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
圆嘟嘟的小脸，天真可爱的笑容
能把人的心瞬间萌化，外型酷似
洋娃娃的她时常遭遇路人的合
影请求，简直就是“明星”待遇。

韦一子墨不仅漂亮可爱，还
特别能吃苦。据子墨妈妈介绍，
子墨从小就喜爱舞蹈，在她一岁
多时，家人发现，只要音乐响起，
子墨便会随着节奏手舞足蹈，虽
然“舞得没有章法”，但“一招一
式”看上去也是有模有样。于是，
去年暑假，妈妈为子墨报了舞蹈
兴趣班，专门学习中国舞。

““舞蹈精灵舞蹈精灵””
韦一子墨

如何投票？

第一步：扫描下面的二维码，关
注成都儿童团微信公众号，点击微
信号底部菜单栏“兴趣班里的‘明星
宝贝’评选”，即可进入投票页面查
看宝贝的信息和编号；

第二步：在微信号对话框中输
入宝贝的“编号”，即可参与投票；

第三步：投票后，弹出宝贝的个
人页面，即为投票成功（活动期间，
每个微信号每天仅可投1票）。

投票规则：
本次投票周期为五天（8月15日

~19日17：00），幼儿组和少儿组将分
别评选出10名“明星宝贝”（每个学
类按参与人数比例设置获奖名额），
获评为“明星宝贝”的小朋友，将在
幼儿组和少儿组分别产生一名成都
儿童团年度形象代言人，获2000元
现金奖励，并享有优先参与成都儿
童团全年活动的机会。

注意：每人每天只可为一名宝
贝投一票，投票过程中，参选宝贝一
旦被监测判定为刷票，我们将有权
取消其参选资格。

贺青山今年6岁，别看他现在下
一盘棋能屁股都不挪一下地安坐
一小时，曾经的他可是一位从早到
晚根本静不下来的“小调皮”，爸爸
妈妈为此伤透了脑筋。

据贺青山妈妈介绍，青山从小活
泼好动，做什么事情都只有三分钟
热度，没有耐心。为此，夫妻俩商量
后，决定将青山送去学习围棋，好
好磨练一下他的性格。通过两年的
学习，青山的性格果然大有改观，

“现在一盘棋下下来一个多小时，
他都坐得住。”青山妈妈说，孩子性
格依然活泼，但做事更加沉稳。

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实习生 季群岭

““围棋高手围棋高手””
贺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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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书《余罪5》
首印10万册被全部召回

出版方称召回原因系出现编校质量问题
如此大规模的图书召回在出版界尚属首次

炒作娱乐新闻
不能伤及孩子

这两天，一位男演员婚变的新
闻被媒体爆炒。公众关心明星的私
生活本无可厚非，然而在这起事件
中，这位演员的一双未成年儿女的
各类信息，被一些媒体当做报道元
素反复炒作，这不仅有违道德规范，
甚至有违法之嫌。

尽管男演员在声明中强调，要
“尽力将因此（离婚）给双方父母和
两个尚未成年孩子造成的伤害降
到最低，希望他们继续拥有平静的
生活”，但事与愿违，以网媒、公号
为主体的媒介迅速搅起一个巨大
的旋涡，把两个孩子也卷了进去，
个别人的言辞甚至充满低俗的调
侃和嘲讽。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
人隐私。未经允许上传明星孩子的
照片及其他隐私信息，涉嫌违法。爆
炒娱乐新闻，一定要绷紧守法这根
弦，绝不能为图一时痛快，给孩子造
成伤害。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未成年
人的保护程度，体现一个国家的文
明水平和公民修养。保护未成年人
的人格尊严、隐私权和其他权益，理
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不论未成年
人是明星的还是普通人的孩子，一
律都应平等地加以保护。

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
企业和所有成年人的共同责任。针
对这次事件中已经出现和正在发生
的针对未成年人的侵害行为，未成
年人保护机关和社会组织需要密切
关注事态发展，及时提醒告知，对特
别恶劣的须依法处罚。

