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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丁丁历险记》 系列
（共22册） 作者：[比利时]
埃尔热 译者：王炳东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超级丁丁迷”比利时寻梦记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今年暑假， 一群7至12岁的小学生成了
最幸运的孩子，因为他们作为全国“我是故事
王”网络大赛胜出的“超级丁丁迷”，前往“丁
丁”出生地———比利时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比
利时丁丁文化之旅”。

这是为纪念丁丁诞生85周年，中国唯一引
进出版方———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举
办的一场名为“寻找超级丁丁迷‘我是故事王’
全国挑战赛”的主题阅读、分享、比赛活动，来
自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100余所学校积
极参与，最终10名（组）学生获奖。

《丁丁历险记》是由比利时著名漫画大师埃
尔热倾其毕生心血创作的一部系列经典作品，
讲述了一个名叫丁丁的年轻记者和他的小狗米
卢，以及他的伙伴们———阿道克船长、向日葵教
授、侦探杜邦和杜庞一起周游世界、惩恶扬善、
历险探奇的故事。该套书被翻译成70多种文字，
总销量超过2亿册。

与其说去比利时看“丁丁”，不如说期待去寻
梦。很多“丁丁迷”在回忆自己的阅读感受时都会
提到“梦”这个字眼。“小时候最大的满足感就是
用零花钱一本一本地买《丁丁历险记》小人儿书，
每一本都会被他或小朋友们翻阅无数次。” 中国
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图书中心教育编辑部主
任、《丁丁历险记》系列责任编辑李橦老师也是一
个资深“丁丁迷”，在他看来，“丁丁”早已不仅仅
是书里的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童年伙伴、一段阅
读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童年梦想。

那么对于今天这群“超级丁丁迷”来说，丁
丁又给他们带来什么呢？本报记者跟随“超级丁
丁”们去比利时采访，感受当地的“丁丁”文化，
破解这个经典漫画形象被无数人热爱的秘密。

埃尔热的旅途就是丁丁的足迹

比利时处于欧洲的十字路口， 与德国、荷
兰、法国、卢森堡相邻，所以首都布鲁塞尔也被
称为“欧洲的心脏”，是欧盟总部、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以及约1400家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大型
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在现代化建筑的表象
下，布鲁塞尔的每个角落都涌动着艺术的元素，
这里有哥特式的建筑、巴洛克式的装饰、典雅华
丽的镂刻雕塑，还有著名的大广场、第一公民小
于廉……置身其中，你好像回到了中世纪。

这是我第二次来比利时， 这里和十年前的
景观相比没有太大变化， 比利时人对自己的文
物古迹保护得非常好， 甚至连大广场周围咖啡
厅的座椅和太阳伞的颜色都没改变。所以，这也
意味着我们现在到比利时所看到的那些场景，
其实就是当年埃尔热生活的时候所看到的那些
场景， 而这些场景很多都被他真实地画进了书
里，想到这儿就不由得让人有些激动：

丁丁在《丁丁在刚果》的首次冒险就是从布
鲁塞尔火车站出发的，还有《货舱里的黑幕》中的
金羊毛大街、《独角兽号的秘密》里的布鲁塞尔跳
蚤市场、《破损的耳朵》里的五十年宫、《七个水晶

球》早期版本中的“城市饭店”……而《神秘的
流星》里夜空下天文观测台的轮廓，是埃尔热
根据布鲁塞尔南郊天文台所绘制的。

为了体验丁丁在《独角兽号的秘密》里
逛跳蚤市场的情景， 我们一行人专程前往
这个据说在19世纪就存在的一个著名老
市场， 而且来自北京新鲜胡同小学的周琲
筱雯同学居然还发现了一个与丁丁买的一
模一样的帆船，虽然很小，但也足以让人兴
奋不已，她当即收入囊中。

