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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20
年贺岁档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贺岁档满意度较
2019年同期有所提升，刷新同档期纪录。2020年电
影创作者在疫情防控形势下坚持精品创作，助力电
影市场复苏。

2020年中国电影市场保持了类型多样、题材多
元的优质国产影片供给，并获得了观众相对较高的
认可。受疫情影响，2020年仅对7月20日部分影院
复工后的暑期档、国庆档、初冬档及贺岁档进行了
观众满意度调查。从半年度调查来看，观众满意度
居调查开始6年来同比排名第二位。半年度观赏
性、思想性较2019年同期有所提升。从档期来看，
2020年各档期满意度总体居于高位。其中，除初冬
档之外的3个档期悉数进入历史调查的前十名，国
庆档和暑期档分居历史调查第三、第四位，贺岁档
排名第六位。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
中心联合艺恩进行，截至2020年贺岁档已完成了37
个档期调查。

全国文旅投融资项目

展现六大新现象

据中国文化报，近日，全国文化和旅游投融资项
目遴选共收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1409份项目申报材料。经合规性审核、
联合评审、项目复核等系列程序，最终遴选出320个
全国文化和旅游投融资项目，项目总投资6194 . 1亿
元，拟融资2325 . 4亿元。其中，国家文化公园相关项
目32个，总投资943 . 8亿元；服务国家重大区域发展
战略类项目66个，总投资1418亿元；产业提质升级类
项目98个，总投资2293 . 5亿元；产业扶贫类项目124
个，总投资1538 . 7亿元。遴选出的320个项目中，PPP
项目20个，总投资额354 . 1亿元。

从总体上看，本次入选项目质量较高。当前我
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进入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的新阶段，文化和旅游投融资项目展现出六大新现
象：文化和旅游项目成为脱贫攻坚内生动力、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持续
丰富、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不断升级、文化和旅游
双向融合相互促进、文化和旅游项目成为“一带一
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载体。

电视剧《山海情》开播

再现“闽宁模式”

据北京青年报，由正午阳光出品的现实主义大
戏《山海情》于1月12日在北京卫视黄金档开播。
该剧由高满堂任剧本策划，孔笙、孙墨龙执导，侯
鸿亮任制片人，黄轩领衔主演，张嘉益、闫妮、黄
觉等特别出演。作为“理想照耀中国——— 国家广电
总局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剧展播”剧目，
《山海情》以东西协作对口扶贫的“闽宁模式”为
命题，通过描写宁夏西海固人民在国家政策的引导
下，移民搬迁和探索发展的历程，展现福建的干部
专家和各行各业的人们对宁夏的真挚帮扶。

《山海情》的故事，是从20世纪90年代的宁夏西
海固拉开序幕。这部全景再现西海固移民在国家政
策号召下、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不断克服困难建设
家园的情景，不仅还原了一个又一个扶贫故事，更传
达了人们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奋斗情怀。以个体缩
影为叙事基点，以时代变迁为讲述脉络，通过描摹群
像抒发家国之志，向来是以制片人侯鸿亮为首的正
午阳光团队擅长的创作模式。此次在《山海情》中，由
侯鸿亮、高满堂、孔笙组成的金牌团队再度聚首，推
出这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鲜明时代感的现实主义作
品，自筹备以来便备受业内外期待。

《我在故宫六百年》上映

据中国新闻网，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
第一次将镜头对准钟表匠、青铜匠、木器工、漆器
工等文物修复师，引发的好口碑直接破圈，让更多
年轻人爱上故宫。四年后，它的姊妹篇《我在故宫
六百年》在2020年末跨年上映，三集的体量聚焦于
故宫古建，让网友们发出“看不够”的感慨，目前
豆瓣评分高达9 . 2。

如果说“修文物”着眼匠心，那么“修古建”则聚
焦传承。谁在故宫六百年？在导演梁君健看来，故宫
六百年的“我”是在紫禁城伫立百年的宏伟建筑群，
一砖一瓦，一石一木；是代代相传的设计者与匠人，
人能弘道，文以人传；是纪录片外的每一个你，看见
了历史，也参与了历史。

