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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素

中国孩子需要的精神土壤

———写在《中华民族奇幻故事集》出版之际

■

梅子涵

我是一个中国人。 所以，我以前当然

是一个中国小孩。 我当中国小孩时，很少

听大人讲适合我听的中国故事。 偶尔听过

几个，可是很少。 心里没有一块很大的中

国故事的土地，没有办法经常去讲中国故

事， 没有机会经常在那些故事里孕育情

感，酿造成长。 我后来当作家了，心里经常

空荡，有缺水的感觉，缺路的感觉，缺民族

的感觉，缺身份的感觉。 所以，我想，今天

中国的小孩，应该多听一些适合他们的中

国故事，听听那里面的古代中国，那里面

的多种民族，那里面的神奇灵感和神奇本

领，那里面的美丽、勇敢、善良、诗意盎然，

那里面的中国智慧和道理！

我是一个中国作家，中国教授 ，我用

了很长时间渐渐懂得了格林兄弟的伟大，

他们整理出来的不仅仅是一本德国的民

间故事，一本给孩子的童话书，当他们把

那一本故事、童话书放到德国家庭桌上的

时候，竟让整个世界都看见了它，看见了德意

志；当孩子们捧起来阅读，当他们成长了，于

是便成为一生的德意志记忆。 英国作家狄更

斯说，小红帽是他童年的“情人”。 其实，天真

的小红帽也是所有人都爱怜的，她的故事，是

成长的普遍童话。 德国人把驴子、狗、猫、鸡，

建成不来梅城广场上的雕像， 全世界阅读过

相关作品的人一仰起头看见它， 都能理解它

蕴含的生命象征和规劝。 所以，我们，尤其是

中国的作家、教授和出版商，是不是也应当做

一做格林兄弟那样的事情？ 像他们那样去寻

找和整理故事， 然后恭恭敬敬地放到孩子的

桌上，父母的桌上，中国的桌上，而不是只拿

来一部《三字经》，拿来些孩子们觉得无趣的

东西。 中国的历史积累里，适合他们的，能给

他们更多吸引和指点的， 应该还有很多别的

东西，我们要寻找！这件事情的意义我们不需

要开研讨会了，格林兄弟没开过研讨会，我们

需要积极的行动！

这

4

本书就是一种不声不响的优美行动。

它们是中国故事。

是中国很多民族的故事。

是有神奇灵感、 神奇本领的故事。

其中有美丽的故事， 勇敢的故事， 善良

的故事， 诗意盎然的故事， 当然也有罪有应

得的故事。

它们是有很多的中国智慧和道理的故

事。

它们比很多喧嚣的童书、 嚎叫的畅销书

不知高出多少价值！

我是一个花费了很多时间推动中国儿童

阅读的人。 我早就不再多说它的意义， 而是

关切它的篇目。 意义正在成为很多人的旗

帜， 而乘机把垃圾高高地堆在它的下面。 我

们的很多孩子在高高的垃圾里爬进爬出。 无

数缺乏阅读的、 童年里无经典记忆的成年

人， 看着这样的爬进爬出， 误把它当成盛况

来欢喜， 我们很遗憾， 牢骚满腹 ， 无可奈

何。 我们微弱的力量只能是指着经典， 指着

那些很有意义的书籍对孩子们、 尤其是他们

身后的成年人说： 这个值得阅读， 读一读这

本书吧！ 我们的声音是不响亮的， 可是我们

知道总有人听见了。 我们也看见了我们指着

的那些书， 那些经典， 到了孩子们的手里和

家庭的桌上。

这件事情很干净， 因而我们的心里有诗

意的回声。 它不响亮吗？ 它响亮着呢！

我想起了一个传说。 称它为传说是因为

我还没有从学术上对其进行证实。 这个传说

是这样的， 那时法国人占领了德国， 德国的

路上都是法语的声音和法国士兵的皮靴声，

德意志萎靡着。 格林兄弟想让德意志的声音

响亮起来， 振作起来， 重新复兴， 便开始了

民间故事的整理， 就像那个老驴子去当音乐

家的故事一样， 法国强盗们终于逃走了， 小

红帽爬出了狼的肚子。

我们现在没有法国强盗， 也没有希特勒

强盗。 正在让我们的孩子乃至青年人失去精

神好味道的是那些高高的垃圾， 当然还有许

多别的缘故， 所以就让我们自己来整理和增

添吧， 我们整理和增添了， 就是一种荡涤！

《中华民族奇幻故事集》（全

4

册），梅子涵

主编，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年

3

月出版

西藏的孩子

■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我的初衷是写一类人———内地西藏

班的学生 。 通过对 “我 ” ———一个西藏

山村里的小学生和众多雪域学子一起来

到内地， 前后整整

11

年求学生活的描写，

把我的所闻、 所见、 所思， 用关于 ‘我

们’ 的 ‘当时’， 写就了这二十几万字的

书稿。” 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向北京西

藏中学赠送

100

本 《西藏的孩子》 的图书

捐赠仪式上， 该书作者鹰萨·罗布次仁激

动地说， 如果内地西藏班将来在西藏的

民族政策史上、 在中国的教育史和西藏

的教育史上， 画上浓浓的一笔， 那么我

会庆幸自己是一名亲历者， 更是一名记述

者。 我把这本书献给母校， 也是向一直以来

为内地西藏班倾注心血的所有人致敬和表达

感恩之情的一份薄礼。

《西藏的孩子》 围绕少数民族学生成长

的真实故事， 按照主人公学习成长阶段的脉

络， 在西藏和内地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 改

革开放

30

年来社会的不断进步， 以及日益全

球化的大背景中， 为这批 “内地西藏班” 学

生的成长描绘了一幅多彩的画面。

“两三天的时间里， 我沉浸在小罗布的

世界， 慢慢读来， 时而会心一笑 ， 偶尔大

笑、 爆笑， 或者热泪盈眶、 百感交集 ， 就

这样贯穿了阅读始终。” 著名作家、 曾在拉

萨工作多年的马丽华在序言中写道 ： “正

像成千上万志愿进藏的前辈、 同辈和后来

者那样， 几代人的心愿和努力无不是为建

设新西藏， 为藏族同胞安居乐业 ， 为青少

年受到良好教育 ， 可以与全国人民一道 ，

共享现代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 罗布次仁

这本书， 就像一个缩影， 富有文采地让我

们看到了朴素的愿望成真， 怎能不让读者

为之动心动容？ 而在付出的同时 ， 西藏的

土地和人民已经给予了丰厚的回报 。 这一

深切的感悟， 正是从西藏年轻一代的成长

经历中引发出来的。”