“真实地再现生活中的细节”是埃尔热
的绘画特点之一，这种现实性也正是欧洲与
亚洲漫画的不同之处。虽然埃尔热当年没有
足够的钱去很多地方， 但书里出现过的物
品，哪怕是一辆车、一幅字，他都要去研究，
也因此成了很多方面的专家。我们在埃尔热
博物馆中看到，埃尔热曾经为创作《丁丁在
刚果》、《法老的雪茄》 等所搜集过的图书和
资料，还有他的大量速写，而比利时各种博
物馆里的藏品也成了埃尔热创作的源泉，比
如潜水艇、坦克等。尤其令人惊奇的是，他让
丁丁比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早16年登上
了月球，他画的宇航服、登月装备和飞船与
后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的几乎一模一
样。所以，比利时人会骄傲地说，第一位登月
的人类不是阿姆斯特朗，而是丁丁！

“超级丁丁迷”们决定到埃尔热曾经去
过的汽车世界博物馆里看一看， 那里保存
着至少400辆罕见而古老的汽车， 其中包
括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比利时
皇家贵族用过的车。

“还记得那辆老式吉普车吗？” 李橦老
师的话音刚落， 孩子们便争先恐后地叫起
来：“是在《奔向月球》那本书里，丁丁就是
开着这辆吉普车去坐登月火箭的， 后来向
日葵教授还摔晕过去了……”

“快来看！ 这辆红色老爷车和书里的一
模一样！” 来自北京市东四九条小学的王正
阳说。“这辆车出现在哪本书里？讲的什么故
事？” 李橦老师笑着问。“《丁丁在美洲》。”来
自南京市长江路小学的戎若荻反应最快，凡
是关于丁丁的问题都能对答如流。她告诉记
者，《丁丁历险记》已经看了很多遍，这次还从
家里背了一整套书放在随身的包里，有空就
拿出来与同伴分享。在她的带动下，整个团队
又掀起了新一轮阅读《丁丁历险记》的热潮。

最好的“丁丁”永远在书里

据介绍， 人口只有1100万的比利时，
平均每人拥有4本“丁丁”。《丁丁历险记》
几乎在比利时的每一家书店都有出售，永
远摆在孩子们最容易找到的位置上，80多
年来从未在书架上消失过。

在布鲁塞尔，我们探访了最早出版《丁
丁历险记》的卡斯特曼（Casterman）出版
社，它是欧洲最老牌的出版公司之一，已经
有20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同学们发现了

各种版本的《丁丁历险记》和相关书籍，更让人
激动的是卡斯特曼出版社现任首席执行官带
着孩子们参观了出版社，还安排一位外国的编
辑叔叔向大家介绍和展示一本漫画书是怎么
编辑和印刷出来的。然后，著名的“丁丁专家”
彼得斯先生为大家讲述了很多埃尔热不为人
知的故事，由此，揭开了我们对漫画大师的更
深层、更丰富的了解。

埃尔热的原名叫作乔治·雷米， 埃尔热是
作者法语名字的前两个字母。他小时候各方面
学习成绩都不错，因为他总喜欢画小人，被老
师认为无大出息。1926年，他在《比利时童子
军》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系列作品《冒失鬼巡
逻队长托托》。后来他将托托的身份改成记者，
并将名字改成了丁丁（Tintin），还给丁丁头上
加上了一撮永远上翘的黄头发，并安排了一条
机灵可爱的小白狗。据说这条狗的名字正是他
的初恋情人的名字：米卢（Milou）。

在《丁丁历险记》中有两本书是和中国有
关的，那就是《蓝莲花》和《丁丁在西藏》。1934
年，埃尔热想创作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因交
通问题无法前往。于是，埃尔热经一位神甫朋
友介绍认识了在比利时留学的张充仁，并从张
充仁那里学到了中国画的传统技法、 诗歌和汉
字。也是从这本《蓝莲花》开始，他重视故事主线
的重要性和真实背景的必要性， 更重要的是纠
正了绝大多数欧洲人对中国人的错误印象。因
为在当时， 绝大多数欧洲人把日本人当作同
盟，认为中国就是“披着一条丑陋的辫子，长
着蒙古眼”的样子。是张充仁让埃尔热了解到
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 甚至让作者在书中打
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后来埃尔
热曾对张充仁说：“是你让我继马可·波罗之
后认识了中国，认识了她的文明、她的思想、
她的艺术和艺术家。”

