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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3.

2.
谈谈创作

问： 您写 《拍花子和俏女孩》
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

答： 是画这个故事的契机吧？
故事来源我的成长自传小说 《我
Me》， 其中童年部分我觉得适合画
绘本。 小时候， 我钻好多有趣的地
方， 听各种神奇传说， 画起来很好
玩。

问： 以童年为素材是对自我的
观照， 还是成长之后对童年有了别
样理解？

答： 小时候觉得日子好长， 老
被小朋友欺负； 还被老师“欺负”，
因为我不睡午觉， 爱乱动， 老师坐
在我肚子上镇住我。 小时候觉得被
“镇压” 的日子永远过不完， 现在
发现日子飞快， 眼看一辈子就过完
了， 小时候的惨痛经历都成了财
富， 被欺负的滋味， 画着， 又疼又
美。

问： 怎么会想到用绘本形式来
表达？

答： 绘本直观丰富。 我在美国
生活， 受“鬼子” 大人爱看漫画书
的影响， 在 《罪恶之城》 或是宫崎
骏动画开演之前， 你能在昏暗的影
院里看到大人在看小人书！

问： 这本书在国内反响如何？
读者主要是孩子还是大人？

答： 成都初二女生说， 很羡慕
书里的我逃学玩， 她很想逃学， 但
是放眼四下， 逃出课堂没有什么地
方好玩！大连男生说，“拍花子”和哪
吒传说我画得很魔幻。 天津一位妈
妈把女儿读书的照片贴到网上： 8
岁女儿得到书连夜读。 妈妈第二天
又贴一照片： 女儿在看第二遍。

问： 去年11月回中国做新书宣
传？

答： 那次回国是上海国际儿童
书展邀请我， 头一回成“儿童作
家”！ 在深圳、 南京、 杭州、 天津，
各地给我设定的演讲题目居然一
样： “张辛欣的奇异创作”。 因为
我80年代的创作就是跨越媒体的，
写作， 戏剧， 电视， 电影， 广播，
现在又穿越到自己做多媒体电子书
并且自出版。

问： 在各地演讲有什么有趣的
事情？

答： 在深圳， 我跟主持人、 晶
报老总说， 我要说书。 于是掏出惊
堂木， 抖开折扇， 说我绘本里的一
段故事， 还了小时候想当说书人的
愿！ 我在南京先锋书店等地都有现
场说书。

各种场地和观众对我来说都很
陌生， 年轻人大多不知道我是谁。
我想， 摇滚歌手就是这样在路上，
在大巴士里摇晃， 全不知前面是什
么样的舞台， 管你谁谁谁， 我说我
唱我让你欢乐！ 本来我拒绝了去杭
州传媒大学的讲演， 但是到了现
场， 看到学生需要打卡算学分， 我
就想， 我要是不说得你们全都眼睛
亮了算我笨蛋！ 5分钟说下来， 底
下的学生夸我“霸气”； 3小时说下
来， 没人偷看手机没人去厕所。

问： 我从 iBook上买了 《拍花
子和俏女孩》 的电子版， 上下两
册， 图文并茂， 每一页按下扬声器
的图标， 你的声音随之响起。 我向
来认为创作者自己的朗读与专业朗
诵家的诠释各有妙处。 创作这个有
声的电子书， 有什么花絮吗？

答： 我很想把小时候听到的、
现在已消失的北京叫卖声做出来，
但是我一女声如何做出多声调呢？
我在地下室厕所里全部吆喝一遍，
传给帮助我录音创作的南京音乐台
主持人杨侃， 我们的声音跨越海洋
和天空， 我吆喝， 他吆喝， 吆喝叠
加， 做成一条小街上各种好吃东西
的叫卖声与鸽哨盘旋声……

问： 请结合您这次尝试， 谈谈
关于多媒体阅读的感想。

答： 读者都说， 多媒体书太奇
妙了！ 一按喇叭就能听你讲故事。
不过家长还是想买纸质书， 希望送
给孩子的老师和朋友。 中国是iPad
销售最大国， 但是很多人往往用它
看视频、 玩游戏， iBook插件闲置
着。 喂！ 请用起来！ 你自己也能做
书———我在中国各地讲演时， 一有
机会就当场将电子书展示给观众。

