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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我们离真正的图画书有多远？

11月9日是我国著名画家、文
学家、音乐、美术教育家丰子恺先生
的诞辰纪念日， 在这一天为第三届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获奖者颁奖颇有
深意。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顾问柯倩
华认为， 虽然丰子恺没有创作过现
代形式的图画书， 但是他对儿童的
理解与尊重，对文学与绘画的理念，
使他足以作为彰显现代华文儿童图
画书精神的代表人物。

第三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从
送选的227件华文原创作品中，经
过初审选出27件入围作品，最终评
出首奖1件、佳作奖4件，分别为《我
看见一只鸟》及《很慢很慢的蜗牛》、
《阿里爱动物》、《看不见》、《最可怕

的一天》。
谈及评审作品时的感受， 画家

蔡皋说，那些源于儿童生活体验、符
合绘本创作规律、 编辑者和创作者
配合默契的作品占有明显优势。

评选是一个评出佳作的过程，
同时也是发现问题的过程。

纵观华文图画书的整体状况，
儿童文学评论家刘绪源认为， 尚处
起步阶段的华文原创图画书主要存
在两方面的不足： 一是儿童想象力
未能得到充分的表现和满足， 二是
创造精品的意识尚未真正确立。

日本福音馆资深童书编辑唐亚
明对获得首奖的 《我看见一只鸟》
十分赞赏， 这主要缘于这本书的作
者甘于寂寞、 潜心创作的态度。 针
对目前一些作者、 出版社急于求
成、 急功近利， 很短时间就出一本
图画书的现状， 他说： “精心做好
一本图画书， 至少要花数年的功
夫。” 他希望通过这本书， 提倡认
真的精神， 提倡不懈的努力， 摒弃
闭门造车、 异想天开、 灵机一动、
潦草下笔。

过于强调图画书的教育功能也
是当下华文图画书存在的问题之
一。 台湾艺术学教授， 图画书创作
者徐素霞在评审中发现， 有些送选
作品图像上乘， 故事立意也好， 但
文字叙述太过于教育功能性。 她分
析认为， 这种现象除了部分来自文
以载道的观念外， 也许受到教育长

期以来偏重单向教导、 被动吸收、 重
标准答案的影响。 “图画书可以单就
好玩而存在吗？ 如何真正做到寓教于
乐， 真是一门大学问。” 她说。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虞永平十分强调图画书的儿童性。
“儿童性意味着把儿童当作真正的读
者， 倾听在前， 叙事在后。 超越年龄
阶段的规约和无趣的说教是图画书的
大忌。”他认为，在这种意义上，图画书
不是为了“被教”而是为了“被读”，不
是期待“记得”而是期待“共鸣”。

那么， 教师、 父母与图画书应该
构成怎样的关系？ 日本著名绘本作家
松居直说： “作为念书人、 讲述者，
大人被置于一个复杂的立场， 那就是
与作为听者的儿童读者共同拥有绘本
阅读体验。”

在本届书奖评审主席柯倩华看
来， 图画书不仅能帮助小孩子从家庭
到学校、 从玩具到书， 它还是带领孩
子从图像世界进入文字世界的钥匙。

看似简单的图画书， 其实蕴藏着
丰富的可能性。

对图画书的讨论还在继续。 通过
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思考， 让不了解
图画书的人有兴趣找一本来读； 让已
经读过不少图画书的人， 合上书之后
还能想一想书里的故事、书外的孩子；
让图画书的创作者、出版者，心里时刻
装着孩子，奉献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
正的图画书”———这是所有热爱图画
书、热爱儿童的人的期待。

内容简介： 明天有一件天大的事要发生
了！ 晚上睡觉前，玲玲被妈妈骂“忘了拿便当
盒出来洗”、“袜子乱丢”， 但这有什么大不了
的？明天才真的有一件天大的事要发生呢！明
天会天崩地裂、 火山爆发、 海啸来袭吗？ 还
是外星人和怪兽就要攻陷地球了！ 一切都要
完蛋了吗？ 明天， 明天到底会怎样呢？

