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文轩：说不尽的白冰
一、图画书的哲学性

图画书这一形式是人类的伟大创

造， 它让世界上几乎所有一切深奥的哲

学都可以让年龄很小的孩子懂得。 在所

有文学艺术门类中， 图画书大概是离哲

学最近的图书形式。 因为图画书之所以

在童书中最得宠， 就在于它的奇妙和不

言而喻的功能。

白冰用他的《大个子叔叔的野兽岛》

等作品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他的几乎

所有图画书都是建立在哲学根基上的 。

这里有生命哲学，有存在主义哲学，比如

无处不在的孤独， 这里的孤独不是一个

心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哲学的概念，孤

独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

二、 图画书的诗性
白冰曾经是一个酷爱写诗的人，当年

他写的小说是别具一格的。 之所以别具一

格就在于他的叙事性小说的字里行间流

淌着流水一般的诗性，我们甚至让他可以

做一些事情，那就是让他把他的图画书的

文本退回到诗，一定是一首一首诗。

因为我们已经从一个抒情时代在不

知不觉的物质主义浪潮中过渡到一个叙

事化的时代，诗性正在从我们的文学中、

从生活中退去。 我们谁都知道一个社会，

一个世界，若诗性不再，一定不是一件好

事。 诗与哲学是相通的， 诗性也就是哲

学。 白冰的图画书可以作为中国儿童的

诗教文本。

三、经典图画书的观念
图画书中的形容词所承担的描绘责

任应该转让给绘画。 那些从前创作的童

话也有许多变成了图画书， 而且还很成

功。 而白冰的图画书的书写秉承了经典

图画书的观念， 文字作者与图画书作者

一起完成图书的叙事。 因此与他写诗写

小说不一样，大大收敛了文字的光芒，把

光芒留给了插画师。 《一颗子弹的飞行》

的确是最典型的例证，他手持板斧，砍除

了所有装饰性的词语。

四、简单是一种意境
白冰图画书的一大特征是单纯又不

简单。这其实是一种具有难度的创作，他

的难度在于寻找一种没有难度的写作 ，

我们苦苦追寻一生也未必能找到这种简

单。 简单是一种美学，是一种很高的境

界， 这个境界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 。

艺术就这么简单 ，但发现这种简单却是

需要水平的，复杂容易，简单难。 有些作

品的模式是可以模仿的，实际上我们都

在互相模仿，但是有一种艺术是难以模

仿的，那就是简单的艺术品 。 白冰的艺

术风格之所以美妙就在于他的作品是

简单的，但又是丰富的，可以做无穷无尽

的解读。

五、原创的意义
“原创”这个词在中国正成为热词 、

高频词，那是因为我们正在觉醒。 我们已

经看到成百上千的来自国外的作品 ，我

们的创造力不输于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

一个民族。

白冰以他为数不多但每一本都颇为

精湛的图画书向我们有力地证明了这一

点， 如果我们的图画书阅读推广人能够

用欣赏国外图画书的心态一样看待白

冰，看待我们自己同胞的作品，然后信心

满满地加以解读和推广， 中国的图画书

在世界上将会拥有一片崭新的天地。

六、经典性写作
白冰的图画书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中

国的儿童文学终于从应景写作的阴影中

逃脱了出来，我们终于可以对《大个子叔

叔的野兽岛》《一颗子弹的飞行》 这样的

作品毫不怀疑地说一句：这是艺术品，艺

术品就是艺术品。

白冰是当代的，他写于当代的作品，

当然不能称之为经典。 因为经典的前提

是时间， 经典是经过漫长时间的洗礼之

后依然活在当下的作品。 但这并不妨碍

白冰对经典性的执着的追求。

“恒定”这个词一定是他在进行图画

书写作时隐藏于心灵深处的一个词。 他

在潜意识中始终有一个念头———要让自

己的作品可以穿越时空， 绝不让其中任

何一部自生自灭。 这一念头不仅表现在

一些写法上，在恒久不变的、隶属于人类

基本存在状态的主题的书写上， 也体现

在他的语言、故事，乃至形式范畴的种种

讲究上。

白冰的作品不仅迎合了当下的时

代，还契合了历史的脉动，只要人性没有

改变，这些图画书就会活着。 人性是永恒

的，基本人性如果改变了，那一切都改变

了，文学史也就不存在了，但不会有这一

天。 昨天、今天、明天有一条暗河相通，我

们都是这条暗河两岸的居民， 相信白冰

的这些图画书能够顺流而下， 传递给明

天的两岸居民。

七、说不尽的白冰
白冰是说不尽的。 我提醒大家，让我

们记住那些给白冰的图画书带来巨大荣

耀的、智慧的、充满创意的插画师们 ，没

有他们， 白冰的文字只不过是一些短小

精悍的童话而已。

2018 年， 中少总社联手北京师范大

学、 国家图书馆等专业机构对中少总社

旗下的原创图画书品牌 “中少阳光图书

馆”进行分阶、分类设计，为中国原创图

画书的长远发展确立了高标。 据悉，白冰

在中少出版的图画书均已入选 “中少阳

光图书馆入选书目”，版权已全部输出国

外，并荣获国内外各种奖项；《雨伞树》获

俄联邦大众传媒与出版局联合莫斯科艺

术家协会图形艺术联盟图书图形分会主

办的 2017 年俄罗斯图画书奖最佳插画

奖 、 “原创图画书 2016 年度排行榜 ”

