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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86版《西游记》的经典配乐，铺洒在桌上
的面粉渐渐堆成山坡状，唐僧师徒四人的剪影在纸上
快速描摹，很快被剪成小人儿插放在面粉上，用透过
面包片的手机灯光做背景，咔嚓一声，《西游记》中师
徒四人跋涉取经的经典镜头就此定格。

这是李晓栋 2 月 22 日在抖音上发布的一条短视
频。很快，这条视频达到5000多万次的播放量，网友
留言超过10万。这让李晓栋始料未及。他发现，网友
非常喜欢这种用美食拍大片的方式。于是，西兰花、
面条、生姜、南瓜……各种食材在他的手机镜头下化
作影视剧里的场景，一次次突破网友的想象。

日前，记者对话李晓栋，听他讲述这些大片诞生
背后的故事。

用美食讲故事

“80 后”李晓栋出生在河南南阳一个普通家庭。
彼时，电视屏幕上那些经典古装剧，无论是四大名
著，或是金庸武侠，都在他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因为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熏陶，我的
作品中大多是古装角色。”李晓栋说。

李晓栋在北京一家教育机构从事数字艺术教育工
作。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他不得不停课在家，
索性干起了买菜、做饭的家务活。作为摄影发烧友，
李晓栋平时总喜欢到处拍片，如今宅在家，便琢磨起
家里的素材。一天，他在做饭的时候突发奇想，想看
看用葱、姜、蒜这些食材，能不能拍出点儿有意思的
东西。他立即折断一根葱叶，放在手机的手电筒下。

一看，鲜绿的葱叶在灯光下竟生出一种神秘深幽之
感。这让李晓栋十分惊喜，他赶紧录制了一段短视频
放到网上。不出所料，网友也大呼新奇。

不过，他总觉得缺了点儿什么。“这是一个美丽的
风景，也仅仅是一个美丽的风景。风景里没有人物就
没有故事性和叙事性，很难产生更丰富的联想。”

这时，儿时的记忆涌上心头。他随手在纸上勾画
了一个小人儿。这是李晓栋印象中侠者的样子：头发
飘飘，腰间挎剑，迈步向前。他把这个指甲盖大小的
小人儿剪下来，塞到一颗辣椒的小缝里，用手机打
光、拍摄。很快，一幅有着中国古代山水画意蕴的图
景出现了。

“我从小就喜欢中国画，中国山水画讲究人景合
一，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李晓栋说，剪影之所以做
得小，是因为辣椒里的空间本就不大，如果撑满，就
没有古代山水那种留白的意境了。

侠者江湖这条短视频大受欢迎。这是李晓栋第一
条剪影人物搭配食材的视频。自那时起，他开始基于
这个思路去创作。

虽然只是一个侠者形象，网友们却展开了联想：
“这不是令狐冲吗？”“这就是我心中的林冲啊。”网友
的留言让李晓栋受到启发，他开始把人物剪影具象
化，这才有了“贾宝玉林黛玉共读《西厢记》”“林教
头风雪山神庙”等大片的诞生。

“其实，我的创作是在跟网友的互动和启发中一点
点成长起来的。”如今，李晓栋也会创作一些网友推荐
的剧目，回报大家的喜爱。

引发大众共鸣

抖音号160万粉丝，多个小视频播放量超千万，还
有老师直接把视频拿去当课件，连好莱坞明星威尔·史
密斯也在社交媒体上转发点赞。

在李晓栋看来，他的作品之所以受欢迎，一方面
是这种拍摄形式比较有新鲜感。“用食材拍摄，大家可
能觉得比较生活化、接地气，再加上我用剪影跟食材
搭配，给人的感觉与众不同。”李晓栋查阅了国内外创
意摄影的作品，发现还没有人使用过剪纸小人。

“另一方面，我的作品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
形象，引起了大众的共鸣。”李晓栋告诉记者，一些网
友留言说看哭了，还有人在看了短视频后，立马把老
版的《西游记》《红楼梦》翻出来重温一遍。“特别是
年轻人，他们通过我的短视频发现，传统文化中有这
么多经典、深邃的内容，进而更多地去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

