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责编：苗 春 邮箱：wenhuawanxiang@163.com责编：苗 春 邮箱：wenhuawanxiang@163.com

2017年6月19日 星期一

你是否还记得小学时代在课桌前
一页一页翻着《新华字典》学习语文
课文的时光？而今，你的下一代，则
就要成为第一批翻着手机里的“新华
字典”来学习汉字的孩子。

近日，《新华字典》 出版方商务
印书馆推出了官方版新华字典 APP

（手机软件）。该APP一经发布即引发
各方热议：有网友感慨技术进步之
快，也有人认为这反映出了书籍电子
化的大趋势，还有很多人借机怀念了
一把终日与字典相伴的学生时代。

官方APP上线获好评

6月11日，目前唯一正版的新华
字典 APP 正式登陆苹果手机应用市
场。该 APP 由商务印书馆官方出版，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修订。

上线第一天，这一软件就收获了
百余条用户评论，其中不少送上五星
高分。用户“庆华同学”评论说自己在
第一时间就下载了，认为手机版的新
华字典APP是“学习工作之利器”。

能在上线之初就获得用户认可，
首先是源于该 APP 具有较高的品质。
虽然网络上一直有众多版本的《新华
字典》电子书，但基本是由网友自行开
发，其准确性、权威性不够。而此次官
方 APP 完整收录了《新华字典》第 11
版纸质书内容，并提供数字版、纸板对
照，可以一键切换。同时，为方便手机
用户的使用习惯，该APP在查找字词
的功能上，提供了单字、词语、汉语
拼音、部首、笔画数、四角号码等一
框式检索渠道，并且还支持手写、摄

像头取字和语音输入等功能。
该官方 APP 还可以收听由央视

《新闻联播》 原播音员李瑞英献声的
汉字标准音播读。不过，当前版本只
允许用户每天免费查询、试听两次，
有需求的读者需要花 40 元人民币购
买完整的查询服务。

电子化引发“怀旧潮”

事实上，近年来纸质书籍电子化
已成趋势。据《亚马逊中国 2017全民
阅读报告》显示，电子阅读普及率逐年
上升，阅读过电子书的受访者比例达
90%，比2016年上升6个百分点。

正因为电子阅读的普及，在读者
群中，将经典著作、特别是像《新华字
典》一样的工具书电子化的呼声也就
越 来 越 高 。 新 华 字 典 APP 的 用 户

“TommyCV”开心地表示，自己对官
方电子字典期待已久，“现在终于有
权威正版了！”并且非常希望未来能
有《现代汉语词典》等书的电子化版
本提供。

新华字典APP上线能产生如此强
烈的反响，其背后也离不开人们对这
部权威工具书独有的深厚感情。

《新华字典》 自从上世纪 50年代
开始出版以来，至今已出版过 10 余
个版本，不仅伴随了几代中国人的启
蒙教育，也反映着时代的语言变迁。
作为迄今为止世界出版史上最高发行
量的字典，《新华字典》 累计发行量
已经超过 6 亿。而 2016 年 4 月，《新
华字典》更是获颁了两项吉尼斯世界
纪录——“世界最受欢迎的字典”和

“最畅销的书 （定期修订） ”。
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手机APP

上线也勾起了不少用户的怀旧热情。
网友“呵路”说，“它是陪伴过我整个童
年的字典，家里的书柜上至今还放着
一本”。用户“Liangfeng”留言说，“一
本《新华字典》曾从小学陪我到高中，
它一直是我最爱的书。没事儿我就会
翻开，认几个生字。这个软件中有类
似纸质版的页面，很熟悉的画面！”

未来改进值得期待

软件上线几天来，用户的反馈中
有认可也有不少意见。有用户表示，
自己支持官方正版的软件，但希望购
买价格能有所折扣。也有人希望软件
能在排版美观上再加以改进。还有学
生家长建议，希望未来能推出适用于
iPad的版本，这样更适合孩子们在学
习的时候随手查询。