国家 “智力援藏” （内地开办西藏班）

政策到

2011

年已经实施了

26

年。

26

年来， 中

国内地西藏班 （校） 共为西藏培养了近

3

万

名合格的毕业生， 内地西藏班毕业生已经成

为西藏建设中的一支中坚力量。 北京西藏中

学校长李士成深情回忆了学校的发展历程，

他称赞鹰萨·罗布次仁是一个坚忍不拔、 有

恒心和毅力的年青人， 正像书中描述的那

样， 从北京西藏中学毕业后， 罗布次仁考取

北京广播学院 （现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

之后他把大学中最宝贵的时间倾注在了这本

书上， 用笔记录了

11

年学子的全部真情实

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告

诉记者， 《西藏的孩子》 已被国家新闻出

版总署列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百种重点出版物 ”，

是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资金重点

资助项目。

《西藏的孩子》， 鹰萨·罗布次仁著， 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

年

6

月出版

【中国故事】

【传统精华】

水墨绘画聊斋佳作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中国

画的笔墨韵味， 计白当黑的艺术

高度和哲学修为， 是让世界大师

们都折服的艺术。 这样的艺术应

该能够传承和发扬， 让孩子们在

富有中国元素的艺术熏陶中成长。

■

敖德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圈内的朋友问

我： “你为什么要出 《绘本聊斋》？ 能

卖好吗？” 每次我都笑着告诉他： “是

否卖得好不好不重要， 重要的是假如

我不出版， 现在的孩子就少了一个接

触传统文化的机会”。

记得小时候， 我们看到的大部分

书就是小人书， 那种画风扎实、 民族

风格十足的传统故事， 在那个贫乏的

年代滋养了无数城市的、 农村的孩子

和成人。 不要小看那些小画书， 里面

包含了深厚的文化， 往大了说可以了

解各个朝代的政治、 经济、 社会风貌，

往小了说可以了解服饰、 民俗、 市井

文化， 还有每一本书的艺术风格和美

育的熏陶， 再往小了说， 小人书的阅

读至少丰富了大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而 《绘本聊斋》 就是诞生于上世

纪

80

年代的精品 ， 画家队伍中有鼎

鼎有名的施大畏 、 叶毓中 、 孙雨田 、

杜大恺 、 吴山明 ， 运用的全部是水

墨绘画 ， 选材是中国古典文学中被

誉为短篇之王的 《聊斋志异》 中脍炙

人口的名篇佳作 ， 通过重新整合编

辑 ， 按照现在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 ，

编辑设计成书， 这样优秀的作品完全

有理由给现在的孩子阅读， 也应该给

他们读。 自清代石涛之后， 中国画的

艺术就止步不前。 文化的断代有很多

原因，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再不让孩子

接触这种优秀的艺术， 将会是一个多

么大的缺失。 中国画的笔墨韵味， 泼

墨的大气， 工笔的精细透着文人画的

空灵。 计白当黑的艺术高度和哲学修

为， 这些老祖宗创造的文化， 我们能

够传承和发扬， 才会让我们在世界面

前自豪。

汉语本身就是一门优雅的艺术 ，

在 《绘本聊斋》 中就保留了很多汉语

言之美。 比如篇幅最短的 《种梨》， 开篇

第一页就连说了吝啬、 一毛不拔、 铁公

鸡这样三个同义词， 一下子就把 “小气”