午门“吱呀”洞开，观众随镜头来到位于午门
展厅的“丹宸永固”大展——— 展览中可以看到，六
百年来，紫禁城遭遇过岁月的侵蚀，但一代又一代
工匠用他们的技艺和智慧，妙手回春，不断延续着
这片古老建筑群的生命。故宫人痴心寻访海月贝
壳，按照传统工艺绘制保存彩画小样，在换好的构
件上标注更换日期……这些，都体现了一颗炽热的
匠心。长春宫游廊彩画绘制；养心殿扶脊木更换；
角楼、乾隆花园古华轩修缮等，则展现了匠人高超
的技艺和智慧。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2020年中国电影贺岁档

观众满意度创新高

过了80岁，他屡屡笑着对朋友们说：“欢
迎你们参加我的追悼会。”“我的梦就四个
字——— 无疾而终。无疾而终，一觉睡下去就完
蛋了，这最幸福了。”他叫沈昌文（左图），
出版家，2021年1月10日清晨悄然离去，享年
90岁。

沈先生是《读书》杂志主编，我订阅《读
书》多年，说句老实话 ,《读书》上有些文
章，我是硬着头皮读的，尤其是一些学术随
笔，因其难啃，才耐着性子捧起来，要磨砺一
下思维的牙齿。对我来说，小说、诗歌、散
文，好比稀粥、面汤，而一些学术随笔，好比
硬面火烧，嚼着费劲，但耐嚼。我把这些感想
写下来寄给了《读书》，没想到《读书》在
1995年第6期以《磨砺思维的牙齿》为题刊登
了，还给我寄来了稿费，钱不多，刚够跟三五
好友喝顿小酒，但我很开心。这也算跟沈先生
的一点儿缘分吧。

看沈先生的随笔，看沈先生同事的回忆文
章，觉得他是有趣的人，在他手下工作该是多
么幸福的事啊。他在编辑部里营造了“老不像
老、小不像小，官不像官、兵不像兵”的气
氛，这决定了《读书》杂志的洒脱风格。要是
我有幸跟他共事，我一定黏上他，跟他一起下
小酒馆，侃大山、吹小牛，然后根据他的选

题，组稿、校稿。一天一天乐呵呵。只有打破
界限，没有了身份的约束，信息才会流动，情
感才会交融，快快乐乐地工作着。

我喜欢一些老小孩一样的可敬的老人，比
如画漫画的丁聪，一辈子都是“小丁”，比如
黄永玉，一辈子没个正形。沈昌文也算一个，
敢于自嘲，善于自嘲，自嘲得天衣无缝。比如
“要和作者推心置腹地聊天，最重要的是要装
着什么都不懂。”这得多高的境界啊，学富五
车，却装得像个小学生。我就不行，我在报社
当编辑多年，好为人师，给人家开药方，甲乙
丙丁。说不了三句，作者就烦了，人家装着不
懂。出门后，一定会骂，一个傻帽。所以，我
约不到好稿子，成不了好编辑。山西学者智效
民先生回忆第一次见到沈先生的情景，沈先生
问他是学什么的，哪个学校毕业？智效民说并
非科班出身，只是高中毕业，没想到沈先生
说：“你比我强多了，我小学都没有毕业。”
你看，这就是沈先生，总要找到不如人的地
方，让对方安心。

我觉得沈昌文的这种活法，就是“心底无
私”。王蒙为沈昌文《阁楼人语》一书所作的
序言《有无之间》中就提到了这个“无”：
“出版人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
即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

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鼠目
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
自己的动机，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
者。”大无大有，大俗大雅，有棱有角，有进
有退，退大于进，破除我执。