据商务印书馆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未来这款软件将会有更多的功能
在后续版本推出，也会登陆更多软件
市场。用户提出的改进意见会帮助软
件进一步完善。

未来，手机版本的 《新华字典》
很可能会对学生们的学习方式产生影
响。“现在有些考试，允许学生带字
典进考场，用手机是绝对禁止的。如
果以后字典都在手机里了，我们可能
就要更换监考方式了。”清华附中语
文教师姜健笑言。

的确，时代与技术会永远向前发
展。知识的载体则可能也会随着技术
而日新月异。无论是纸质版的《新华字

典》还是手机上的APP，都应以更好地
传承中华文化、提供汉字教育为使命。
正如网友“shebd”所说：“购买新华字典
的APP，买的也是属于中华文字的专
业精神。希望这个软件的质量，能承
载得起几代编纂者的心血。期待电子
字典可以越做越好，在新的网络时
代，保护好我们传统文字的优雅。”

日前，以贵州省六盘水市“三变”改革为主题的大型纪录片 《三变
促山变》在水城县开机。

近年来，六盘水创造性地提出“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的“三变”改革，生动回答了在“四化同步”进程中怎样补齐农业短板、在西
部贫困山区用什么路径推进精准扶贫、在喀斯特山区怎样发展现代农业、
在经济社会转型中怎么构建激发弱势群体潜能和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制
度体系等现实问题。今年，“三变”改革还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该片制片人彭蓝郁表示，该片的故事不用编造，他们仅是将散落在六
盘水青山碧水间的“珍珠”拾掇回来。他说，“这部纪录电影，贵在一个‘真’
字。真人真事的力量，更有说服力，更能打动人。” （李霆钧）

湖南卫视正在播出的暑期档大戏
《楚乔传》 在题材、类型、人物设
置、视听语言等诸多方面打破了 IP

（英语 Intellectual Property，即知识产
权） 改编的陈旧框架，给观众带来足

够的新鲜感，收视、口碑节节走高。
《楚乔传》 获得认可的重要原因在
于，精致独特的美学韵味和快节奏的
跌宕情节契合了青少年的审美偏好与
观剧需求。与此同时，该剧所蕴含的
青春成长的热血精神也在潜移默化间
感召着年轻观众。

与以往拘囿于小情小爱的女性古
装剧不同，《楚乔传》 讲述了奴籍少
女楚乔如何从逆境中崛起，经过一番
浴血奋战成为“女战神”的传奇故
事。身处权力漩涡与战乱时局的女主
角楚乔是该片的灵魂人物，从编剧的
角度看，她也是层次丰富的立体人
物。这也极为考验演员的表演功力。
近年来愈加成熟的赵丽颖细腻地演绎
出楚乔秀外慧中、坚韧果敢、侠骨柔
肠等种种侧面，并有机统一为鲜明的
个性。林更新扮演的宇文玥也让观众
们眼前一亮，喜怒不形于色的高冷公
子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戏里，楚乔与宇文玥心系苍生，
并追求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拍摄
中，两位高颜值流量明星亲历亲为地
完成部分动作戏，也使得近年来饱受
质疑的明星敬业精神得以回归。在一
定程度上，《楚乔传》重新定义着“古装
偶像剧”的“偶像”二字——“偶像”并
非光鲜亮丽、虚无缥缈的娱乐符号，而
是必须艺术地塑造角色和传达艺术价
值。明星的生命不在颜值而在角色，
偶像的价值不是小鲜肉而是敬业和执
著的艺术态度。正确的价值观对于学
生观众是种积极的引导。

要吸引年轻人的眼球，少不了娱
人耳目的视听奇观与惊险刺激的动作
设置。《楚乔传》 以“谍”为重要主
题，乱世之中群雄四起、险象丛生，
博弈筹谋间自然有着大量武打动作
戏，武术动作设计成为拍摄中的重要
一环。为了求新求变，该剧采用了大
量的现代近身格斗与搏击术，在古装