张充仁没有等到《蓝莲花》出版就回到了上
海，从此两人失去联系，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两
个人才在比利时机场重逢。那一天，机场像迎接
国王一样隆重， 欧洲所有主要媒体的记者都到
齐了， 当两位年过古稀的老友满含热泪紧紧拥
抱在一起时，云集机场的所有人都被感动了。几
年后，两位艺术家相继去世，人们从张充仁为埃
尔热制作的塑像和以张充仁为原型的《蓝莲花》
里，感受到了艺术、生命和友谊的永恒。

“埃尔热先生一生都没有机会去中国，他
只能靠想象和别人的描述来讲述中国的故事。
如果他今天看到我们这些中国的孩子来比利
时看丁丁的话，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回忆起当
时的场面，彼得斯先生依然百感交集，滔滔不
绝中又难掩伤感，“现在，丁丁已经被搬进了电
影院，还有很多新的领域会涉及丁丁，但是对
我来说，最好的丁丁永远是在书里的。”

漫画对比利时人意味着什么

有人说“真正了解一个城市，就去看看它
的博物馆。”出自建筑大师Victor� Horta之手
的漫画博物馆位于一条不起眼的巷子里，这里
除了丁丁和埃尔热的展览，还收集了600多个
欧洲著名漫画家的画册和动画作品，这对所有
喜欢漫画的人来说都是个巨大的诱惑。

漫画博物馆共有3层。 第一层是大厅和纪
念品商店，第二层介绍的是从上个世纪初到上
个世纪60年代比利时最活跃的漫画家，第三层
的名称是“比利时现代漫画博物馆”，上百件展
品概括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比利时漫
画的发展情况。另外，除了成品外，中心还收集
了不少著名作品创作过程中的手稿，让读者充
分地了解卡通人物诞生的奇妙经过。

“我已经找到33个丁丁啦！”王正阳指着二
楼台阶的侧面隐藏的一张漫画，兴奋地对同伴
说那是《绿宝石失窃案》里阿道克船长从楼梯
上跌倒的场景。原来，来自中国的这些“超级丁
丁迷”们从一到布鲁塞尔机场，就发现在橱窗、
超市、电影海报、漫画墙上都有“丁丁”，于是私
下商定比比看谁找到的“丁丁”最多。

本是追寻丁丁的足迹，孩子们却意外地发
现了他们熟悉的其他漫画人物，比如蓝精灵、布
尔和比利、玛蒂娜、高卢英雄等。据说世界上每3
个漫画家中就有一个比利时人， 欧洲书店里销
路最好的漫画故事册中，90%出自比利时漫画
家之手。大广场旁边有一家布鲁斯漫画书店，摆
放着1.2万种来自世界各地的漫画书，还有与这
些书相关的商品，比如玩具、钥匙扣、招贴画等。
我们看到，一些孩子放学后背着书包去书店，手
捧画册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来。

“比利时丁丁文化之旅”的孩子们一见到

这么多好看的书， 马上簇拥在书架前争相取
阅。“见到了几十种语言、各种版本的漫画书，
虽然有好多文字都不认识， 但在这里随便翻
翻图画也足以让我过瘾啊！”戎若荻说。

旁边来自浙江温岭实验小学的方瑩拿着
法语版的《太阳神的囚徒》爱不释手，一边翻
看一边给我们讲起了这个故事。 原来他就是
因为讲这个故事而获得了全国“超级丁丁迷”
的大奖，他要买一本带回中国做个纪念，并且
很识货地说：“这可是原版啊！”

漫步布鲁塞尔街头，孩子们常常会惊喜地
发现， 城内街头巷尾很多房子的墙上画着一幅
幅巨大的彩色漫画， 甚至连街道也被冠以漫画
人物的名字， 你不知不觉中就会融入到漫画的
生活中。据了解，布鲁塞尔有48个漫画墙，每个
漫画是不同的漫画人物。做漫画墙要经过政府、
房东的同意， 还要和房子的结构、 颜色结合起
来。在火车站和一家商店门口，“丁丁迷”们又发
现了由埃尔热设计的两幅漫画墙， 那上面几乎
包括了在《丁丁历险记》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原
来，丁丁一直和人们“住”在一起。

