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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书系》图书出版征稿

南京远东书局成立 21 年来，组编的《中国作家书系》、《当

代艺术家作品集》等系列图书，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以正

版品牌的法律保证，赢得了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

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家谱及书画摄影等作品均在征

稿范围。 使用国内正版书号，每本书均有独立 CIP 数据号，可

在“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中心”官网验证。 编辑部将对出版

的作品，认真编排校对，精心设计策划。 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

者的精神，多年来，南京远东书局代为出版策划的图书出版质

量和艺术品质有口皆碑。

图书出版后，将安排在《文艺报》或《文学报》发布新书讯。

优秀作品本书局可代办发行，并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主编：陈德民（作家、评论家）

投稿信箱：yd368@126.com 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52103958

（征稿信息长期有效）

联系地址：210022 南京市将军大道 20 号

中惠国际大厦 9 座 5 楼

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南京远东书局新书讯

读千册好书 观百态人生
《沧海月明》（诗歌集） 吴月华著

《法医人生》（纪实文学集） 张国义著

《冯家皮铺———野墨集》（随笔文集） 冯连才著

《新时代、新制度、新文学———“文学苏军第二方阵”小说作家论》（文学理论集）

邓全明著

《那年我到非洲去》（散文集） 唐英豪著

《老兵图说》（散文集） 李樟贵著

《红色阳江》（散文集） 陈道冠主编

《边走边看》（散文集） 王庭赞著

《曹村故事》（散文集） 《曹村故事》编委会主编

《以法促德塑少年》（随笔文集） 沈勤学主编

《春天的首日封》（诗歌集） 汪 皋著

《歌唱芬芳》（诗歌集） 陆继权著

《幛语诠及用例》（民俗研究） 丁荣凡著

《古槐飘香高里庄》（随笔文集） 时庆涛著

《培智的趣味》（随笔文集） 朱林娥著

《池幼章·杜湖文学奖获奖作品集（2014-2017）》（综合文集） 杜湖杂志社编

《有一种力量使我泪流满面》（散文集） 李云飞著

《寻找自我》（散文集） 周书文著

欢迎订购 敬请投稿 咨询电话：025-52103958

邮购平台：淘宝、苏宁易购、孔网、微店

广告

大作家创作小童书，应有超越“游戏之作”的志趣
本报记者 郑周明

作家丹·布朗首部童书绘本《动物狂想曲》中文版发布

许多作家在成名之后都忍不

住提笔?儿童创作起作品， 或者

说， 难抵内心尚未隐退的童心?

童趣， 通过成年后的写作来回返

自己的童年时光。近期，一部童书

面世吸引了更多关注目光， 它是

来自知名悬疑作家丹·布朗创作

的首部绘本《动物狂想曲》。

此前因《达·芬奇密码》等悬

疑类型作品成?畅销书作家的

丹·布朗， 如今介入童书创作，这

种创作上的反差吸引了外界的好

奇。 其实，丹·布朗在决定进入文

坛之前，最初的梦想是成?作曲

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制作了

一盘名? 《动物合音 》的儿童音

乐磁带，之后他去好莱坞闯荡无

果回到家乡做中学教师，开始尝

试创作小说，前三部小说反响平

平 ，直到 2003 年的 《达·芬奇密

码》问世，一举成名。 多年过去，

他当年在好莱坞试图?一部动

物电影创作的 20 首未派上用场

的音乐曲子， 却在 2018 年的上

海被激活了。 当时丹·布朗应出

版社邀请访问上海，在和九久读

书人总经理黄育海交流时提到，

很想把年轻时创作的乐曲配上

文字和插画出一本童书，但国外

出版商都不太感兴趣。 黄育海当

即决定此书可以先出中文版。 得

到中国出版人的支持后， 丹·布

朗决定专注于这部童书的创作，

这也促使了兰登出版集团重新

考虑首发这部童书。

《动物狂想曲 》 英文版在

2020 年 9 月首次出版后，两周内

就登上 《纽约时报 》畅销书排行

榜第二名，之后不同语言版本的

推出也登上了意大利、 土耳其、

荷兰和葡萄牙畅销书排行榜的

首位。 本月 22 日，九久读书人和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建投书店北

京国贸店举行 《动物狂想曲》中

文版首发式。

丹·布朗此前作品中那位“行

走的百科全书”罗伯特·兰登教授

还会出现在童书中吗？首发式上，

该书中文编辑介绍，在《动物狂想

曲》中，兰登教授虽然缺席，但丹·

布朗还是那个丹·布朗，他不但创

作了 20 首朗朗上口的童谣 、20

个生动有趣的动物角色， 还发挥

了自己的音乐才能亲自谱写了

20 首交响乐，同时在其中隐藏了

数个互动游戏。 国际安徒生奖得

主曹文轩在现场表示，《动物狂想

曲》 再度印证了他很多年前对绘

本形容过的一个词 “无边的绘

本”，“丹·布朗将绘画、 诗歌?音

乐完美融合在一起， 也许正是绘

本的无限可能性， 才是吸引他的

最终原因。 ”

