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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

600岁故宫

A07

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600岁故宫的更多内容

坐拥天下内景，立体结构，
让读者身临其境。
后宫嫔妃等级。

宁寿宫花园里有一座禊赏
亭，亭前有一个流杯渠。这里
模仿古人曲水流觞的自然风
貌，渠中水杯顺水流到谁面前，
谁就饮酒赋诗，既风雅又有趣。
小读者被《故宫（人文版）：
这是紫禁城》立体书吸引。

600岁故宫，
坐在家里
“走”
一趟
160多个机关揭秘故宫宝藏

也许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
故宫
都是心向神往的。它是明清两代皇帝的
家，
是全世界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建筑群，
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宝库，
更是每个
中国人都想打卡的地方。2020年，
古老
恢弘的紫禁城迎来了600周岁的生日。
不少人都计划着要带孩子去一次故宫。
然而，
迷宫一样的房子，
千篇一律的城门
宫殿，
没有好吃的，
也没有好玩的，
故宫
对于孩子来说，
可能只是一次单调、
枯燥
又疲惫的行程。但是，
只要花点时间做
些准备和引导，
提高知识储备，
就能让他
们在故宫里玩high，
你信吗？
在去故宫之前，
不妨问孩子们几个
问题：
以前的皇帝住在哪里？他是怎么
工作的？又是怎么吃饭的？后宫娘娘们
穿的衣服都一样吗？皇宫里的孩子平时
都玩什么游戏？
这些问题会不会激起孩子们对故
宫的兴趣？当然，
更大的可能是，
孩子们
会问你这些问题，
怎么把这些话题讲得
生动有趣，
还能有现场感，
可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一不小心就可能
“翻车”
。
这时，
你可能需要一本《故宫（人文
版）：
这是紫禁城》的立体图书来替你解
围。这套书由小天下策划、
阅文集团·华
文天下合作出版，
历时600余天打造，
结
合了故宫人文文化、
皇家趣味历史、
建筑
双层立体展现、
同步有声解读等多位一
体，
除了作为出行前功课之外，
这套书还
是一本很好的
“故宫赏玩手册”
，
非常适
合携带入宫，
一边逛故宫，
一边听音频解
说，
连现场导游也省了。
撰文/记者储文静 实习生孙合

拿到这本《故宫（人文版）：这是
紫 禁 城》，像 是 拿 到 一 张 故 宫 的 门
票，它本身就像游览故宫一样，是一
次探索之旅。
《故宫（人文版）：这是紫禁城》
在编排的顺序上，遵循了故宫的空
间顺序，从紫禁城的红墙外，威严的
外朝、坐拥天下（外景、内景）、内廷
三宫、皇帝的寝宫、以文治国、皇宫
禁苑、皇家的娱乐生活，逐一将紫禁
城的建筑更为立体地展现在孩子面
前 ，坐 在 家 里 也 可 以 随 时 把 故 宫
“走”
一趟。
首 先 ，它 和 故 宫 一 样 ，是 立 体
的。红色的封面，犹如紫禁城红墙，
一路走进去，经过城墙、角楼、护城
河、午门，从威严的外朝，到内廷三
宫、皇帝的寝宫、皇宫禁苑……对于
一些标志性的建筑，
《故 宫（人 文
版）：这是紫禁城》保留了立体书的
风格，在翻阅的过程中，一座座建筑
仿佛变魔术般跃然纸上，相信很多

对话

孩子比看到实物还会兴奋。而在太
和殿的介绍上，更是采用了复杂的
双层立体结构，可以二次翻转，这是
现在中国大陆原创立体书中最难的
双层立体结构。
把知识融于细节，让孩子们动
手发现，也是这本《故宫（人文版）：
这是紫禁城》特色之一。故宫是一
座传统文化的宝库，但很多知识却
藏在不被人注意的细节和内在之
中。这本书并没有简单地把知识罗
列给出，而是将这些知识尽可能地
藏在场景之中，利用孩子们喜爱游
戏的天性，通过书中书、翻翻、拉拉、
信袋等各种有趣的方式，让他们自
主去探索和发现。全书共设置了
160 多处的“机关”，运用目前最复杂
的双立体机构，让孩子们可以随时
“上手”阅读，随着一处处“宝藏”被
打开，在游戏过程中，不知不觉学习
知识，更同步培养孩子发现和探索
的能力。