一词拓展开来。 还有， 人来人往、 熙熙

攘攘、 破烂不堪、 和颜悦色、 稽首、 施

主、 莫名其妙、 热气腾腾、 里三层外三

层 、 众目睽睽 ， 这样的词语透着动感 。

还有句子表现出动态的语言美， “小树

苗一出土就伸了个懒腰， 然后伸胳膊蹬

腿， 出枝长叶了”。

另外在 《聂小倩 》 中也有很多精彩

词语， 这些都是在普通的绘本中难得一

见的。

在 《绘本聊斋 》 中 ， 有传统中的因

果 、 孝道 、 礼仪 、 婚娶 、 报恩 、 道行 、

阴阳、 息事宁人等文化基因， 虽然不能

一下子让孩子们理解吸收， 最起码可以

埋下小小的种子。

目前社会上国学正热 ， 其实学习国

学经典不必非从经典诵读开始， 儿童之

兴趣、 好奇乃好学之本， 从歌赋、 诗词、

元曲、 小说的中国文学的发展中， 《聊

斋》 这样的小说的一些篇章也非常适合

给幼儿做文学启蒙。 经典文学同样具有

儿童品格教育功能， 在 《种梨》 中， 我

们可以看到对吝啬的不满， 间杂着 “分

享 ” 。 再如 《白秋练 》 中的乐于助人 ，

《劳山道士》 中的不浮夸， 《促织》 这样

一个国产变虫记中的 “承担”， 等等。 这

适用于当下国人品行、 修为的养成， 而

且是在故事的娓娓道来中滋养， 丝毫不

显生硬。

这样的原创表现的是恒久远的品

格， 是文化的根基所在， 是中国人的生

活 。 我们读国外的绘本 ， 虽然贴近生

活， 文化却是有隔阂的， 而我们现在国

内的许多作者文字缺少传统文化的滋

养， 写的东西多数是符号式作品， 又缺

少童年观， 说教味浓， 趣味性差， 画家

又不热衷为孩子创作， 加上绘画的思维

很难转换到用画面讲故事的绘本语言 ，

出版界又过度追求经济效益， 对原创的

扶持力度太小， 所以导致国内原创的作

品和国外的差距并没有本质上的接近 ，

这也算是中国特色， 是原创发展的瓶颈

所在。

（《绘本聊斋》， 蒲松龄原著， 马兰等

改编， 施大畏等绘画， 连环画出版社

2010

年

9

月出版）

《擒雷王》 中， 雷王刚想从地上爬起来，

伏依兄弟的扁担齐落， 布伯的鸡罩则像铜钟

一样， 把雷王紧紧地罩住了。

天空之城：讲述了一个充满艰辛的未来

我见到过姜花， 也买过姜花， 可是一直不知道， 姜花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

字叫姜百合。 有一次， 我从周蜜蜜的书中看到了她对姜花的描写： “青绿的枝

叶， 衬托起洁白无瑕、 如霜似雪的花朵， 自有一种清新淡雅之色。 ……那绿枝

顶上， 忽然抽起了一个个白白的、 长长的小花苞。 清晨， 带着一点点露水， 被

晨风摇曳着， 无声地颤抖、 颤抖， 带着一种天然的纯真。” 周蜜蜜正是一位像姜

百合花一样兰心蕙质的作家， 她的文字里总是散发着清新、 明朗和淡雅的气息。

蜜蜜姐姐既是一位散文家， 出版过 《芒果·芒果》、 《留英风情画》 等十几

本散文集； 又是一位小说家 ， 出版过 《蜜蜜小说选 》、 《问题少女的秘密 》、

《我的铁达尼》 等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 她还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