剧武术动作模式化的现状中脱颖而
出，契合“谍”这一主题的同时，也
满足了现代观众需求。

除了热血的搏击格斗方式与虎步
生风的新颖武术设计，《楚乔传》还融
入了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漫画风格。如
剧中人物在受到攻击之后，内脏震动、
经脉尽断等画面随之而来，超现实漫
画风将一招致命的冲击感展现得淋漓
尽致。现代格斗与漫画感的融合使武
术风格更为犀利炫目，也更符合“杀伐
决断”的“谍”者精神内核，这在目前古
装剧中尚属“罕见”的创新尝试。年轻
观众随着剧中人物一起过关斩将、打
怪升级，收获了体验式快感。

暑期降临，青少年观众可以说嗷
嗷待哺。《楚乔传》 体现了优质网络
IP的创新气质，又体现出电视自身的
类型剧新探索。如果后续剧集能够保
持水平稳定，或将成为IP改编与类型
融合的新的现象之作。

近十几年来，中国娱乐行业发展
迅速，影视综艺可谓一日千里。无论
是诗词听写类竞技节目的热播，还是
书信阅读类综艺的走红，都证明文化
可以靠泛娱乐的方式找到更广泛发展
的土壤。近期湖南卫视播出的原创文
化探秘类节目 《七十二层奇楼》，采
用虚实结合的拍摄手法，挖掘和呈现
中国传统文化，使文化类综艺节目呈
现了新的风貌。

《七十二层奇楼》 采用“探秘”
的方式，让每期的明星嘉宾登上新一
层“奇楼”迎接新的挑战，同时也会
进入每层楼中的现实“奇境”中，感
受我国不同地区的独特风土人情，使
传统文化在无形之中润物细无声地直
达人心。如在首期节目中，空降“板
凳村”的明星们在湖南张家界的小村
庄内与村民们共同生活，不仅学说当
地方言、学唱民间小调，更同村民们
共同舞起传承多年的“板凳龙”，使
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天工
秘术”得以重现。

当下不少成功的娱乐类综艺节目
都来源于国外成功的节目模式，但文
化类节目却很难找到这样的模板来复
制，因此格外考验电视从业者的原创
力。相对于其他棚内录制的文化综艺

节目，《七十二层奇楼》 这样的户外
文化真人秀就更是难上加难。这档节
目以独有的沉浸式剧情另开先河。所
谓沉浸式剧情综艺，即在不同的场景
中设定不同的任务，通过任务线将节

目串联起来，嘉宾需要进入新的角色
设定，并沉浸在各种陌生而复杂的环
境中，随机应变接受任务和考验，这种
综艺思路算是创新。比如《神笔马良》

《牡丹亭》都是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和
戏曲精粹，它们都被匠心独运地融入
到节目中，带领观众来了一轮酣畅的
文化之旅。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隐藏于
戏文中的嘉宾身份线索、用中药名称
拼出的人物图、出自杨柳青年画作品

《刘海戏金蟾》的壁画、花鼓戏、走马
灯……也可以看到嘉宾们体验当年领
先于世界的中国古代造船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年轻偶像吴
亦凡、赵丽颖、吴磊，还是擅长搞笑
的艺人王小利，甚至普通话说得不太
标准的香港艺人任达华，都与这档节
目一拍即合，深入全国各地体验不同
职业，传递正能量。在文化土壤丰沃
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的需求和渴望是
市场“刚需”，谁能够找准突破点满足
这种刚需，谁就能“得民心”。从这个
角度讲，《七十二层奇楼》已经成功了。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
项重大历史性战略决策，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作为未来全面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文化建设是雄安新区
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根据 2017年 5月中国传媒大学雄安新
区发展研究院百人大调研的成果，当前新区文化建设主要有以
下几个重点：

