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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田可新

看不到真容，能否买到心仪手办全靠“蒙”，
这已是盲盒的“初代”玩法。短短两年时间，小小
的玩具盒子，经过花样翻新的营销，已经站上了潮
玩界的“潮头”，开始覆盖更广阔的消费市场乃至
生产生活领域。文创、餐饮、美妆、家具等行业都
纷纷下场，原本的普通款“捂”起来，立马变爆
款。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比如多家旅游网络
平台推出类似“66元盲盒飞全国”的业务，号称消
费者购买就能获得一张随机目的地的机票；商家将
活体宠物塞进密不透风的盒子里，宣称最低只花
9 . 9元就能把“小可爱”带回家；市面上还出现了
一种“快递盲盒”，花28元能买到40个因买家退
货、无人认领的快递。这不禁让人感慨：真是“万
物可盲盒”。

然而近一段时间，相关的负面新闻接连爆
出——— 消费者投诉“机票盲盒”套路多，有的抽到
冷门目的地回程票难选，有的航班被取消，得高价
另行购票；宠物盲盒里的小猫小狗长途运输闷热颠
簸甚至危及动物生命；饮料盲盒里，藏着不少便宜
货，有的还是临期产品；所谓“快递盲盒”，购买
者能拆出螺丝钉、碎纸条，多是些平日里大家瞧不
上的“鸡肋”甚至是“垃圾”……盲盒的“火”，
开始裹挟着海量的投诉和巨大的争议。

其实，盲盒是个很有趣的文化产品。其营销方
法，针对的是“感性消费”，兜售的本是“惊喜”
与“神秘感”。消费者怀揣着“生活就像一盒巧克
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的情愫，去
“盲摇”，去拆盒，去集齐一个系列，不论惊喜或
是失望，都能带来极大的满足感，这是陈列在货架
上任人选购的商品所不能提供的体验。年轻的消费
群体，恰是看中了“内容有料，形式有趣”的“小
美好”，才趋之若鹜，进而主导了盲盒的热潮。先
站上风口的泡泡玛特也因此尝到了极大的甜头，其
已在国内拥有百余家门店，去年年底更赴港上市，
今年“618”仅在天猫平台活动的第一小时，销售
额同比增长1794%，在乐高、万代等知名“洋”玩
具面前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

“火”了就要跟风、就要出圈，这也成了“固
定套路”。这个过程中，并不乏可圈可点的成功尝
试。“盲盒+文创”，就建立了一种新鲜而正确的
打开方式。故宫文化与盲盒结合，融入故宫文物元
素，如太和殿脊兽狮子、凤凰、天马，寓教于乐放
大了“IP”；泡泡玛特和文博综艺节目《国家宝
藏》合作的铜奔马、洛神、格萨尔唐卡等几款潮
玩，极具收藏价值又兼具文化价值；河南博物院推
出的“失传的宝物”考古盲盒，在微缩文物的外面
包裹着北邙山土，还配备了洛阳铲，把“拆”盲盒
作了更有趣的变通……说白了，这其实是一种“情
怀的碰撞”，在探索和娱乐中，盲盒的文化内涵、
审美意蕴得到了丰富，这就很好地平衡了性价比。

可一旦“碰撞”得不好，以次充好、以假乱真
的乱象就冒出来了。各行各业都来凑热闹，把“感
性消费”理解为“非理性消费”，一味地刺激消费
者“行为上瘾”。渐渐地，“小美好”消失殆尽，
涌进来的商家开始靠猎奇和博人眼球来“割韭
菜”，实现清除库存的目的。中消协还指出盲盒市
场存在四大乱象：商家过度营销，消费者易中套
“上瘾”；商家涉嫌虚假宣传，到手货品与宣传不
符；产品质量难以保障，假劣、“三无”产品时有
出现；消费纠纷难以解决，售后服务亟待改善。同
时，这也反作用于消费心理，相当数量的人购买盲
盒，开始抱着一种贪图便宜、以小博大的“赌徒心
理”，甚至料定“盒内无好货”，只是为了拆个盒
“破个闷”，如此一来，盲盒最基本的乐趣和情怀
也都走丢了。

消费者一时兴起追捧“盲盒”，并不意味着他
们的购买总是“盲目”的。入的坑多了，踩的雷多
了，自然就会心明眼亮。如果不作规范和引导，过
不了多久，盲盒的品牌价值就会被透支干净，商家
对此可要清醒，不要悔之不及啊！

别把“感性消费”

玩成“非理性”

□ 本报记者 卢昱

日前，在济南举行的第30届全国图书交
易博览会上，儿童书籍占重要一席。一方
面，大量红色童书出现在展台上；另一方
面，不少家长带着放暑假的孩子们前来“打
卡”，各个场馆成了孩子们的阅读乐园。

