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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书事

《中国成语大会·我的智慧成语世界》展示成语魅力

继《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我的趣味
汉字世界》系列图书之后，接力出版社
再次联手实力文化推出《中国成语大
会·我的智慧成语世界》（两册）。 该系
列图书挑选《中国成语大会》节目中具
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成语， 在固化节目
精粹的同时，邀请多位知名专家学者，
从成语典故、成语智慧、成语的运用等
不同层次进行趣味讲解，更深度、全面
地展示了中国成语的博大精深。

《中国成语大会·我的智慧成语世

界》 由“智慧之源”“智慧语林”“智慧解
码”三个板块组成：“智慧之源”板块深入
考证成语背后的典故；“智慧语林” 板块
则包含成语的近义联想、反义联想、易错
提示等内容， 有助于读者构建成语知识
网络；“智慧解码” 板块则由专家团队通
过自己的学识和人生感悟， 为读者揭示
出成语当中包含的民族智慧。据悉，图书
上市后，接力出版社将在全国20多个城
市的新华书店举办“我的智慧成语世界·
成语达人挑战赛”。 （肖礼）

“丝路书香”国际少儿出版多边合作启动

近日，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
社正式启动“丝路书香”国际少儿出版
多边合作框架， 并策划组织了首次研
讨会活动，来自土耳其、捷克、以色列
等“一带一路”沿线十余个国家的出版
代表共同探讨版权合作大计。

该框架未来将吸纳中国和“一带
一路”沿线各国有特色、有实力、高品
质的出版社加入， 同时也会吸收各国

童书作家、插画家、书评家、媒体人参
与，形成一个“一带一路”童书出版文化
圈，开展国际交流活动。据悉，该框架已
经引起了东盟国家、蒙古、印度、约旦、
韩国等众多国家出版机构的广泛兴趣，
迄今已达成56种版权输出协议， 而马
来西亚出版机构更已计划在国际书展
上与中国共同组织“丝路书香———中
国与东盟” 联合展台。 （伊湄）

书海观潮

读书既要“孤读”，
也要“共读”

■张以瑾

这个系列的文章写到现在， 都是在个
人层面探讨怎么读书。 尽管阅读是比较私
密的事情，但从交流、展示和激励等方面来
说，在一个人“孤读”之外，一群人的“共读”
也是很有必要的。因此，谈论读书方法，就
不可不涉及读书会。

事实上， 读书会是一种历史悠久且广
泛存在的学习组织， 很多知名人物都有过
参加或发起读书组织的经历。20世纪最有
名的学术“读书会”，当属奥地利学派核心
人物米塞斯1920年在维也纳发起的私人研
讨会。当年，米塞斯因其犹太人身份和不合
时宜的学术思想而倍受排斥， 但他以年长
朋友身份主持的研讨会受到了一批年轻人
的追捧，其中走出了哈耶克、哈贝尔勒、马
赫卢普、考夫曼、舒茨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经济学家、哲学家。

从国内情况看， 近两年各种类型的读
书组织不断出现， 有的甚至进入了商业化
运营阶段。有数据显示，目前在北京有一百
五十多家活跃度较高、规模较大的读书会；
而上海有大大小小的读书组织三万多个，
知名度较高的读书会近百家。

我有过五年学术读书会的经历，业余也
参与组织过一些校长和教师读书会。就个人
体验而言，参加读书会的好处主要有三个：

一是在聚合中形成积极而浓厚的读书
氛围，给参与者以持续的激荡和启引。对于
起步者来说，读书是个需要坚持的事情，而
坚持不下去又是常有的情况。 如此断断续
续，读与不读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个人在
坚持阅读的同时， 如果再辅以读书会的激
荡，则有群马奔腾的效果。哪怕偶尔偷懒，
只要每次都坚持到场， 也能被别人感染和
带动。而且，人固有的表现欲也会让我们乐
于在平时用功， 以期在读书会上能抖出引
人注目的观点和问题， 从别人的赞许中收
获读书的乐趣和成就感。