李晓栋火了，火得意外却不偶然。
一个视频看似只有短短的几十秒，却需要创意、

布景、绘画、剪纸、拍摄、后期制作等多个工序。这
不仅需要体力，更需要脑力和能力。

李晓栋自幼喜欢绘画，大学的专业是视觉传达设
计。多年的积累让他拥有扎实的绘画功底。“剪影其实
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影视作品中，人物的五官是清晰
可见的，而剪影只有一个轮廓。这就需要去捕捉人物
的典型特征。”李晓栋说，中国画讲求形神兼备，剪影
就要抓住那个“神”。

不过，绘画、摄影、处理图片对李晓栋来说都不
在话下。他坦言，最难的还是创意，需要不断突破自
己。因此，他偏爱的作品，往往是那些更具创意性的
设计。比如他还原的 《卧虎藏龙》 经典竹林打斗场景
中，竹林是用挂面做出来的。“用面条当竹林，很多人
不一定能想到。”他说。

对未来不设限

创作带来了流量，也引来了模仿。
李晓栋说，他并不排斥模仿，大部分模仿也是

良性的互动。“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拍摄思路。”他还
在抖音上开过直播课，教大家如何画剪纸小人儿。
许多网友完成作品后@李晓栋，他会前去点评和点
赞。“模仿与被模仿，其实是一个相互激励、相互促
进的过程。我也从他们模仿的作品里学到了很多。”
但他更希望，大家在模仿一段时间后能琢磨出自己
的路子。

如今，李晓栋几乎保持着每天或隔天更新视频的
频率，但这并没有让他的工作和生活发生太多改变。
用他自己的话说，创作都是在“8小时之外”。即便全
面复工，创作也不会受到太多影响。

细心的网友发现，李晓栋近期的作品中，画面上
的字体变成了他自己的书法。这一方面是基于版权的
思考，但更重要的是，“书法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
加入书法，可以让中国风的味儿更足。”

李晓栋说，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平面的剪影，以
后，他可能会用泥塑把小人儿变成立体的，再借鉴中
国传统的面人、皮影技法，给人物上色、让画面动起
来，进一步增强故事性和叙事性。“即便在这一条拍摄
思路上，也还有很多可拓展的维度和空间。”

不过，这也只是他当前的设想。“我的抖音号定位
相对宽泛，就是手机摄影和短视频制作。因为大家比
较喜欢美食加剪影这种形式，目前会多拍这样的片
子。”对于未来，李晓栋并没有给自己设限。

近年来，中国童书作家和作
品在世界上屡获大奖，受到外国
出版界和读者的热切关注，中国
童书走出去的步伐也不断加快。
考察版权输出成绩出色的童书可
以发现，精品、原创、跨时空是中国
童书走向世界的三个关键词。

打造现象级精品，对中国童
书走向世界至关重要。

数据显示，中国580余家出版
社中有520多家从事童书出版，每
年印制童书近 9 亿册，品种多达
2.3万余种，国内童书出版的火热
由此可见一斑。选择精品童书作
为主打产品，再通过平台打造、
国际组稿、同步出版、文化交流
等方面的努力，不断积聚版贸优
势，是提升出版国际化水平的关
键。在这方面，《青铜葵花》的案
例颇具代表性。

曹文轩的长篇小说 《青铜葵
花》 讲述了一个乡村男孩青铜和
一个城市女孩葵花的成长故事，
2005 年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
社（下称“苏少社”）首次出版，至今
印刷逾 300 次，销售数百万册。
2012 年，苏少社与英国沃克尔出
版社签订该书的全球英文版权。英文版随后获得
英国笔会奖、美国“弗里曼图书奖文学金奖”等国际
奖项，被译介到韩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等19
国，成为世界级童书精品。

谈到 《青铜葵花》 版权输出的成功，苏少社
社长王泳波认为，精品童书影响力、感染力大，
市场占有率高，且具有 IP全方位开发的潜力。向
海外输出精品，能凸显产品竞争力，而参与国际
书展、组织人文交流活动、联系国际主流媒体同
样重要，毕竟对出版而言，“酒香也怕巷子深”。
实际上，精品童书不仅文学价值、审美价值、商
业价值高，以精品童书为纽带，与国际出版界广
交朋友、赢得认同、得到支持，对国内出版机构
而言，也是童书版权出海的附带价值。