上海作家简平先生跟我说，与沈公在一起
最开心，大家常常笑声不绝：“他耳朵聋了，
就说，反正朝我笑着说话，我就认为你是在说
‘我爱你’。”一个死不改悔的乐天派。

沈公素好美食，尤喜上海大闸蟹。几年前
他查出了肝病，饮食不能高蛋白高脂肪。但是
沈公从不以为然，信奉“顺其自然”。简平记
得，2018年某日，沈昌文高高兴兴地去赴宴，
夫人生怕他又抵不住美食诱惑，嘱女儿一起前
往，知道沈昌文喜欢喝啤酒，临行前规定他
“只能喝一瓶”。但是沈公“狡猾”地在自己
面前摆了一瓶，在不喝酒的简平面前放了一
瓶，又偷偷在自己脚下藏了一瓶，这样，就有
了三瓶的量可以调配。哈哈。这个场景太熟悉
了，我也这么干过。沈老啊，真是可爱的酒
徒！

沈先生的故去，让我想起大众日报一位老
报人，老先生95岁了，至今每天读报，我多年前
去拜访，他说过一句话：“人一辈子，得活个明
白。”我想，沈先生是个活明白了的人。

人一辈子，得活个明白
——— 悼沈昌文

□ 逄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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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齐静

2020年12月5日，由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授
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与盒中闪电联合
推出的解谜书《问秦》开启众筹活动。作为秦
始皇帝陵博物院首款解谜书，《问秦》一亮相
便吸引了大批秦文化爱好者。该书目标众筹
额为5万元，但众筹开启后，仅8秒钟便完成目
标众筹额，随后更是在开售1小时突破30万
元、6小时突破40万元。截至1月12日，《问秦》
已累计获得135万余元众筹额，完成率达到
2701 . 13%。

“不同于传统的书籍，解谜书需要你利用
随书携带的多种附件，一边阅读一边把书中
的谜题解开，这带来更大的互动性、更强的沉
浸感。”作为解谜书的忠实粉丝，青岛大学
2019级研究生黄晓宇也参加了《问秦》的众筹
活动。他说，相较于单纯的侦破类解谜书，大
家更青睐具有历史文化元素的解谜书，这类
书将历史档案、解谜游戏、文艺创作巧妙融为
一体，让人们在阅读解谜中感受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

解谜书的“前世今生”

简单地说，解谜书是以书为实体，根据书
中情节与附属的线索配件不断解谜推理进而
寻找结局的创意出版产品。说起解谜书的起
源，不得不提颇受欢迎的推理小说。推理小说
以推理方式解开故事谜题，解谜性、逻辑性和
出人意料的结局是其根本的艺术追求。1841
年5月，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发表短篇小
说《莫格街血案》，标志着以解谜性为核心价
值的推理小说出现。随后，活跃于19世纪与20
世纪之交的英国作家阿瑟·柯南·道尔，塑造
出极具个性的私人侦探福尔摩斯形象，闻名
于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推理小说异
军突起，相继出现“本格派”“变格派”与“社会
派”推理小说。在各类推理小说中，“本格派”
推理小说最受读者欢迎，因为其尽可能地让
读者和故事主角站在一个平面上，拥有相同
数量线索，让大家在阅读推理中获得乐趣。

“实际上，解谜书的文稿部分就是一个微
型的‘本格派’推理小说，读者可以跟随故事
主角一起抽丝剥茧，对其中出现的任务线索
加以分析。”黄晓宇认为，解谜书的出现与推
理小说的流行密切相关，但它比推理小说更
具代入感。“除了悬疑剧情，解谜书还在形式
上进行了创新，读者通常需要动手操作才能
解开谜题，这让推理从单纯的‘头脑风暴’变
为‘手脑并用’。”

