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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让青少年在阅读中感悟生命

●

感悟西方经典名著的魅力

■

本报记者 张贵勇

《贝奥武甫》、《亚瑟王之死》、《罗兰之歌》、

《列那狐的故事》……从古希腊到古罗马，从古

印度到古巴比伦，全球不同地区的文明造就了

不同的文化和文学经典， 而这些经典故事

有许多并不为中国的孩子所熟知。 日前，童

趣出版有限公司将流行于欧美和阿拉伯地

区的经典引入中国， 弥补了我国少年儿童

世界古代经典阅读缺失的遗憾。

据了解，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引入的

《世界古代十大名著 》 （美绘少年版 ），

将 《贝奥武甫》、 《荷马史诗》、 《伊索

寓言》、 《罗兰之歌》 等

10

部西方经典名

著改写成适合小学生阅读的故事， 其中

5

部在国内是填补空白之作， 如被称为奇

幻文学开山之作的长篇巨诗 《仙后》 是首次

以中文版面世 。 《荷马史诗 》、 《贝奥武

甫》、 《罗兰之歌》 这

3

部西方文学史上最伟

大的史诗也是首次由长诗改写为适合小学生

阅读的故事形式， 在国内出版。

在欧美国家，《荷马史诗》、 莎士比亚戏剧

等以图画书、插图故事等多种版本在孩子们中

间流行。 但在中国，由于翻译及改写难度大等

诸多原因，鲜有图文并茂适合孩子阅读的古代

西方经典名著出版。 如今出版的《世界古代十

大名著》均经专家修改、润色，力求情节感人，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原作的风格。 例如，斯

宾塞的《仙后》就是由著名的中古英语文学专

家赵冬翻译并改写的。 而且，每本书后附有奇

闻趣事，为孩子的阅读提供巧妙的指导。

妙趣横生的科学探案

■

本报记者 张贵勇

身材矮矮胖胖，留着海豹一样的小胡子，

锃光瓦亮的光脑门， 尤其爱吃冰淇淋……由

德国作家乌瑟尔·舍弗勒创作的闪电球探长，

不仅有着与福尔摩斯、 波洛探长等传统侦探

迥然不同的外表， 而且有着如闪电般敏捷的

反应、 渊博的学识、 敏锐的观察力以及高超

的破案本领。 这套书甫一登陆中国， 就

受到了众多青少年的欢迎。

“一位自称是鸟类专家的人说， 乌鸦

是一种很典型的候鸟，你觉得他值得信任

吗？ ”“一位老伯伯说他刚刚采摘的棉花被

人偷走了， 你能猜出来案件发生在何时

吗？ ”在“闪电球探长”系列北京地区阅读

推广活动现场，主持人抛出的问题难倒了

不少小朋友，但也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探究

欲望。 在“闪电球探长”系列里，需要渊博

知识和缜密思考的地方比比皆是。

“闪电球探长” 系列讲述了闪电球探

长行走于世界各地的探案故事， 将科学

探案的过程与日常生活中的科普知识巧

妙地结合起来， 将天文、 地理、 医学等

各个领域的知识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

相对于其他侦探小说， 该系列的侦探故

事更加贴近生活， 文字简洁易读， 知识

点清晰准确， 插图生动有趣， 更容易被

青少年所喜欢。

作为一部青少年读物，“闪电球探长”以

其紧张又略带幽默的情节、 诙谐风趣的人物

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时，书中插

图常暗含破案的关键线索， 既增加了阅读的

趣味性， 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记忆力及逻辑分

析能力。在每个侦探故事的结尾，作者还设计

了谜题， 培养孩子养成在阅读过程中有意识

地总结故事大意、 主动记忆故事重点信息的

习惯，以及反复阅读、检索阅读的能力。

据了解，“闪电球探长” 系列在德国出版

之后，本国销量已超过

400

万册，并被翻译成

30

多种文字在全球销售， 还成功入选德国阶

梯阅读系列推荐书目。在中国，该系列首批推

出 《红色的袜子》、《橙色的面具》、《黄色的珠

宝箱》、《绿色的鹦鹉》、《淡紫色的手摇风琴》、

《蓝色的房间》、《奇幻魔术》和超级版《闪电球

在纽约》等

8

个故事。

（“闪电球探长” 系列，

[

德

]