评审点评： 这本书的第一页就以朴素的画
面、真诚平实的语言，把读者带入一个天生害羞小
孩的情感世界。结尾虽然是个喜剧，但隐藏在背后
的，却是“接纳和尊重”的期许。

“汉语盘点2013”大幕开启

又近年末， 哪个字、 哪个词能
够代表我们即将逝去的2013年？ 能
为我们展示一年间中国和世界的绚
丽图景？

11月21日， 由国家语言资源
监测与研究中心、 商务印书馆、
央视网、 山东卫视联合主办的
“汉语盘点2013” 启动仪式在北京
举行。 “年度字词” 网络评选活
动， 旨在“用一个字、 一个词描
述2013年的中国和世界”， 鼓励网
民用汉语这把“尺子” 来丈量中
国社会、 万千世界。 除此之外，
主办方还将权威发布十大“年度
流行词语、 年度新词语、 年度网

络用语”， 力图全面真实地展现
中国语言生活现状。

“年度字词” 评选分为网友推
荐、 专家评点和网络投票三个阶
段。 11月21日至12月7日24时， 网
友可登录央视网， 推荐“描述2013
年中国和世界” 的一个字、 一个
词， 同时说明推荐的具体理由。 网
民推荐结束后， 由主办方推选的专
家评委联合评选各组前 10位字、
词， 撰写专家组解读意见并公布结
果， 随后由网民投票评选各组首位
字、 词。 最终获选字、 词将通过活
动官网向大众公布， 并于12月20日
举办揭晓颁奖仪式。

今年的汉语盘点专家评选委员
会由语言学家、 社会学家、 历史学
家、 国际关系专家、 经济学家、 资
深媒体人等组成。 活动主办方之一
的央视网将汇集包括央视网、 微博、
手机终端、 CCTV移动传媒等新媒体资
源， 全方位、 多媒体推广本年度汉
语盘点活动。 另一主办方山东卫视
将首次对整个揭晓颁奖仪式进行现
场直播， 相关栏目还将跟踪报道评
选活动的全过程。

自2006年以来， “汉语盘点” 已
举办至第八届， 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
的文化品牌。

（王珺）

第三届丰子恺
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书

内容简介： 小女孩画了一只从来没有看
过的野鸟， 想带着妈妈一起去看。 在一路寻
找的过程中， 通过各种鸟类特征介绍与图画
细致的呈现各种鸟类姿态， 介绍台湾特有的
鸟类， 包括五色鸟、 台湾蓝鹊、 红嘴黑鹎、
黑冠麻鹭、 黑枕蓝鹟等。

评审点评： 作者以孩子的眼光、 孩子的
语言和笔触， 引导读者走入精心绘制的图画
里。 作者如果没有长期观察野鸟和写生的经
历， 没有对鸟类生态和森林的研究， 是很难
画出如此形象的野鸟的。

首奖

《我看见一只鸟》
作者： 刘伯乐
绘者： 刘伯乐
出版社： 青林国际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佳作奖

《很慢很慢的蜗牛》
作者： 陈致元
绘者： 陈致元
出版社： 和英文化
事业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一只小蜗牛想去葡萄树上吃
葡萄， 他爬得很慢很慢， 被很多小动物嘲
笑。 小蜗牛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一步一步往
前爬。 路上， 他遇到一只毛毛虫， 两个好朋
友一起慢慢地爬、 快乐地玩， 看见了其他人
看不到的风景……

评审点评： 这本书虽然满载哲思， 但故
事里布置了许多孩子们最爱的玩意与游戏，
折射出作者儿童本位的洞见力， 委实为读者
提供了多元的思考空间， 让不同年龄层的读
者都能从书中感受到趣味与启发。