明晰文化发展使命。煌煌雄安，志在千年。它是继600年前
永乐帝迁都北京之后将建设的又一伟大城市，是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历史背景下的重大战略选择，肩负着全新的文化
使命。文化使命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核心与特色，建设之初必须
明晰。从研究来看，新区需要立足大历史观，上承“周礼、秦
制、汉习、唐风”，下启信息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新文明新理念，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打造一种
基于创新性传承和创造性转化的新型文化，将雄安建设成为中
华民族新文化的创新实验区和发展引领区。

加强文化资源保护。雄安新区地处燕南赵北，文脉悠长，
底蕴深厚，区域内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水乡文化、生态文化
等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目前已登记不可移动文物189件，拥有“历
史奇观、地下长城”宋辽古战道，“华北明珠”白洋淀以及雄县古
乐、鹰爪翻子拳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曾诞生过“白洋
淀派”（文学）、白洋淀诗歌群落，产生了“雁翎队”、小兵张嘎等抗
日传奇。随着新区的快速拆建和新居民的大量进入，区内文物和
文化资源必将受到影响，当前亟需加快梳理盘存，推进抢救性与
预防性保护，为历史延续文脉，为新区留住“乡愁”。

优化文化服务供给。雄安新区是按“世界眼光、国际标
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建设的大国新城，代表中国新城形
象，将是国际化、高端型人才的集聚之区，文化体验与文化消
费的高地。当前由于县级财力有限，文化设施还较为低端。未
来需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建设国家级博物馆、图书馆、歌剧
院等大型文化设施，创新文化体制机制，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
特色、符合新区发展需求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与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推进文化民生，提升新区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自豪
感，让文化凝聚起新区发展的磅礴动力。

纳入新区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雄安新区建设的新理念、
新模式与新路径的根本指南，直接决定着新区文化建设的总体
布局和层次高度。因此，在雄安新区“1+N”的总体规划体系
中，应将文化发展内容纳入，强化新区在文物保护、文脉传
承、创意经济、文化服务和社区营造等方面的部署，推动“文
化＋”建筑、设计、旅游、健康等领域的融合发展，发挥文化
建设在引领当代价值、提升公众素养、提高生活质量、推动经
济发展、塑造新区形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助推新区高品质高
效率发展。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雄安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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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颖在《楚乔传》中饰演女主角

参加《七十二层奇楼》的演员将和村民共舞“板凳龙”

新华字典APP

一年一度的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将
于 7月 2日拉开帷幕。从 7月 2日到 8月 31日，61天中将进行 70场演出，
举办 10 个特色夏令营和 10 场艺术讲座。据介绍，今年 5 月 1 日开票当
日，艺术节开幕式演出票在 40 分钟内售罄，歌唱、打击乐、琵琶、京
剧、竖琴夏令营在开始报名一周内均已爆满。

这一活动是已经延续23年的京城青少年公益文化艺术项目，从1995
年创立至今，已吸引近200万听众，始终秉承“高水准，低票价”宗旨，
今年全部演出票价依然保持在20-100元。

今年的演出继续由北京交响乐团开幕，中央芭蕾舞团闭幕，国家京
剧院、中国评剧院、北方昆曲剧院、中国杂技团、北京儿童艺术剧院、
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北京现代舞团等著名院团，知名指挥家谭利
华、小提琴家盛中国、琵琶演奏家章红艳、二胡演奏家宋飞、古琴演奏
家李凤云、笛箫演奏家王建欣、古筝演奏家王中山和朗诵名家徐涛等都
将参加此次艺术节。

今年艺术节的主题艺术夏令营包括往年已有的京剧、打击乐、合
唱、竖琴、铜管、琵琶、美术艺术夏令营以及今年与舞蹈家王亚彬的亚
彬舞影工作室合作新推出的“一起来跳舞——快乐暑假舞蹈工作坊”
等。王亚彬说：“能在‘打开艺术之门’这个平台上，以夏令营授课和讲座
的方式，让舞蹈走近更多人，特别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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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徐悲鸿中学初一学生陈佳玉为今年
艺术节设计的LO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