TOP10 等多项大奖 ，入选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

出版物 ”，版权输出英国 、俄罗斯 、乌克

兰 、韩国 、尼泊尔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

国；《爸爸，别怕》荣获 2017 年度新浪优

质绘本奖；《吃黑夜的大象》荣膺全国优

秀 儿 童 文 学 奖 ； 《 换 妈 妈 》 登 上

2016CCBF 当当童书榜原创榜 、2018 年

度家庭教育影响力图书 TOP 榜、荣获新

青藤最具人气童书荣誉称号等 ；《大个

子叔叔的野兽岛 》入选 2018 年度 “中国

童书榜” 最佳童书……立足原创出版 ，

深挖本土资源 ，结合中西方优势 ，讲好

中国故事，白冰系列图画书是中国原创

图画书发展的一个缩影。

彭懿：《一颗子弹的飞行》更像一部奥斯卡大片

前段时间奥斯卡有一个短片 《包

子》（Bao）获奖了，如果《一颗子弹的飞

行》也能拍成一个小短片，白冰能去领

奥斯卡奖了。

我更愿意把 《一颗子弹的飞行》中

的那颗子弹看成是一个士兵， 他无奈、

挣扎、面对战争、和平和生命，他在短短

的一线之间有了那么多的思考。这本图

画书不是幻想小说， 它是一部童话，表

现的是生命和战争。

《一颗子弹的飞行》开阔了一个题

材，它是一个重大的收获，我不觉得每

个家庭，每个孩子都应该收有这样一本

书，但是我觉得每个学校的图书馆都应

该有这样一本书，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

这样的题材和表现，它太独特了。

《一颗子弹的飞行》中有几个画面，

任何一个人看了，一生都不会忘记。 白

冰和画家都谈到这本书有两种视角，一

是子弹飞行的视角，还有一个是读者的

视角， 我认为这还不全是子弹的视角，

它营造了一种特别的戏剧张力———“子

弹时间”，又叫“时间切割”。一颗子弹飞

过，高速穿过棉花糖，接下来的画面突

然间转成了一个小孩的正面的面孔，它

把时间冻结了，那个看似静止的画面包

含了现在、过去和将来，这种运动———

静止———运动的叙事包含了无限的、无

穷的意义，营造了非常具有戏剧张力的

场面。一本图画书我们不要过多地强调

它的哲学意义和深度，只要这个画面永

远留在孩子心中，记得这个画面，对于

战争与和平，对于生命的尊严，这本书

就永远记在了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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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含诗性与哲学性的图画书创作
在由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作协儿委会）、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少年儿童

新闻出版总社（以下简称中少总社）联合主办的“白冰图画书的创意空间和情感探索”研讨会上。儿童文
学界作家曹文轩、金波、彭懿、秦文君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人白冰的图画书系列作品（《换妈妈》

《挂太阳》《爸爸， 别怕》《雨伞树》《一颗子弹的飞行》《大个子叔叔的野兽岛》《一个人的小镇》《吃黑夜的
大象》《黑和白》《上去和下来》）进行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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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图画书是文学和绘画的

融合艺术。白冰非常懂得这一点，所

以他在创作的时候会给那些图画书

的绘者留下足够的创作空间， 他们

共同完成一件艺术品。

第二， 白冰的图画书具有诗的

特质，情感饱满，散发出诗性和哲学

性。比如《换妈妈》《爸爸，别怕》《雨伞

树》， 我们都可以从中读出作者对于

母爱的情深， 对于父爱的责任感，对

于爱这个主题的丢失与寻找。 白冰

的图画书具有诗的特征，因为他写过

诗，诗是具有哲理性的，他写的虽然

是抒情诗，但是抒情诗的背后永远具

有哲学的思考，图画书具备了诗的特

质，也就必然具备了哲学的思考。

第三， 内涵的丰富、 主题的多

元。 白冰把图画书带到了具有哲学

思考的深度， 特别表现在他近年来

的 《大个子叔叔的野兽岛》《一个人

的小镇》《一颗子弹的飞行》 等作品

中。白冰后期的图画书创作，其热情

就在于对渴望表达的情节和情感进

行深刻的思考，因而，他的作品可以

有多种多样的发现、理解和诠释，有

无限解读的可能性。

秦文君：孤独的求索者与异想天开的造梦师

白冰从很早就开始图画书的创

作了，他是一个孤独的求索者。 孤独，

这个词是白冰作品的主要特征。 在他

的作品里，展示了他的一种追求唯一

性的创作倾向。 比如《一颗子弹的飞

行 》，非常简洁 ，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

不断地给读者悬念，使作品产生一种

另类的、孤独的、不轻浮的美感。 所以

他是独有的，这是一个有过军旅生涯

的人才会有的情怀，所以我觉得这是

唯一性的作品 。 比如 《一个人的小

镇》，也是一种孤独的求索。 因为孤独

是不可排遣的，我们追求爱情、同伴、

友情，其实也是跟我们生来是孤独的

有关。

我们需要同伴， 我们需要同命相

连，我们需要共同面对一些东西，度过

漫长的人生。 所以白冰在文本里表现

的孤独， 就是让孩子们找到一种精神

支撑，找到一种不孤独的感觉，能够合

群。他还是一个异想天开的造梦师。他

的梦有很多种，有赤诚的梦，比如《雨

伞树》；有新奇的梦，比如《大个子叔叔

的野兽岛》；有恶作剧的梦，比如《挂太

阳》；有无限温情的梦，比如《吃黑夜的

大象》《爸爸，别怕》。

白冰在图画书创作中进行大量的

想象， 变换空间。 从他的小说到图画

书， 从他说故事的才华到叙述的激情

和人文情怀， 都证明他是一个与众不

同的作家，是一个天才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