20世纪60年代，为进行具有后现代意义
的“文学实验”，法国作家马克·萨波塔出版

《作品第一号》。该书没有标注页码，也没有装
订，而是放在一个套盒里进行售卖。每页的故
事可独立成篇，合起来又成为完整的一部书，
就像扑克牌一样，每洗一次，便可以得到一个
新的故事，给人“一本书一辈子也读不完”的
全新阅读感受。这种将书本身做成谜题、鼓励
读者动手操作的阅读方式，给解谜书的创作
者带来启发。此后，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萨
塔尔、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等也推
出过类似作品，但因其文学意义高于市场价
值，并未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在解谜书粉丝心中，美国著名编剧J.J.
艾布拉姆斯与美国作家道格·道斯特联合推
出的《忒修斯之船》（别名《S.》）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内页特制为微微
泛黄、布满咖啡渍和霉斑的样子，因为故事中
的这本书是1949年出版、被人多次借阅过的
旧书。书中还携带23个附件，包括报纸、照片、
地址被涂黑的明信片、罗盘，甚至还有一张写
满了字的餐巾纸……这些附件在质地上保持
着接近原物的真实性，而读者只有灵活使用
它们才能读懂书中内容。”说起这部“神作”，
黄晓宇依然啧啧称奇。

从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出发，《忒修斯之
船》将解谜书的形式创新提升到新高度。它的
装帧、设计完全根据故事要求定制，并通过设
置“机关”让读者使用道具进行阅读，这在文
学作品中前所未有。正因如此，《忒修斯之船》
备受追捧。该书于2013年10月在美国发售，首
印20万册在两周内销售一空。2016年6月，中
信出版社推出了《忒修斯之船》简体中文版，
两天销售了2 . 5万册。

“《忒修斯之船》不仅为解谜书提供了一
种基本模式，同时也让出版界看到了解谜书
的市场价值。”长期关注解谜书出版的北京时
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策划总监顾光杰
说，从2017年开始，越来越多出版社开始关注
这一领域。目前市面上已经出现历史文化类、
航空类、惊悚类等多种解谜书。

开启文创新思路

近些年，不少文博机构联合出版社、游戏
公司推出自己的解谜书，顾光杰认为这一现
象值得关注。“在很多人心中，解谜书有低龄
化、娱乐化倾向，无法承载厚重的历史文化，
但故宫博物院等文博机构推出的解谜书，却
证明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2018年底，故宫出版社联手奥秘之家发
布首款互动解谜书《谜宫·如意琳琅图籍》。该
书由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主任王志伟
策划，主创团队包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苑
洪琪、奥秘之家创始人徐奥林、北京大学历史
系博士生李慧婷等。书中故事发生于乾隆三
十六年（公元1771年）的故宫，宫廷画师周本
无意间发现了另一位画师遗作《如意琳琅图
籍》，并由此开启了探寻琳琅宝藏的坎坷离奇
之旅。

“《谜宫·如意琳琅图籍》开启网络众筹
后，得到了巨大支持，仅用10小时就筹到100
万元，最终的众筹金额更高达2020万元，当年
销售了12 . 2万册。”顾光杰分析，《谜宫·如意
琳琅图籍》能够获得成功，一方面得益于“故
宫”这个文化IP的影响力，一方面得益于出品
方对书籍精益求精的匠心态度，但最重要的
还是将历史文化元素与阅读解谜较好地融合
在一起。

为了还原古籍的韵味，《谜宫·如意琳琅
图籍》采用四孔线装书的仿古工艺。这种工艺
无法由机器完成，每一本书都由工匠亲手用
线封装，再用绢布精心包裹书角。此外，随书
还有18件藏有玄机的附件，包括毛笔、抄经
帖、洒金信笺、紫禁城全图、宝泉局乾隆通宝
等。“最令人称绝的是，书中30多个环环相扣
的谜题任务，巧妙融入了有关故宫的历史文
献资料，如屋脊兽的象征意义、文官服和武官
服的区别等。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不仅能体验
中国风解谜游戏的乐趣，还能收获大量历史
文化知识。”拿到《谜宫·如意琳琅图籍》不久，
黄晓宇就深深被这本书迷住了。