他律不如自律。媒体尤其是网
络平台，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不给
违反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政策的
信息提供传播平台。公民个人则要
不制作、传播、围观相关图文，用理
性去为未成年人守护那份纯净。这
不仅是针对这起事件应有的态度，
更应该以此为契机推而广之，让保
护未成年人成为社会广泛认可、自
觉践行的理念。

娱乐守底线，八卦有边界。一旦
涉及未成年人则应止步，不能让好
奇的目光越过道德和法律的堤坎。

（新华时评）

这个暑假，一大波多才多艺的萌宝来袭——

“明星宝贝”花落谁家？由你来定
由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

主办的“兴趣班里的‘明星宝
贝’”——儿童暑期才艺展示
暨评选活动，经过4天报名，
共吸引了168名多才多艺的
小朋友参选，成都市棋院、成
都市星光艺术团、燕子画室、
一墨画室、理想画室·理想儿
童美术馆、若水武学太极会
馆、渗透美学、周秀才老师硬
笔书法培训班、成都缤纷万
象滑冰场、非凡·智绘艺术中
心、星艺堂文化艺术中心等
机构更是组团来报名。

参评的小宝贝中有萌萌
哒的“舞蹈精灵”，有用五彩
斑斓的画笔记录成长故事的
“小小画家”，有在棋盘上冷
静对弈的“小棋手”，还有不
少精于跆拳道、太极等运动
项目的“武林高手”，可以说
本次评选汇集了成都各大兴
趣班里的各路“高人”。

声乐10级、
钢琴8级、民族
舞12级、语言表
演7级，还会非
洲鼓、架子鼓、
现代舞等，T台
走秀曾获得过

“新丝路”大赛
冠军……刘麒
钰虽然只有10
岁，但在演艺方
面的训练和学
习却十分全面，
并且取得过不
错的成绩，节目
录 制 、影 片 拍
摄、时装发布、
平面拍摄等对
于她来说已是

“家常便饭”，是
一位名副其实
的小童星。

““全能宝贝全能宝贝””
刘麒钰

据程峰介绍，尽管已做好准备，召回的困难还是超
出了他们的想象。召回通知发出之前，《余罪5》每天仅网
络销售就超过1000册，定价高达192元的套装更是登上
当当、京东小说畅销榜，日销超过300套，销量不断攀升，
更带动了《余罪》前几本的热销。《余罪5》和套装被屏蔽
或下架，《余罪》前几本销量同样受到波及，销量下滑惨
重。纸质书的下架也同样影响到正处于上升势头的电子
书，曾创下单月销售近40万元的电子书如今已经在排行
榜上大撤退。

除开经济损失，巨大的工作量也摆在出版方眼前。“库
存图书全部转为残损书，第一时间停止配货，逐一排查未
发货的订单，已经装车、发货在途的全部通知提回，然后会
化为纸浆。”另一方面，图书得重新审校、排版、出片核对，
最后完成印刷、入库等流程。该书印制负责人孔浩告诉记
者，“我们现在是争分夺秒，印厂收到稿件后，周末连夜赶
制，第一时间入库，力争在3周内重新上市。”

程峰告诉记者，编辑印刷等工作还好解决，散落在全
国书店及库房里的图书才是最头疼的事。由于发货量大，
地域分布广，读客发行部只能一家家排查，工作进行大半
个月也只是收回一部分图书，更多的还在陆续收回中。

为此，记者联系到成都购书中心的刘经理，她在接受
采访时说，“我还是第一次碰见如此大规模的图书召回，
为了读者，我们会全力配合。”