乌瑟尔·舍

弗勒著， 王翰萌、 毛毛译，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1

年

7

月出版）

“巴巴爸爸”系列作者泰勒喜欢中国文化，

新近创作的故事中还融入了中国古诗元素。近

日，借访问中国之机，他创作了上图———《巴巴

爸爸与鹅》。

超越童话的感动

■

本报记者 张贵勇

“母鸡叶芽一直生活在养鸡场， 梦想有

一天能真正孕育、 孵化、 抚养一只属于自己

的宝宝， 但她下的蛋无一例外地被主人拿

走。 为了实现梦想， 叶芽拒绝在养鸡场下

蛋， 很快她被主人赶出养鸡场， 不得不开始

全新的冒险……”

创作这部童话的最初动因， 是作者无法

忘记一个病弱男孩想当军人、 警察或者刑警

的梦想。 尽管男孩明明知道自己很瘦弱， 但

却憧憬着自己绝对不会跌倒。 怀揣遥不可及

的梦想， 竟然让他拥有了不再孤独的神秘力

量。 为男孩不顾一切追寻梦想的精神所感

动， 作者虚构了一只母鸡勇敢地追求梦想的

故事。

“我写这部作品的时候， 一直关注那些

怀揣希望的人， 也想过我离童年的梦想有

多近 。” 作者在 《序言 》 中说 ， 我还始终

没有忘记那个孩子希望自己变得比军人 、

警察甚或刑警更强壮的梦想。 我希望每个

孩子， 即使觉得梦想现在不可能实现 ， 但

也要拥有伟大的梦想。 长大后坚持自己的

梦想。”

《走出院子的母鸡》 让我们看到了平凡

人凭借梦想的力量所创造出的美丽生命。 这

部童话没有给出一个廉价的乐观和承诺。 在

命运的绝地， 作家带着小母鸡叶芽纵身一

跃， 终至生命的开朗之境， 让人们再一次领

悟到童话的意义： 它清新如晨， 灵动如梦，

它是童蒙初开时的自然无羁， 是生命与世界

相遇时的惊喜， 同时也能最深刻地抵达内心

深处。

在故事结尾处 ， 母鸡叶芽并没有逃脱

被黄鼠狼捕杀的命运， 但读者从中体会到

的是生命的另一种升华。 这种升华不只局

限于 “因为有希望， 我才能活到今天 ” 的

启迪， 和 “黄鼠狼也不比孤单更可怕 ” 的

觉醒， 可能更在于她找到了生命至上的真

谛。 这无疑为童话注入了超越童话本身的

回味与感动。

（《走出院子的母鸡》，

[

韩

]

黄善美著，

[

韩

]

金欢泳绘，

[

韩

]