不一样的皇家日常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
说：
“ 我希望故宫不仅是一个知识的
课堂，更能够成为一片文化的绿洲，
它是一座活着的文物之城。”
显然，单纯地展示故宫的建筑
结构，做一本关于故宫的立体书，还
远远不够。早在 2018 年开始策划之
初，策划团队就广泛征求了故宫专
家和“故宫打卡达人”的意见，探讨
以故宫为场景，孩子可以看什么、学
什么，如何引导他们发现和欣赏故
宫内在之美。
所以，除了常见的建筑展示和
文物介绍之外，这本书里还有令人
心动的皇家日常。这本书在内容上
还特别增加了关于生活饮食、游戏
习俗等相关孩子们感兴趣的内容。
最终呈现在面前的这本《故宫（人文
版）：这是紫禁城》，以故宫为场景，

融合了建筑、制度、治国、文物、生
活、服饰、饮食、教育、习俗、游戏 10
大主题。通过优秀传统文化+经典
皇家建筑+真实宫廷生活的内容方
式，打破立体书的单项娱乐模式，提
升其孩子的知识储备和语文综合能
力，成为一本以故宫为场景的大语
文书。
此外，给孩子的书，考虑到孩子
的专注力的问题，如何能够用较少
的文字，比较系统却又巧妙地把一
些孩子们感兴趣的知识点穿插其
中；知识的深浅度，是否符合孩子的
接受能力；是否可以让孩子们能体
验到自主探索和发现的乐趣等等，
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
《故宫（人文
版）：这是紫禁城》的内容更是几易
其稿，说它是一本关于故宫的“大语
文书”，
一点儿也不为过。

故宫还可以
“听”
除了可以直观地看到故宫的建
筑，动手发现其中的知识，这本《故
宫（人文版）：这是紫禁城》还搭配了
35 分钟的有声讲读，由专业的主持
人诵读，再加上各种有趣好玩的配
乐，
让孩子可以玩得更加尽兴。
虽然也可以让孩子听着音频自
主探索，但是更推荐家长和孩子一
起做一次亲子同听。或者你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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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原来故宫里还藏着这么多有趣
的小知识，诸如东西六宫的由来，午
门为什么是“明三暗五”的格局等。
更或者，将这本书作为游戏场景，和
孩子一起听着音频，一起来一次关
于故宫的知识探索之旅，看看谁发
现了更有意思的秘密。哪天带孩子
去故宫，他们就可以像个“内行人”
一样，说得头头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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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津。

有趣的故宫大语文：
后宫十二宫是怎么来的
面对诸多“故宫文化周边”图书，
《故宫
（人文版）：这是紫禁城》如何与众不同？
“它不
仅是显微镜下的紫禁城，也是有趣的故宫大
语文。这是我们跟同类产品最大的区别，我
们提到的十个主题点，在故宫的书里面基本
是最全面的。
”本书策划人王津如是说。
潇湘晨报：这些年
“故宫热”
的现象一直持
续，
仅2019年故宫的游客数就超过了1900万人
次。一系列与故宫有关的综艺节目以及故宫周
边文创，
引发了年轻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热爱。面对诸多
“故宫文化周边”
的图书，
这套
《故宫（人文版）：
这是紫禁城》，
到底有何特别？
王津：我们这本《故宫（人文版）：这是紫
禁城》可以说是故宫文化周边图书众多产品之
一。在策划伊始，我们觉得其实太多的书，里
面讲的只是一些结构和一些百度百科可以找
到的东西，
挺枯燥的，
而且对孩子来说，
意义和
价值并不大。所以，
我们这套书在从里到外的
整个逻辑上、每一个章节的名称，其实都是比
较人文化的：
从紫禁城的红墙外，
一直到外庭、
内庭、
后宫，
包括后面还有最有特色的、
目前很
多书都很少见到的皇家娱乐方式。这套书也
是一款学习和游戏的工具，
我们用了翻一翻立
体书、
双层设计结构等一系列匠心设计，
这样，
会让孩子们更喜欢。所以说这不仅是一套故
宫语文书，
还是一套很饱满的故宫语文书。
潇湘晨报：据说《故宫（人文版）：这是紫
禁城》这本书的出版用了 600 多天，对于童书
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出版周期。为什么
会花这么长的时间呢？
王津：为了研发故宫系列书，我们去了无
数次故宫，每一个宫殿，每个门开的方向，甚
至每一片瓦的花纹颜色我们都要实地去研
究，这也是我们最自信的地方。为了让每个
细节都做到严谨完美，一本书至少校对编辑
不下二十遍。
这本书的制作公司格林图书团队，曾参
与迪士尼大电影《疯狂动物城》、
《冰雪奇缘
1&2》周边图书的制作与研发，原创的《身体的
秘密》
《高铁的秘密》等立体书也持续热销。
这个团队对于作品整体内容的布局把控到
位，对于细节精益求精，获得了读者极高的评
价。本次的《故宫（人文版）：这是紫禁城》更
是将对细节和内容的执着提升到了一个新的
境界。因为他们把很多新技术用到了这套书
上，所以延误了点时间，再加上疫情，让书的
上市整整推迟了近半年的时间。
潇湘晨报：看完了这套《故宫（人文版）：
这就是紫禁城》，感觉不止是一本介绍故宫的
书，而是涵盖了整个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林林
总总，
本书的策划初衷是什么呢？
王津：我们看到很多故宫的书，都是以建

