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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
伦纳德·S. 马库斯：享誉世界

的童书史学家，在图画书领域也有
很深入的研究，现在纽约大学教授
儿童文学和儿童发展课程。

安野光雅：曾在日本东京担任
小学美术教师，著有图画书《奇妙国》

《ABC之书》等，1984年获得国际安徒
生奖插画家奖，评委会表彰他“在贯通
东西文化方面独具一格（的天赋）。”

马库斯：成人有时候会假定小
孩子不会进行抽象思维。从你的
作品来看，你并不这么认为。

安野光雅：小孩子可能理解
不了毕加索，但如果我画一个圆
圈，再在上面画一条短线作茎，
即使一个两岁的孩子也能看出那
是一个苹果。不需要颜色，只用
轮廓线，这是一个孩子迈向抽象
理解力的第一步。如果我画一些
圆圈作脑袋，再画一些长方形做
身体，一些单线条做手和脚，然
后我说“这是爸爸，这是妈妈”，
孩子就能理解我的意思。这样的
思维跨越在成人看来是理所当然
的，但一个两岁的孩子能这样理
解其实是一种奇迹。

马库斯：你的书似乎在挑战人
们对世界的成见，鼓励读者进行独
立思考。比如说，《天动说：回到相
信天空会转动的中世纪》涉及到人
们在接受世界是圆的这个概念时
曾经遭遇的困难。

安野光雅：孩子的思维与成人

的不同，孩子可以全盘吸纳，什么
新想法都能接受。正因为如此，仅
仅教孩子们“正确”的概念并不总
是好事情。科学的理解很重要，但
也应该鼓励发挥想象力。有些成
人看到一道彩虹，就想他们必须向
孩子解释光谱知识，但对这类事物
首先应该唤起的是神奇感。

最近，我在悉尼和一群学校里
的孩子对话。我告诉他们，我曾经
很害怕从上面“掉到下面”澳洲的悉
尼，因为那样我可能会一路摔出地
球。他们哈哈大笑，然后跟我解释
说“世界是圆的，但有些地方还是平
的，平的地方是安全的”。这些孩子
还不能区分想象与现实。重要的
是，要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想象一
段时间，然后再教他们别的东西。

马库斯：你在“旅之绘本”系列
中，混合了想象的场景与真实世界的
画面。比方说，在《旅之绘本Ⅳ美国
篇》中，有一幅来自电影《原野奇侠》

（Shane）的场景，配上如帝国大厦、
独立大厅这样的地标建筑。你想要
孩子们从中学到什么吗？

安野光雅：尽管幻想是对于不
可能事物的想象，但幻想与现实并
不对立，它们是相互补充的。有人
可能会说，现实与幻想的差别就像
是戏剧中观众与演员的差别，希望
始于两者相遇的地方。在我的书
中，我并不想教什么。我所做的可
能描绘成“不教之教”会更好，也就
是说，提供各种条件让孩子们自己
学。有一次，我听说一个小男孩很

兴奋地拿《美国篇》中有超人的那
幅图给老师看，老师表现得很惊
讶，尽管她早知道有那幅图。那位
老师的反应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有
所发现的快乐。

马库斯：在你小的时候，有什
么图画或图像对你艺术的养成产
生过影响？

安野光雅：这要多谢我父母开
的旅店，它让我小时候能看到各种
各样的杂志，得以见识各种类型的
图画，风格从古典跨越到当代。尽
管那时我还小，但已经认识到一位
艺术家应该自由地采用多种风格
以实现自己的意图。现在我已经
有了自己的风格，但仍然认为，对
于艺术家来说，能有这种自由的感
觉很重要。

马库斯：你师从的艺术教师也
有同样的看法吗？

安野光雅：完全没有。不过后
来当我自己教孩子们绘画时，我意
识到，绘画除了技法之外，其他是
没法教的。大多数人以为技法就
是艺术，这是重大的误解。

马库斯：你觉得你当老师多多
少少符合自己的预期吗？

安野光雅：我所接受的学校教
育并没有为我当教师做好充分准
备，但无论如何，我想要在我的教
学中进行实验。我上课的第一天，
樱桃花都开了，我让每个孩子拿一
朵花儿进教室。我 11 岁的时候，
老师向我演示如何画这种花。于
是现在，我为自己的学生在黑板上

勾勒同样的图画，给他们看这种花
的雄蕊和雌蕊。我解释说，自然界
的每种东西都由雄性部分和雌性
部分构成。在我的图画里——我
的老师并没有这么做——我加上
了一只奔着花飞去的蜜蜂。