文炫善、 夏辇生译，

接力出版社

2011

年

6

月出版）

盛开在图画书里

的无边想象

■

本报记者 张贵勇

旁帝的图画书很容易让人联 想

起家喻户晓的 《爱丽丝漫游仙境 》 。

读者不由自主地被神奇的想象所吸

引 ， 在现实世界和幻想空间里肆意

穿越， 阅读最终变成一次奇妙的思想

旅行。

丑八怪想象自己就是一棵树 ， 一

动也不动， 慢慢地他感觉到自己发芽

了。 慢慢地一些小的树枝从他的鼻子

和手臂上长了出来。

丑八怪种下了一座小山 ， 小山从

土里冒了出来……越长越高。 一直穿

过云霄， 比天空还要高。 一直通到外

星球。 丑八怪爬到山顶， 跳到一颗围

绕着太阳在转的小行星上。

终于， 丑八怪找到了药房 ， 太阳

的病治好了， 大家重新感觉到温暖了。

太阳从身上取下一小块阳光送给丑八

怪， 还说了很多感谢的话……

法国作家旁帝的图画书 《小太阳

丑八怪 》， 里面有很多让人惊奇的元

素： 孩子成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痛与

乐， 孩子纯真向善的天性， 与他人相

互接纳与认同的智慧， 关于死亡和生

命价值等 “严肃的哲学”。 而给人印象

最深的， 还是作者天马行空、 无边无

际的想象力。

在 《好大好大一棵树 》 里 ， 主人

公伊波尔难掩失去奶奶的悲痛， 变成

了一滴眼泪落在地上， 后来又被专吃

迷路小孩的大怪物吓成一块石头， 在

影子变成的洞里迷了路， 被说谎的镜

子骗进一片黑暗中……

在 《大耳朵和半个故事 》 里 ， 就

要上床睡觉的米娜 ， 套上睡衣后发

现自己来到一个奇怪的世界， 漫天飞

舞的雪原来是圣诞老人的电视机里的

雪花， 从大书里掉下来的字母会吱吱

作响， 女巫给她的种子从天上往地面

生长……

就连任何作家都无法逾越的结尾

条形码， 也被旁帝设计成画框的形状，

难怪有人将旁帝誉为 “戏弄条形码的

高手 ”。 在 “面具小鸡布莱兹 ” 系列

里， 条形码一会儿被镰刀砍出来， 一

会儿被割草机推出来， 一会儿又被直

升机 “咬” 出来， 一会儿又被剪刀剪

出来。 这些充分说明， 真正伟大的作

家， 想象力是无法被束缚的。

旁帝也充分考虑到儿童在成长之

路上将遇到的挫折。 他没有回避， 而

是用智慧和充满想象力的方式来引导

孩子， 让孩子得到爱和学会爱。 如丑

八怪在垃圾堆里找到的好朋友闹钟叮

铃铃， 旁帝赋予它忠诚、 好玩的个性

和传奇的经历， 这也是作家送给孩子

们的精神伙伴。

凭借着奇思妙想的故事 、 超乎寻

常的阅读体验， 旁帝的图画书让孩子

在色彩和光影的变化中享受艺术， 每

读一遍， 都会有新的发现， 得到新的

快乐。 他也因此连续获得法国童书界

最高荣誉奖项 “魔法师特殊成就奖”、

意大利撒丁岛首届儿童文学奖等多项

国家大奖。

2011

年他又获得国际安徒

生奖提名。

（“旁帝经典·大翅膀 ” 系列包括

《小太阳丑八怪 》 、 《好大好大一棵

树 》 、 《大耳朵和半个 故事 》

3

本 ，

谢逢蓓译 ， 接力出版社

2011

年

6

月出

版 ）

■

品味经典

个人情感成就经典作品

■

本报记者 张贵勇 郜云雁

“巴巴爸爸”系列中文

译本曾在抽屉里躺了

8

年

好事多磨， 在抽屉里躺了

8

年之久

的 “巴巴爸爸” 系列中文译本， 几经

波折， 终获版权， 以美丽的面容与广

大中国读者见面。

早在

2001

年，儿童文学作家、著名出版人

白冰就有一个愿望：亲自把享誉世界的法国经

典童书“巴巴爸爸”系列引进到中国。可是他怎

么也没有想到，实现这个愿望竟让他等了

8

年。

据白冰回忆， 第一次看到这套书时他就

被震撼了， 引人入胜的想象力以及作品爱和

温暖的主题，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后

