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本版编辑：张聪聪
E-mail：446459315@qq.com

排版：彭庆伟
2020年10月16日 星期五 第2664期

10月13日，“多彩中国梦”原创儿童文学出版项目

启动仪式暨《驭蜂少年》新书分享会在线上举办。中国

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中国童书出版领军人物、第十

届全国政协委员海飞，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儿

童文学》杂志原主编徐德霞，中少总社总经理马兴民和

《驭蜂少年》作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谢长华等一同出

席，并畅谈“多彩中国梦”。

以原创精品 助力孩子“追梦”

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一方重镇，中国少年儿童新闻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儿童文学》编辑部始终坚持文化自

信，立足原创，着力打造中青年骨干作家，响应习总书记

的号召，近年来将原创图书的出版重点放在现实主义题

材的开发上，计划打造一批反映当下、彰显中国社会发

展的精品儿童文学图书。目前，现实主义题材原创图书

阵营已初具规模，如《南飞的苜蓿》《魏紫的春天》以及建

国70周年献礼之作《幼狮》等。其中《南飞的苜蓿》入选

国家新闻出版署2018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

出版物，入选中小学生馆配书目，并获得第七届中华优

秀出版物提名奖。《魏紫的春天》荣获冰心儿童图书奖。

2020年，为了更好地规划反映中国当下社会、经济、文化

等多方面发展的原创选题，中少总社策划了“多彩中国

梦”原创儿童文学出版项目。该项目入选中宣部宣传思

想文化青年英才自主选题资助项目计划，是中少总社图

书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

结合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的主题，该项目已经编

辑出版了反映蜂农生存与脱贫主题的《驭蜂少年》、反映

病残儿童及社会救助的《把你藏在眼睛里》以及以广西

少数民族南丹白裤瑶的扶贫事迹为创作背景的长篇小

说《奔跑的叉叉房》。据悉，后疫情小说《爷爷住在山里

面》、展现敦煌几代守护人精神的《千窟同歌》和反映海

岛生活及环境开发保护的《鲸歌岛的夏天》等精品佳作

也将陆续出版。

柳斌杰在致辞中对“多彩中国梦”项目给予了肯定，

赞其“现实意义、思想深度和情感温度兼备，为孩子唱响

了生命之歌、自然之歌与人文之歌”。马兴民介绍了“多

彩中国梦”项目的缘起和初衷，表示儿童文学创作离不

开现实的土壤，原创儿童文学选题需要更好地反映、服

务中国当下现实，反映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

展。同时，马兴民在讲话中还描绘了“多彩中国梦”的出

版蓝图：“立足当下、反映现实，打造原创精品、弘扬时代

精神 ，用精彩中国故事，点亮中国孩子梦想，一同实现

多彩的‘中国梦’”。

聚焦扶贫致富主题“蜂”富“多彩中国梦”