在教室里还有一株茶花，茶花
有非常多的花瓣。孩子们说：“这
种茶花没有雌蕊！”我回答说：“不
对，你们不对。”然后为了证明这一
点，我掰开了所有的花瓣——确实
没有发现雌蕊，只有雄蕊。

马库斯：至少你的教法不错，
他们都认真观察了。

安野光雅：是的，但是我很恼
火，因为我刚才说得不对！后来我
去东京参观博物馆时向人请教为
什么会这样，得到的回答是那些茶
花的雌蕊演变成了花瓣，这就是为
什么茶花有那么多花瓣。

马库斯：在《数数看》中最不同
寻常的是你不是从一数起，而是从
零开始。对于如何用图画来表达
零的概念，你是否曾感到过困难？

安野光雅：零不是简简单单的
“没有”，而是“有什么东西不见
了”。有一次，一个有严重学习障碍
的男孩在看这本书，他从最后一页
开始看，那是12，画面上画着12幢
房子、12 棵树、12 头驯鹿，等等。

“哦，好多房子，”他说。然后他逐页
地翻，各种东西越来越少了，他说：

“变孤独了”。当他翻到3这页时，只
有3幢房子了，再翻到2这页时，他
说：“房子消失了”。最后，男孩翻到

零这幅画，上面只有一片白雪覆盖
的原野，一条河流贯穿而过，他叹了
口气说：“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了。”
这个孩子让我非常感动。

马库斯：在你的数学游戏书
中，你提供了一系列的数学概念，
开始是简单的，渐渐过渡到更具挑
战性的概念。这些书是准备让读
者一口气读完的吗？

安野光雅：很可能会有一些
概念是小一点的孩子还不能理解
的，遇到这种情况家长应该跳过
这些页面，等到孩子能理解时再
来读。不过，正如我在这些书中
展现的那样，许多有关数学概念
的真实生活图景就在孩子自己的
世界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帮他
指出来，孩子就会理解——甚至
不必去教他。

马库斯：那么，这个世界本身也
可以被看做是某种图画书，由一系
列的插图构成，孩子可以从中学习？

安野光雅：是的。比方说，你
家里有两个兄弟，一个是“大一些
的”，另一个是“小一些的”，孩子立
刻就能了解其中的差别。这就是
数学。当然，也可以用传统的方法
教孩子们这些东西，但是当孩子们
能自己去发现时，他们所获得的乐
趣总会大得多。

（本文摘自《图画书为什么重
要：二十一位世界顶级插画家访谈
集》，[美]伦纳德·S. 马库斯著，阿
甲、曹玥等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
社2017年8月出版）

图画书，其实没那么简单新锐插画师、绘本作家董阳
大学时学的动画专业，此后涉猎
绘本创作，她现在英国剑桥艺术
学院童书插画研究所攻读博士，
研究、创作互动性儿童绘本，

《如果我是你》 是她的首部绘本
作品。

该书是一个诙谐而不失幽默
的小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总是把
宠物兔当成玩具的小女孩，梦见
自己和小兔子的身份发生了互
换，从而引发的一系列故事。

董阳说：“我希望这本书能让
小朋友们更好地理解‘爱’，为他们
建立尊重和爱护动物的观念。”

打雷是怎么回事？龙卷风又
是怎样的呢？如何向孩子解释天
气现象，这是很多成人遇到的难
点，《给孩子的第一套气象启蒙
书：青蛙弗洛格的风云雨雪观察
记》 一书通过故事的形式帮助我
们回答了这些问题。

该套书由中国气象局、北京
气象局权威审校推荐，是一套让
孩子了解身边天气现象的儿童图
画书。全书以“风雪云雨”为主
题讲述了四个气象科普故事，同
时穿插了关于气象的科普知识和
实用的生活技能，比如怎样观察
天气、探求气象规律、看懂天气
预报、处理意外状况等。精彩的
故事让孩子们跟随青蛙气象员弗
洛格的脚步走进奇妙的气象世
界，在欢笑声中爱上气象。

“神奇校车”系列进入中国已
经 17 年，陪伴了许多中国的孩子
爱上科普阅读，也打破了人们对
科普书的固化认识。该套书讲述
的是鬼马乐观的卷毛老师不断激
起同学们渴求知识的热情，带领
他们搭乘不断变身、无所不能的
神奇校车，去了许多不可思议的
地方，让他们切身体验到科学知
识的奥妙。

