持建设和发展、管理、引导并重，守正创新、稳

中求进、务求实效，为引导网络文学精品创作、促进

网络文学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积极搭建平台，提供重

要支持。

持续开发IP价值

第 4 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以“讲好中国故

事，传递时代声音”为主题的高峰论坛为起点，通过

“1+4+N”场论坛共同交流探讨业内发展新动向。阅

文集团首席执行官、腾讯集团副总裁兼腾讯影业首

席执行官程武表示，推动文学IP跨领域开发是目前

网文产业的重中之重。写出一个好故事只是开始，

重头戏在于如何利用当下多种传播载体，在内容与

技术的双重驱动下，突破其文字呈现，将故事讲得深

入人心。 文学、动漫、影视、游戏等都可以丰富故事

呈现的方式，是放大其IP价值的手段，阅文正在推动

这些业务共生共融。

爱奇艺首席内容官、专业内容业务群总裁王晓

晖表示，网络文学作为IP链条的源头，文学与影视具

有天然的契合基因。 2020年8月爱奇艺启动“云腾

计划+”以爱奇艺文学源源不断的原创作品为蓝本，

充分挖掘优质IP，持续开发出更多高品质的影视作

品。同时基于技术创新、内容创意，打通网络文娱上

下游，构建持续孵化好内容的生态和健康的网络文

艺商业模式。

百度副总裁互动文娱平台总负责人曹晓冬表

示，今年疫情肆虐，宏观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千万网

文创作者和他们所代表的新经济创造力，将沿着“网

络文学+”的模式，继续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

品，为下游的文创行业提供优质IP。网络文学行业

直接和间接创造的价值是重启经济的活力，也是立

足国内大循环、促进“双循环”的重要驱动力。

网络文学市场规模稳步增长

本届“网络文学+”大会开幕式上，中国音像与数

字出版协会第一副理事长张毅君发布了《2019中国

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报告分别从政策引导、市场发

展、内容创作、作者培育、未来展望5个维度展开。

报告显示，在政策引导篇，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学出版管理的通知》，规范

网络文学行业秩序，推动网络文学繁荣健康发展。

在网络文学出海方面，主要模式为翻译出海，输出作

品数量达3452部。

在市场发展篇，2019年，网络文学行业市场规模

达到 201.7 亿元，同比增长 26.6%，版权营收持续提

升，推动市场规模平稳增长。

在内容创作篇，2019年网络文字作品累计规模

稳定增长，达2590.1万部。作品平均创作周期近一

年，都市职场题材年度点击量为 Top1，现实类题材

占比53.8%。2019年 IP新改编数量共9656部，现实

题材IP改编备受青睐。

在作者培育篇，2019年，中国网络文学作者数量

达到1936万人，签约作者数量达77万。其中女性作

者数量提升较快，学历主要集中在大学本专科，地域

上重点分布在二三线城市；在年龄分布上，90后年轻

作者占比达44.6%，新人渐成主力。报告还显示，网

文作者日均创作4.5小时，平均月收入5133.7元。

在未来展望篇，政策引领网络文学的发展将更

为规范有序，各企业加大主题出版和精品力作的支

持力度，更加注重 IP 泛娱乐产业链的布局，优质 IP

将以多种方式通过不同场景呈现给读者，使其价值

最优化、最大化。

科技元素丰富互动体验

“IP嘉年华”是历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的保

留环节，本届嘉年华共有22家参展单位参展。