二是在交流中不断修正观点和思维方
式，最终学会与人“优雅地辩论”。经常关注
网络舆论的人都会发现， 很多网民缺乏分
析问题以及与人辩论的基本素养， 往往几
句不合便相互叫骂起来， 以致很多所谓的
网络辩论不堪入目。 这是学校教育尤其需
要反思问题。当然，对于已经走出校门的成
年人， 我们只能指望其自身有所警觉进而
自求转变。美国哲学家布鲁斯·沃勒在《优
雅的辩论》一书中给了六个建议：认真倾听
他人的意见，不要随意贴标签，拒绝“稻草
人谬误”（即故意曲解、 夸大或歪曲对方论
点或立场，使其更容易受到攻击），不搞人
身攻击，警惕折中的解决方案，努力欣赏你
反对的观点中最好的理由。光看这些建议，
很难留下深刻印象， 但如果有充分的参加
读书会的经历和体验， 就会觉得这六条建
议句句在理。

三是在多元中寻求观点和价值共识，
找到那些与我们相近却又“散落的人”。尼
采在《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一书中说，
这个世界总会存在一些与我们一致或相近
的人，但他们总是散落在不同的角落里，我
们要找到他们。参加读书会，恰恰就能让我
们有这样的收获。这种彼此发现和认同，如
果发生在一群人的共同成长中， 要比尼采
所谓的四处寻找更有成效。试想，如果没有
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奥地利学派要聚
集起那么多青年才俊， 并延续其文脉长达
几十年，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啊。

当然， 读书会并不是一群人凑到一起
就能搞得起来， 也不是大家坐到一起宣布
读书会成立，就能玩得下去。一个能够长久
运行并不断发展的读书会， 离不开这样一
些构成要件：一是有理念共识，大家的出发
点大体一致，而且价值观相同或相近；二是
有目标愿景，方向明确，目标清晰。三是有
核心人物。 如果一个读书会里面的人水平
都是一样的，这样的读书会效果不会好，而
且很难坚持下去。 必须有一个或几个水平
较高的人，像鲇鱼一样在里面搅动，把观点
和思维引向高处。四是有约束机制。我个人
不赞成组织者以命令的方式组织读书会，
一定要以自愿为原则， 一群想法差不多的
人坐到一起，拟一个读书公约，大家签名，
这意思是“说话要算话”，这样就有内部的
约束和监督。五是确保有效参与，读书会成
员20人左右比较好， 每次活动大家都能充
分表达和交流。六是要有更多的展示机会，
最好是搭建一些线上或线下平台， 用以发
布和传播大家的“阅读产品”。七是争取外
部支持， 可以多邀请在阅读和写作上有所
成就的人与成员作读书交流。 八是有可感
的效益回报， 帮助大家实现多个层面的回
报，让参与者觉得“读着读着自己就不一样
了”。

最后要明确的是，说读书会重要，是基
于个人有效阅读的前提而言的。总体上，读
书会只是读书的辅助手段，不能神话。读到
一定层次的人会发现， 参加读书会到后来
没有一开始那么管用。但从社会层面来说，
参与或发起读书会不仅是一项公益性事
业， 而且还可以成为一部分自由职业者的
理想选择———一种可称为“阅读教练”的职
业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说故事的人
———听美国凯迪克金奖获得者斯蒂德夫妇在中国讲故事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说起美国的菲利普·斯蒂德和埃
琳·斯蒂德， 不一定有多少人知道，但
那本《阿莫的生病日》 想必你一定看
过， 斯蒂德夫妇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和
插画者，该书于2011年获得图画书领
域最具权威的奖项之一———美国凯迪
克金奖。 2012年，他们再度合作出版
的《大熊有个故事要说》，一经推出，就
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中文版
获得《父母必读》杂志和“红泥巴读书
俱乐部”主办的“2013年优秀童书排行
榜第一名”。 近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集团邀请斯蒂德夫妇访问中国， 从北
京国家图书馆一路南下到上海国际童
书展，与全国各地爱好图画书的教师、
家长、孩子和阅读推广人亲密接触，分
享了他们的创作经历和有趣故事。

