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
关

新 闻 ·       · ②2023.3.16
责编  李凌俊 技编  文 曦
                 

2023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

（BCBF）于3月6日至9日在博洛尼亚展

览中心举行。今年是特别的一年，BCBF

迎来了60岁的生日。来自世界各地优秀

的儿童和青少年领域的插画家、出版人和

评论家与BCBF一起庆祝这一特殊的生

日。书展期间，围绕60周年举办了包括

“意大利卓越——伊塔洛 ·卡尔维诺插画

展”在内的专题特展、联合国与国际出版

商协会合作发布了包括简体中文版在内

的“永续发展目标”儿童书单等特别活动。

书展第二天，2023林格伦纪念奖揭

晓，美国作家劳丽 ·哈尔斯 ·安德森获奖，

评审团称赞“在她为年轻人所写的小说

中，表达了对意义、身份和真理的寻求，无

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她那暗含光芒的现

实主义揭示了时间和记忆在年轻人生活

中的重要作用”。她有两部代表作已推出

中文版，分别是《说出来》（二十一世纪出

版社2016年）和《冬女孩》（上海文艺出版

社2014年）。此前公布的候选名单中，有

张之路、黄蓓佳、秦文君、熊亮、黑鹤、于大

武等六位来自中国的作家与插画家入围。

就在BCBF开展前几日，2023年博洛

尼亚最佳童书奖揭晓，有三部中国童书获

奖。今年，评委会从全球出版商提交的

2349种参评图书中选出了四大奖项以及

一个特别关注主题奖，其中，夜晚、命名世

界、无字书是今年评委会观察到的三大重

要童书主题。

来自中国的由愚一、王祖民著绘的

《噔噔噔》（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获得虚构

类作品奖特别提名奖，评委会表示“这是

一本奇趣幽默的书，封面生动富于艺术

性，通过一群色彩斑斓、性格不一的动物

讲述了邻里、友谊、偏见和与人交流的故

事，故事中充斥着荒诞和令人惊讶的反转

剧情。艺术家充分利用每一页的空间和

色彩，为人物塑造了强有力的肖像”。

由孙俊著绘的《谁的袜子》（信谊图画

书、明天出版社）获得漫画类作品奖 ·中低

年级组首奖，该书将经典儿童读物叙事的

重复和变化运用了漫画分隔镜头的形式

来表现，讲述一只小黑猫寻找丢失一只黄

袜子主人的故事。从一层楼到另一层楼，

故事中满是幽默的拟人化动物角色，展现

了形形色色的市井街坊。评委会表示“幽

默和值得一读再读的图画创意和细节伴

随着故事主角一路找到袜子的主人。整

本书出色地运用了有限的色彩”。

第三部获奖童书是来自中国香港作

者ChivasLeung著绘的《晚安》，获得漫画

类作品奖 ·青少年组特别提名奖，该书讲

述了一个关于在永恒黑暗中生活的故事，

评委会注意到“这本书的石墨线条印刷在

粗糙的新闻纸上，让它感觉像是一本日记

或朋友的一封图画信件。创新性地使用

了黄色和蓝色的单色印刷，精确校准以达

到最佳表现效果，既丰富了故事内容，又

促进了读者和故事之间的共情联系”。

作为全球童书出版领域最负盛名、最

具权威性的国际奖项之一，博洛尼亚最佳

童书奖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体现杰出图

书设计与编辑水准的优质童书作品，由业

内专家组成的国际评审团评选而出。博

洛尼亚最佳童书奖不仅是一项出版界奖

项，更是国际版权贸易的风向标，赢得首

奖或是获得提名，都将极大地提升获奖图

书在业界的知名度，带动图书在众多海外

新市场的版权输出。本届获奖童书同时

在BCBF现场展出，也将与往年的获奖作

品一起珍藏于博洛尼亚市立图书馆。除

了展出上述获奖作品之外，评委会还从报

名参评的书籍中精选出100本佳作，以特

展的形式在现场呈现，来自中国的大吴著

绘的《游河》（蒲蒲兰绘本馆、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常立与张帆著绘的《你要去哪

儿》（上海教育出版社）入围了本届百本童

书特展。

还有更多中国童书从业者的身影出现

在本届BCBF现场。除了获奖童书，有多

位中国插画家作品入选了今年的博洛尼亚

插画展优胜作品，这些插画之后将开启两

年的全球巡展。据悉，此次BCBF中共有26

家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出版商和印厂参展，

来自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科学

技术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北京蒲蒲兰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北京禹田翰风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邦臣文化有限公司等出版机构的近三百种

