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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鲜肉作家冶出书受追捧

写作步入“看脸”时代？

内容简介
流年中的故事袁小城里的故事袁伴

着瓯江水袁日夜不息遥你好像都看在了
眼里袁又好像什么也没看见遥 叶流年物
语曳是关于贫穷和恐惧的袁同时也是关
于假像和真相袁欲望和道义袁坚持和妥
协袁追求和幻灭的遥这部头绪纷多的小
说里独独匮乏的是爱情要要要那种我们
在十八岁时憧憬的纯净的爱情遥 书里
相遇的每一对男女袁 都有着自己不可
告人的私心遥

流年物语

内容简介
公元六世纪的英格兰袁本土不列

颠人与撒克逊入侵者之间的战争似
乎已走到了终点要要要和平降临了这
片土地袁两个族群比邻而居袁相安无
事地共同生活了数十年遥 但与此同
时袁一片奇怪的野遗忘之雾冶充盈着英
格兰的山谷袁 吞噬着村民们的记忆袁
使他们的生活好似一场毫无意义的
白日梦遥 一对年迈的不列颠夫妇想要
赶在记忆完全丧失前找到此刻依稀
停留在脑海中的儿子袁于是匆匆踏上
了一段艰辛的旅程遥 他们渴望让迷雾
散去袁渴望重拾两人相伴一生的恩爱
回忆要要要但这片静谧的雾霭掩盖的
却是一个黑暗血腥的过去袁那是一个
在数十年前被不列颠人的亚瑟王用
违背理想的手段掩埋的巨人遥 一个神
秘的撒克逊武士肩负使命来到这片
看似平和的山谷袁他那谦逊的外表背
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秘而不宣的动机钥
他的使命带给这个国度将是宽恕的
橄榄枝还是复仇的剑与火钥 而亚瑟王
最后的骑士高文则决心用生命守护国
王的遗产袁因为守护它就意味着守护
最后的和平遥 记忆与宽恕袁复仇与和
平袁四人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了
一处袁而结局只有一个遥

被掩埋的巨人

内容简介
散文随笔尧谈话集遥 分为三个部

分院第一部分为作者任叶华夏人文地
理曳 主编期间为其所写文字的集结曰
第二部分主题为阅读袁内容为阿城先
生读书所得所感曰第三部分主题为谈
话袁集结了诸多与名家对谈的文章及
记者访谈文章遥

脱腔

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学诠释
要要要著名科普作家刘荆洪推出新作叶海上丝绸之路神话曳

姻商报记者 清涧

日前袁一本封面装帧独特的叶雪窗
帘曳成为这个初夏最让人心醉的书遥 这
是中国著名女作家尧 茅盾文学奖得主
迟子建的最新短篇小说集袁 代表了她
30年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遥 该书用 14
个暖心的故事袁讲述唯美的雪国乡愁袁
让漂泊的人读后备感温暖院野雪是冷
的袁但思念却是热的袁家在远方袁爱是
否仍然留在心房钥 如果春天真的有飘
雪袁你可愿以爱相随钥 冶苏童说院野迟子
建的小说构想几乎不依赖于故事袁很
大程度上它是由个人的内心感受折叠
而来袁 一只温度适宜的气温表常年挂
在迟子建心中袁因此袁她的小说有一种
非常宜人的体温遥 冶

迟子建作品中的环境描写让人拍
案叫绝袁以她女性的视角袁柔美细致地
描摹周围的一草一木袁像妈妈的手袁温
暖而又带着一点点粗糙的薄茧袁 轻轻
地拂在脸上尧身上袁让人情不自禁地走
进她要给你介绍的村庄里去袁 甚至通
过熟练的文字应用袁 将每个读者身旁
的空气质感都能调和统一遥

迟子建新作出版院

《雪窗帘》

叶雪窗帘曳 迟子建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日前, 著名科普作家尧
海口经济学院教授刘荆洪
新作 叶海上丝绸之路神
话曳袁由南海出版公司正式
出版发行遥 这部四十多万
字的小说被誉为 野中国首
部反映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的科幻神话长篇小说冶遥

刘荆洪袁全国优秀社
科普及专家遥 现已出版
个人专著 29部遥 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会员尧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
家袁现为海口经济学院人
文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尧
旅游研究所所长尧教授尧
海南省旅游商品研究基
地常务副主任尧民建海南
省委会参政议政委员会
副主任遥 超星名师讲坛
主讲人之一遥
至今袁已经出版个人

专著 29部袁 参与主编图
书 6部袁独立撰稿出版音
像作品 1部袁发表各类文
章数百篇遥

叶海上丝绸之路神话曳借助中外小
说的艺术手法袁运用散文笔调袁生动刻
画出神话博士尧考古教授尧海洋学家尧丝
绸之路专家等人物形象袁讲述他们与现
代机器人及古代神话人物的奇妙故事遥
小说中的人物借助神奇的现代科技袁魔
幻般地穿越在时空和现实之间袁现代与
历史之间袁一边进行历史文化的深入挖
掘袁一边探索海洋文化的科技奥秘遥

该作品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部分
国家的神话传说尧民俗风情尧音乐舞蹈尧
山水景观尧 地理文化进行了文学的描
述袁同时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现实意义
与历史意义进行科学的探索尧艺术的解
读与哲学的思考遥 由于叶海上丝绸之路
神话曳是重大题材袁涉及宗教文化内容袁
经过相关部门鉴定袁得到充分肯定遥 专
家学者们认为袁叶海上丝绸之路神话曳既
是科幻神话长篇小说袁又是旅游文化小
说袁既是宗教文化小说袁还是剧本体的
影视文学小说遥