她为孩子们创作的儿童小说、 少年小说、 童话、 科幻小说、 剧本和各类作品，

已经有一百多本了， 先后获得过香港新雅儿童文学创作奖冠军、 香港中文文学

创作奖儿童文学双年奖、 张天翼童话奖、 冰心儿童图书奖等等奖项。 除了作家

的身份， 她还担任过电台和电视台的编剧、 节目策划， 报纸、 杂志和出版社的

总编辑。 因此， 她被朋友们称赞为活跃在文学、 影视、 教育和传媒界的 “四栖

明星” 和 “全香港最文化的人”。

蜜蜜姐姐的父母亲都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名作家。 她的母亲黄庆云女士是

著名儿童文学家， 她的作品给新中国的几代小读者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被小读

者们亲切地称为 “云姊姊”。 有一次， 她陪年近八旬的母亲去出席一个与读者的

见面会，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走到她母亲身边， 神情激动地说道： “云姊姊，

真是您……您就是云姊姊吗？” 等到确认眼前的老人就是 “云姊姊” 后， 这位当

年的小读者激动地说道： “这么说， 我的梦想成真了！ 我真的见到我的童年偶

像了！” 说着， 这位读者还像献出珍宝一样， 轻轻拿出了他童年时读过和珍藏的

一本本泛黄的童书。

“我真喜欢您母亲编写的书……” 那一天， 这是周蜜蜜听到的最多的话。

她说： 那些日子如今已渐渐地远去， 但回想起来， 依然像风中的柳枝、 光中的

海波， 撩起我的思绪的动荡。 今后在我写作的路上， 这些记忆， 又将如风如光，

伴我同行， 不停不息地走下去。

《周蜜蜜经典童书》系列，就是她献给小读者的一束美丽的姜百合。 这里的每

一本书中，都弥漫着想象的快乐和故事的芬芳，曲折有趣的生活故事和校园故事，

给小读者们带来了成长的智慧、启迪和感动。 而传递在她和她的母亲这两代作家

之间的那种为儿童写作、为孩子尽职的美好理想，还有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的

光荣与自豪，也像美丽的姜百合一样，在蜜蜜姐姐的心中散发着迷人的花香。

小海豚早教圈圈书（全

24

册）

小猫米思蒂系列（全

18

册）

培生儿童英语分级阅读（全

12

辑）

睡前故事（全

6

册）

儿童国学启蒙必备丛书（全

10

册）

来自法国的动物宝宝成长记（全

5

册）

陪伴孩子成长的经典故事（全

8

册）

床边动物故事系列（全

24

册）

宝宝的第一本书（全

20

册）

漂亮宝贝挂图（全

10

册）

中国（外国）儿童文学经典

100

部（全

200

册）

世界大奖作家经典童书（全

8

册）

励志版名人传记系列（全

8

册）

世界文学大师杰作（全

12

册）

周蜜蜜经典童书（全

5

册）

英娃童话（全

5

册）

冒险小蝙蝠（全

10

册）

尼魔岛（全

2

册）

狮子历险记（全

5

册）

李心田经典童书（全

5

册）

WAS ITS WAS

（全

120

册）

世界十大热点问题透视（全

10

册）

科学家工作大揭秘（全

6

册）

101

个神奇的实验（全

2

册）

动物王国大探秘（全

4

册）

科学全景图（全

8

册）

动物百科图鉴（全

10

册）

21

世纪儿童十万个为什么（全

4

册）

探索频道：

Discovery

少儿大百科全书（全

10

册）

迪士尼儿童百科全书（全

10

册）

我喜欢做的事系列（全

4

册）

来自英国的儿童情商培养图画书（全

7

册）

影响孩子一生的情商故事（全

15

册）

法国巴亚绘本系列（全

3

册）

爱心鼠小弟系列（全

4

册）

艾特熊

＆

赛娜鼠系列（全

23

册）

中国第一套儿童美德教育图画书（全

16

册）

奶奶的护身符（精、平装）

十二生肖的传说（精、平装）

将布朗和夜半猫（精、平装）

无论是经典童书、 原创作品， 还是引进版童书。