记者粗略统计，整个书博会，与儿童阅
读相关的推介活动占了活动总数近一半，其
中有不少与红色题材相关。依托书博会，红
色经典新创作的红色题材作品同台亮相，
“磁石”般吸引着写作者、出版商、读者的
关注与互动。

红色经典风采依旧

红色经典童书的精神力量，具有强烈穿
透力，感染、感动着一代代小读者。本届书
博会，红色经典童书风采依旧，深受老中青
三代读者的欢迎。

记者在书博会现场看到，出版界展示了
大量耳熟能详的红色儿童出版物。如北京联
合出版、新华先锋、华景时代等出版单位，
推出一系列经典红色文学作品及党史专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做好青少年党史教育为切
入点，编辑出版《学党史树理想学生丛书》
《名家史学精讲——— 中国共产党历史》。

天地出版社推出“流金百年·中国儿童
文学必读”系列丛书，精选了40余部儿童文
学作品。其中，以方志敏的《可爱的中
国》、王愿坚的《小游击队员》、管桦的
《小英雄雨来》等红色经典领衔，并着重推
出了张品成《赤色小子》、薛涛《满山打鬼
子》、李牧雨《点亮星空的人们》等当代红
色儿童文学力作。

通览不同系列的红色丛书，出版人将
“红色”“经典”“儿童文学”三个元素融
合，可见其专业、用心。

“小时候读过一次，这次特地来书博会
买了一本。很催泪，语言平实，感情真挚。
我非常喜欢主人公潘冬子由青涩孩童到成熟
战士的描写，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是逐渐
加深的，非常适合小学生、初中生阅读。当
然，成年人也能看。”来自聊城的杜雪，拿
着新购的《闪闪的红星》一书说道。

“从这些红色经典作品中，小读者们可
以充分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其中的红色精神与爱国情怀，对青少年的学
习、生活、成长，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用。”新教育实验发起人，全国政协副秘书

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
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
长朱永新分析道，“要把最
好的图书给最美的童年，
引导孩子们多读红色主题

读物，用正能量浸

润少年儿童的心灵。”
昔日的小读者们，现已为人父母，他们

深受红色经典的滋养，在决定自己孩子看哪
些书时，会自然而然想起幼年读过的红色经
典。“我们这一代人，基本是在红色经典的
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朱永新自陈道，那一
个个典型深刻的人物形象、一首首悠扬隽永
的革命歌曲，让他深深感受到新中国的来之
不易——— 而这，正是红色经典今天仍有强大
感召力、不会过时的原因所在。

朱永新认为，这种不屈不挠的拼搏精
神，时至今日，仍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精
神印记。“红色经典阅读，正是传承红色基
因最有效、最直接、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近二十年来，朱永新一直呼吁建立“国家阅
读节”，把阅读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从低年级读红色题材的图画书，到中
年级的红色小说、散文，到高年级的红色经
典名著，孩子们读书的热情，随着年级的增
高有增无减。我逐渐摸索出一套分级阅读、
班级共读、深度阅读、亲子共读的方法和理
念，并感受到阅读带给孩子们的最大收获不
仅仅是语文成绩和写作能力，而是他们童年
成长历程中不可取代的滋养生命的养分！”
关于课堂内的红色阅读，临沂第一实验小学
语文教师张卉说。

“第三波热潮”

近年来，随着家长教育观念的更新，学
校提倡课外阅读，使得儿童阅读风气日渐浓
厚。儿童文学不断从文学的边缘走向市场的
中心。此时，新的红色题材作品亦层出不
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泉根，曾将
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创作热按照时间段划分为
三波：第一波热潮诞生于战火纷飞、全民抗
战的激情燃烧岁月，比如《鸡毛信》；第二
波热潮出现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
期（1949年—1966年）；进入新世纪，抗日
战争再次进入儿童小说的创作视野，可以说
当下奇迹般地出现了第三波热潮。

本届书博会，抗战题材小说非常火热，
多部红色题材作品首次亮相，其中有不少出
自名家之手。这些作品在对历史的回望中，
以儿童的视角多角度呈现战争，反思战争，

既直面战争的残酷，又弥漫着人性的温度与
童心的光辉。

“在很久以前，云娃、顺子、枣生、栓
柱……这些少年原本在各自的家园过着平静
的生活。日本侵略者闯了进来，少年们经历
了亲人遇难、家园被毁、山河沦陷的苦难。
在战争中，他们迅速成长起来，纷纷拿起武
器……”在贵州教育出版社“少年英雄红色
儿童小说系列”新书发布会上，该丛书编辑
林鹏旭介绍，全套书共分五册，即《星星墓
园》《密营》《小号手》《爬满青藤的木
屋》《栓柱找部队》。