问： 谈谈你的成名作吧。 我上
中学的时候， 读过 《北京人》、
《我们这个年纪的梦》， 特别是前一
部对我影响深远。 感觉您的能力是
多方面的， 做什么都很出色。 是什
么吸引您走上文学道路、 又学了导
演呢？

答： 我爸爸是作家。 学导演是
因为1966年我小学毕业后就再没
机会学数学， 考中文系都要考数
学， 导演系不用考， 虽然是从十万
考生中挑选20个学生。

问： 最得意的一部作品是什
么？

答： 《我Me》。 用女性成长、
我的故事写我的时代、 我的国家历
史。 我的成长故事和我丈夫斯蒂夫
的美国成长故事相交织， 我用另一
种文化衬托我们的文化。 读者说这
结构很精彩， 好多小女孩也读， 到
后边的内容妈妈就不让读了， 说等
长大再读吧———书可以等读者， 是
我作为创作者最大的福气。

我在美国做
“车库玩手”

■张辛欣

那天是周六， 也是诺曼底登陆的
D-Day，我的绘本小说《拍花子和俏女孩》
登陆了iPad（苹果平板电脑），在iBookstore
上架售卖了。

如今在美国， 像我这样动手干数码出
版的人可不少。 你问十个人， 八个人会说
这辈子想自己出本书， 这八个人里有一个
也许已经动手。 美国数码出版飞速增长，
传统出版业江河日下， “代理人———出版
社———实体书店” 的商业模式处于历史转
型中， 数码书是明天。 这让传统出版业越
发心惊， “车库玩手” 们 （电子出版玩家
的雅号） 兴奋有加。

不过， 谁的车库作坊像我那么大？
我们的团队包括： 我本人， 距离发

表第一篇小说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 佛
罗里达州的一位同伴， 他在一家动画公
司做美术设计， 是我的大学校友； 身边
的一位同伴Lu， 是一家远程技术公司电
脑工程师。 计划出版的这本小说 《拍花
子和俏女孩》 是本自画绘本小说(graphic�
novel)， 有关我小时候逃学逛北京城寻找
拐孩子的幽灵“拍花子” 的故事。 这本
书我画了好几年， 几位美国著名代理人
先后插手， 这个叫我修英文， 那个让我
改大纲， 修来改去， 绘本小说的美国出版
市场从超热变冰冷， 代理人全躲了。 不
过， 数码出版来了。

之后做技术的同伴Lu开车跑来， 捧着
他的iPad兴奋地说， 找到一个免费软件，
能把PDF （便捷文档格式） 文件立刻转成
电子书！ 我赶紧把佛州同伴拉到视频对话
上两地一同观看， 真是电子书！ 虽然页码
颠倒， 画面不够大， 双页缩在一页里。 我
们立刻下载软件。 我们的车库制作开始
了。

“翻片术” 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我们试验了几百版， 做出的书只能双页一
起跳 （左、 右两连接呈现同一个内容， 就
是“双页”， 杂志常使用这种编排； 美国
传统漫画也用这种页面设计来突出画面的
冲击力）， 全张连页缩成一页豆腐块。 我
求助于大学师兄揭湘沅———当年我念中央
戏剧学院导演系， 揭湘沅念舞美系， 高我
一届。 他在迪斯尼、 福克斯做动画多年。
但隔行如隔山， 他对epub （数码出版） 也
一无所知。

我可以花钱请公司做翻片术。 做iPad
绘本， 专业公司要价550美金， 做Kindle�
Fire （金读之光） 要价1500美金。 然而我
们坚持自己动手， 这也受了一个美国作家
的启发。

这位作家名叫R.Scot�Johns， 写玄幻
小说， 自做数码书， 放在网上自个儿卖，
顺便分享自个儿琢磨出来的翻片术。 无
数的步骤， 我瞧着比探戈舞步还眼晕。
他下面读者栏里聚着一群自做数码书的
人， 摄影师、 园艺家、 画家……看经历，
猜年纪， 全都中年往上， 跟照片里的玄
幻作家是同一代人。 我看着有一种“镜
中感”， 自己出版数码书的美国人多属于
婴儿潮一代， 而这些热烈讨论的人中，
有谁知道， 默默围观者揭师兄和我， 则
是中国上山下乡再留学洋插队的一代人。
生命越往后， 我们越珍惜新思维， 以及
新技术。