原创版权书籍在现场向来自全球的出版商

展出，展现中国优秀原创童书以及出版机构

的实力。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CCBF）也

在BCBF设立了形象展示位，向全球出版业

展示与上海国际童书展系列活动和主题特

展相关的优秀作品，吸引海外出版人及创作

者参加将于今年11月17至19日举办的上

海国际童书展十周年盛典。

从1964年至2023年，意大利博洛尼

亚国际童书展已经成为全球出版业的标

杆，站在出版前沿关注着影响未来的话

题，今年论坛涉及到的议题就包括了希腊

童书的创新、儿童书籍的审查制度、人工

智能的新作用、在世界贫困地区推广阅

读、非洲出版的机遇和挑战等内容。同

时，它也在60年里不断拓展着自己与全球

不同国家地区的深度合作，尤其是与中国

上海的长期合作对话关系，正如BCBF项

目总监埃琳娜 ·帕索利所言：“今天的博洛

尼亚童书展是一个从童书出版到授权再

到大众出版的展会体系，其规模也辐射至

世界另一端的上海，并在许多不同的国家

持续不断地开展合作和线下活动。展望

未来，BCBF并不缺乏新的项目，我们准备

在未来十年里再度发力，借助我们标志性

的能量和创造力继续发展。”

本报记者 郑周明

第60届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举行

    林格伦纪念奖揭晓，中国出版引国际瞩目

在一种追求健全人格的现代

生活兴起之后，日常运动逐渐融入

大众的生活方式，其中随时随地可

以开启的跑步运动更是深入人

心。翻看近现代文学史，作家们同

样意识到了这一点，著有《格列佛

游记》的乔纳森 ·斯威夫特年轻时，

每当写作陷入混乱便出门跑步，路

易莎 · 梅 · 奥尔科特让《小妇人》中

的女主人公和自己一样肆意奔跑，

更为人熟知的是跑过三十多场长

全程马拉松的村上春树，他将坚持

跑步视为磨练职业小说家意志力

的生活方式。

从运动项目转向生活方式的跑

步，究竟为现代人带来了哪些意义，

又为文学创作带来哪些收获？3月

13日上线的《文学馆之夜》第六期，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与作家

徐则臣、科学家刘颖、律师董的，作

为跑步爱好者为读者打开了跑步的

多面风景。

谈论跑步，每个人都有着不同

的体验。李敬泽喜欢在陌生城市的

深夜跑上一段，形容自己像面对大

海或沙漠一般迷失在街道之间，这

种迷失有时带来内心的慌乱，有时

则是通往开阔，正如多年前他在《跑

步集》的序言中所说，“就我的体验

来说，跑步是一个去掉‘我’的好办

法，一个写作者或者一个阅读者，如

果我们能像跑步那样，把自己彻底

交出去，从有限的、顽固的肉身中的

那个‘我’跑出去，这个时候你可能

会觉得至大无外，会觉得这个世界

如此清新饱满，进出无碍。”