《阿里爱动物》
作者： 黄丽凰
绘者： 黄志民
出版社： 小熊出版
社

内容简介： 阿里是个最“爱” 动物的亿
万富翁， 他收藏的奇珍异兽无人能比， 但什
么才是“爱” 呢？ 画家特别在画面中安排了
一只只会说“才怪” 的鸟出现在阿里身边，
强化反讽的效果， 制造故事张力， 让读者随
着阿里出发， 前往一场充满声音、 想象、 趣
味、 奇妙的寻兽之旅， 最终也带着对“爱”
的全新认知归来。

评审点评： 这本书的作者是在一心一意
地给孩子讲故事，而不是把心思用在自我表现
上。不仅故事情节有趣，语言也生动有节奏，还
运用了押韵的手法。 在好的图画书脚本匮乏，
很多人只依靠新奇点子而不重视故事情节和
语言表达的现状下，这本书的文笔尤为醒目。

《看不见》
作者： 蔡兆伦
绘者： 蔡兆伦
出版社： 小兵出版
社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这本书带领孩子参与一场
“扮演视障者” 的体验活动， 让孩子亲身感
受视障者生活的不便， 感受“看不见” 时的
惶恐与不安， 因而懂得以行动帮助弱势族
群， 同时也更加感恩惜福。

评审点评： 这本书文字叙述简约， 整体
画面设计不落俗套， 也善用象征的符码图
形， 让无形的“听觉” 以有形的“视觉” 来
显现。

《可怕的一天》
作者： 汤姆牛
绘者： 汤姆牛
出版社： 小天下／
天下远见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富兰克林和朋友们”新书面世

11月22日， 由接力出版社与慈文
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的“小手拉小手，
都是好朋友” ———“富兰克林和朋友
们” 新书发布会暨绘本剧大赛启动仪
式在北京举行。 教育心理、 学前教育
等领域的专家以及幼儿园园长、 教
师、 小朋友出席了活动。

“小乌龟富兰克林系列” 是加拿
大国宝级童书， 25年来已被译为30多
种语言， 改编的动画片在140多个国
家和地区热播。 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
“富兰克林和朋友们” 根据同名3D动
画片改编， 第一批出版12册。

“富兰克林和朋友们” 系列以小
乌龟、 小熊、 兔子、 蜗牛、 小海狸等

形象编织故事， 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儿
童熟悉的生活。 通过讲述发生在小乌
龟富兰克林和朋友们之间的故事， 使
小读者理解亲近、 同情、 谅解、 谦
让、 团结等情感和行为， 进而形成
“乐群性” 这一良好的品质。

为让更多孩子体验绘本魅力、 参
与到群体活动中， 新书发布的同时，
还启动了“富兰克林和朋友们” 主题
绘本剧大赛。 本大赛由接力出版社与
慈文传媒集团主办， 故事时间、 北京
羽翼天成儿童剧社、 悠贝亲子图书馆
和爱贝乐亲子图书馆共同协办。

据悉， 本次大赛将于2014年1月
举行决赛。 （杜杜）

封面

消息树

“真正的图画书”从哪儿来
■本报记者 王珺

什么是真正的图画书？

事实上， 论坛的主题已经给出了
答案， “心系儿童， 精雕细琢”， 真
正的图画书一定是为儿童、为艺术的。
在这里，“儿童”是起点也是终点。

谈及本届的得奖作品， 台湾儿童
文学评论家、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顾
问柯倩华说， 这些作品之所以获奖，
是因为其“在‘儿童’ 与‘图画书’
两者的专业概念上把握得较其他参赛
作品优秀， 既满足儿童的普遍性需
求， 又创造了图画书的艺术价值”。
要有儿童的立场， 要表达儿童的心
理、 情感和愿望———这种“儿童观
点” 是从第一届书奖评选开始就为评
委共同认同的一个标准。