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谢长华创作的长篇小说

《驭蜂少年》是“多彩中国梦”项目的首部作品，也是

一部罕有的以养蜂为题材的少年小说。该书以湘西

南雪峰山脉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养蜂家庭的故事。

当灾祸突然来临，父亲落下残疾，少年丁志根挑起家

庭重担，最终在村扶贫干部的帮助下，自强不息，脱

贫致富。作者谢长华本身养蜂多年，是一位积累了

相当多实际操作经验的蜂农。他笔下细致、真实的

描述，仿佛为读者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生物课。值

得注意的是，该书体现了扶贫致富的主题，营造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浓厚氛围。而

主线驭蜂少年丁志根的成长，体现了当代年轻人聪

明勤劳、勇当大任的优秀品质。

新书分享会上，作者谢长华分享了雪峰山中养蜂制

蜜的视频，雪峰山壮美的秋景和沿途的蜂箱，并耐心细

致地为观众介绍了养蜂的过程和常用工具，让书中的人

物和情节更具真实感和画面感。他还表示，希望驭蜂少

年丁志根那种坚忍不拔、自立自强的精神深入到每个青

少年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

针对《驭蜂少年》一书和谢长华的创作，参与嘉宾

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地点评。海飞称该书是儿童文

学对时代的记录，“全国实行脱贫致富奔小康，这是

一个伟大的事业，儿童文学作家投身这个事业，做出

我们自己文学的反映，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此

外，海飞还从人物塑造和科普性等角度，肯定了《驭

蜂少年》的价值。“小说中写到了许多养蜂的知识，也把

少年怎么在苦难中成长写得淋漓尽致，给读者一种向

上的力量”。

徐德霞认为，《驭蜂少年》有两大特点：一是生活气

息浓郁，知识点爆棚，养蜂描写相当真实细致；二是塑造

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当代农家少年形象，少年丁志根既有

父辈农民坚忍勤劳、有孝心、敢担当的优秀品质，同时又

具有当代少年开放的思维和现代意识。她还强调，关注

现实主义原创题材，真实反映社会生活，是每一个作家

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活动最后，中少总社还宣布启动长期的文化扶贫计

划，将该社出版的一些优质刊物和图书，捐给有需要的

学校，给孩子们带去优质的精神食粮，第一站便是《驭蜂

少年》主人公所就读的中学原型。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记

者日前从天津出版集团天津

科学技术出版社获悉，截至今

年 9 月底，该社已经提前完成

今年的出版任务，销售和利润

收入均超过去年，顺利完成了

“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战，已

经推进明年的出版选题，为

“十四五”规划谋篇布局。该

社党总支书记、社长蔡颢表

示：“这是我们在天津出版集团

党委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带领全社员工奋力

拼搏，‘双战双赢’取得的丰硕

成果。”

充分发挥“两个作用”。

今年初春，面对新冠病毒疫情

的突然袭击和天津出版集团

党委提出的防控要求，天津科

学技术出版社党总支反应迅

速，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全体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将疫情防控作为首要

任务，同时坚持推动出版工作

有序开展。

率先出版抗疫读物。今年

初，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伊始，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党总支

