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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新作

“别林斯基曾说：‘儿童文学作家是
生就的，而不是造就的。’‘生就的’就是
你要有童心。梁晓声得了茅奖，属于大
奖，但是他给孩子写作，他是一个生就的
儿童文学作家，这种幽默感、这种童趣很
难得。”近日，在山东教育出版社举行的
著名作家、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
晓声的《梁晓声童话》（第二辑）新书发布
暨作品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高洪波如是说。

《梁晓声童话》 是梁晓声首次创作
的一套儿童文学作品，2019年7月出版
第一辑后，受到了小读者的欢迎。新推
出的第二辑有声书 （《在动车上》《小

“恐龙”救妈妈》《蕾蕾和姗姗》《南南
与楠楠》《桂花与老黄》） 内容更加贴
近孩子的现实生活，在童真有趣的故事
中传达着思辨和哲理。梁晓声主张把善
良和爱放在儿童教育的第一位，这些品
质应像本能一般存在于孩子的精神世界
中，这需要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经过
长时间的熏陶才可以实现。为此，儿童
文学不应仅仅是快乐的故事，还承担着
培育人的善性本能的使命。

研讨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梁晓
声是新时期以来气正向上、有情怀担当
和忧虑意识的作家。《梁晓声童话》里
保留了梁晓声作品中的气质、气度、高
度、格局和密致感，有梁晓声式的忧思、
梁晓声式的哲理，也有梁晓声式的幽默，
他把善良、诚实、礼貌等正确的价值观融
入到作品中，用儿童文学的方法进行艺术
表达，手法上做了很专业的处理。

梁晓声坦言，读俄罗斯文学家别林
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契科夫的
作品，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俄罗斯焦虑，就是俄罗斯民族需要
新人。这种焦虑感他现在感同身受。中
国在经济等许多方面的发展速度相当
快，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新人形象，
但是总体上还是少一些。中国要有新
人，要从娃娃抓起。他希望能够借助文
学的力量，在孩子们的道德建设方面提
供行为指引的滋养和帮助。

“梁晓声老师对我们这些曾经下过
乡的知识青年来说很亲切，他的《今夜有
暴风雪》是一代人的写照。”著名儿童文
学作家董宏猷说，“梁晓声是在‘种大
树’，他的《今夜有暴风雪》《人世间》，包
括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那都是‘大
树’。今天他开始‘种小树’了，他对‘大
树’和‘小树’具有的关怀和悲悯情怀是
一脉相传的。到底哪个更大？哪个更
高？不要去分辨，都是我心种我树。”

梁晓声：
我心种我“树”

王浩

在旅居国外的华裔绘本创作者中，
88 岁的杨志成无疑是最负盛名的大家，
至今出版了 100 多本绘本，曾三度荣获
凯迪克大奖，代表作《七只瞎老鼠》《狼婆
婆》《叶限》《雪山之虎》等已被引进出版，
并且在国内拥有无数粉丝。近日，在由北
京蒲蒲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丰子恺图
画书奖共同主办的绘本创作专业论坛上，
他介绍了自己传奇的一生，并与儿童阅读
推广人阿甲，绘本创作者周翔、张宁一同
探讨“原创绘本如何打破创作枷锁”。

杨志成是中国著名建筑工程设计师
杨宽麟之子。他1931年出生在天津，少年
时期成长于上海，后来去国外就读建筑学，
之后又转学自己更喜欢的艺术。上世纪
60年代，有朋友把他推荐给了当时童书出
版领域著名的编辑厄苏拉。厄苏拉非常欣
赏杨志成，立即请他为伍德里的《讨人嫌的
老鼠及其他讨人嫌的故事集》画插图，该书
出版后荣获了平面设计协会优秀作品奖。
于是出版社纷纷向他发出邀约，杨志成从
此走上了绘本创作的道路。

在阿甲看来，杨志成的创作多以各
国民间故事为内容，融合了东西方艺术
的技巧，形成了独特的杨氏风格。《叶限》
虽然讲述的是中国古代真实存在的民间
故事，画面用的是中国古代的屏风式设
计、充满流动的气韵，但是创作的媒材
却是西式的粉彩，很好地体现了多元文
化的特征。周翔认为，童心的视角是细
微之处见美好，平淡中间见真知，创作
者不必动不动就谈论大主题、大框架，
可以从生活细节入手，创作真正打动孩
子的作品。张宁表示，孩子可以通过绘
本来了解世界，成年人则可以通过绘本
来回看童年，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认识自
己的过程。