走进本届“网络文学+”大会的活动展馆，各具特

色、主题鲜明的企业展区令人应接不暇。阅文集团

展区从“生态”思路出发，结构以“翅膀”寓意引领未

来，以“树”寓意蓬勃发展。通过科技的表现手法，高

低错落的海报展示，使展区整体线条明朗。今日头

条旗下网文平台番茄小说以橙色为主基调，弧线形

的线条设计，将 300 平方米的展位打造成“灵感制造

空间”。

因为有科技元素的加入，为参会者带来了丰富

的互动体验。在VR魔方展区，虚幻与现实的融合、

科技与机械的碰撞。观众通过体验《剑与魔法》《星

战风暴》《致命火力》3款游戏，在不断死亡和重新开

始之中感受游戏的快感。

今年掌阅科技获百度7亿投资，加入“百度系”，

此届“网络文学+”大会，掌阅与百度小说、纵横文学、

七猫免费小说首次深度联合参展，共同推出“百度AI

阅读主题公园”。主题公园内的智能体验区，观众能

够与小度机器人交流互动。隔音房内增设录音设

备，观众可选择为书中片段配音。同时，掌阅iReader

彩绘屏阅读器也为观众带来了全新体验。

本次大会“IP嘉年华”主办方展台《重启剑客江

湖》由致力打破艺术与科技边界的奇妙能力实验室

全新打造，以古风水墨画为整体视觉风格，选取来自

《将夜》《九州缥缈录》《庆余年》《剑王朝》4部网络文

学作品中的IP元素融入游戏，通过体感交互装置让

观众和静态的IP互动起来。

优秀作品“C”位出道

第四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优秀作品展，系统

展出本次大会专家团从近期上万部网络文学作品评

审出的60部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包括有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题材优秀作品22部、脱贫攻坚题材优秀作品

4部、其他现实题材优秀作品17部、多元题材优秀作

品17部。

作品展特设6块彩色展板、4K数字大屏和多块

小屏，将60部优秀作品以展板、宣传片和故事片等多

种形式跨屏联动。通过优秀作品展出，与大会的IP

集市联动，切实突出了大会坚持建设和发展、管理与

引导并重，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务求实效的精神，为

引导网络文学精品创作、促进网络文学产业健康有

序发展积极搭建展示平台。

作品展总展面积为288平方米。外观设计取自

“中国”英文China的首字母C，C型开放结构寓意文

化自信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展览中间

为O型绿色草坪，代表文学扎根于大地的现实追求，

同时契合网络文学Online的首字母O，展现文学与

数字时代的融合特征。作品展同时设有L型纸艺造

型座椅，取自“文学”英文Literature，寓意书香人文，

同时也为与会嘉宾观众交流和休息提供便利。此次

作品展为户外展，顶部特采用镂空设计，将大会主题

“网映时代、文谱华章”投映于地面。展览通过内容

和外形的独特设计，让观众在光影互动中流连忘返。

今年初以来，网络文学依旧保持快速的增长。

“网络文学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力军’，是深受

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化消费‘新潮流’，是发展数字内

容产业的‘活力源’，是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轻骑

兵’。”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飞进在开幕式致

辞中这样评价网络文学。他表示，中国“网络文学+”