来， 每天抱着女儿看中央台播放的 “巴巴爸

爸”系列动画片的场景，成了白冰最美好的回

忆，“那时， 女儿不看完这部动画片决不吃

饭”。 白冰甚至相信，如今已长大成人的女儿

身上那些善良和智慧的品质， 也和幼时看这

部动画片有关。

当时，白冰看到的“巴巴爸爸”系列图书并

不是法文版，而是日文版的。迫不及待的白冰，

很快请人作了翻译，还亲自编校。然而，翻译好

的中文译本因为没有得到授权而迟迟不能出

版。由于这套图书的亚洲版权是由国外某家出

版社总代理，白冰最初希望通过这家总代理和

作者德鲁斯·泰勒取得联系。可惜，联系多次都

没有结果。“巴巴爸爸”系列中文译本只能躺在

抽屉里，而且这一躺就是

8

年。

2007

年， 当这家版权总代理不再代理

该书时，白冰所在的接力出版社终于可以

和泰勒直接联系了。 可出乎白冰意料的

是， 他们给泰勒发了很多封电子邮件都石

沉大海，从没收到过回复。 白冰不甘心，转

而让正在法国巴黎大学读书的女孩谢逢蓓

帮助联系，并叮嘱她一定要找到泰勒，最好

能当面谈谈。谢逢蓓后来打听到，泰勒经常

去一家名为“组尔”的咖啡厅，她便经常去

那里转悠，希望能和泰勒“偶遇”，可是一直

没能如愿。无奈之下，谢逢蓓只好写了一封

信交给咖啡馆服务员， 希望能转给下次来

喝咖啡的泰勒。辗转收到这封信后，泰勒非

常感动，终于给谢逢蓓回了电子邮件。

2009

年，几经周折，接力出版社终于拿下了“巴

巴爸爸”系列中文版的版权。

“个人情感在创作

中是最重要的”

“巴巴爸爸” 系列作品的问世，

离不开作者个人化创作的真情付出。

作者与妻子联手， 将饱含着丰富想

象和独特个性的巴巴爸爸形象完美

呈现。

“可里可里可里，巴巴变———”，“巴巴

爸爸” 因其可爱的形象和善良的心性，深

深印在了几代人的心中。 在阅读这部经典

作品的过程中，许多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些

疑问 ，比如 “巴巴爸爸 ”是怎么创造出来

的？ “巴巴爸爸”为何有

7

个孩子？ “巴巴爸

爸”为何如此吸引人？

日前，“巴巴爸爸”作者德鲁斯·泰勒来

到中国，讲述了“巴巴爸爸”系列的创作过

程。 据泰勒回忆说，“巴巴爸爸”的形象跟咖

啡馆很有渊源。 他和夫人安娜特·缇森经常

光顾离家不远的一家咖啡馆。 一天，安娜特

和朋友们在那里聊天。 当时法语还不太好

的泰勒， 就在咖啡馆的一角随手在画夹上画

画。这时，他看到一位妈妈领着孩子，孩子手上

举着一个粉红色的棉花糖。 受到棉花糖的启

发，泰勒勾勒出了“巴巴爸爸”形象的雏形。 在

法国，棉花糖的发音类似“巴巴爸爸”。 而法国

的棉花糖都是粉红色的，所以“巴巴爸爸”也是

粉红色的。 此外，“巴巴爸爸”诸多鲜明的个性

则与泰勒和安娜特密切相关。 泰勒说，他的夫

人有着强烈的环保意识。她非常喜欢大自然和

动物，也喜欢做陶瓷、种花和种树。他们家还有

一个小花园，里面撒了很多食物，供附近的鸟

来吃。 他们也喜欢用泥巴捏各种动物的造型，

塑造了成百上千的形象。这种热爱大自然的意

识深深植根于“巴巴爸爸”系列里，《巴巴爸爸

回到地球》就突出表现了这一主题。

而之所以是

7

个孩子， 且颜色各不相同，

泰勒的解释是， 同时做一个深蓝和一个浅蓝

的宝宝不太合适， 颜色的数量决定了不可能

有太多的孩子。“巴巴爸爸”的粉色确定以后，

泰勒和安娜特就赋予了“巴巴妈妈”黑色，因

为黑色和粉色可以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他孩

子的颜色是相互搭配和互补的， 这也是孩子

不同个性的体现。 “其实，在创作‘巴巴爸爸’

系列之前，我写过一本《三个颜色的冒险》，在

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 我加深了对颜色的认

识，‘巴巴爸爸’ 孩子的颜色就是从那本书引

申过来的。 ”