现场有读者问杨志成，如何创作一
本让孩子喜欢的绘本？他反问道：“我们
难道不是从孩子成长起来的吗？能打动
我的，孩子也会喜欢，我现在就是一个
88岁的孩子。”

杨志成：
我是一个88岁的孩子

罗烨

2020年，值得关注的原创童书
李明

聚焦北京图书订货会

日前，一年一度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在国展落幕。今年共有768家参展
单位、2587个现场展位，展出图书近40万种，参与人次约9.6万。与往年相
比，展位数与参观人数均创历史新高。在各类文化活动中，与童书相关的占

比相当高，读者参与热情也较高。许多出版社竞相推出各类主题童书，涵盖
图画书、儿童文学、卡通动漫、科普历史、语文教育等多个种类。那么，2020
年有哪些童书值得关注？请随我们一同漫游原创童书的奇境世界。

在世界体育运动中，登山
运动最为艰苦，也最具挑战
性。“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
协作、勇攀高峰”，这是几代登
山运动员用热血和生命凝结成
的登山精神，更是新时代中国
体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是中国登山队成功登
顶珠穆朗玛峰60周年，为了更

好地在青少年中传承这种登山
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国
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和中国
登山协会共同打造了《五星红
旗我为你骄傲——中国登山队
的故事》一书，中少社还向北京
市崇文小学的师生代表赠送了
这本书，勉励青少年们心怀祖
国，勇攀高峰。

《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传承登山精神

AR 绘本《流浪地球（电影
改编绘本）》（接力出版社）由周
保林改写，讲述了在太阳面临毁
灭时人类团结一致，怀揣着生存
的强烈渴望，带着地球在宇宙流
浪的故事。AR 互动多结局体
验与场景沉浸的表现形式，带给
小读者新奇的阅读体验。

2020 年 接 力 出 版 社 携
300 余种新品亮相北京图书订
货会，品类涵盖主题出版、图

画书、儿童文学、文化教育等
多个种类，其中包括儿童文学
作家彭懿与画家田宇联手创作
的 《我用 32 个睡魔怪打败了
我妈妈》、动物文学作家格日勒
其木格·黑鹤的《我和小狼芬里
尔》、中国科学院附属玉泉小学
校长高峰的 《小蚂蚁学校》，
以及“俄罗斯金质童书”系列、

“彩图青少版中国科技通史”
系列等。

《流浪地球（电影改编绘本）》带来新奇体验

北京蒲蒲兰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今年策划推出了一批原创
绘本，包括于大武和李燕合作的

《龙的高跷》、金晓婧的《掉落的
礼物》、麦克小奎的《麦麦系列》
等。其中，《龙的高跷》的绘画作
者于大武将主人公小龙作为时
代变迁的衔接点，通过服饰和细
微的表情来凸显当代孩童的模
样，与父母、祖父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以此拉开历史与现代的时
代感，化为社会变革的缩影。该
书文字作者李燕是土生土长的
北京延庆人，小时候对踩高跷的
场面深刻印象，如今很多高跷爱
好者依然自发组织训练和表演，
她希望这样的传承越来越多，这
不仅是文化的延续，还能让后人
感知到古老而未泯的灵魂。

《龙的高跷》：每个人都是传统文化的承载者
“汤小团”系列前五卷已经

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但是汤
小团三人组穿越古今的奇幻冒
险并没有结束。最新推出的第
六卷《汤小团·明清帝国卷》（江
苏凤凰美术出版社）以明太祖朱
元璋、明成祖朱棣、康熙帝玄烨
为主要帝王角色，带领孩子们再
现“朱元璋鄱阳湖之战”“郑和下

西洋”等历史场景，孩子们可以
身临其境地体验历史的波折，学
习到坚毅、果敢等宝贵品质。

该系列作者谷清平将文学
与插图、历史与冒险充满趣味性
地结合在一起，并在多数章节的
最后加入了科学常识、数学运算
等方面的谜题，小读者在互动中
会有更为新奇的阅读感受。

《汤小团·明清帝国卷》带你畅游历史长河

白岩松曾说，“不管天津怎么变
化，这么多年，只要《俗世奇人》这部作
品还在印，老天津就被他一直鲜活地
保留下来。”

自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著名作
家、画家、文化学者冯骥才先后创作了
54 篇“俗世奇人”系列短篇小说，书写
了清末民初天津卫的地域风貌、风土
人情、生活风尚，其风格统一、传奇色
彩浓郁、充满生活气息、人物形象活灵
活现。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俗
世奇人全本》，该书是在旧作《俗世奇
人》的基础上，增添了冯骥才又创作的