一个清早， 我在乔治亚州写作， 师兄
揭湘沅在佛州应当是遛狗， 他发来短信：
“重大突破！” 接着他传来刚做的书， 用他
家狗的照片做演示， 哇哈！ 这书能滑动翻
片， 还是全张连页！ 师兄在书里还为狗配
了画外音， 一按画面上的喇叭图标， 鸡犬
相闻呢。 师兄电话跟来说， 半夜在玄幻作
家讨论栏见一新帖提到这软件， 说做的书
技术标准够电子出版的。

买下软件后， 师兄把廉价软件的功能
发挥到极致， 还嫁接了其他软件， 我们做
出来的作品眼看跟美国大漫画公司相同水
平了！ 我们重新向苹果商店提出申请。 虽
说那款软件说技术保证过关， 但必须苹果
商店通过才算数。 我提供个人财务信息，
等苹果的账户审核， 却全无反馈。 就在我
准备投靠苹果指定的五家入门站的时候，
苹果通知我过关！ 跟苹果签合同了， 37
页； 传封面了， “尺寸不对”， 又不让过
关； 再来！ 之后再确定在全球哪些国家
卖， 哦， 美元换算欧元、 加元、 澳元， 算
钱算到手软。 师兄用苹果电脑上传绘本
书， 同时他拿iPad当Skype （讯佳普） 视
屏， 于是我在这边能看到他那边的前线动
静。 眼看着， 我们的e书 （电子书） 蓝条
慢慢充盈； 眼看着， 我们过关了！ 眼看
着， 苹果告诉我们国际市场道路通畅了。
然后是所有电子书商贩都经历的， 我的书
出现在iBookstore！ 我这辈子头一回当了
出版者。

这一过程充满惊险， 但“车库玩手”
的经历也格外美妙。 我的团队包括外援师
兄揭湘沅都是远程协作。 数码时代提供这
么多帮助， 带给我如此强大的“队友”，
笨蛋如我也能干。

自述

时光不改灵魂的容颜
———对话作家张辛欣

张辛欣， 1980年代红极一时的作家， 著有小说集 《在同一地平线
上》、 《我们这个年纪的梦》， 纪实文学 《在路上》、 《流浪世界的方式》、
《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 （合作）， 电视片 《运河人》。 在那之
后的1988年她突然沉寂， 出于创作危机感赴“西天取经”， 先到法国做访
问学者， 然后来到美国并定居至今。

1985年初， 刚刚中考结束的我买到了淡黄色封面的 《北京人———一
百个普通人的自述》， 用各种口音和语气模拟书中被采访的三教九流， 再
用“板砖” 单放机录了播放出来， 玩儿得不亦乐乎。 那时我并没有想到后
来和写这本书的作家会先后来到美国定居， 并在近30年后有这一场采访。

那个当年烫着标志性浑圆发型、 戴着大大的塑料框眼镜的张辛欣， 一
直以千里走单骑的矫健身姿与那本淡黄色封面的《北京人》一起定格在我的
记忆中。 直到2010年我在新浪微博上搜索到她的名字，正好她也刚刚注册，
正在被一夜之间暴涨过万的粉丝数目弄得心惊肉跳。 后来共同在网上观看
埃及广场集会直播，一起见证穆巴拉克下台，当广场人头攒动、旗帜飞扬，她
寥寥数语的评论都透出哽咽的味道。 隔着网络，我能感知她的童心率真、精
力充沛一如当年，以至于后来想到她，总是把她的年龄低估5岁。

接下来看到她在网上登出自己的画作手稿， 一幅又一幅画得兴致盎
然。 2013年， 她的新书 《拍花子和俏女孩》 在中国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出版， 而这本书的电子书更早些时候已在美国出版。

惊叹于她从零起步做电子书的能力和勇气， 其实， 这就是她———下乡
插过队、 当过护士、 做过导演， 写小说、 画绘本、 搞电影评论、 制作电子
书。 都说“隔行如隔山”， 她却像一只穿山甲般在山峦间穿梭自如。 从她
身上， 完全看不到一般60岁女人那里所常见的疲惫、 消极乃至自怨自艾。
她每天在健身房一个小时， 一头黑发上挑染出一缕金色。 她看电影、 画
画、 写字， 享受创作， 享受生活。 令人不禁感叹： 时光给眉梢眼角增添岁
月的痕迹， 却改变不了灵魂的容颜。

■特约撰稿 李颂 发自美国印第安纳州

1.