打出原创特色牌，是中国童书走向世界的关
键之二。

近年来，中国原创童书持续发力，充满想象
力的科幻童书，有温度有爱心的动物小说，彰显
科学精神的科普童书，色彩斑斓、笔法细腻的儿
童绘本，给孩子带来知识的同时，也发挥了培养
审美情趣、陶冶情操的作用。

这些优秀原创童书的代表走向海外，屡屡获
奖：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刘先平凭借作品

《孤独麋鹿王》 荣获“比安基国际文学奖”，朱成
梁以图画书 《别让太阳掉下来》 获第二十七届布
拉迪斯拉发国际插图双年奖金苹果奖。纵观近两
年斩获国际大奖的优秀童书和童书作者，不难看
出原创童书在国际上受欢迎的程度。究其原因，
不仅在于题材新颖、创意独特、内容鲜活，更在
于这些作品讲的是中国故事，牵动了中国小读者
的一颦一笑，传递了中国声音。所谓“民族的就
是世界的”，融入中国元素、中国风格的原创童书
不仅能让本国小读者感动，更让外国同龄人感受
到其中的爱与美。

打破时空隔阂，是中国童书走向世界的关键
之三。

疫情期间，中国出版了100多本抗疫童书，并
向多国输出版权。其中就包括苏少社的“童心战
疫·大眼睛暖心绘本”系列童书，这套书版权输出至
海外16国，已有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尼泊尔语、越
南语、僧伽罗语等 12种不同语言版本，实现近百种
版权输出。在全球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今天，
共通的情感体验决定了童书更容易互通。

中国童书出版界参与发起的“全球抗疫童书
互译共读”平台——“生命树童书网”在线展示
了十余本中国原创抗疫童书，同时提供十几种语
言版本，得到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的推
荐。目前，该项目的原创抗疫童书被全球最大的
图书馆内容提供商赛阅放在 78 个国家的 45000 个
图书馆中，供全球少儿免费阅读。这充分说明打
破时空隔阂、表
达人类共同体验
的中国童书受欢
迎的程度。

本报电（记者郑 娜） 由苏州交响乐团主办的第二届
苏州金鸡湖钢琴比赛将于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6 日举行。目
前，大赛网络报名通道已经开启。

为鼓励全球范围内更多优秀青年钢琴人才报名，本届
大赛不限参赛者国籍，凡年龄在16岁至28岁 （1992年11月
26日以后出生者—2004年11月26日以前出生者） 均可报名
参加。大赛将对前六名和最佳委约作品表演者给予现金奖
励，最高奖金为2.5万美元。前三名获奖者还有机会参加苏
州交响乐团乐季演出和海内外巡演活动，与知名指挥及苏
州交响乐团同台合作。

2017年，成立不到一年的苏州交响乐团成功举行了首
届苏州金鸡湖钢琴比赛，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韩
国、加拿大、中国等13个国家的44名选手参加了比赛。苏
州交响乐团团长陈光宪介绍，苏州金鸡湖钢琴比赛有两个定
位，第一是高水平，第二是国际化，“现在的钢琴比赛很多，我
们要用评委的权威性、比赛的公正性和高水准，来吸引全世
界范围内优秀的青年钢琴人才参赛，力争用几届的积累，把
这个比赛真正办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权威钢琴赛事。”

除了坚持严格、公正的选拔标准之外，本届苏州金鸡
湖钢琴比赛还特地增加了一个新环节：组委会将邀请著名
作曲家为本届大赛专门谱写一首苏州主题的钢琴作品，并
将其列入比赛的规定曲目，让来自全世界的青年钢琴家都
来弹奏中国作品，在办赛的同时，用音乐语言更好地向世
界介绍苏州、介绍中国。