从阅读形式而言，《动物狂想

曲》实现了跨文本的阅读体验，从

绘画、音乐、文字的三层配合再到

配套的 App ?网站，打通了儿童

阅读的丰富可能性， ?当下童书

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尤其是在名?“WildSymphony”的

免费 App 中，既可以配合绘本进

行同步聆听阅读， 也可以脱离绘

本实现日常的音乐浸润。 记者注

意到， 在专门?此绘本建立的同

名网站中， 有相关的动画短片和

音乐制作过程短片， 同时还发布

了线下音乐会的演出信息， 全球

有十余个城市的交响乐团将在近

两年里演出此书中的 20 首曲目。

也因此，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

张明舟在现场发言时说到，《动物

狂想曲》不仅有意思，还有意义，

不仅是玩一玩，在游戏过程中、在

阅读过程中，孩子会有很多收获。

这收获除了激发想象力、创造力，

这里还有知识。

作?本书译者， 儿童阅读推

广人阿甲特别?现场的读者带来

自己的解读，他表示，丹·布朗的童

书融入很多元素， 有些童书作家

想象不到的元素都在里面， 童年

是需要大家共同来挖掘的金矿。

一个成人作家在某个领域受

到读者认可之后， 依然还有创新

能力延伸到其他形式的写作，这

本身就代表着文学具备普遍的活

力?感染， 借助全球知名古典音

乐唱片品牌拿索斯对此书发表的

评论而言，“这就像是丹·布朗被

‘封印’多年的作曲家人格终于得

以释放， 拍拍另一位严肃作家人

格的肩头，告诉他‘现在换我登场

了’”。而进入童书创作，既需要一

种天然的游戏心态， 更需要作家

全身心投入超越“游戏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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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报》2020 年合订本（四开版本）即日起开

始发售。同时还有少量近年合订本，欢迎广大文学爱

好者和喜爱收藏的朋友，前来购买。

《文学报》内容丰富 ，可读性强具有收藏价值 。

《文学报》合订本每册售价 80 ? （含邮资 ），需要购

买的单位或个人，请前来或汇款至本报发行科 （勿

寄个人）。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 41 ?

文学报发行科

邮编：200041 电话：021-22898985

汇款请注明本人详细地址、邮编、姓名和联系电

话，并注明要购买哪年的合订本。 （外地读者可先打

电话咨询，确定库存确有，再汇款购买）

丹·布朗和他的新作《动物狂想曲》

“上海好童书”阅读推广活动征稿启事
“上海好童书 ”评选阅读推广活动 ，由上海市

文明办、上海市文联主办，由上海市儿童文学研究

推广学会承办，此活动己开展八年，全国送评童书

的出版社和出版机构已多达五十余家， 活动组织

者每年在众多童书中评选出三十种 “上海好童

书”，然后开展各种形式的阅读推广活动。 现邀请

少年儿童以及出版 、教育 、少年宫 、图书馆 、文化

馆、社区街道等单位组织撰写“上海好童书 ”阅读

感等形式征稿活动 ，是 “上海好童书”阅读推广活

动的其中一项。 具体事宜如下：

主办单位：上海市文明办、上海市文联

承办单位：上海市儿童文学研究推广学会

文学报社

协办单位：少年儿童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

版社、青岛出版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安

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蕾出版社、晨光出版社 、黑

龙江教育出版社、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浙江少

年儿童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中国和平出版

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希望出版社 、上海教育

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中国

中福会出版社、上海市文达学校、上海金洲小学 、

上海市竹园教育集团、上海市普陀区联建小学、上

海市平利路第一小学、上海巴金幼儿园、上海鹤琴

爱真幼稚园

征稿时间：即日起至今年六月底止。

参加对象：

少年儿童组：(上海 5 岁至 15 岁 )，??幼儿园

组、小学组、中学组。

成人组 ：从事出版 、教育 、少年宫 、图书馆、文

化馆、社区街道的单位?个人。

征稿种类：

A. “上海好童书”阅读感。B. ?“上海好童书”

作者、编辑或出版社社长总编的通信。 C. ?“上海

好童书”所绘的图画。

首批阅读书目

（以第七届“上海好童书”为主）

《我要放假了》 谢倩霓/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那年初夏》周晴/著 新蕾出版社

《“翻翻”天才的脑袋瓜———揭秘生命》

柳七/著 中国中福会出版社

《银镯》颜海婧/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雪山的女儿》黄春华/著 晨光出版社

《做个小小徐霞客》施鹤群/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月光照耀大地》周静/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铜哨声声》邹雷/著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拥抱星空的爸爸》王天宇/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小志》桥哥/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小树屋里的绿树怪》张秋生/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丝路大冒险———西安密码之玄奘袈裟》

王柳/著 新世纪出版社

《牧羊人的星星》马三枣/著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梦想在喀纳斯的湖里》裴郁平/著 希望出版社

《白鹿记》张锦江/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山岗上的索玛花》徐继东/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的故事》

张品成/著 青岛出版社

《去小刺猬家的路上》张萍/著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交稿方式：

1.以单位集体报名交稿。

2.学会公众号：上海市儿童文学研究推广学会

投稿电子邮箱：goodfairytails@163.com。

3.联系人：楼屹，手机号：13003113143

颁发荣誉证书：

1. 颁发“上海好童书”阅读优秀单位证书。

2. 颁发“上海好童书”阅读优秀个人证书。

3. 在今年八月“上海国际书展”颁奖典礼上颁奖。

上海市儿童文学研究推广学会

文学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