丰子恺曾在文章 《儿女》 中写
道： “近年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
了： 天上的神明与星辰， 人间的艺术
与儿童。 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 是
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 他们
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 星辰、 艺术同
等的地位。” 从他的漫画“儿童相”、
“学生相” 中， 同样不难看出他对儿
童的热爱与亲近。

小时候， 安东尼·布朗和哥哥迈
克尔一直以为是他俩发明了“形状游
戏”。 所谓“形状游戏”， 就是第一个
人画一个很抽象的图形， 第二个人要
用另一种颜色的笔将它画成一个具体
的形象。 后来他发现似乎所有的孩子
都很喜欢这个游戏。 当他成为一名画
家后， 更是深刻地意识到， 从本质上
说， 这个游戏是关乎创造力的。 “我

们每画一幅画， 每写一个故事， 每创
作一段音乐， 都是在玩形状游戏。”
他的意思是， 儿童充满了创造力， 真
正的图画书， 既是为了儿童， 其实也
来源于儿童。 安东尼·布朗认为， 好
的图画书应该充满童趣， 而不是一副
说教的面孔， 在这样的书里， 孩子才
有可能读出人物的表情和人物间的微
妙关系， 不仅听到书中的见解， 还能
听到自己的声音。

近年来， 随着图画书概念的普及
推广， 我们得以看到越来越多来自欧
美、 日本等地的经典图画书， 但原创
的优秀华文图画书却数量很少。

陈范俪瀞女士时常看到孙儿女捧
着儿童图画书埋首阅读， 她很好奇：
究竟是什么这样吸引他们？ “当我参
与了陈一心家族基金会和书伴我行
（香港） 基金会的义务工作后， 才明
白： 原来优质的童书可以让孩子百看
不厌， 他们每看一次， 都会有不同的
体会和学习。” 其后， 基金会的同事
观察到大部分中文优质童书均是翻译
本， 翻译过程中无可避免遗失了部分
原文的特色和神髓。 因此， 当陈一心
家族基金会计划设立一个类似美国
凯迪克奖的奖项鼓励华文原创童书
的创作时， 她便提出赞助这一奖项。
征得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允许 ，
2008年创立了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

可以说， 丰子恺图画书奖就是为
寻找“真正的华文图画书” 而设立
的。

真正的图画书是如何打造的？

对于作为一种艺术门类而存在的
图画书而言， 仅有“儿童观点” 还不
够， 还必须用"精雕细琢"的态度去追
求艺术之美。 儿童文学评论家刘绪源
认为， 图画书本来就是一种精品概
念， 要靠长久的生命力取胜。

1999年， 台湾绘本作家幾米因
创作反映都市年轻人情感经历的 《向
左走， 向右走》 而开创了一种新的绘
本形式， 掀起了“读图” 热潮。 但就
是这位作品风靡两岸三地的大名鼎鼎
的绘本作家， 无论是创作自己熟稔的
成人绘本， 还是为孩子画儿童图画
书， 仍然会“把自己折磨得很惨”。
谈到新作 《乖乖小恶魔》， 他说这本

书完成后自己进步很大。 “画每一张
草图的时候， 我就进入了自我折磨的
状态， 要花很多时间调整它们 （指小
恶魔） 的表情、 动作、 比例跟时空的
关系。”

他认为，创作就像健身，必须每天
坚持， 才能保持好的体形。“我尽量让
自己每天都工作， 都在画。 就好像作
家，写不出来也要坐在那里。”幾米说，
创作一点也不浪漫， 所以当他听到画
家讲画画的故事，眼睛都会含泪。

近几年， 幾米与英国老牌儿童出
版社Walker合作推出了 《吃掉黑暗
的怪兽》 等三本图画书。 每一本书都
是编辑与他反复沟通、 不断提出修改

选自安东尼·布朗《我喜欢书》

意见、 建议， 一本几十页的画稿修
改了一年多才最终付梓。 这样的合
作经历使他大呼： “原来国外是这
样做图画书的！”