《大关丁》《弹弓杨》《孟大鼻子》《齐老
太太》《旗杆子》等18篇新作而成。

新书发布会上，中国出版集团副总
裁、著名评论家潘凯雄笑言，《俗世奇人
全本》的整个写作过程有点传奇，实际
上他最早是1994年在《收获》上开始发
表《市井人物》，2000 年出版《俗世奇
人》一书。2015 年又写了 18 篇，就是

《俗世奇人》（足本）。2019年又新写了
18 篇，所以今天呈现的《俗世奇人全
本》一共54篇，并配有他亲自手绘的58
幅插图。“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现在叫

‘全本’是不是有点早，没准大冯过几年
又写十几篇，那时候是不是该叫‘再全
本’‘大全本’？反正大冯干什么事情都
不奇怪，我们可以对他充满想象。”

“我年轻的时候是职业篮球运动
员，那时候坐板凳的人就是不能上场
的，所以我还是习惯站着说，站着提
气。”说着，冯骥才站起来，一米九几的
大高个儿很显眼，让站在后排的读者
也能够看到。“我是一个跨界的人，在
不同领域里穿梭的人。我今年 78 岁
了，岁数大了，所以最近 20 多年里跋
山涉水、走村串巷去做文化遗产调查、
古村落调查时，上山有点困难了。但
是还是去了一些地方，因为现在文化
遗产保护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
传统村落的保护，我是专家委员会的
主任，我们从 200 多万个自然村中挑
选出 6819 个村落，但是现在将近一半
的村落慢慢地走空了，没有人了。我
觉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这仍然是我
的事。”

说起近两年的“回归写作”，冯骥才
说，岁数大了，在书房的时间多了一点，
文学自然回来了。不是我想写小说，是
小说找我写它。20多年里我的小说写
得很少，甚至跟没写差不多，可是现在
为什么觉得大量的东西涌上来想让我
写？这就是生活。实际上，真正作家的
生活都是不经意积累下来的，不是寻找
的。这些年我去全国各地调查的时候，
遇见各种各样创造文化的老百姓，引起
很多对文化的体验、感知和思考，这些

东西在我心里积累着，所以现在写东西
反而比那时候一直不停地写、寻找题材
写，更自然一点。

“ 在 小 说 里 面 慢 慢 找 到 一 种 方
式，一篇小说写一两个人物，这个人
物后面依托着一个很巧妙的、甚至于
很绝妙的故事。巧妙的底线是意想不
到，上限是匪夷所思，通过一个巧妙
的故事，能把一个独特的性格挖掘出
来。我写这些人物和故事，还追求一
个东西——所有人物的性格有一个共
同点，就是天津人的性格。”冯骥才
坦言，天津是码头，是中西碰撞的地
方，天津人豪爽、义气、调侃、幽
默、斗气，但是斗气不较真。比如我
有一天下班骑自行车，路过一个岗
楼，那时候警察都坐在圆柱形的岗楼
里，在马路的一个角上。有一个年轻的
警察刚上班日子不多，但是刚穿上警
服有点牛，也有点神气。我那天骑车
从旁边路过，看见一个老大爷也推着
自行车，车后面绑着一堆木头。这个
老大爷因为穿着棉裤，一下没迈上车
去，下来了，迈了三次都没迈上去，
这时候那个警察有点替这个老大爷担
心，因为过往的车辆很多，他怕老大
爷被撞到。如果是外地人会说：“大爷
这个地方车太多，您那边去上，别把
您碰到。”天津人不这么说，这个警察

笑着跟老大爷说：“大爷，你要想练
车，找个安静地方练去。”这就是天津
人，正话反说，天津人平常都这么说
话，所以天津才出马三立、郭德纲。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集体性
格，天津人跟北京人不一样，天津人从
来不说齐白石，也不说李可染、郭沫
若、茅盾等名人，天津人说泥人张，说
狗不理，说市井奇人，天津人佩服自己
身边有本事、有能耐、性格各色的人，

这是天津人。因为这样一个群体造成
的集体性格我喜欢，所以碰上这样的东
西我自然就要写。还有一个原因是语
言，我在叙述小说的时候，追求的不是
天津味儿，天津味儿是一个表象，我追
求的是天津劲儿，就是天津那种精神。
所以我要把天津人的气质放到我小说
的语言里。我写的时候经常笑，我犯
嘎，我喜欢写这样的小说，我觉得写这
种过瘾。”冯骥才说。