近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中国抗疫图鉴
（完整版）”。这幅长达近15米的漫画图鉴，用写实的手
法，全景式再现了中国战疫过程中的重大场面和人物故
事。从喜气洋洋迎接春节，到疫情发生全民抗疫，再
到暮春初夏，守得云开见月明……中国人在此间守望
相助、携手前行的动人场景，都随着图鉴跃然纸上。

《中国抗疫图鉴》的创作团队来自微信公众号“我
是 K 董”。创始人罗计坤 2005 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
油画系，目前是广州市动漫艺术家协会理事。他正是
这幅图鉴的策划者与主创者之一。

和大多数人一样，罗计坤自疫情开始就一直关注
相关新闻。1月 30日，他发出微博向网友征集抗疫英
雄人物和事迹。“一月底就想做有关抗疫的漫画，作为
美术从业者和自媒体人，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向中国的
抗疫英雄致敬。”但由于疫情原因，主创团队一直居
家，没有条件完成画作。直到 3 月初回到工作岗位，
罗计坤才正式着手策划《中国抗疫图鉴》。

“开始只是想做一些英雄事迹的片段，但在策划过
程中，我们觉得普通条漫的形式，无法表现这场浩浩
荡荡举全国之力的战疫壮举。”最终，罗计坤和团队选
用了中国传统长卷式的构图，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概
念，按照疫情的发展从开始到尾声，把具有代表性的
人物与事件融入长卷。这种长卷形式，在新媒体漫画
中并不常见，难度也是其他漫画形式的数倍。“但它带
来的视觉冲击力，会比传统形式强得多。”罗计坤说。

《中国抗疫图鉴》的创作团队包括绘画4人、文案
3人。从策划到完成，7个人整整工作了17个日夜，每
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时间短、人力少，而
且画面复杂，按正常工作时间，完成这样的图鉴起码
需要两个月。”罗计坤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图鉴对战疫
过程真实、全景式地展现，团队在前期做了大量的资
料收集工作，整理了 100 多例典型人物故事和超过

8000张的新闻图片，通过层层筛选，最终挑选出呈现
在长卷上的人物故事。

“筛选的过程其实非常艰难，首先要考虑人物或事件
的代表性，还要思考如何表现这些人物的外形、角度、动
作、表情，使得更具画面感。”罗计坤说，有时候为了一个
局部要参考几百张图片，以求最终的效果既真实又唯美。

《中国抗疫图鉴》自发布以来引发强烈共鸣，据统
计，全网阅读量已超过8亿。“泪目！向这场战疫中每
一个奋斗的中国人致敬！”“最可爱的人，你们辛苦
了！”网友纷纷留言点赞。

在罗计坤看来，《中国抗疫图鉴》能够获得千万网
友点赞，并不是自己和团队的功劳，而是因为图鉴中
的人和故事太深入人心，“是他们的英雄事迹打动了大
家，我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同时，他也
感受到，艺术创作必须有匠人精神，付出的每一滴汗
水都能体现在画面中，“真诚是打动人的根本。”

从事漫画创作 4年，罗计坤在 2018年组建了自己
的团队。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继续保持这种高质量的
制作。“疫情过后，题材方面会更具多样性，也会是传
递正能量、有温度的作品。”

开栏的话

随着中国国力逐步
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
信也随之高涨。国潮逐
渐成为一种时尚文化，
为青年一代所追崇。创
作者们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汲取养分，融合
当下潮流，为传统文化
注入时代活力，向世界
彰显中国风格和东方美
学。自本期起，本报推
出“新国潮”栏目，讲
述这股文化风潮中的新
人新事。

童
书
出
海
的
三
个
关
键

张
鹏
禹

童
书
出
海
的
三
个
关
键

张
鹏
禹

苏州钢琴大赛报名通道开启

用美食+剪纸拍四大名著——

李晓栋：寻找中国风的新表达
本报记者 赖 睿

《中国抗疫图鉴》诞生记
本报记者 赖 睿

《
中
国
抗
疫
图
鉴
》
宣
传
封
面

受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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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图

李晓栋用食材和剪纸，还原《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影视作品中的经典场景

李晓栋在创作中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