至于书中幽默有趣的故事， 某种程度上

跟安娜特的个性和职业有关。 安娜特以前是

个建筑师，她设计了“巴巴爸爸”新颖而独特

的家，并把许多有趣的创意融进故事里。与妻

子的合作，让泰勒感到很愉快。在他看来，“巴

巴爸爸” 之所以受到全世界不同年龄孩子的

欢迎，并且始终有层出不穷的故事问世，归功

于他和安娜特个性化的创作。 其实，“巴巴爸

爸”系列从开始的草稿到最后的成型，完全由

他们夫妻二人独立创作， 这有点类似于卓别

林自拍自导的电影。

泰勒感慨，现在艺术创作越来越工业化，

例如拍摄一部电影， 往往需要

20

人左右的团

队来创作故事， 还要有另外

20

多人来负责布

景和制作。 即使经典的艺术创作也大多由一

个团队来完成。最终的产品也许很优秀，但总

是缺少一些个人化的感悟和体验。 “巴巴爸

爸”系列则饱含着他们夫妻二人丰富的想象、

善良的人品和独特的个性， 这一点是工业化

的团队创作所难达到的。

正是这种近乎个人化的创作和情感的付

出，“巴巴爸爸”系列于

1970

年出版时，就受到

了英国评论界权威的赞誉。此后，“巴巴爸爸”

风靡整个欧洲。

1975

年，“巴巴爸爸”系列故事

被改编成动画片， 很快

40

多个国家的观众就

从电视机里结识了“巴巴爸爸”一家。 截至目

前，“巴巴爸爸”系列已被翻译成

30

多种语言，

全球销量超过

1

亿册。

儿子继承父业续写

“巴巴爸爸”

法国作家泰勒认为， 创作经典的

秘密是———为古老的传说加入新的语

言形式。

因为所有的故事都取材于生活，所以“巴

巴爸爸”似乎比一般的童话故事更有生命力。

白冰曾在巴黎看到过泰勒的儿子托马斯续写

的“巴巴爸爸”新系列，感觉“非常好，内容非

常新”。 而从小听“巴巴爸爸”长大的托马斯，

不但希望自己能创作出更多的新故事， 还希

望能开发出更时尚的“巴巴爸爸”电子书，比

如讲到乐器时，小读者可以在书上点击乐器，

这本书就能发出美妙的乐曲。

在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与“巴巴爸爸”作者

泰勒父子见面会上，高洪波、金波、葛冰、熊

亮、保冬妮等儿童文学作家，围绕“破解经典

儿童文学密码”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

交流。中国作家一致认为，经典儿童文学的核

心主题之一是要传达爱和温暖， 是要创作出

基于人性和深得儿童喜爱的好作品。

泰勒谦虚地认为， 自己的作品并没有中

国作家总结得那么高深，“我个人认为 ‘巴巴

爸爸’ 实际上比大部分儿童心理专家所想的

更简单。我们的素材全都来自儿童的生活。我

们观察儿童，和儿童一起玩，看着儿童拿着泥

巴做各种造型， 我们从儿童身上学会这些变

化，然后创作出来。我们的创作原则就是随时

看儿童的反应，要让他们笑起来”。

泰勒说自己在来中国之前， 刚刚读了格

林兄弟的传记，“我发现， 格林兄弟并没有真

正创造《格林童话》中的人物，而是从民间和

街头艺术家那里收集了这些故事和人物，很

多这样的故事其实都一直存在着， 只是没有

被记录下来”。 他还提到中国的《三字经》，认

为《三字经》实际上也是收集了民间的儿童故

事而形成的一个集子。 “很多儿童文学作家，

包括我自己， 我们都是从儿童身上或者从几

百年来流传下来的故事中， 获得创作的灵感

和智慧。 ”泰勒认为，这是创作经典的一个小

秘密， 即给那些古老的传说和故事中加入一

些新的形式和新的语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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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公主创作绿色童话

■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作为荷兰儿童文学基金会的组织者，

荷兰公主罗兰蒂恩·范·欧朗杰一直致力

于环保和慈善工作， 近日由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推出的 《芬尼先生的世界》 是她

创作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 该书通过主

人 公 芬 尼 先 生 的 经 历 ， 传 达 环 保 观

念———“我们只有一个星球， 我们只有一

次生命来关爱它。”