最新推出的 4 册图书包括
《蝴蝶的秘密武器》《植物生长的
奥秘》《光的魔力》《水的循环》，书
后还附赠创意游戏、科学实验、校
车模型，增加孩子的动手乐趣。

对于科普阅读,中国科技馆
原馆长王渝生建议：读科普书，要
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孩子学会问
问题、讲道理，要培养孩子的科学
思维和实践能力。

在南方的一个小岛上住着一
只小猴子,他常常想些奇怪的问
题：大海的那边有什么？被螃蟹
钳了会不会变成螃蟹？小猴子提
出一个又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问
题，他在游历中寻找，在前辈的指
引下有所感悟。简单的构图、易
读的文字、有趣的故事，蕴含着深
刻的哲理。

作者伊东宽是日本著名绘本
作家，他觉得大自然是最天然的
玩具，能唤起读者想象力的东西
才是重要的，所以他的作品总是
能与孩子们勃发的想象力相结
合，又能够发散自己的思维，比
如用真的泥巴创作俏皮率真的

《小泥人》、落叶拼贴画创作的天
真烂漫的 《落叶跳舞》、从生活
中观察到可爱多变的 《云娃娃》
等，孩子看完了绘本，还可以在
家里和爸爸妈妈们一起做延伸活
动——玩泥巴或者捡树叶，投身
大自然。

《给孩子的第一套气
象启蒙书：青蛙弗洛格的
风云雨雪观察记》

[美]贾尼斯·迪恩 著
[美]拉斯·考克斯 绘
中国青年出版社

“神奇校车”系列（新4册）
[美]乔安娜·柯尔 文
[美]布鲁斯·迪根 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小猴子的故事”系列
[日]伊东宽 文/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5 位“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
奖 ”得 主 、近 300 幅 1966 年 至
2014 年的真迹作品，放射出了图
画书艺术在不同时空的光芒。日
前，由中信出版集团、国家图书馆、
上海京采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联合
主办的世界插画大展——国际安
徒生奖（终身成就）50 周年展北京
站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这是获
奖者们第一次在“国际安徒生奖插
画家奖”的光环下共同举办展览，
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置身大师名作，浏览其中仿若
走过半个世纪。透过莉丝白·茨威
格如梦似幻的笔触，重新回味《海
的女儿》中小美人鱼和王子的曲折
爱情；在斯凡·欧特造出的鲜活世
界里，跟随勇敢顽强的小锡兵开始
大冒险；还可以陶醉于罗伯特·英
潘细腻写实的画风中，陪伴丑小鸭
完成蜕变白天鹅之旅。你会发现，
他们从未自我设限是为孩子作画，
而是不约而同通过他们的笔触诠

释真实世界的美丽和残酷。因此，
他们的创作不分老少，任何年龄都
能受到感动、启发。

同样作为国际安徒生奖获得
者，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不仅在儿
童文学创作上达到了顶峰，也是中
国最早涉足图画书创作的儿童文
学作家之一，已经推出了“中国种
子世界花”系列，“小皮卡系列图画
书”等50余部作品，2013年与巴西
插画家罗杰·米罗合作的《羽毛》，
获得了国内外诸多奖项。在近日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
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主办的

“无边的绘本——曹文轩图画书十
年创作研讨会”上，曹文轩阐述了
自己对图画书创作的看法。他提
到，图画书是为孩子们打精神底子
的书，书中所传递的“大爱、大美、
大智慧”是每个孩子的成长必需
品，其价值在于如何与欣赏者的认
知能力相一致，如何吸引他们，又
如何提升他们。好插画加上好故

事，意味深长，富有诗性，留下很多
巧妙的机关，可以超越民族、文化、
语言和时代，这才是好的图画书。

“原创图画书最缺的是故事，不
是画”，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创
所所长、荣誉教授林文宝认为，题材
多元、叙事手法多样、具有苦难美
学、图画书创作跟作者的国际化、图
画书与小说的互文是曹文轩图画书
作品最突出的特色。

与曹文轩有多次合作的英籍
华人插画家郁蓉表示，好的图画书
首先要有一个好故事，然后用视觉
艺术把这个故事讲好，这需要童
心，需要幽默感，而不是单纯的技
法问题。在日前由中国作家协会
儿童文学委员会、中少总社、国际
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主办的的