聊聊人生

问： 1990年代您选择出国的
动机是什么？

答： 去美国读大学自我流放
是获取世界文化资讯的真实状态
和滋养。 换句话说， 是创作危机
感。

问： 您专业的载体是文字，
久居国外， 中文不接地气， 缺乏
鲜活滋养， 感到不安和想要补救
吗？ 感觉您现在的语感和当初不
同， 您是否同意？

答： 我大学专攻导演，“专业
载体”很难说是文字。 在外国，中
文不接地气是个问题， 而且我基
本不和人说话，不接电话， 只听
留言。 不过， 创作和文字最需要
什么样的“地气”？ 不断地接受
网络新词汇？ 把错字当萌？ 成语
变形？ 我留意这些， 是为了更新
文字感。 你说我的语感和“当
初” 不同， 你用当初我哪一部作
品当坐标？ 《北京人———一百个
普通人的自述》？ 那是各种人说
的家常话， 那部作品是“口述实
录”， 必须是那样的语感。 有读
者拿那书模仿不同人说话呢。

我前年写的科幻小说 《龙的
食谱》 在英国 《卫报》 发表前，
翻译和编辑也激烈争论， 编辑修
改翻译57处， 翻译争论说这作
家的语言音调很有旋律性， 坚持
不改。 我劝翻译听编辑的， 《卫
报》 虽是精英报纸， 也要为读者
着想， 读者不都是文学专家。 有
语感的读者， 我认为并不多。

问： 您出生于南京， 长在北
京， 又在北大荒插队， 在湖南工
作过， 之后又旅居法国以及美
国， 请分别用一句话描述这些地
方。

答： 南京， 少小离家我老大
不归； 北京， 天子脚下人特狂特
懒； 北大荒， 粗放； 湖南， 阴雨
绵绵； 法国， 浪漫傲慢； 亚特兰

大， 《飘》。 我定居的亚特兰大
是 《飘》 的诞生地。 作家玛格丽
特·米歇尔的故居就坐落在这个
城市。

问： 您如何在各种行业、 身
份之间转换而没有恐惧和畏难心
理、 彻底颠覆“隔行如隔山” 的
论断？

答： 我不到16岁下乡， 当
兵， 做护士， 然后上大学， 我那
一代人都干过很多行， 会不少手
艺， 所有传统行业都在迅速地风
化消失， 修鞋， 干 IT， 做数码
书， 拍电影； 哦， 除了教育！ 只
要人类存在， 教育永存。 行业都
有临时性， 同时都有技术含量，
你的经验都能用来理解并学习其
他行业。 我觉得， 行业之间有互
通的各种桥梁。 在行业之间穿
越，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想象力，
请原谅我的诚实： 想象力并非人
人拥有。

问： 出国后如何解决中西文
化沟通的障碍？

答： 我的丈夫斯蒂夫是美国
人， 我可以近距离观察他的文化
和成长， 同时对比观察自己。

问： 最喜欢的美国当代作品
和城市是什么？

答：《白鲸》算当代吗？更近的
我喜欢《洛丽塔》，俄国移民作家
纳博科夫用英文写的， 一个中年
人对少女的色情妄想，岂止是“少
儿不宜”， 美国出版家当时纷纷
说，出这书要坐牢的。纳博科夫自
己也叹息， 他不得不用二等语言
英文写，而非优美的母语俄语！但
是我觉得他的移民在不同的视角
上写出了美国风情之美。

我喜欢的美国城市是乱乱的
纽约和古典的波士顿， 但我长住
美国南方。

问： 是否尝试过英文创作？
答： 在用英文创作啊。 比如

绘本 《拍花子和俏女孩》 第一稿是
我自己写的， 不过写不过英语是母
语的， 我家斯蒂夫又写了一稿， 然
后 大 英 博 物 馆 东 方 部 的 Helen��
Wang又修改， 改出了小女孩的口
气， 她是英国人。 出ipad版之前斯
蒂夫把英国colour （色彩） 修改成
美国color （色彩）。 哈！ 语言有很
多潜学问， 不是懂结构和用法、 知
道口语变化就能行的。 2014年我
将翻译英国剧 《战马》。