“作家们用丰沛的创作才情和深厚的爱
国情怀，展现了一群少年英雄的成长历程，
塑造了多个少年英雄形象，故事情节引人入
胜，人物塑造形象丰满。”林鹏旭说。

在儿童文学《风雷顶》一书的发布会现
场，该书作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刘海栖
说：“这本书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山东胶东
革命根据地，以一位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胶
东半岛的普通农村孩子为主角，通过他和他
的家庭的质朴回忆，记录了那段融汇历史血
泪和民族新生的战火岁月，将个人史、家庭
史和民族史融为一体。”

红色题材作品的创作，需大量收集素
材，缜密地调查研究。《风雷顶》一书以严
肃认真的历史态度记录胶东抗战历程，既精
准把控孩子与战争的关系，也有对胶东农村
民情风俗与风物的精细刻画，展示出对战争
主题儿童文学创作的创新努力。

近年来，有多部作品从孩子的审美角度
入手，聚焦和平年代的军人，以富有质感的
细节呈现当代军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不屈不
挠的阳刚气质与昂扬奋进的生活状态，深受
孩子们的喜爱。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此类密
切关注社会变革与时代发展题材的不断扩
容，2015年前后，爆笑、魔法类儿童文学创
作明显减少，讲述“中国故事”，书写“中
国式童年”，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主旋律。

书博会期间，《雪山上的达娃》作者、著名
军旅作家裘山山来到济南，与读者分享创作经
过。该书以军犬达娃与战士黄月亮的双线叙事
视角，讲述了中国当代军人守卫边防的铁血柔
情，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忠诚、奉献与尊严。

裘山山表示，当一个个青少年离开家

乡，穿上军装以后，就有了责任和担当，在
极端残酷的环境中守卫着祖国与人民，用自
己的青春和生命完成为国仗剑的使命。“我
想通过对当代英雄的书写，为少年儿童的成
长提供精神的灯塔。”

“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我特别喜欢书
里的小狗达娃。我喜欢这本书，还因为它让
我想起了我的太姥爷。我觉得书里的那些军
人和我的太姥爷都特别伟大。”小读者李熹
梓在现场互动时说。

出版界争相“跨界”

十多年来，童书一直是出版行业最活跃
的板块。据不完全统计，全国585家出版社
中，有550多家出版童书。有市场需求助推，
加上作协“重点扶持”专项、出版业“主题
出版”选题等政策带动，儿童文学作家们积
极投入创作。

借此东风，近年来，围绕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重大主题，红色
题材儿童文学大量出版。其中，有大跨度的
史诗书写，如董宏猷讴歌红船精神的长诗
《中国有了一条船》，徐鲁纵跨70余年革命
战争与新中国建设史的小说《远山灯火》；
有回顾红军战斗史的柳建伟的《永远追
随》、张品成的《我的军团我的兵》等；还
有描写战争童年的曹文轩的《火印》、黄蓓
佳的《童眸》、张之路的《吉祥时光》、常
新港的《寒风暖鸽》、李东华的《少年的荣
耀》、左昡的《纸飞机》等；重塑少年英雄
形象的，如薛涛的《第三颗子弹》、孟宪明
的《三十六声枪响》等。

正是国内少儿出版界研发新模式、打造
品牌的诸多努力，为红色书籍火上添薪。有
的出版社开始探索“跨界”，将动漫卡通、影视
网游等诸多元素融入小读者的阅读生活，讲
好红色故事。如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
《领风者》系列图书，不仅做首部以马克思故
事为题材的漫画，还针对不同受众，推出动画
片、主题歌、舞台剧等全产业链产品。

书博会上，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
“童心向党·百年辉煌”丛书，选取了中国
共产党自成立以来16个具有代表性的儿童个
体或群体，以绘本的形式呈现他们的感人故
事；还有不少民营出版社在尝试插画版、美
绘版、立体书、有声读物等多种表现形式，
以多样形式吸引小读者阅读红色童书。

“开篇没有目录；字比较小，纯文字的
好像孩子都不愿意看。”在现场，有家长忍
不住吐槽，这也反映了出版界的“跨界”之
急切到一时无法适应的程度。相信假以时
日，红色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界的更深度携
手，会奉献更多红色童书精品。

第30届书博会上，与儿童阅读相关的推介活动将近半数，其中有不少与红色题材作品相关———

红色童书迎来“第三波热潮”

书博会现场热爱阅读的小朋友随处可见。 □记者 赵琳 宋亚鲁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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