好作品需要积累和打磨

《阿莫的生病日》是一本老少咸宜
的图画书， 它以舒缓的节奏， 为生活
在繁忙大都市里的人们讲述了一个打
动我们日渐冷漠心弦的小故事： 阿莫
是一位和善的动物园管理员， 过着规
律平淡而又充实快乐的日子。 每天，
他都要挤出时间去看望几位好朋友：
陪大象下棋、 和乌龟赛跑、 跟企鹅坐
坐、 给爱流鼻涕的犀牛递手绢， 并且
给猫头鹰讲故事。 可是有一天， 他醒
来时又流鼻涕又打喷嚏， 没能正常去
动物园， 却在家里接待了几位意想不
到的客人……

安静淡雅的文本配以安静淡雅的
画面，在平实的语言和故事里隐藏着深
沉的爱的主题。儿童阅读推广人、《阿莫
的生病日》 中文版翻译阿甲告诉记者，
该书的英文原名为 《Sick� Day� for�
Amos� McGee》，台湾翻译成《麦吉先
生请假的那一天》， 而他反复斟酌后使
用了“生病日”这个词汇———因为对某
些人来说，它可能是个坏日子，但对另
一些人来说，它也可能是个好日子。 而
对阿莫来说，有了朋友的关怀，它就成
了一个特别的日子。这样的翻译追求的
是让三四岁的孩子也能直达文字的核
心，所以说，好的图画书和翻译从书名
开始，已经满满的都是故事了。

在现场， 斯蒂德夫妇讲述了每一
本图画书的创作源起，比如《阿莫的生
病日》，最开始仅仅是因为画了一张有
一只大象和一个老人的草图，然后，关
于这个老人和大象的故事才慢慢完
善。又如《大熊有个故事要说》，是因为
埃琳的另一本书《接着，春天来了》中
那只熊的形象让他们特别喜欢， 因此
着手创作一本关于熊的故事。 斯蒂德
夫妇这种先有形象后有故事的创作方
式，让大家感到耳目一新。

除了故事，《阿莫的生病日》最打动
的人是插图。记者第一眼看时以为全都
是用彩铅画的，但埃琳告诉我：“用背景
木刻上色、细部铅笔素描的方式可以塑
造出书的画面质感”， 她打开电脑向我
展示了绘画的工序：先设计构图并画草
图； 然后再用木板制作模子； 涂色、拓
印，完成一幅图的背景和主要角色的轮
廓；等画纸晾干后，再用彩铅画局部和
细节。当然这只是在形成了清晰的设计
思路之后的工作，在此之前还要苦苦冥
想如何用图画叙述这个故事，形象与构

图、线条与颜色……
原来创作一本薄薄的图画书两

个人竟然花了18个月。 埃琳说，当你
是个艺术家时， 作品不用重复创作。
而当你是个图画书创作者时，一幅画
有时要画30遍。 菲利普也说，自己有
时想一个故事需要7年。 无论是“18
个月”、“7年”，还是“30遍”，这些数
字都让我们感悟到，好的作品不仅需
要灵光一现，它更需要静心积累和细
细打磨。

“夫妻档”的有趣故事

相信每一位初次接触《阿莫的生
病日》的读者，都可能误以为这是本
颇有年头的作品，感觉插画家也一定
是位上了年纪的艺术家。 见面才发
现，原来作者和画家是一对非常年轻
的80后夫妻档， 而且是获得这一荣
誉的最年轻的作家和插画家。