问： 在美国２０年的最大收获
是什么？ 如果没出国， 现在会做什
么？

答： 如果我没有出国， 现在还
在北京人艺当导演， 还是不会当
“专业作家”， 不会因此兼职大学教
授或者做文化官员。 我的性格不是
那块料。

在美国20多年， 我最大的收
获在电影院。 我每周看三场电影，
各种片子都看。 看儿童片时我倾听
黑暗中的笑声， 我分辨那是孩子在
笑还是家长在笑。

问： 请想象和描述十年后的世
界和自己。

答： 坐轮椅？ 去跳伞？ 小时候
看16岁的人觉得好大啊， 16岁时
想， 60岁我自杀了， 而我现在60
岁了， 我问自己： 70岁的时候还
有创作活力吗？ 或者成呆瓜了？

到那个时候， 世界好的方面不
难想象， 我也能用得起便宜的机器
人来帮助老年的自己， 我的头脑也
许跟电脑连接了， 知识来源更丰富
更疯狂了， 那时候人人都不用手机
了， 看着空气得到全部资讯并可以
交流……但是， 那时候世界人口继
续大增， 资源继续猛减， 如今的
孩子到那时候职业竞争继续加剧，
和机器人争工作、 抢饭碗， 仍旧
会有战争、 有要饭的、 有被拐卖的
孩子……想象十年之后的世界让我
怕而忧。 我珍惜眼下的每一天。

说说阅读

问： 还记得小时候读的第一
本书吗？

答： 读的第一本书……努力
想也不记得了， 孩子的记忆是奇
妙深邃的谜语。 我听的第一个故
事是什么呢？ 好像是千万别吃陌
生人给的糖， 别跟陌生人走， 这
个“拍花子的故事” 爸爸妈妈没
给我讲， 他们忙着上班； 我也没
听老师讲， 这故事“鬼气森森”，
孩子下场很不妙。 我是听带我的
老阿姨讲的。 故事在老人嘴里鲜
活传递， 听故事， 是孩子进入阅
读的前奏， 也是我画 《拍花子与
俏女孩》 的一个原因， 爸爸妈妈
给孩子念书， 孩子会好奇地接过
来试图读内容， 阅读可能就这样
开始了。

问： 从您的自身经历， 谈谈
阅读对你的影响？

答： 我读书很早， 我说的是
严肃大书啊！ 字认不全就读书，
9岁读契诃夫。 睡觉读， 走路读，

阳光照着书， 进了教室两眼直冒
五彩圈圈儿。 12岁读 《红楼梦》。
我没耐心， 跳着读猜着读， 在
阅读中冒险瞎闯。 后来， 在流
浪中， 阅读是我抵御恐怖的武
器， 书举在两手中， 你会忘记
书外的“真实”。 在北京地铁里
和下飞机的时候我都举着书。
阅读， 是抵抗无聊， 通向幻想
世界最便捷最经济最主动的方
式。 但是， 我不夸大阅读， 世界
不再是我小时候那样的了， 玩电
子游戏的孩子也许在用他们的方
式抵抗无聊？

问： 随着电子产品的广泛应
用， 在中国， 人们随时随地在玩
手机， 在美国是怎样的状况？ 比
如说地铁等公共场所， 人们更多
的是否还是捧着书读？

答： 飞机、 地铁、 候诊室，
甚至在饭馆里， 放眼美国的日常
景象， 捧书的人比中国多得多！
当然很多人也玩手机， 但现在最

酷的是聚会时不见手机。
问： 您怎么看网络盛行带来的

阅读碎片化？
答： 这不是现在发生的。 上个

世纪末我就写到这个问题， 我推测
了未来———也就是现在。 这是我当
时写的： “在未来的新时代， 看
书翻篇的动作， 一个少数人的古
典动作？ e书 （电子书） 不需要
纸， 屏幕可以扩大， 而新形式的
书， 仍然是沉默阅读的？ 还是主
要看文字排列效果的短句？ 或者，
它是有声的？ 作家发声和沉默的
文字究竟什么关系？ 发声是不是
破坏了文字本身的美感？ 是不是像
电视出现时一样， 声图俱全了， 文
化大流行并大流俗了？ 或者， 那也
是在回到文字之初， 文字本是游吟
诗人歌唱的落定？ 而发声， 是不是
互动的？ 就像大人给孩子念童话，
经常是互动的， 是问答的， 是猜测
的， 于是， 一样的， 讲了千百遍的
故事， 发生了新的预期……”

封面

作家张辛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