“中国原创图画书国际论坛——图
画书里的中国，好故事一起讲”上，
来自海内外的众多儿童文学作家、
插画家和阅读推广人也谈到同样
的问题。

的确，随着国际交流合作的日
益加强，中国图画书市场发生了重
大转变，从大量引进国外优秀作
品，到如今本土原创与引进版兵分
天下，写图画书、出图画书、读图画
书成为潮流，也让人们开始重新思
考中国图画书的未来之路。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坦
言，中国原创图画书与国外图画书
无法对等，但差距在不断缩小，比
如对图画书评判标准已国际化、高
水平插画家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的
倾力加入、原创图画书类别的多样
化。

“‘体验与表现儿童成长’是图
画书的永恒主题，只要聚精会神去
做，中国图画书也可以走进世界画
廊。”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儿童
文学作家金波说，“我在创作《我要
飞》时，就是试图表达孩子的‘远
方’寄托，向着远方飞翔。另一本

《我爱妈妈的自言自语》是本值得
思考的书，挫折和苦难，母子和孩

子，西班牙画家阿方索·卢阿诺通
过丰富的细节描绘，塑造出的母亲
形象让我掩面而泣。”

著名插画家熊亮非常赞同，他
认为，一个真正好的故事一定是世
界性的，影响所有孩子的，同时有
传统的想象力、自然的哲学观。“西
方文化建立在理性、逻辑和对公正
的坚持上，而东方文化拥有温暖的
道德、博大的宽容、中庸的哲学。”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州立电影学院
教授昆特·国斯浩里兹说，这两种
文化是缺一不可，互相作用的。他
创作的《高山流水》就是运用了西
方水彩画的技法及构图，而人物的
服饰及意境则是纯东方式的。

将中国元素借助图画书图文
并茂的形式，让世界看到图画书里
的中国、感受到图文之外“文化中
国”的精神内涵，是当下需要深刻
思考的。诚如曹文轩所言，当每个
人都有了自己心中的图画书，中国
就有了图画书。

童心第一，技法次之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名家面对面

本报讯（缇妮）在不久前闭幕
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接力出
版社邀请英国尤斯伯恩出版公司
创始人皮特·尤斯伯恩，副总经理
妮克拉·尤斯伯恩，著名儿童文学
作家秦文君、保冬妮，图画书画家
九儿和张宁等，针对“优秀童书的
创意来自哪里”“出版人、作家、画
家怎样才能有好的童书、图画书创
意”等话题进行研讨。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介绍，
接力社近年来坚持不懈，在全球范
围内寻找、发现各种能为孩子成长

带来帮助的选题，同时立足本土，
大力发展原创，推出了《不要和青
蛙跳绳》《外婆变成老娃娃》等一批
原创精品。从今年开始，接力出版
社将与尤斯伯恩公司展开战略合
作，为中国市场带来更多的好书。

尤斯伯恩出版社成立于 1973
年，其出版的童书被翻译成100多
种语言，被誉为“童书中的劳斯莱
斯”。今年 8 月，接力出版社出版
了尤斯伯恩低幼认知玩具书“宝宝
触摸游戏书”“宝宝推拉游戏书”，
后续还将出版“看里面”系列。

作家、画家共同探讨图画书创作

阅读现场

作为理科世家，从孩子未出
生起，亲友送书必送百科。家里
日系的身体小百科、法系的拉鲁
斯系列、美系的国家地理幼儿版
等多不胜数。那么《时代周刊精
选少儿百科》与这些百科相比，又
有什么独特的吸引力呢？

首先，它是一套可以伴随孩
子成长的百科书，按年龄分阶递
进，整个学龄前阶段都适用。其
次，它很好地糅合了社科和自然
科学，根据成长不同阶段的兴趣
点差异，及时跟进补充文字认知、
语言描述、地理人文，传授的不只
是知识，而是方法，这些点滴方法
最终积聚为智商、情商、财商的完
整体系。

下面让我们看看细节吧。
A1册《它们有什么特征》，非

常形象地用大狗小狗、大车小车
的照片来引导孩子直观理解“大”

“小”的差异。句子也非常短小、
适合幼儿关注重点：“这是一只大
狗。”“这是一只小狗。”

作为家长，我尤其喜欢每个
章节后面附录的认字环节，不仅
仅了解了百科知识，还能顺便学
习和加深重点词汇。像 A1 册就
学习了“大、小、这、是”4 个常用
字。积少成多啊！幼升小的时
候，不少家长觉得奇怪：自己平时
跟孩子亲子阅读也不少，为什么
孩子的认字并不特别出色呢？其
实是读过就忘记了，没有及时加
深反馈记忆。