2011 年暑期， 海豚传媒有许多精彩的产品奉献给亲爱的小读者。

姜百合的芬芳

徐 鲁

海豚文学馆推荐书目 海豚科学馆推荐书目

海豚绘本馆推荐书目 海豚低幼馆推荐书目

人类未来的命运是怎样的？海啸、地震、洪水、干旱、泥石流、核泄漏事故……种种自

然生态及社会危机都在警示现代人类，将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在下一个未知的灾难

来临时，人类会胆怯、退缩、消亡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穿越

2078

年，来到

2251

年。

2078

年，莉莉·卡莱尔博士正在执行一项绝密的研究计划，但研究发生了意外。 奇

异的基因组合侵袭了整个人类、 动物界和植物界———这个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从此不复

存在。 天空之城诞生了。

2251

年，新世纪到来的

200

多年后，水资源几近枯竭。 湖水、河水、海水永远地消失

了。年轻的劳伦斯和他的父亲约瑟是古老的人类民族“京塞族”的代表，他们正夜以继日

地寻找着天空之城最为宝贵的财富———水。

瓦莱丽，

16

岁，“塞津族”的一员。 “塞津人”是人类的高级物种，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意

念，拥有将事物凝聚在一起的超能力，这种超能力使得天空之城得以存在。 但是，瓦莱丽的身

份让她痛苦不堪。她徘徊在一种“京塞人”的优越感和另一种更为深刻、更为人性的情感之间。

瓦莱丽和劳伦斯的命运注定会交织在一起。 随着一段尘封已久的珍贵记忆的重现，

他们的生活也失去了原有的平静……那就是《卡莱尔档案》的神秘出现。从此，两位不同

种族的

16

岁少年，共同肩负起拯救人类命运的使命……

大卫·卡莱尔，意大利生物学家。从事生态学研究，酷爱引擎和旅行，从

11

岁起就开

始探索全球，并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不旅行或不制作热气球时，他会研究家族的未

来，这是他小说创作的灵感和源泉。

作为一本以灾难为主题的科幻小说，作者丰富的生物学和物理学知识，让天空之城的

想象有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作者运用不断交替变换的叙事手法，让时间、空间不停地围绕

主人公瓦莱丽、劳伦斯、莉莉·卡莱尔三者转换。 这一迷人的碎片式叙事手法，就像书中描

写的悬浮在空中的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岛屿，各个独立却又彼此相连，使小说情节曲折，高

潮迭起，构架宏大而富于变化。而科幻、灾难、悬疑、冒险等诸多元素的加入，读来如欣赏好

莱坞科幻大片般震撼心悸而又欲罢不能。

小说把瓦莱丽和劳伦斯两位不同种族的

16

岁少年对于种族差异的困惑与扑朔迷

离的感情纠葛刻画得真切细腻，唤起读者无尽的想象。 而曲折跌宕的情节和危机四溢

的氛围激起了读者持续不断的阅读冲动。

雅各布·布鲁诺，意大利著名插画家。他为天空之城绘制的精美彩插，瑰奇多彩、大气

磅礴、形神兼具。读者可以欣赏到世界多个国家及著名建筑在地球分解后，形成的一幕幕

触目惊心的悬浮场景，仿佛掉进了未来时空，身临其境地领略“天空之城”的独特魅力！

《天空之城》三部曲由海豚传媒独家引进，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2011

年

7

月，

一座座悬浮于云端的空中之城，两位少年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一部人类未来生存与自

我拯救的科幻史诗巨著，为你揭开地球自行分解之谜！

爱

孩

子

就

给

孩

子

最

好

的

书

海豚传媒

2011年暑期

新书巡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