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驴背上的骑士》新书分享会举行

本报讯 11 月 14 日 ，

由新世纪出版社主办的“重

返童年，像骑士一样勇敢追

梦”《中国童年·驴背上的骑

士》 新书分享会在 2020 上

海国际童书展现场举行。新

世纪出版社总编辑王清、副

社长游少波 ，《驴背上的骑

士 》作者李学斌 ，儿童文学

评论家陈香等人出席活动。

《驴背上的骑士 》是一

部自传体长篇童年小说，取

材于李学斌真实的童年经

历，以富有地域色彩和乡土

气息的文字讲述了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的宁夏乡村，来

自西北农村家庭的男孩小

木子， 从 5 ?到 11 ?的成

长历程。 分享会上，李学斌

表示 ， 该书的主题是 “梦

想 ” 二字 ， 阅读在主人公

“小木子 ”心中种下梦想的

种子 ， 让他看到更广阔的

的世界 ， 激发了他内在的

觉醒和动力 。 这就是李学

斌想通过小木子的成长故

事表达出的 “骑士精神 ”

———朝着梦想不断拼搏 、

努力的一往无?和无所畏

惧。

据悉，“中国童年”丛书

第二辑收录了孙幼军、曹文

轩、彭学军、李学斌、韦伶五

位国内不同地域的儿童文

学作家，基于真实童年经历

创作的自传体小说、 日记、

散文，是几代中国人童年记

忆的共同呈现。该系列丛书

策划人王清介绍，这些作品

书描写了跨越地域横轴和

历史纵轴的童年生活，希望

给当下正经历童年的孩子

们带来新鲜特别的阅读体

验的同时，让孩子们从父辈

的童年生活中吸取成长的

养分，感受滋养了一代人甚

至几代人的中国童年精神。

本报记者 何晶

从儿童视角看传统文化守护
本报讯 历经千年的敦

煌如一颗种子， 不断生根发

芽，进而生出一种精神，使得

时空相隔的人能彼此相望相

知。 “90后”儿童文学作家王

璐琪在评论家方卫平的推荐

下，走进敦煌，并为之创作了

一部长篇小说。 11月 13日，

由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读

者书店共同主办的 “大漠花

开———王璐琪作品 《涂布敦

煌》新书分享会”在 2020 上

海国际童书展现场举行。

《涂布敦煌》通过塑造将

毕生心血倾注于敦煌壁画保

护与修复的代师父、 由不理

解到最后深刻理解 “责任与

传承” 意义的乐书等人物形

象， 展示了辉煌的敦煌文明

和丰富的西部文化， 反映了

中国人民对中华文明传统文

化的热爱， 及对敦煌艺术的

长久探索与追求。

在 2018 年的探访中 ，

王璐琪这样描述：“登峰望莫

高窟，视野开阔，目光所及均

是土黄色的山石， 惟有莫高

窟极其周边一小圈绿地，在

提示人们那是一片精神上的

‘绿洲’。”她听到了关于敦煌

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几

十年在敦煌种树的故事，深

受震撼， 她也记得儿童文学

作家刘海栖的鼓励：“研究透

了这片土地， 以后就是灵感

宝库。”《涂布敦煌》的创作由

此成型。 正如她在新书分享

会上所说， 她的角色是一位

“讲故事的人”， 旨在让更多

的人看到一个也许被忽略的

儿童视角中的世界。

本报记者 袁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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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域下的文明与书写”交流活动举行
本报讯 11 月 12 日，2020 上

海国际童书展开幕?夕， 中外少

儿出版领域的互通交流盛宴———

“多维视域下的文明与书写”在沪

举行。 活动设置了“交流·同放异

彩”“互鉴·相得益彰”“共存·和谐

共生 ”三个部分 ，中外嘉宾 、出版

人、 作家及画家通过线下线上对

谈的方式共同参与交流。

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表示，

儿童文学让作家和孩子心灵相通，

也是全球文化与文明沟通交流的重

要桥梁。曾参与高洪波“快乐小猪波

波飞” 系列在国外推广工作的国际

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玛利亚·耶

稣·基尔谈道：“小猪波波飞幽默、机

智、亲切的形象，受到了法国孩子们

的热烈喜爱。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

疫情环境之下， 阅读能够让人理解

并接受文化之间的差异， 这是一种

不可多得的理解不同文化的具体方

法。 ”曾为《明亮的黑眼睛———赵丽

宏致小读者》 创作插画的伊朗插画

家法尔希德·梅士高里等对作家赵

丽宏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 并表示

为其插画感到荣幸。 赵丽宏说：“作

为一个中国作家， 我深切地感受到

中国文学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

几位伊朗画家和中国画家的合作让

处于不同语言环境的人类， 通过图

书进行心灵沟通和交流感情， 最终

达到了同放异彩的双赢效果。 ”

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得主、作

家曹文轩以《羽毛》《柠檬蝶》创作为

例表示， 图画书主题来自于他对西

方哲学十五年的阅读，“罗杰·米罗

的构图来自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精妙

感受和特别解读。 这些告诉我们：一

个更高级的文明一定是产生于各种

文明的交叠之处。 ”谈到这段合作经

历，2014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得

主、 巴西插画家罗杰·米罗回忆道：

“这两本书引发的中外创作的巧妙

相遇是一种全球体验， 更是情感与

艺术的互鉴。 这次合作跨越了中巴

文化的差异， 体现了一个虚构的艺

术对象及第三种元素， 成功实现了

与世界范围的孩子进行对话。 ”