大会三年来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特别是在今年新冠

肺炎疫情冲击面前，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数字内容

产业“C位出道”、逆势上扬，网络文学迎来了新的发

展契机，也肩负着更大的使命任务。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月5日，由中国出

版协会、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国新闻出版

传媒集团、北京市贸促会、中国会展经济研究

会联合主办的2020中国数字出版创新论坛在

京举行。作为第15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

产业博览会的重点活动，本次论坛以“数字传

承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为主题，提高数字出

版原创能力，培育发展新型出版业态，推动以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应

用科技，与内容、教育、渠道、资本、营销、多业

的融合发展，为传统出版行业带来数字经济产

业新消费、新赋能。

伴随着移动终端 5G 技术的逐渐普及，自

2010 年以来，中国人均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

率、手机阅读接触率等指标增长较快。据

《2019 年中国数字阅读市场研究报告》显示，

2019年我国人均阅读量达7.99本，纸质书4.67

本、电子书3.32本。2019 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

规模达7.4亿人，市场规模达204.8亿元。5G数

字出版成为大势所趋。

2020（第四届）中国数字出版创新论坛是

2020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北京

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的主论坛之一，旨在面向

国内外出版业、电子商务界、版权界、互联网教育界普

及最新数字化科技应用和成功的知识服务商务模式，

加强各业界人士对具有代表性的数字出版行业加深了

解和认识。

本届论坛包括：主旨报告、焦点访谈、决策者论坛、

数字化技术应用论坛、数字出版高管培训、品牌展示、

出版融合创新案例推广7个板块。内容覆盖全球数字

化时代的数字出版创新、传输和出版以及高质量数字

出版发展新趋势、数字出版智能大数据的核心价值、人

工智能技术在内容编纂上的应用、5G背景下出版和发

行新趋势等多个话题。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出席论坛并作

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出版强国建设》主旨报告。

他指出：“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技术革命的日新月异，

数字革命推动了我们出版传媒业态的不断变化，人类的

知识生产和传播也正处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数字出

版是未来大数据和智能化出版的关键环节，各科技出版

单位要充分挖掘出版与5G视频商业领域大经济潜力，

在内容资源转化、产品形式确立、业务模式探索方面进

行积极而有效的创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字创新、传输和出版”教席

主持人（首席教席），法国“人类科学研究基金”副主席

茜斯莲娜·阿兹玛赫以视频形式作了“全球数字化时代

的数字出版创新、传输和出版”报告，从数字出版尤其

是其革新的角度，提出全球语境化的问题，并将以法国

的出版市场的现状为例，探讨世界范围内的数字出版

的创新问题。

本次论坛最大的亮点来自“焦点访谈”对话栏目。

多位出版界专家携数字出版产业、新媒体渠道大伽现

场畅谈“出版与5G视频商业领域大经济”、“出版与直

播带货的利与弊”话题，为出版业与数字产业融合发

展起到了引领作用。同时，论坛线上直播课程部分在

9 月7~13 日举行，主要面向出版、科技、文化和媒体等

各界人士。 （晓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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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月6日，由中国出

版协会、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国新闻出版传

媒集团、北京市贸促会、首都版权协会联合主

办，以“5G时代的全媒体版权经济”为主题的首

届中国国际版权服务大会在京举行。北京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王野霏，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马国仓，中国出

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建国出席论坛

并发表致辞。安徽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民，中华出版促进会副会长陈垠，首都版权协

会常务副理事长韩志宇，北京新华连锁有限公

司品牌顾问刘明清等参会。本次大会就数字时

代的版权保护核心议题展开，分设版权与未来

出版、版权应用与保护（国际化）板块。内容覆

盖高品质文化产品展示，高附加值文化服务提

供以及智能产权技术分享等。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出席大会并作

题为《版权经济的核心价值》主旨报告。该报告

手稿，作为版权著作臻品被人民日报人民数据

研究院收藏。

同时，大会还举办了2020年度全国出版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启动仪式。柳斌杰，刘建国，

马国仓，北京市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朱家

亮，张伯驹潘素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楼开肇

共同启动“天工之星”全国出版业文化创意设

计大赛。大赛主题“创意设计见证进步，巧夺

天工赢得未来”，计划每年度举办一次，希望通

过组织赛事和品牌活动，广泛挖掘文化创意领

域具有成长性的人才和项目，聚合并引领金融

资本发现创意、鼓励创新、支持创业，有效促进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推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努力营造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的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氛围。 （穆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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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推动网络文学精品创作、行业交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已成功举办3届。9月4日~6日举办的第4

届“网络文学+”大会以“网映时代，文谱华章”为主题，以文学科技共生、趣味互动体验、精品IP展示、跨界融合发展为亮点，搭建出立

足北京、面向全国的网络文学创作交流、IP推介转化平台，助力网络文学产业快车道发展。

网文出海新动作“中国网文联合出海计划”启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月6日，第4届中国“网