徐则臣在跑步中获得的则是疗

愈，他回忆自己在高中阶段有一段

时间神经衰弱，最后发现晨跑“是治

疗神经衰弱的唯一方法”，而到北京

工作后，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住在

人大附近，经常绕着人大操场跑步，

之后因为缺乏专业指导导致脚部与

膝盖受损暂停了跑步习惯。

独自跑步，或是像刘颖那样在

波士顿访学时加入当地跑友社团，

最大的乐趣在现场几位看来一方面

是与自我独处，另一方面也是“寻求

简单而亲密的伙伴关系”。如果将

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回溯到古代，李

敬泽说，“跑”这个字很晚才出现，未

见于《说文解字》，其本义也与今天

完全不同，跑在古代通“刨”，意为掘

地动作，杭州的虎跑泉里的跑字是

念“刨”音，也就理解了这个泉名的

由来。至于古代表示跑步意思的

字，其实是“走”，在东汉《释名》一书

中记载道，“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

趋曰走。”所以李敬泽提醒，在注重

仪表容姿的传统社会里，用到走字

通常是比较狼狈仓皇的，比如《三

国》里的“关羽败走麦城”。

由此引申，他也提到徐则臣的

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里的“跑步”

也并非字面意思，也是有着仓皇的

含义。徐则臣回应说，这部小说的

故事讲述的是小镇青年来到大城

市，从宁静世界来到现代化世界，他

们必须奔跑着去生活。在他之前写

的文章中曾如此解释自己小说中对

“跑步”这个动作的偏好，无论是《跑

步穿过中关村》里卖盗版光碟的敦

煌，还是《啊，北京》里办假证的边红

旗、《西夏》里经营小书店的王一丁，

他们的“跑步”是因为城市太大，外

来者容易迷失，“他们依然不明白自

己的事业是什么，不过是一个抽象

的宏大愿望和一腔‘干大事’的豪

情。”于是，他们通过跑步这个动作

来躲避更多对人生和生活的思考。

让徐则臣困惑的是，为什么跑

步这件事在城市随处可见，但他在

乡村却观察不到同类现象。事实

上，他的小说部分也回应了这个困

惑，城市的跑道规划和生活节奏悄

然间促使跑步者建立起了跑步的秩

序感和使命感，而乡村的自然景观

则放缓了个体内心的这种感受，前

者从行走不自觉趋向奔跑，后者从

奔跑自觉趋向散步。李敬泽回应认

为，跑步作为一种现代生活现象，的

确晚近才流行开来，而刘颖与董的

则认为跑步代表着某种自律和良好

自我管理。让四人感到认同的是，

“坚持跑步、突破自我，同时也会形

成自我怀疑的现代病”。

将跑步深入到生命自律境界

的，当然要提到村上春树，在《当我

跑步时我在想些什么》一书中，他提

到最初跑步是为了减肥，再之后是

弥补写作导致的长时间静坐，最后

是形成自律意志甚至影响写作的持

续性，“跑步让我对自己的写作才能

保持信心。通过跑步，我知道自己

努力的极限在哪里。我的肌肉越强

壮，我的思路就越清晰。我相信，那

些过着不健康生活的艺术家他们的

才华会更快地燃尽枯竭。从事艺术

工作是不健康的，艺术家应该投入

一种健康的生活来加以弥补。作家

寻找他的故事是有危险的，跑步帮

助我避开这种危险。”另一位在现场

被提到的作家是刘震云，他自己曾

表示，自15岁当兵那年开始跑步，

至今已坚持了四十多年。跑步不仅

让他身心愉悦，也是创作之前让思

绪和感觉保持活跃状态的方式。而

李敬泽之所以在现场展示中国现代

文学馆收藏的作家曹禺的一对镇

纸，也是因为曹禺与跑步存在着些

许关联。曹禺曾在访谈录中提到自

己早年间在天津街道长跑的经历，

为的是鼓励自己度过人生某些时刻

的难关。

从坚持跑步的规律中无疑可以

看出一个作家的创作耐力或竞技

性，徐则臣观察到一个有兴趣爱好

并且坚持规律化的作家，他的写作

也往往会保持旺盛的状态。而对大

众而言，跑步更是现代生活一个巨

大的镜像和隐喻，借助跑步之快，现

代人反而寻求到了一种生活之慢。

李敬泽借用《西游记》中的一段典故

说道，“现代生活给了我们无数的

‘云路’，而回到身体，回到路上的奔

跑，成了我们要找回的‘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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