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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是感知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
本报记者 何晶

!我不太在意要表达什么"就
是想画的时候就把它表达出来#

其实做事情我都不是考虑了再
去做 " 我是一个不太有计划的
人# $日本知名绘本作家五味太
郎如此形容自己的!随性$"无怪
作家熊亮说他 !脑洞像旋涡一
样"%靠谱&这种东西绝对不会出
现在他的故事里$# 近日"五味太
郎参加由新经典!爱心树童书$'

长宁图书馆和魔法童书会共同
主办的

!'&$

年第四期 !亲子阅
读魔法大师班$活动#

五味太郎
&()*

年出生于东
京" 曾获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插
画奖'日本产经儿童出版文化奖"

他脑洞旋涡里转出来的绘本多达
)''

余部"因为创意新颖'幽默轻
松'色彩明快'贴近生活而被孩子
们喜爱# 他本人和他绘本的气质
颇为一致"顽皮又欢快"他会一本
正经地说"!我的人生中没有把自
己变成天才的计划" 但我生下来
就是一个天才"没有办法"不好意
思啊$" 也在主持人张弘问起他
!第一本绘本就成功了吗$时毫不
害羞地说 "!我画的作品全部成
功"没有不成功的$#

总是心神不定的大人' 早已
精疲力尽的大人' 总是试图考验
孩子的大人' 就是喜欢叫孩子服
从的大人' 任何时候都不懂装懂
的大人' 再怎么说也是缺少学习
精神的大人' 不知何时已经不想
做人的大人((五味太郎去年被
引进国内的)孩子没问题 大人有
问题* 里列举了多种类型有问题
的大人们#!家长们是不是都很担
心自己的孩子+ 其实你的孩子将

来走什么路' 如何生存" 是他的
事# 经常有家长担心将来孩子会
怎么样"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家长
都不太信任自己的孩子" 其实你
的孩子比你想象的要有实力# 一
定要相信孩子的实力" 不然的话
就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也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五味太郎认为"没
必要把绘本和儿童教育联系起
来# !绘本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

非常快乐# 快乐中还有不同的层
次" 我们通过绘本感受各种层次
的快乐# 其实打动人心的有快乐
的故事"也有很悲伤的'不幸的故
事"但阅读不幸的故事"也是一种
快乐的体验# 读绘本最重要的是
动脑筋" 然后把它作为一种方式
去感知人心# 读绘本也不是唯一
的手段" 绘本之外也还有更高层
次的东西要通过别的方式感知#$

正因为此" 他创作绘本的一
个基本出发点就是" 让孩子感知
世界"感受生活"独立思考# !我
们的生活环境变化得非常快"就

像气候异常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
巨大的影响那样# 将来会变成什
么样"我们都无法知道"也无法掌
控" 因此大人应该赋予孩子一种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生存的生活
能力#就我而言"创作绘本非常简
单" 就是想让孩子感受多层次的
快乐" 让他们提高独立思考的能
力"也有独立创作的空间# $

!在日本有这样一种现实情
况" 有的人拼命读书拿了一张文
凭"其实一点实际能力都没有#学
校是去了"但什么都没学到"或者
学到的东西没有用#$五味太郎对
于无谓的读书与上学都非常反
对"他的两个女儿"一个高中毕业
辍学了"另一个初中毕业"许多人
问他怎么看待她们没有继续上学
这件事情" 在他看来"!人生不是
只有上学这一件事" 虽然她们离
开了学校"却都通过自己学习"成
为了成功的人$#而从小阅读绘本
所赋予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会让
孩子学到自己真正想学的东西#

十一月世界文学期刊动态
张熠如

!格兰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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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语言和文学

直到
89:;

年! 加拿大才成为独立

的主权国家! 但人类已经在这块土地上

生活了一万四千多年" 和世界上其他大

城市一样! 加拿大的城市也面临着突出

的移民问题" 在这里!有
<=

种本土方言

和两百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语言"

在西北部!光是官方语言就有
88

种!其

中包括法语和因纽特语" 本期#格兰塔$

中!语言本身!成为加拿大文学最重要的

命题%对于这个既有国际化大都市&又有

北极圈的国家!如此之多不同的语言和民族是极大的挑战"公开

征稿时!编辑部收到了上千件用英语和法语写成的作品!它们中

的每一篇!都在关注当下的加拿大"

!文学评论"

!

西尔维娅!普拉斯书信集问世

西尔维娅'普拉斯不仅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

还是那个年代颇具才华的通讯员" 在最新问世的(西尔维娅'普

拉斯书信集)第一卷!

89>=#89?<

$中!读者可以看到她和家人&

朋友和同事间的八百余封通信%从在史密斯女子学院读书!到去

纽约进行暑期实习!到去剑桥!到在欧洲旅游!再到
89?<

年她

和特德'休斯的婚姻刚开始时**这些大多未曾公开的信!连同

她夹在信中的简笔画! 让读者看到了更多的西尔维娅+普拉斯%

我们能从信中感受到!她坚信休斯拥有无比的才华!她一定要让

全世界仰视休斯% 而在她死后!休斯也把她塑造成一个传奇%

!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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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的梦境实验

89<>

年
8=

月
8>

日!被失眠困扰了

一辈子的作家纳博科夫决定开始一项有趣

的实验% 在接下来的
:=

天里!他记录下了

自己的每一个梦%他希望以此证明!过去的

梦可能由未来的事件引发% 这项实验的结

果!是这部迷人日记的诞生,,,在
88:

张

索引卡上!有他的
<>

个梦% 在记录的过程

中! 纳博科夫对时间本身的神秘越发感兴

趣!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之后的创作!尤其是

(阿达$,,,他在写作中不断感受着时间的

倒流%有趣的是!他认为自己一个发生在博物馆里的梦!是由三天后

看的一部电影导致的% 但他没有意识到!无论是这个梦的场景还是

主题!都源于他
89@9

年写的一部短篇小说%

!印刻文学生活志"

!"#$%

青年超新星文学奖

生活可以没有文学!文学却不能没有生活%芸芸众生!就算没念

过一首诗&一篇小说!生活依旧能继续%但是!文学没有生活的话!创

作者如何下笔!写出芸芸众生的爱恨情仇- 何况!在.日常/愈趋凡

庸!却也愈趋神秘的今天!小说家有义务拨开生活迷雾!把.日常/拆

解成.异常/!刺激麻木的生命% 人生是艰难的艺术!小说映照人生!

谈何容易- 写!尤其不容易% 因此!我们更加欢迎新一代热爱写作的

青年%

;=8A

第四届青年超新星文学奖得主们!都展露超越俗套的

才华!也果敢挑战险峻的高度%明显的!有些题材来自创作者生活的

体验!有些透过阅读汲取他人生活的经验%毋论灵感缘起如何!认真

看待一段人事物!无需低迴或高调!便能成就一篇好文章%

!联合文学"

!

巴黎百年文学飨宴

海明威在 (流动的盛宴$ 里写道)

.如果你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巴黎会一

生都跟随你! 因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

宴% /从
8:;=

年到
89;=

年!是自波德

莱尔到海明威的疯狂年代! 巴黎见证了

从波德莱尔象征派到美国意象派诗歌的

转变% 本期(联合文学$制作
>=

页全彩

巴黎百年文学历史年表! 结合
:=

则中

外作家的巴黎名言佳句! 从巴黎经典文

学美食&大众文学景点&稀有华文书店几

个方面!带读者一起游巴黎% 其中!波德

莱尔与巴黎现代性& 巴黎
89

世纪文学趋向与奇幻文学& 巴黎

89;=

年代艺文生产几部分内容!都值得关注% 此外!通过(流动

的盛宴$实景踏访!读者也可以一窥海明威的巴黎人生%

国内首家"科学与人类想象力
研究中心#成立

本报深圳讯 国内首家
!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
心$ 日前在深圳南方科技大
学成立# 中心的主要宗旨是
应对科学想象与科研实践在
时空距离上日益缩短的当代
趋势" 从科普科幻发展与科
研关联的当代内在逻辑出
发"推进想象与科学的连接"

融通和激发" 促进对变化的
理解"对创新的认知"对科学
需求的谋划和对未来科学趋
势的把握#

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
中心依托南方科技大学独
特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
学科基础 " 根植深圳浓厚
的创意创新文化 " 除了给
该校学生提供富于特色的
人文教育 " 还依托人文中
心的跨学科建构 " 整合科
技 ' 文化 ' 文学 ' 艺术 '

教育等领域的相关力量 "

通过专案分析' 人才培养 '

相关作品创作 ' 研究报告
发布等方式影响社会的认

知和科学进展 # 作为中心
成立之后的首场活动 " 由
艺术家傅榆翔带来的一场
名为 )移民外星人* 的雕塑
装置艺术作品展同时开幕#

南方科技大学人文中心
主任陈跃红认为" 中心的建
立是一个重要标志" 当今中
国人对美好未来生活的渴
求' 对优秀科普科幻作品的
期待"对科技创新的热望'都
将落实到这个研发载体的行
动之上#

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
中心主任'科幻作家'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吴岩表
示" 今后中心将竭尽全力跨
越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的鸿
沟"尽力实现深度整合"在提
供新的创意资源的同时 "也
会自主研发社会所需要的各
种想象力产品" 推进科幻小
说和影视'电子游戏和

+,

'

主题公园和科技特色小镇的
建设等#

本报记者 张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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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婴儿游戏绘
本$ 是日本图画书作家木村
裕一的代表作品"于

#(--

年
首次在日本出版"

!''(

年由
接力出版社引进中国"巧思有
趣的设计和生活化的场景"开
婴儿玩具书风气之先"广受中
国大小读者的喜爱#

!'#$

年"

!婴儿游戏绘本$ 简体字中文
版销量近

#''

万册#

日前" 接力出版社出版
了木村裕一的第二部作品
)猜猜看推拉玩具书*" 该社
邀请其携夫人来华" 并举办
系列活动# 继北京读者见面
会之后"!木村裕一中国行上
海读者见面会$"现场有

#''

多位大小读者参与#

年近
$'

岁的木村裕一是
日本本最高产的作家之一"著
作超过

.*"

种"现仍活跃于绘
本'童话'戏剧'漫画等创作领
域# 在他开始创作时"极少有
面向婴儿的图画书" 他当时
想,!为什么没有呢+ $这个念
头一晃而过"直到有了女儿才
真正开始创作#

!"&-

年是)婴
儿游戏绘本*日文版出版

/"

周年#届时"木
村裕一将再次来华"和中国读者见面#

本报记者 傅小平

五味太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