上海作协副主席秦文君表

示 ，她创作的 《我是花木兰 》以一

个生活在今天的小女孩的梦境 ，

对话南北朝时期的巾帼英雄。 “作

品的写作过程就是心灵开放的过

程，女孩成长具有无限可能性、丰

富性，花木兰美好的人性特质，在

诸多力量的影响下， 重新被擦亮

并闪光。 ”在谈到这本书绘画技巧

处理时，英籍华裔插画家、BIB 金

苹果奖得主郁蓉说：“在这部作品

中， 我使用剪纸和西方的铅笔线

描和素描的形式， 从而让中外两

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技法得

到了充分借鉴和交融。 ”

IBBY ?主席、比利时作家瓦

力·德·邓肯表示，作为一名作家，

他试图通过他的作品《年和男孩》

引起孩子们的思考。 该书插画作

者、插画家熊亮谈到，邓肯通过孩

子的视角， 毫不避讳地描写了冲

突、痛苦、压迫、受伤等等情节，使

故事充满了张力。 “我采用敦煌和

民间的艺术语言， 融入当代视觉

语言，根据情绪，让色彩和造型都

更为强烈。 这是两种不同文化巧

妙、和谐地共存的成果。 ”

本报记者 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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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14 日，中少总

社在第八届上海

国际童书展现场

举行“‘九神鹿绘

本馆’ 少儿艺术

启蒙秘钥沙龙 ”

活动， 特邀于大

武和周子源两位

绘本作家， 以他

们的代表作 《一

条大河》和《清明

上河图 十三郎》

为例， 从少儿艺

术启蒙的角度出

发， 与读者分享

了应如何在绘本

阅读中敲开艺术

世界的大门 ，如

何在绘本中感受

并欣赏传统绘画

的魅力等心得与
方法。 周子源为到场的读者

分享了阅读课， 带领大家畅

游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

“九神鹿绘本馆”是中少

总社匠心打造的专注原创的

绘本品牌，汇聚了神话传说、

成语典故、农耕文化、历史信

仰等中国特有元素 ， 用纯

美 、古典 、高雅又富有童趣

的画风来传承原汁原味的

中国故事 。 绘本馆自 2014

年推出第一本绘本开始 ，以

每年两三本的“慢”速度，迄

今已成功出版了 18 本精品

佳作，并陆续斩获多项国内

外大奖，旗下绘本的版权已

输出至美国 、乌克兰 、马拉

西亚、 印尼、 尼泊尔等地 。

《一辆自行车 》《高山流水 》

《十面埋伏》 等版权输出美

国后反响尤其不错 ， 其中

《高山流水》 还赢得了美国

《学校图书馆》 杂志的星级

评论，称此书“第一次将《高

山流水》的故事带到英语世

界，应该放在每个图书馆民

间故事的书架上。 ”

据悉， 为了更好地保护

品牌发展，中少总社“九神鹿

绘本馆”已注册商标。作为一

个仍在发展中的品牌，“九神

鹿绘本馆” 也将继续集中力

量，打造真正代表中国文化、

中国气质、中国特色、迈向国

际的大主题绘本。

本报记者 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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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上海市精神文明办、上海

市文联主办， 上海市儿童文学研究推广

学会承办的第七届“上海好童书”颁奖典

礼 ，11 月 14 日在上海市普陀区文达学

校举行。

普陀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吴凌昱出席

活动并致辞，认为“‘上海好童书’深入到基

层单位颁奖，使这件事的意义有了群众性、

普及性、落地性，使“上海好童书”的评选阅

读推广活动，更有了接地气的效果。 ”上海

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沈文忠表示：“在引领少

年儿童发现、认知和理解真、善、美这一过

程中，大家都是‘铺路人’。‘上海好童书’评

选、阅读推广活动已经走过七年，日渐发展

与成长， 活动的品牌效应日渐扩大和深

入，获得良好的公信力。 ”

本届共评出 30 种 “上海好童书”及

20 种入围奖。 包括张锦江《白鹿记》、伊

安《元宵夜奇遇》、王占黑《八思巴》等绘

本类 6 种；张秋生《小树屋里的绿树怪》、

周晴《那年初夏》、谢倩霓《我要放假了》

等儿童文学类 17 种；张品成《可爱的中

国 .方志敏的故事 》等思想文化类 3 种 ，

以及王宏甲、 萧雨林 《你的眼睛能看多

远》等科学技术类 4 种。特别奖由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战疫铭记》童诗、童画集获得。

推广学会会长、作家张锦江介绍，七年来已在

全市建立了一百个“上海好童书”阅读推广基地、

推广单位、推广小组。“上海好童书”评选阅读推广

活动的几项宗旨： 一是重在评出好童书、 阅读推

广，二是重在鼓励、支持出版社出好书，三是重在

发现、推荐童书原创的新作者。 他表示，正因为坚

守这些宗旨，“上海好童书” 评选阅读推广活动有

了公信力、向心力、普及力，使它成为全国评选阅

读推广活动的一个品牌。 本报记者 何晶

广告

芳草新语

新才子书

普罗旺斯晚霞 （短篇小

说） 邱华栋

哈瓦那波浪 （短篇小说 ）

邱华栋

圣保罗在下雨 （短篇小

说） 邱华栋

中国故事（创作谈）

邱华栋

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及其

世界图景（评论） 李云雷

邱华栋地图上的中国与

世界（评论） 李蔚超

远行者必有风景： 邱华

栋的世界地理学（评论 ）

季亚娅

编辑手记

短篇小说

香樟树 平 凡

村旗 石 野

中篇小说

麻雀寓言 宋离人

芳草文史

寻找台湾第一才子吕赫

若 蓝博洲

风范汉诗

好事近（十八首） 清 平

改变（十六首） 王学芯

车站（十首） 王 晖

天蒙蒙亮（二十二首）

康 雪

现代汉语诗 歌的关键

词———总体性诗人 ：长

诗与终极文本 霍俊明

当代文学名家：

田 天（封二、封三）

篇名书法：

李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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