就敏锐地予以关注，在春节前

进行了防控部署，制定了工作

预案以及具体预防措施，并向

全体职工发出《关于疫情防控

期间做好本职工作的通知》。

同时，天津科技社努力做好疫

情防控读物和其他读物编辑

出版工作，并成立了疫情防控

读物编写小组。1 月 27 日（正

月初三），确定了《天津市民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电

子书编写方案。1 月 28 日《指

南》第一时间在津云等新媒体

发布，成为国内最早一批传播

抗疫知识的电子读物。2 月 3

日，又陆续推出了少儿版、音

频版和漫画版《指南》，成为全

国出版最早的防疫知识出版

物之一，在第一时间发出了天津出版人积

极抗疫的声音。2 月 6 日，在连续推出四

个版本的数字产品后，纸质版《指南》又正

式出版，累计印刷 15 万册。随后该社还

与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携手推出了中

英双语的漫画版《指南》，成为我国第一批

输出海外的防疫读物，陆续被译成十几种

文字，输出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在率先出版疫情防控读物的同时，该

社全体员工还积极地投入到日常的选题

策划、资源开发和图书销售工作中去。“中

国新基建丛书”等一批优秀选题在此期间

应运而生，巩固了重点图书储备；国家出

版基金项目《中国杂交水稻发展简史》顺

利出版；《一分钟物理》获得天津市2020年

度优秀科普图书评选第一名；《萧条中的

生存智慧》《有梗》《曲黎敏精讲黄帝内经

（三）》等一大批图书登上各大销售排行榜

单。到第二季度，该社营收就恢复到去年

同期水平，到第三季度末便创造了销售和

利润收入超过去年全年，双双创新高的喜

人业绩。

制定实施“四项举措”。措施得当是

取得疫情防控和出版工作“双战双赢”的

根本保障。面对突发的疫情，该社党总

支制定实施了“四项举措”，首先向职工

郑重承诺，今年员工的薪资按时足额发

放，上一年度的奖励及时兑现，消除了员

工的不安情绪。其次，明确今年工作的

重中之重是尽快回笼资金。为此，编辑

部门利用自媒体手段积极开展线上营

销，配合发行部门全力做好图书的销售；

发行部门拓展了拼多多等线上平台。自

世界阅读日推出第一条短视频以来，天

津科技社已经制作发布了六十多条视频

内容，传播广泛、效果显著。三是加大老

旧账款的清理力度。四是进一步压缩不

必要的成本支出。“四项举措”的制定实

施收到了开源节流增效的实际成果。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总编辑孟祥刚

告诉记者：“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今

年的工作能够取得现在的成果，是因为我

们一直在和时间赛跑，要跑赢竞争对手，

要跑赢疫情对行业的冲击，要跑赢我们自

身存在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樊国安）

“多彩中国梦”项目启动《驭蜂少年》聚焦扶贫致富主题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聪聪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

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

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近年来，现实主义题材在原创童书板块快速崛起，文学创

作对现实生活观照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以孩子喜欢读、读得懂的故事“小切口”反映社

会、经济、政治、环境等多方面的发展和“大变化”，同时帮助孩子塑造优良品格，原创现实主义

题材儿童文学具有深厚且独特的价值。10月13日中国童书博览会期间，中国少年儿童新闻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简称“中少总社”）启动了“多彩中国梦”原创儿童文学出版项目，为丰富

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作品的深度和广度“添砖加瓦”。

人文社推唐家三少自传体爱情励志小说修订典藏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唐家三少的《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

界》深情修订典藏版。在唐家三少的众多作品中，该书是最特别的一部。虽然采用了通常的小说

写法，讲述了一对男女主人公，长弓和木子的动人爱情故事。但作者在序言中，已经明确指出，主

人公就是作家和其妻子本人。该书可以说是唐家三少创作的唯一一部自传体爱情励志小说。

在该书中，唐家三少不但满怀深情地坦陈了自己生命中这段美好的感情，而且也回顾了自己

职业生涯的奋斗历程，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普通的IT员工是如何一步步成长为知名网络作家。《为

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的创作，源于爱的再一次表白。正如唐家三少所说，为了害怕有一天，记

忆会模糊爱的细节，要趁着一切都还历历在目，用文字来给自己和妻子的爱定格，这正是他创作的真

诚初衷。经过时间和尘世洗濯的爱情，还保留着最初的心动，尤其皎洁和宝贵，这是该书最能打动读

者的根本所在。唐家三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爱情最初的模样作了最好的注解。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见证了一段爱情的发生和发展，同时也见证了中国IT业和网

络文学的兴起和变迁。木子和长弓的爱情是世纪初年轻人恋爱的一个通常模式，网络的出现，为

年轻人的交往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这是这部爱情小说更宽广的社会意义，提供了网络社交的最初

样本。《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的深情修订再版，是一段美好感情的现身，也是一段网络文

学发展脉络的梳理，更是世纪初社会蓬勃发展气息的传递。小说温暖地记录了一段令人感动的生

活，而生活里又藏有很多谜题的最终解答。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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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苏（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儿童