斯蒂德夫妇笑着告诉记者，他们
在高中就相识了，从那时就有了一起
出书的想法。在大学毕业后都选择了
与艺术和出版相关的职业，菲利普先
出版了两本自写自画的作品，包括颇
受人关注的《奶油金枪鱼豌豆吐司》，
埃琳则一度考虑过从事纯艺术创作，
拿她自己的话说就是那种“头戴黑色
贝雷帽、成天叼着香烟的、很严肃的”
女画家。 但她终于放下这个念头，两
个人结婚后共建了一个工作室从事
创作。

在上海国际童书展上，斯蒂德夫
妇买了一本中文版的《野兽国》，因为
他们最喜欢的画家是该书的作
者———美国的莫里斯·桑达克。 埃琳
说她当初画《阿莫的生病日》时，最担
心自己没有能力把故事画出来，同时
也顾虑可能受到太多其他插画家的
影响，所以在创作过程中，她尽力避
免去看其他画家的作品。 可是，她不
可避免地深受另一位插画家的影响，
那就是她的丈夫菲利普。菲利普外向
能言，埃琳则羞涩内向，她说自己就
是《阿莫的生病日》中那只羞涩的小
企鹅，但性格明显反差的二人却默契
十足，菲利普说，他俩从来不吵架，在
工作室里随时把草稿递过来递过去，
帮对方出出主意甚至画上几笔。比如
说埃琳在设计犀牛形象时遇到了瓶
颈，是菲利普帮她脱离了困境。 埃琳

说， 她实在无法想象独
自一人怎么可能完成！

在这里， 也不可不
谈尼尔·波特先生的巨
大作用。 他是美国麦克
米伦出版集团资深出版
人， 从事儿童图书的编
辑近35年，编辑的图书
获得无数奖项。今年，为
表彰他对图画书出版的
杰出贡献， 被授予了卡
尔奖。 对于编辑和作者
的关系， 波特先生说就
好像“变色龙”，有时像
老师，有时像父亲，有时
又像一个精神分析师，
但对于斯蒂德夫妇，他
们的关系只有两个字

“信任”。正是尼尔·波特
建议他俩把阿莫像朋友
一样对待， 更多地营造

和呈现他生活的细节，才有了书中开头
一些非常生活化的画面，这对于塑造阿
莫的形象至关重要。

教孩子学会等待

众所周知，凯迪克大奖被认为是图
画书的“奥斯卡”奖，除了重视图画书的
艺术价值、特殊创意外，寓教于乐、能启
发孩子的想像力、不是简单说教也是考
量的重点。

《大熊有个故事要说》 讲述了一个
大熊的故事：冬天快到了，大熊渐渐困
了，可是大熊还有个故事想讲给朋友们
听。大熊首先问了他的朋友鼹鼠，可是
鼹鼠正忙着收集种子，没有时间听一个
故事。然后，大熊看到了他的朋友野鸭，
野鸭正准备往南飞，而他的另一个朋友
蟾蜍也正忙着寻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睡
觉。大熊帮助他的每一个朋友为冬季做
好了准备，可是最后也没有人听他的那
个故事。直到春天来临，万事都已妥当，
朋友们终于围坐一起听大熊娓娓道来，
那是一个等待了一个冬天的故事……

无论是阿莫的亲善与悠缓，还是大
熊的宽厚与耐心，都在传递一种人生态
度———平和、接受、等待，温婉和缓的故
事节奏与画面风格给人一种温暖、笃定
的力量，也让我们这些匆匆忙忙的成人
有所触动：人们都有诉说自己生活的愿
望，人们心中都住着一个说故事的人。

记者第一次知道《大熊有个故事要

说》这本图画书，是我当年跟随上海师
范大学教授梅子涵去南京参加“儿童文
学进课堂”活动时，他把这本书送给一
位做儿童阅读推广的年轻教师，没有多
言，颇有惺惺相惜的意味。 因为这是一
本他很喜爱的书， 关于文学、 艺术、诗
歌、童话和我们现实的冲突，以及大熊
被拒绝时的落寞， 让做了多年阅读推
广、被誉为“中国儿童阅读推广第一人”
的梅子涵心有戚戚。