当记者问起卡斯特曼出版社总裁西蒙·卡
斯特曼“比利时人为什么喜欢连环漫画， 它
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象征之一”
时，他说这是很自然的事，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理由。 因为漫画是他们从小就接触的一种艺
术形式， 就像电影或音乐一样处处给你惊喜
和故事，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
成为了比利时人讲述故事的一种传统方法。

不要以为漫画书店只有给小孩子看的漫
画书，其实那里面有许多成人漫画书，就如同
人们形容《丁丁历险记》：“丁丁是给7至77岁
所有的朋友创作的。”不同年龄的人有不同的
感受：小孩子觉得冒险好玩；成年人对社会背
景了解之后，看的是历史和现实。

“丁丁的魅力在于跨越文化和时间。”彼得
斯先生感慨地说，“最难得的是，尽管这作品创
作于80多年前，但是任凭时光流转，仍然能够
激发世界所有孩子的梦想。”其实，每个人都可
以从《丁丁历险记》中找到和自己相似的影子，
丁丁身上所呈现出来的勇敢、智慧、正义和探
险精神，体现了人类最美好的品德和人们对真
善美的一种追求和向往，而每个人也正是在自
己追求和奋斗的过程中实现梦想的。

教师万岁
■梅子涵

亲爱的各位老师， 站立在这个高高的讲台
上，我想问，是我高还是你们高？ 当然是我高。 可
是错了，当然是你们高！ 这个高度是我从小就知
道的，所有的孩子都从小知道。幼儿园老师，是幼
儿们的高。 她们翩翩的漂亮，她们会唱歌、会舞
蹈，她们只要开口说话，空气里就四处有道理，她
们只要讲故事，那么云朵和流水就都有笑容和感
情。 无数漂亮的幼儿园老师，都是幼儿园男孩子
的第一个“恋人”，是女孩子心里的第一颗明星，
近在跟前，高不可攀。

亲爱的幼儿园老师，你以为还有哪一颗明星
能够超过你在一个懵懂孩子心里的灿亮吗？ 真正
的讲台是从小学开始出现。 当我们第一次坐在那
个矮矮的座位上的时候，不管站在讲台上的老师
漂亮还是平常，笑容满面还是凝眉严肃，都是我们
前面的一个神。他拿起书本的时候，我们会恍然地
把他当成书本，他教我们认识一个字的时候，我们
不会怀疑他有不认识的字。 我们做人的最基本的
知识和知识的最基本的力量，都是从那个神领导
的每一天的40分钟里得到，都是从那6年的光阴中
开始体会。6年，给了我们多少人生的绿荫、燃烧的
柴火， 小学课堂的气息几乎就是我们后来生命的
晴朗或者忧郁，小学课堂里的故事几乎就是一个
人未来故事正式的开始， 它不仅是第一章、 第二

章，人生小说后来的高潮和结局，都可以从小
学生活的6个365天中找到原因和逻辑。

亲爱的小学老师， 你以为你不会写小
说吗， 多少生命的精彩小说都来自你的课
堂准备、讲述语态、词句间的温度，诺贝尔
奖长篇小说的每一句话， 都来自于你们教
会的第一次造句， 所有不可思议的科学计
算， 最初的预备难道不是都来自你的课堂
里的“苹果从树上落下吗”？你的讲台上，你
的讲课话语里，是经常有“苹果落下”的，只
是当它落下时，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听见，但
是，那个目不转睛的牛顿小孩，或者那个喜
欢做小动作， 也喜欢说几句废话的牛顿儿
童听见了，小学的课堂，当然，还有后来的
中学课堂， 都是有无数次苹果落下的响声
的，而老师正是那棵高高的苹果树。