文学出版中心副主任）：“多彩中国梦”原创儿童文学出

版是由专注于开发中国优秀原创儿童文学出版物的中

少总社《儿童文学》编辑部策划并具体落实。该项目为

开放式选题，2020年启动，目前已出版3部优秀原创儿

童文学图书，并计划在3~5年的时间内打造一系列反

映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彰显新时代风貌，代表中国儿童

文学原创水准的高品质现实题材文学作品。

立足原创，不断挖掘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是

中少总社图书出版的一贯坚持。2020 年起，我们以

“多彩中国梦”为名，重点打造现实主义原创儿童文

学图书，在选题方面不设限制，因为生活本身就是

丰富多彩的。我们力争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现实

生活，重视题材的多样化、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内容

形式的丰富多彩，关注现实问题，传递时代精神，主

题积极向上，情节生动感人，以少年儿童的视角感

知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用丰沛的文学语言讲述精

彩的中国故事。

另外，我们认为，如果说“多彩”是形式，那么“中国

梦”就是核心内容。因此虽然在题材方面没有严苛的

限制，但是我们侧重于紧扣当下现实生活，紧扣党的

大政方针，紧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结合重要的

时间节点推出重点作品。2021 年结合建党 100 周年

主题，我们也会有相应图书推出，目前均在策划编辑

环节。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作家朋友参与到该项

目中，一起“立足当下，反映现实，打造原创精品，弘扬

时代精神”！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浙江少年儿童出

版社年度重磅书系“风暴侦探犬小五”于今年

10月全面上市。该系列作品开创了小说+插

图+漫画三位一体“学习型”阅读模式，图文并

茂、寓教于乐，在叙述精彩纷呈的侦探故事的

同时，穿插动物科普百科与环球地理知识，以

科学、阳光与正能量的方式引导小读者从小

养成独立思考的逻辑思维能力。

“风暴侦探犬小五”系列采用以动物为故

事形象的独特侦探小说创作形式，全方位展

现疯狂动物王国的瑰丽与神奇景象。作品由

新锐作家悟小空空创作，畅销漫画家飞影路

风跨界合作，书中含有海量手绘漫画，以及多种辅助阅

读的趣味板块，是一套可以读上无数遍、越读越有收获

的“百宝书”。据悉，浙少社首批推出了该系列《消失的

黑夜启明星》《隐匿的青莲秘市》两册。

该系列开创了解谜益智超文本“融阅读”

模式。因此，浙少社提出了精读五遍的阅读

倡议：一是线索推理，启迪智慧。二是重复阅

读，捕捉细节。三是破解密码，趣味升级。四

是视角独特，动物百科。五是云游世界，探索

文化。书后还有超值附录——全能侦探补习

班以及丰厚赠品。一直以来，浙少社坚持深

耕原创儿童文学，坚持精品出版，积聚优质出

版资源，持续培育新锐作家，坚持社会效益第

一，双效统一，“风暴侦探犬小五”系列耗费数

年的匠心打造与丰富内涵即体现了这一点。

出版方表示，希望将该套书献给爱动脑筋、不惧困难的

孩子们，希望孩子们以爱为梦，以智慧为车，心怀梦想，

勇往直前，点亮童年奇迹。 （聪）

浙少社推出原创动物侦探小说“风暴侦探犬小五”系列

●新作亮相

以童话之名探讨爱的深意 葛竞《永远玩具店》新书发布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 月 27 日，由新

蕾出版社主办的“穿越时空隧道 寻找童年

记忆——《永远玩具店》新书发布会”成功

举办，作者葛竞，北京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创

委会副主任、冰心图书奖副主席马光复，儿

童文学作家、编辑左昡，埃及希克迈特文化

投资公司总经理阿姆·莫吉斯等嘉宾出席

发布会，共同分享了葛竞长篇童话新作背

后的故事。

儿童文学作家葛竞擅长幻想文学创作

的她迄今已发表小说、童话、电影剧本等

三百余篇(集)，代表作“魔法学校”系列魔幻小说累计

发行百万余册。作品曾入选“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

程、国家新闻出版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

版物，并多次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成长篇动画片，获得

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国家动漫精品工程一等

奖。此次出版的《永远玩具店》用奇思妙想构建了一

个美妙的充满爱的奇幻世界，用中国老玩

具让孩子邂逅美好童。

新书发布会上，葛竞分享了《永远玩具

店》的创作理念。在该书中，葛竞融入了对自

己童年的回忆。马光复认为，该书构思巧妙，

虽然故事中没有惊心动魄的巨大事件，有的

只是小小的玩具，却蕴含着巨大的吸引力和

感动人的力量。 左昡也表示，这是一部用童

话的名义讨论爱的作品，书中四个故事对爱

做了四种不同却层层深入的讨论。

新蕾社已与埃及希克迈特文化投资公司

达成合作，《永远玩具店》已输出阿拉伯语版权。该社副

总编辑焦娅楠表示，《永远玩具店》取得可喜成绩与该作

品趣味盎然的故事性与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分不开。据悉，《永远玩具店》是新蕾社“神秘玩具店”系

列的第一册长篇小说，接下来还会有新长篇和桥梁书系

列陆续与小读者见面。 （聪）

聚 焦

“多彩中国梦”项目有何选题标准和维度？下一

步有何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