筑为主的，很多是研究故宫中轴线的，因为故
宫 最 明 显 的 特 点 就 是 中 轴 线 ，就 是 这 些 宫
殿。但其实这些宫殿里就隐藏着中国的传统
文化，
包括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所沿用的制度。
目前故宫允许游客游览的路径，最主要
是从午门一直到神武门中间的这一条线，然
后慢慢地像延禧宫也开放了。但现在的慈宁
宫、养心殿、御膳房，这些还是没有开放的，我
们的书里面就比其他的书多了这些地方。比
如说到东西六宫，大家都会想到东西六宫一
共六个宫，其实是东西各六宫，一共十二个
宫。后宫十二宫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故宫
语文、故宫知识。
潇湘晨报：
《故宫（人文版）：这就是紫禁
城》里写到了很多皇家生活细节，包括娱乐活
动，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王津：其实我们设计这个书的时候，最后
才加了皇家娱乐生活，因为我们不希望它只
是概念上的“故宫书”，只能看到立体结构和
一些小零件。其实故宫里面能挖掘的东西特
别多，故宫的衍生品，其实大部分出自于皇家
娱 乐 生 活 。 故 宫 最 早 的 网 红 产 品“ 朕 知 道
了”，就是从雍正给年羹尧的奏折里面提取的
几个字，做成了一个纸胶带。所以把皇家的
娱乐生活放在里面，作为故宫大语文方向的
一个分类，应该是这个书内容上最大的亮点。
《故宫（人文版）》，我们不想说它是立体
书，因为它比普遍的立体书要复杂很多。我
们希望给孩子一个动手动脑的环境，在这个
环境里，能看到真正的宫中生活。皇帝其实
也不是高高在上的，书里还提到了皇子们上
课的时间，让孩子了解，这些皇子早上五点就
要上课，其实也很辛苦。书里还有东西十二
宫，服饰的特点，也有一些小物件如手炉等。
最后就是皇家的娱乐方式，有射箭，有宠物，
有宫戏，还有笔类的小游戏。翻看这套书，真
是有料有趣又有戏。
潇湘晨报：
这本书在设计上有哪些亮点呢？
王津：这本书是有美感的。书里面有 160
个零件，我们希望读者能一眼看见 600 岁故宫
的结构，不仅仅是紫禁城的 600 年，还有故宫
博物院的 95 周年。我们更希望通过不同的零
件，不同的设计，给大家一个更深刻的故宫概
念，孩子们能够玩得起来，走得进去，而不只
是看立体结构。
至于我们的立体设计，运用了最难的双
层立体结构，打开后可以再打开、而且能翻。
因为都是手工制作，所以非常用心和特别，比
如养心殿和养心殿里的床。
这样一套书，还是非常值得小朋友们和
家长们一起看一看，它能让你成为故宫的“万
事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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