无独有偶，在二十世纪出版社集团
社长张秋林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以

“大熊有个故事要说” 为主题的绘画作
品，这是埃琳·斯蒂德为出版社成立三十
周年亲自创作的。在张秋林看来，做少儿
出版和推广阅读一样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坚守，在才智、学识、精力和创造力
漫长而艰辛的付出之后， 才能看见峥嵘
与卓越。 30多年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一直致力于“建立一所没有围墙的学
校”， 不仅为0—18岁孩子出版好书，还
与新教育新父母研究所合办“新孩子乡
村阅读公益行”、举行“二十一世纪中国
儿童阅读推广人论坛”等活动，引领和指
导教师和家长们读好书、好读书。

在张秋林心目中，自己和自己所在
的企业就好像那只“大熊”，这幅画既是
一种激励更是一种期待，就如同梅子涵
所言，“一年一年听故事的人会渐渐地
多起来的， 我会继续在我的森林里行
走，去对实实在在的人们宽厚、平和地
讲文学故事，对小孩们讲童话，让生命
和日子都有对美好故事和轻吟的诗的
依赖，让所有的中国人不是只记得钱的
数字和分数的数字，为生命的图景做一
个更完整更浪漫的设计， 让今天的活
着、明天的活着，都成为真正的活着，而
这样的行走是需要很多很多大熊的。 ”

让阅读与世界同步

如今，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旗下
的麦克米伦世纪公司已经出版了斯蒂
德夫妇的《阿莫的生病日》《大熊有个故
事要说》《接着，春天来了》《如果你想看
鲸鱼》《你好，我叫鲁比》等五本图画书，
《伦尼和露丝》中文版也将于明年上市。

11月15日，“麦克米伦世纪出版成
果发布会”在上海举行。 麦克米伦世纪
总经理唐明霞介绍，成立四年来，麦克
米伦世纪共出版图画书、 儿童文学、低
幼启蒙读物、青春读物达260种，其中
包括深受孩子喜欢的名家系列、“零时

差·YA”书系、“不老泉文库”等，真正做
到了阅读与世界同步。

“童书无国界， 儿童文学作品是可
以光着脚丫走遍世界的特殊精神产
品。”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感叹，麦克
米伦世纪走过的四年经历是何等辉煌，
这是一批具有桥梁意义的童书，它们来
自异域但深入中国孩子心灵。

在现场，来自中、美、日三国的图画
书作家、插画家、编辑进行了一场名为

“插画·文本·呈现”的对话。斯蒂德夫妇
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看到许多
高水平的中国原创图画书，尤其是绘画
风格与美国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创
作发自内心的书、做高质量的书是在潮
流频繁更迭中最安全的做法。 ”

当被问及《阿莫的生病日》为什么
用一个老人做主人公， 斯蒂德夫妇认
为，孩子内心的东西在老人身上也有体
现，想象力没有界限，尊重孩子的能力
甚至比尊重大人的能力更重要。相比于
孩子，他们更愿意用动物或老人做主人
公，因为在美国，大人并不鼓励孩子看
婴儿书，他们需要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都
能理解的书。

很多人认为图画书很简单，因为它
非常简短，而且是给孩子看的，但孩子
是我们的未来，一本好的图画书需要很
多优秀人才和很专注的努力才能创造
出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顾问魏钢
强说：“尼尔·波特做选题的诀窍是在出
书之前反复问自己：你一定要出这本书
吗？ 如果结论都是肯定的，他才会出本
书。 他声称自己做选题的时候很‘自
私’，只做自己想出版的，那些在情感上
打动他的书。 ”