进阶到 A4 册《大自然的魔
法》，内容和文字都明显比第一册
多了些：“看那片荒漠，它很干燥。”

“看那片绿绿的草原，它长满了
草。”“是炎热又阳光的吗？”“是寒
冷又飘雪的吗？”⋯⋯随着孩子理
解力的增强，句子里增加了形容
词。重复递进的句式更有利于孩
子加深记忆、进而掌握如何清晰准
确地表达。不要小看这种方法
哦！经过这种训练的孩子，不但平
时说话更擅长有条理地表达，将来
也更加适应写作。

B 辑的内容更加丰富，不仅
仅有名人传记、天文自然、地理人
文，甚至还详细地教孩子如何组
织一场嘉年华，这样培养情商和
组织能力、金融概念的内容在别
的百科里相当罕见。从头脑风暴
开始确定嘉年华的主题，然后用
表格的方式列举游戏内容，再考
虑去年嘉年华时抱怨排队太长而
进一步调整项目，甚至引入了“预
算”和“赤字”的概念——生活中
的数学，最后孩子们还要考虑如
何组织宣传、如何设置成本合理
且吸引人的奖品——这些都是孩
子们自己能真真切切实行的哦！
不得不说我都有些羡慕了。

这套百科不仅仅是书上的百
科，更是一套能融入真实生活的
百科，孩子们从中学到的不只是
能口头炫耀的知识，更有受益良
多的生活技能。

《时代周刊精选少儿百科（A、B
辑）》（低幼版）共 20 册，广西科学
技术出版社阳光秀美童书馆

满足孩子的无限好奇
逸宇妈妈

新书架

阅读指导

亲子共读

编者按：
大多数孩子最初看到的艺术作品都在图画书中，图画书采用视觉语言讲故事，这种语言是丰富的、多层次的，尽管表面上常常会让人误以为过于简单，但其表现手法却是精致而

复杂的。图画的魅力在于，它不需要文字就能触摸读者的心，给他们讲述一个故事，给想象力注入活力，所以，图像阅读对孩子的成长相当重要，其重要性与文字阅读不相伯仲，拿走
了图画，就等于剥夺了孩子理解力中的一大块财富——且不论那数不清的乐趣。希望读者在本版的字里行间发现新的洞见，能对图画书这种艺术形式获得更全面的理解。

本报讯（伊湄）日本绘本大师
松居直认为，给孩子读绘本更重要
的意义在于，读者和听者是“在一
起”的。依偎在父母身边，一起看
着插图，这样的时光对孩子来说是
千金不换的幸福。

“当可爱的毛毛虫啵的一声破
壳而出时，我们仿佛听到那新生命
诞生的声音，《好饿的毛毛虫》给了
我和宝宝如此的震撼和感动，也希
望把这份对生命的热爱传递给每
一个孩子。”在日前由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指导、中国
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妈妈导
读师”亲子阅读2017夏季赛上，王
悦然妈妈感慨地说。

本次比赛汇集了幼儿组和少儿
组共12组家庭，分为亲子阅读和原
创亲子情景剧两个环节。有人把这
种情景化阅读戏称为“阅读过家
家”，著名出版人海飞认为，“这种全
家总动员，爸爸妈妈与孩子一起亲
子共读、一起表演阅读情景剧，其乐
融融，会使孩子终身难忘。”

父母与孩子一起“阅读过家家”

作者用浅显的语言，展开丰
富的想象，塑造了一个喜欢在家
里玩耍的小男孩，他可以骑上一
片云看自己的家；可以钻到钟表
里玩耍；可以在墙上画出一片森
林，带上小伙伴去探险⋯⋯爸爸
妈妈都觉得卧室太小、客厅太小、
厨房太小⋯⋯可是对于他来说，
有睡觉吃饭的地方，有能够尽情
玩耍的地方，有能够为他遮风挡
雨、相亲相爱的爸爸妈妈，一切就
足够了。

作者殷健灵说：“儿童的天地
是否广阔，取决于他（她）的心灵
是否自由。就像故事里那个上天
入地的小男孩，小时候的我也用
无边的想象让自己去到了无穷远
的地方。幸运的是，当我成了一
个大人，并没有把小时候的自己
丢弃，‘她’依旧在那里，随时可以
让我‘身未动，心已远’。”

《我的家很大很大很大》
殷健灵 著 魏冬妮 绘
天天出版社

《如果我是你》
董阳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