魔幻穿越时空和现实

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
优秀文学作品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
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遥它们蕴含着
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尧永恒的
价值和永久的魅力遥 叶海上丝绸
之路神话曳袁 展示了海上丝绸之路
相关国家的异国风情与神话传说
的瑰丽画卷遥青年评论家关德福认
为袁刘荆洪敢于探索科幻小说与神
话传说结合的新路袁堪称中国科幻
神话长篇小说的开拓者遥

叶海上丝绸之路神话曳袁顾名思
义袁谈的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的神话袁对国家城市建筑尧风土人
情也有描述遥即详细地介绍和评述
了外国的神话和传说袁也对古代文
明发达国家袁如埃及尧巴比伦尧印度
和希腊罗马的神话和传说体系有

所涉及遥由于叶海上丝绸之路神话曳
是一部科幻神话传说小说袁所以很
注重文学性袁选择的各地区最优秀
最有代表性的神话传说故事袁能够
满足各类爱好文学的读者阅读和
参考遥

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袁海上丝
绸之路将世界的未来和命运与中
华民族联系在一起遥历史和实践已
无数次表明袁文学成果是人类文明
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袁 古老
野神话冶作为文化遗产袁对人类的进
步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遥努力
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
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
一切文明成果袁 把头脑武装起来袁
是非常必要的袁也是人类未来发展
的动力遥

文学对人类文明不可或缺

作家作品

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内袁野小鲜肉冶作家频频出
新书遥 2015年袁一篇名为叶围观野小鲜肉冶曳的文章指
出袁有图书电商直接用野围观小鲜肉冶做主题袁列出
了一堆野高颜值作家冶的作品袁书还野卖得都很好冶遥

2015年初袁野当当年度影响力作家冶 评选结果
公布遥其评选过程颇能显示高颜值野小鲜肉作家冶的
受欢迎程度遥本月 12日袁当当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
示袁当时袁沈煜伦尧张皓宸尧张艺兴这些作家在整个
投票过程中一马当先袁直至最后分别成为青春偶像
作家榜尧青春成长作家榜尧明星作家榜的冠军遥

一些公开的销售数据也能说明 野鲜肉作家冶作
品火爆遥 2015年袁苑子文尧苑子豪合著叶我们都一
样袁年轻又彷徨曳袁销售近百万册曰其新书叶穿越人海
拥抱你曳预售开通仅 5分钟袁当当网销量破 1.5万
册袁1小时达 30522册曰预售仅 1日袁该书订购量突
破 50万册遥

演员尧歌手张艺兴作品叶而立窑24曳销量更是可
观遥 据出版方透露袁2015年该书在当当进行预售
时袁 短短 24分钟内便创下了近 7万册的销量袁野这
个数字已经相当高了冶遥

一类书得以畅销袁通常会在作者类型尧作品内
容等方面具有某些相同的特点遥野鲜肉作家冶的作品
亦不例外袁这些书一般被归为野青春文学类冶袁读者
则以年轻人为主遥

从作品内容来说袁一般不是传统的长篇小说巨
著袁而是以涉及爱情尧友情等的野暖心故事冶为主袁或
催泪尧或野治愈冶袁又或励志袁整体风格积极向上袁比
如袁媒体报道中便提到袁叶穿越人海拥抱你曳是一本

温暖治愈的晚安故事集袁包含 12个成长故事曰张皓
宸叶我与世界只差一个你曳所写亦是野12个治愈系
故事冶遥

不过袁张皓宸尧沈煜伦等作者却并不太认可野鲜
肉作家冶的标签遥张皓宸便不止一次提到袁野鲜肉冶是
大家的最初认识袁随着自己的作品陆续出版及未来
影视作品的推出袁会呈现出一个更立体尧多元和成
熟的自己遥

不可否认袁随着越来越多明星名人涉足撰文出
书袁娱乐行业的粉丝效应开始向出版业蔓延袁野鲜肉
作家冶的情况颇为类似遥一位出版业业内人士分析袁
有粉丝能够为图书畅销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袁而颜
值也是野圈粉冶的重要因素遥

野总之袁只要有足够的粉丝和关注者袁就有足够
的机会被策划运作出版图书遥冶这位业内人士分析袁
从去年到现在袁从各大签售会的人气等来看袁野高颜

值小鲜肉冶与作家尧出书袁联系得越来越密切遥
野对一些当红耶鲜肉作家爷来说袁签售会出现上

千粉丝并不稀奇遥这已经成为目前国内整个文学欣
赏尧文学消费中很重要的现象遥 随着年轻读者阅读
群体的扩大袁这个趋势只会越来越明显遥 冶不过袁白
烨认为袁当下还不好对这一现象下结论袁野还需要进
一步观察尧分析冶遥 (钟欣)

“鲜肉效应”蔓延至文学界？

作品推介

作者院 张翎
分类院 小说
出版社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价格院 36.00元

作者院 揖英 铱石黑一雄著 周小进(译)
分类院小说
出版社院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价格院 39.00元

作者院 阿城
分类院 作品集
出版社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价格院 62.00元

作家简介

内容多是暖心故事

颜值成畅销助推器？

近年来袁野小鲜肉冶席卷荧屏袁图书市场似乎也被波及遥 前不久袁被粉丝称作
野鲜肉作家冶的苑子文尧苑子豪兄弟在青岛签售新书受到近千人追捧袁不少粉丝一
次购买五六本书遥 与之情况类似的袁还有同时被打上野鲜肉冶标签的沈煜伦与张皓
宸等年轻帅气的作者遥 以致有人戏称野写作也步入了耶看脸爷时代冶遥 对此袁著名评
论家白烨认为野这跟阅读的粉丝化尧娱乐化尧青少化都有一些关系冶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