谈到中国原创图画书的现状时，
日本福音馆书店图画书首席编辑唐亚
明坦言： “优秀图画书的背后一定有
非常优秀的编辑， 中国图画书最大的
问题不是作者的问题， 而是编辑的问
题。” 他认为， 图画书的编辑就像微电
影的导演， 用哪个演员， 让他哭还是
笑， 是编辑的工作。 少儿出版要打破
国界， 跨越文化差异， 做直指人心的
高品质图画书。

的确，国家和民族的差异都是文化
的表层肌理， 深入内心的东西是相通
的，像《阿莫的生病日》这样具有普世情
怀的书，可以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播下
善良的种子、等待的种子、平和的种子，
这样的种子多了，世界的善意就会多起
来，世界会明亮更多。

封面·故事

原创图画书悄然“井喷”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中国的图画书时代正在到来，
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只欠‘东
风’，这个‘东风’就是设立一个中国
的原创图画书大奖。”在近日由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图画书创作研究中心
与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共同发起的
“中国原创图画书年度排行榜及时
代奖”评选启动仪式上，评委会主席
海飞说，2014年图画书引进2000
种， 原创2000种， 童书出版40000
种，图画书占1/10，图画书出版品种
飞速增长。与此同时，图画书出版质
量也在不断提升， 既注重体现中国
特色，又汲取国外先进理念，比如黑
眯的《辫子》等已经在国际上得奖。

值得一提的是， 图画书创作队
伍日渐成熟和壮大， 一批著名的作
家、画家、评论家、教授开始图画书
创作， 还涌现出大批初出茅庐的新
人。从刚刚闭幕的2015年上海国际

童书展上看，秦文君、朱自强、梅子涵
等儿童文学界的专家都在图画书创作
领域身体力行。 由明天出版社推出的
“秦文君温暖绘本”系列，包括《好像》
《香喷喷的节日》《奶奶家的大猫和小
猫》等三种。秦文君说，自己的作品被
改编成图画书的很多， 但直接为图画
书写作还是一次。“在文本的创作中，
我感觉一点都不孤独， 有时我会故意
藏了一些什么， 希望能通过图画的形
式表现出来， 最终呈现出的效果让我
有惊艳的感觉。”而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朱自强和画家朱成梁联手创作的《会
说话的手》，用儿童诗画的表现手法展
现了孩子成长的一个个温馨片段。在
新书发布现场， 两位作者一起探讨了
关于图画书创作中的那些细节和用
心，他们认为，幼儿图画书一定要独具
创意，并且图文同步表达主题。

刚刚凭借《外婆住在香水村》获得
“2015年最美绘本奖”的“花婆婆”方素
珍，又推出四本原创绘本，包括《当鳄

鱼遇见熊猫》、《祝你生日快乐》、 母爱
绘本《妈妈心·妈妈树》和科普绘本《我
们去火星》（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其
中，《当鳄鱼遇见熊猫》 堪称是精雕细
琢之作，从构思到写作花了十年时间。
之后，她和画家张倩华反复磨合，光是
人物造型就花了七个月的时间， 最终
插画用了五年时间完成。 被台湾儿童
文学界称为“老顽童”的绘本大师曹俊
彦携《小红和小绿》及“豆宝宝大创意”
系列也亮相童书展， 他说平时最喜欢
用黑和白作画，“豆宝宝大创意”系列1
是他黑白作画的代表， 这种只运用白
纸的白以及颜料的黑来进行的“制约
性创作”，能开启读者更宽广的想象。

据了解，“中国原创图画书年度排
行榜及时代奖”将评选出年度TOP10，
从中再评选出“中国原创图画书时代
奖”作品，在每年的上海国际童书展上
颁奖。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张克文
坦言，中国原创图画书已经崛起，是为
中国原创图画书呐喊助力的时候了。

每年复活节， 一些孩子会被
邀请到美国白宫玩游戏、 讲故事。
图为2012年奥巴马一家 （右一、
右二为奥巴马的两个女儿） 在白
宫的草坪上为孩子们讲述 《阿莫
的生病日》。

（图片由斯蒂德夫妇提供）

斯蒂德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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