这些小孩后来上了中学。 这不再是一个
课间充满追逐的地方， 这个地方每天听见的

声音也比小学深奥许多了。 老师不再把你当成
一个小孩，每时每刻唯恐你听不懂，他们有时好
像要故意让你听不懂， 速度不是只按照你的节
奏，你的节奏却必须跟上他的速度。眼睛也不只
是在你的脸上扫来扫去， 他的目光竟然常常看
着窗外的天空，神情牛牛的、酷酷的，知识已不
只是在手上的课文里， 黑板上的字也不再完全
一笔一画，而是开始驰骋，自由奔腾。 我们不要
醉心于讨论课堂教法，我们知道的是，无数的少
年崇拜就这样开始在中学的课堂里涌动， 人生
的第一个权威就这样昂然地树起在一个少年的
生命里，这个权威就是你，一个学科的知识丰富
的、神采飞扬的中学老师！ 你说，你不高谁高！

亲爱的老师们，你们不高，谁高？所有的
教授、院士、文学家、部长乃至更高位子上的
人，统统都是你们的学生，是你们课堂里的
小孩。 你们不用抬着头看他们，他们应该抬
着头看你们。 他们即使忘记了抬起头看你

们，他们还是站立在你们给他们的一级级石
阶上的， 如果他们愚蠢地想撤去这些石阶，
那么他们立即会看见，又重新站在了平地的
尘埃中。 人类的良知不会撤去这些石阶，所
以在人类的良知和哲学里，你们都是最高的
人，人类的良知和哲学永远看得见！

是的，你们活得辛劳又清贫，干干净净
挣着一份薪水，可以买足够的米，也有普通
的房屋， 里面有吃饭的桌子和躺下的床，还
有什么呢？ 还有走过名品店的橱窗时，玻璃
映出的你们的羞涩的脚步、你们朴朴素素的
衣裤！ 有人大声地说吗，让我们的老师们能
穿上这些漂亮的衣服吧，让他们也能把知识
的课本放进这些华贵的包里！ 没有人这样
说，因为我们这个职业从来没有被放在华贵
行列，我们天生就是普通的，我们注定就是
在华贵前会有些羞涩，可是我们每一天都在
讲述漂亮、演算漂亮、想象漂亮，在一个小小

校园的小小教室里为这个世界的现在和以
后准备着漂亮、设计着漂亮，我们的职业难
道不是最华贵的吗？ 还有谁比我们华贵？ 我
们的漂亮究竟要比那橱窗里的漂亮高出多
少多少呢，谁能帮我们计算一下？

你们天天忙碌得琐琐碎碎又小心翼翼，
可是哪怕一个学生摔了一跤也会让你们惊恐
万状。 于是你们只能更加小心翼翼， 你们知
道，在这个时代，分外地小心翼翼，让自己保
持忍让的笑容， 才可能不被刁蛮打碎自己过
日子的饭碗，你们真是活得很委屈，可是你们
有空前的大度， 一个人如果不是站立在大气
的生命高处， 那么他怎么可能每天地琐碎忙
碌， 却每天地笑容满面； 日复一日地小心翼
翼，却一年到头地精神抖擞？ 亲爱的老师们，
你们都是站立在大气的生命高处的人！

站立在这个高高的讲台上，看着站在更
高处的你们，我说的话已经太多。 我想结束
了，我必须让你们早点回家，因为你们明天
还要琐碎忙碌，还要小心翼翼，还要继续设
计漂亮，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们华贵的
普通日子还将笑容满面地继续进行。

亲爱的老师们，你们万岁！ 教师万岁！
（本文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儿童阅读

推广人梅子涵在郑州市管城区庆祝教师节
大会上的致辞）

周游世界，
可以说是埃尔
热的梦想， 他
通过丁丁传递
一种正义、 智
慧、 勇敢的精
神和人们对真
善 美 的 追 求 ，
也为孩子们最
初认识世界开
启了一扇大门。
事实上， 丁丁
早已不仅仅是
书里的一个人
物， 而是一个
童年伙伴、 一
段 阅 读 记 忆 ，
承载着几代人
的童年梦想。

报眼态度

封面故事

“超级丁丁迷” 们与丁丁亲密接触 漫画墙和周围建筑非常协调

埃尔热说：“丁丁就是我。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