络文学+”大会“网络文学走出去”论坛在京举行。推

文科技联合国内100家重点文学网站及知名作家，共

同推出网络文学出海开放平台“推文出海网”，同时，

“中国网文联合出海计划”正式启动，未来一年将有1

万部中文作品通过该计划翻译出海。

据悉，“中国网文联合出海计划”通过设立网文

翻译资助金、设立阶梯奖励扶持基金、中国作家出

海创作奖金等方式，鼓励内容创新实验、鼓励本土

新类型探索，共同扩大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的海外用

户规模。该计划依托“推文出海网”人工智能翻译

和分发系统，集中解决网络文学作品翻译难、出海

渠道少等问题，实现中国优质网络文学作品的全球

数字出版。

互联网市场调研机构艾瑞咨询发布的《2020年

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研究报告》称，“网络文学出海呈

现了百花齐放、势如破竹的局面，人工智能加速网络

文学出海规模化，助力好故事全球传播，中国网文迈

入规模化出海新时代。”

据悉，推文科技近日宣布已完成NBT资本的数

千万元人民币A+轮融资。去年底，推文科技还获得

数千万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投资方包括连尚网络、

喜马拉雅和联想之星。两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迭代AI

翻译技术、推动网文作者定制写作计划、推动网文翻

译规模化。

推文科技成立于2017年11月，是一个提供AI解

决方案的网文出海开放平台，创始团队成员来自微

软、谷歌、亚马逊、百度、译言等公司。为了提高网文

翻译效率、降低翻译成本，推文科技自主研发了网络

文学AI翻译系统，能够全自动监测、抓取、翻译和发

布获得版权的中文小说，可使行业效率提高3600倍，

成本降低到原来的1%。 （晓 雪）

方正智能审校神器助力出版业提质增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019年12月31日，方正

电子精心研发与打磨的智能审校产品——方正智能

辅助审校系统正式推出。产品从内容领域、应用场

景等角度对内容审校进行业务分析和技术研究，通

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进行汉语依存关系分析并建

立语言模型，通过大数据算法对海量语料进行处理

并提炼文本特征，帮助编辑人员解决稿件编审中常

见的如字词、体例及引文等方面的问题，让编辑集

中精力在学术、内容本身，实现出版规模和质量同

步提升。

目前，方正智能审校除原有的逻辑检查、字词检

查、敏感词检查等功能外，又新增了用户迫切需要的

领导人姓名排序检查、译文检查、参考文献序号及参

见落空检查等较为完备的审校功能，同时兼容支持

多种审校稿件格式（新增PDF和书版大样文件的审

校），应用于全国各地500余家机构，每天都在响应

并接收来自编辑人员的需求与建议，助力编校工作

提质增效。

用户的认可是前行的动力，最近，方正智能审校

喜讯不断，接连走进华北、华东、华南、东北、西南、西

北等区域，与20余家出版机构达成合作。

据悉，目前，中国科技出版社传媒有限公司编辑

人员已将方正智能审校作为常态化生产辅助工具，

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社会科学、生

命科学、经济管理、教育学等学科。

英大传媒电网头条“三微一端”新媒体矩阵（微

信公众号、微博、微视频、客户端），是以原创新闻为

主的全媒体业务新闻平台，内容聚焦能源电力，传播

权威资讯，普及电力知识等。在此次与电网头条的

合作中，方正智能审校创新产品形态，以开放审校服

务接口的模式为电网头条提供审校支持，更好地适

应并满足其“三微一端”新媒体矩阵的运营需求，为

电网头条内容的专业品质保驾护航。

运用前沿技术，打造智能审校神器，为编辑人员

提供实用、贴心的服务，是方正智能审校不变的初

衷。为数字内容生产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积极推动

数字出版的发展，是方正智能审校坚持的追求。未

来，方正电子将继续潜心耕耘出版行业，智能审校产

品也将持续优化迭代，更好地服务用户，驱动内容价

值转化，用前沿技术赋能行业发展。 （一 鸣）

● 链接

● 特别报道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实习记者 孙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