冯骥才：我觉得写这样的小说过瘾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读家报道

与其他妖怪题材的儿童
文学不同，《妖怪学校》（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的作者、北京
儿童艺术剧院艺术总监吴玉
中凭借多年来对儿童艺术作
品的理解和沉淀，通过悬念迭
起的冒险故事，创造出一个独
立于中国传统民俗之外的妖怪

世界。他说：“妖怪是中国文化
里承载着无限想象力的一个符
号，很容易被孩子接受。我们
不能让它只停留在古代社会，
应该把它现代化。希望每个读
完这本书的小读者，都能从小
主人公的冒险故事里寻找到平
凡中隐藏的奇迹。”

《妖怪学校》放飞想象力

这部由大童话家朱奎所创
作的新经典童话“约克先生”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
社），讲述了一只看似愚笨、贪
吃、爱偷懒，但却正直、善良、勇
敢、执著的猪的故事。书中约
克先生与老马皮尼、母鹅索普
太太和公鹅索普先生、麻雀喳
喳、公鸡咯咯咯和母鸡咯咯哒

等一众农庄伙伴生活在一起，
不够机灵的它却勇于担当、敢
于挺身保护小伙伴和朋友，坚
持与努力总能让它最终获胜。

著名作家张抗抗认为：“孩
子们如果和约克先生交上朋
友，会因此懂得识别善恶而成
长；大人们若是喜欢约克先生，
更会多一点童心和爱心。”

“约克先生”全新系列讲述不一样的童话

《中国文化精灵城堡漫游
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
一个现实人物小学生王小帅与
一个童话人物大毛怪一起漫游
成语王国、唐诗宫、诗经花园、汉
字城堡、中国书房、博物馆国宝
村等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魔法
世界为线索，讲述了一个个引人
入胜的探险故事，将抽象的“中
国文化”大概念，具体化为孩子

们在语文课本里常见的汉字、成
语、唐诗等知识点。书中既有传
统文化知识的普及，又有现实生
活的关联以及现代精神的关照，
拉近了孩子们与传统文化的距
离，是一套中国传统文化的桥梁
书。作者顺子表示，希望通过书
中描写的文化精灵，让孩子们无
论走到哪、走多远，都不会忘了
自己的根。

走进中国文化的魔法世界

《叶子里的春》（中国和平
出版社）是由著名儿童文学作
家金波和著名插画家朱成梁共
同创作的一本图画书。书中的
各种树叶是朱成梁从世界各地
采集回来的，他说：“金波的诗
歌是这本书的灵魂，诗句就像
一条金线，把美丽的树叶子、美
丽的画面，还有大地、鲜花、春

姑娘都串联在一起呈现给大
家。”金波说，孩子们可以在识
字、读诗时，学会欣赏这本由树
叶组成的优秀图画书。

除此之外，今年中国和平出
版社还推出了《中国故事》、“爱
与勇气大师剪纸图画书”系列、

《小屁孩子的作文课》《家书里
的故事》等新书。

《叶子里的春》：一本由树叶组成的书

《少年的凝视》（安徽少年儿
童出版社）是国际安徒生奖获奖
作家曹文轩，以台湾儿童文学名
家桂文亚的25幅摄影作品为依
托，精心创作的摄影散文集。“摄
影”+“散文”的独特形式，开创了

“看图说话”新高度，为青少年提
供完美写作范本。

除此之外，今年安徽少年
儿童出版社还将推出不少精品
好书，涵盖文学作品、科普人

文、动漫绘本、常销品牌等多个
种类，如资身出版人刘海栖的
长篇小说《街上的马》、中国作
协副主席高洪波的儿童诗集

《大咖拉布拉多和它的朋友
们》、儿童文学作家李东华的战
争主题作品《环形城堡》、“辫子
姐姐”郁雨君的《我最喜欢下课
了》，以及儿童文学评论家、作
家赵霞与画家黄缨合作的图画
书《一只蚂蚁爬呀爬》等。

《少年的凝视》开创了“看图说话”新高度

《暴雪》（中国少年儿童新
闻出版总社）一书以西部辽远
的阿尔金草原为背景，讲述了
一群以放牧为生的牧民的故
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
长徐德霞认为，刘虎的创作有

“四个独特”，即生活独特、写法
独特、独特的自然观和作品的
独特呈现，带给读者很多对社

会和人性的思考。刘虎说，文
学固然有教化的功能，但更多
的应该是关注心灵。据了解，
刘虎已在中少总社出版了 6 部
不同主题的动物小说，包括《十
四对肋骨》《白鹿》《冰崩》等，大
部分以青藏高原及西北地区为
舞台，兼具国际视野，文学性
强，境界开阔，立意深刻。

在《暴雪》中重生，寻找生命的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