故宫博物院与解谜书首次相遇，便碰撞
出如此闪耀的火花，这让不少文博机构看到

了“让历史文化活起来”的新方式。2019年2
月，陕西历史博物馆推出首款解谜书《古董局
中局：无尽藏》，该书以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
文物《溪山无尽图》的流传经过为基础，结合
其他馆藏珍贵文物、老西安风土人情等，讲述
了一个舍身护宝的精彩故事。同年12月，故宫
出版社推出第二本解谜书《谜宫·金榜题名》，
所用素材仍源自故宫博物院保存的老照片和
历史文献。2020年12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推
出了首部解谜书《博乐·元宵行乐》，围绕国博
馆藏文物《明宪宗元宵行乐图》，掀开历史尘
封的一角，窥见繁华背后帝王内心不为人知
的隐秘。

不少文博界人士表示，随着“文博热”的
出现，公众喜欢在寓教于乐中了解历史文化
知识，与胶带、美妆等传统文创网红产品相
比，互动解谜书已经成为文创领域的“黑马”
级选手。

开发涉及多方

既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又有巨大的发展
前景，文博解谜书本应获得更快发展，但却因
多种原因无法推开。“开发文博解谜书涉及内
容版权方、博物馆、出版社、游戏公司等多个
行业领域，只要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不可能
推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顾光杰说。

从目前解谜书的创作团队组成可以看
出，一方为内容方，主要提供IP或是版权，另
一方是设计方，主要为内容增加游戏环节，还
有就是为保证在某一领域或知识层面的专业
性而设置的专家团队。以正在众筹的《问秦》
为例，该书背后汇集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
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盒中闪电三家公司或
机构，代表的是博物馆、出版社以及原创游戏
研发公司三个领域。这相当于术业有专攻，有
内容的不一定会设计，会设计的不一定有内
容，因此需要分工配合。

想做出水准线以上的文博解谜书，首先
要有一个非常有代入感的世界，让读者产生
隔空的历史共振感，这就对文博机构等内容
方提出较高要求。正如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
东所说，《谜宫》系列解谜书受到读者欢迎的
原因不仅是文化创意加创新融合，更是《谜
宫》背后的这座紫禁城所承载的厚重文化。活
用这些历史文化宝藏，才能吸引人们走进文
博解谜书。

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王广振
也认为，作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的重要载体，
文博机构有责任去梳理、挖掘文物隐藏的价
值。“文博解谜书遇到的发展瓶颈，也是文创
产业发展困局的一个缩影。开发文创产品，首
先要摸清家底，其次是提炼总结文化形象，最
后是将其转化为文化体验产品。有些地方不
了解自己可利用的历史文化资源，后面的文
创就无从谈起。”

除内容吸引人，解谜书还要通过灵活多
样的设计增强互动性、趣味性，这就离不开游
戏公司的参与。“国内有奥秘之家、盒中闪电
等游戏公司参与文博解谜书创作，但对于快
速增长的解谜书市场，这些还远远不够。”顾
光杰说，解谜书创作设计需要高度专注，且周
期较长，一家公司很难同时设计多本解谜书，
这使得面世的文博解谜书数量更加有限。

对文博解谜书面临的发展问题，王广振
建议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搭建解谜书创作
平台，畅通内容创作方、出版社、游戏公司的
沟通渠道；尽快培养既懂得历史文化知识又
擅长游戏设计的人才。“文创产业发展离不开
资金、平台和人才，文博解谜书要想壮大发
展，同样需要在这些地方下功夫。”王广振说。

相较于单纯的侦破类解谜书，大家更青睐具有历史文化元素的解谜书，这类书将历史档案、

解谜游戏、文艺创作巧妙融为一体，让人们在阅读解谜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解密文博“解谜书”

故宫解谜书《谜宫》系列第二部《谜宫·金榜题名》

购买解谜书的同时，化身侦探的玩家将获得许多充满谜团的证物及新奇的线索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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