据记者了解，图书之所以召回难，在于图书价格体系
和销售体系不统一，还有各种相关条件限制。如电商网站
和地面书店的价格是两套体系，电商和地面书店在不同时
间段也是不同价格；在同一个城市，不同书店也是不同价
格体系，出版机构虽有召回愿望，但执行起来困难重重。而
有些图书召回往往又设立各种条件，比如要求读者出具购
书小票和承担邮费。一本书价格不高，为了怕麻烦大多数
人都不会选择退换。

读客图书负责人表示，从各平台购买的图书可通过平
台退换，如平台退换有困难，读客将免邮费替换，“只要读
者拍一个图书照片，写明地址，我们就会把书寄过去，最大
程度方便读者”。

针对此次召回，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余罪》原著作者
常书欣，他说：“犯错的编辑也离职了。出版方还是挺负责
的，正积极补救。”

图书召回制在我国早有先例，
但并不多见。记者调查得知，图书召
回一般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相关
部门的监管下被要求召回：如2013
年9月，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要求
下，国内五家出版社部分图书因为
编校质量问题被召回。另外一种情
况是出版机构主动召回：2004年上
海译文出版社召回词典成为我国出
版界首次案例；2009年出版机构世
纪金榜也召回了共三万册高二（下）
地理图书。

据记者查阅，上海译文出版社召
回词典总数量为9000本，总码洋（码
洋，图书定价乘以数量）约为42万元；

世纪金榜召回高二（下）地理总码洋
共计48万元，国内有记录的图书召
回，码洋金额大多未超过50万元。而

《余罪5》首印10万册、《余罪1-5》套装
首印3万套，总金额近千万，册数之
多，金额之高，影响之大，创下中国出
版史纪录。

程峰在谈及召回初衷时表示，
“召回完全是我们的主动行为，没有
主管机构的要求。不符合国家标准的
产品，是对作者、读者和合作方的不
负责任。虽然这个决定很艰难，损失
特别大，但我们必须这样做。从7月4
号上架，26号下架，不到一个月，我们
的损失是以百万元计算。”

《余罪》以其全新的警察形象、紧
凑的故事情节和令人拍案的逻辑推
理俘获了大量粉丝。随着该网络剧的
热播，小说再次走进大众视野，自
2015年10月上市以来就受到广泛关
注，已经出到第五本，7月出版上市的

《余罪5》更是被誉为该系列的最成熟
最感人之作。据悉，仅《余罪5》首印就
高达10万册，尚未上市就登上各大书
店网站的预售排行榜。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截至2016
年8月初，《余罪》系列纸质书累计销
售已超过100万册，电子书销售额更
是突破100万元。根据小说前两部改
编的网剧点击量也突破40亿，成为今
年最火的网剧。

然而，这样一部火爆的小说，在
上市第22天，就有读者发现各大电商

平台中《余罪5》和《余罪1-5》套装页
面突然消失，图书被下架，只有第三
方店和电子书在出售，各地面书店也
找不到它们的影子。为什么一夜之间
全部撤回，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出版方
上海读客图书，副总裁程峰表示，

《余罪5》在刚上市时，有读者反馈
《余罪5》中存在编校错误，经检查发
现是由于公司管理不善，编辑没有
按流程操作，以致出现19处编校错
误。公司紧急开会，决定全部召回已
发货图书《余罪5》和《余罪1-5》套
装。“图书是7月4日网络书店首发，7
月25日公司开会，发布下架通知，7
月26日网络书店全部屏蔽，停止发
货，地面书店和机场书店也同步开
始召回。”

《余罪5》因编校质量问题被召回

事件

最大规模召回创国内出版史纪录

影响

图书召回流程复杂难度大

进展

风靡全国的畅销书《余罪
5》及《余罪1-5》套装，上市不
到一个月，因编校质量问题全
部被出版方主动召回。图书召
回本来不多见，但如此大规模
的畅销书召回，在出版界尚属
首次。据出版方负责人介绍，
召回的图书有10万册，全书有
19处漏字，差错率为万分之零
点五六（0.56/10000），“我们正
加紧赶制，弥补错误。”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实习生 朱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