本届丰子恺图画书奖的首奖颁
给了科普图画书 《我看见一只鸟》，
日本福音馆资深童书编辑唐亚明给
出了这样的评审意见： 书中的每一
只鸟都画得那么真实细致， 甚至连
每根羽毛都一清二楚。 作者用虚实
对比的手法， 把写实的部分和引导
的部分区别开， 而又统一在一起。
作者力图把科普知识的书画得生动

且有吸引力的努力值得赞赏， 他对
大自然的热爱跃然纸上。

作者刘伯乐生于台湾南投县埔
里镇， 曾任台湾教育厅儿童读物出
版部美术编辑， 并从事插画工作。
担任“中华儿童百科全书” 美术编
辑期间， 有机会接触自然科学方面
的知识。 进入野鸟世界以后， 更是
将观察、 记录大自然作为乐趣， 孜
孜不倦、 不畏艰难地与大自然亲密
接触， 并用自己的画笔纤毫毕现地
描摹所观察到的动物、 景物。

唐亚明说： “我想， 作者如果

没有长期观察野鸟和写生， 没有对鸟
类生态和森林的研究， 是很难画出如
此形象、 如此具有国际水准的作品
的。 而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显眼的
辛勤耕作， 有时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
不懈努力。 这一点正是我欣赏这本书
的关键所在。”

“精雕细琢”， “N年磨一剑”，
唯有在细节处经得起推敲， 在逻辑上
经得起追问， 在艺术上经得起琢磨，
才能抵抗时间。 而经得起时间考验
的优秀作品才称得上“真正的图画
书”。

儿童是天生的超现
实主义者。 对儿童来
说， 一双腿有着无限的
可能； 袜子和鞋子只能
算作最无趣的起点。

创作 《大猩猩》 一
书时， 我第一次真正体
会到创作图画书的真
谛， 即在任何场景中，
文字与图画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作用。

———安东尼·布朗

以前的概念认为，
图画书就是给儿童看
的， 而我却是一个爱看
图画书的大人。

创作中遇到困难
时， 主角会告诉你接下
来怎么办， 向左走还是
向右走。 进入创作氛
围， 会形成神秘的空
间。

——幾米

不了解绘本的人， 也许会认为那不过是哄小孩的“小孩书” ———页
码少， 文字少， 用图画讲述的故事简单易懂， 翻几下就看完了。 但真正
读过一些优秀的绘本后， 大多数小读者都会缠着大人“再讲一遍、 再讲
一遍”， 而大读者更是从中感受到一种简单的丰富， 纯真的深刻， 并深
深为之吸引。

日本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如此描述这种神奇的阅读体验： “即使
是小小的或薄薄的一本书， 里面所包含的内容都极为深广。 只要看过一
次， 它就会一直留在记忆中， 如果被偶然想起， 就会使人心神摇荡。”

绘本也称图画书， 一般是以图文合奏的形式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一本好的图画书， 其图与文的关系浑然天成， 相得益彰； 其所讲述的故
事来源于儿童的经验、 视角、 想象。 正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
授虞永平所说：“图画书里有一个丰富的世界， 蕴含着充沛的情感。”

11月9日、 10日， 来自英国、 美国、 日本以及中国大陆、 台湾、 香
港地区的图画书创作者、 教育学者、 出版社编辑欢聚南京， 出席第三届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颁奖典礼暨第四届华文图画书论坛， 探讨“藏” 在
图画书里的秘密———什么是真正的图画书？ 真正的图画书是如何打造
的？ 我们离真正的图画书有多远？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心系儿童， 精雕细琢： 真正的图画书”。
看过英国图画书大师安东尼·布朗的作品的人， 都会对他的超现实

主义风格印象深刻， 并深深地为他书中的隐喻着迷。 11月9日， 安东
尼·布朗在图画书论坛的演讲中说， 儿童才是天生的超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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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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