在这部绿色童话中 ， 芬尼先生———

一个由作者构想出来的动物， 安静地生

活在他的花园里 ， 这是他全部的世界 。

自从认识了小仙女粉红小胡椒之后， 芬

尼先生就开始想象外面的世界。 不久他

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旅行， 也遇见了

一个让他困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在

冰海的海底会有一面旗子？ 在寻找答案

的过程中， 芬尼先生经历了喜悦、 悲伤

和死亡， 收获了知识、 友谊和希望， 懂

得了理解、 感恩和宽容， 也惊奇地发现了自

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故事带给孩子的启示是： 对于环境的关

爱其实和关爱我们周围的一切同等重要， 同

样重要的还有自我的认知和对其他人的关

爱， 这种人与人之间、 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

赖关系的平衡， 只有在大家和谐共处时才有

可能存在。 我们必须认识到： 现在所做的一

切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将来。 所以， 为了创造

一种持续的和谐， 每一代人都要学会倾听他

人的声音， 学会与他人的沟通和交流。

在新书发布会上， 欧朗杰公主与中国童

话大王郑渊洁进行了一场幽默、 机智的脱口

秀， 在一问一答、 相映成趣的对话中， 荷兰

公主畅谈了创作初衷： “原本希望为自己的

孩子创作一本男孩、 女孩都喜欢的童话故

事， 在创作过程中也把自己对人生、 对世界

的感悟一并放了进来。 希望这本书不仅能够

为孩子们带来快乐、 愉悦和想象， 同时也能

为成年人带来一次涤荡心灵的阅读感受。”

荷兰著名插画家赛伯·波萨马为《芬尼先

生的世界》配图，他所创作的作品曾多次获得

荷兰和美国艺术界杰出艺术奖， 这是他第一

次为儿童书籍绘制插画， 他把芬尼先生塑造

成一个有着两条腿的会走路的鱼的形象。

（《芬尼先生的世界》，

[

荷

]

罗兰蒂恩·

范·欧朗杰

/

文， 赛伯·波萨马

/

图， 二十一世

纪出版社

2011

年

9

月出版）

家庭不可没有书香的味道

■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近日在 “开心球表演剧嘉年华 ” 活动

中 ， 来自北京

3

所幼儿园的小朋友表演了

《朋友最重要》 等短剧， 充满童趣的台词和

歌舞引发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面对与会

的数百位家长和孩子，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

波、 葛冰、 白冰以及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

军、 首都体育学院副院长谢军共同呼吁： 亲

子阅读有助于孩子的心灵成长。

金波认为， 亲子阅读可以培养孩子读书

的兴趣和阅读的习惯， 父母和孩子同读， 不

仅有亲情在里面， 可以促进家庭氛围的和

谐， 而且还会给孩子留下精神追求。 他建议

家长给孩子设一个小书架。 “一个家庭如果

没有书香的味道， 那就会缺点什么。” 对此，

白冰表示赞同。 他认为， 阅读史是一个人的

心灵成长史。 亲子阅读可以体味 “五美”：

即亲情之美、 细节之美、 哲理之美、 语言之

美、 想象和创造之美。 谢军则从自身经历讲

述了亲子阅读的好处。

据了解 ， 《开心球 》 是俄罗斯 “国宝

级” 动画片， 被授予俄罗斯联邦国家奖。 今

年

3

月份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播出后， 深

受中国的孩子们欢迎。 “开心球” 系列图画

书同步上市。

“开心球” 系列图画书中的主角是一群

长的圆圆胖胖的小动物， 有爱冒险的兔小

跳、 时尚美丽的朱小美、 爱写诗歌的羊诗

弟、 自学成才的平博士、 多愁善感的大嘴

叔……

10

个主人公个个都个性鲜明 ， 知识

渊博， 有着积极向上的性格， 同时也有这

样那样的毛病。 他们通过共同经历的一个

又一个好玩有趣的故事 ， 学会了热爱生

活、 诚实守信、 乐于助人、 互相理解 ， 珍

惜友谊， 并带给他们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

世界观。

（“开心球” 系列图画书，

[

俄罗斯

]

沙

西努洛夫著， 高洪波等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

闻出版总社

2011

年

3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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