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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老 同 学

前段时间接到一个将近 40 年没有

见过面的小学同学的电话，听筒那面传

来的陌生声音，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和

曾经的那个小白胖子对上号儿。

“请问是缪惟吗？”

“我是。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杰子。你还记得我吗？小学

时咱俩在一个班，我住你们家前面的那

片儿白楼里。”

“噢！石小杰。你从哪儿蹦出来

的？好家伙，咱们得有小40年没见啦。”

“可不是！小学一毕业你就没影

了。让我这一通好找，你这电话还是我

问了一大圈儿才打听到的。”

“联系上就好，约时间见个面呗。”

“好啊！我今儿刚到海南，下周回北

京后我约你。”

挂了电话，我咽了口浓茶，脑子里竟

然全是儿时的石小杰，一个白白净净、聪

明伶俐小胖子的形象，塞满了我的脑瓜

子。想当初我俩算是不错的朋友，有着

不少共同的爱好。例如都喜欢画个画；

都爱就地取材，动手做点儿简单的模型；

特别是都好养蛐蛐。每到夏末秋初，是

我俩最快乐、也最忙活的时节。破砖窑、

老城墙、旧厂房都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

方，因为那里的蛐蛐个儿大且凶狠。听

大人们讲，坟地里的蛐蛐最好斗，为此我

们俩还曾谋划过到坟地里逮蛐蛐的计

划，可惜流产了，现在看来那个计划也确

实不太着调。

当相隔 40年再次见到石小杰，我怎

么也不能说服自己，眼前这个大脑袋、穿

着邋遢的男人，就是曾经那个聪颖的石

小杰。酒过三巡，看着对面的那张大脸，

已经被酒精染得猩红，我方才和他扯起

了家常。

从闲聊中我得知，他因为生意失败，

导致老婆跑了路，从此，他的生活也就一

蹶不振，虽然没有正经的事由，但仗着有

张清华土木工程系的毕业文凭，好歹不

至于饿肚子。

“你们有孩子吗？”

“没有，她不要！”

“那今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还想重操旧业，开个建筑设计事

务所，我觉着这个行当还是有前景的。”

“好啊！这年头只要有技术、肯吃点

儿苦，不愁没活路。”

看着我诚恳的目光，石小杰打开了

话匣子：

“兄弟，我跟你说啊，男人就怕入错

了行。比如你吧，干什么不好，非挑这么

个出书的行当，累了吧唧的，做的全是小

买卖。一本书能值几个钱，卖一本书又

能挣几个钱？没多大出息。你看我这几

年虽然点儿有点儿背，可我是做过大生

意、见过大世面的。想当初我在银滩、在

海南、在鄂尔多斯都有地产项目。跟你

说吧，男人只要干上了房地产，其他行当

还真瞧不上眼。这么着，你跟我干吧，你

不是学设计的吗？以后我那个事务所的

环境设计和室内装潢这块儿业务，就都

交给你了，我让给你点儿股份，30%够

吗？我合计着这事务所的注册资金怎么

也得 1000 万，这么着吧，你投 300 万，剩

下的钱我再去筹。等注册资金一到位，

咱先找个开发区租个五六百平米的小楼

儿，照后现代风格装修一下，估摸着有

300万够了。再有，还得换俩车，怎么也

得是奔驰 S350 或宝马 740，您要是开辆

帕萨特去见客户，谁跟你谈大买卖呀？

另外你我得各配一个秘书，人得长的漂

亮，酒量要好，又能豁得出去，公关嘛！

这种人月薪怎么也得一万五起步。设计

人员哪儿都能找到，没必要养，临时抓，

按件儿计酬。跟你这么说吧，干咱这行，

关键是能圈到活儿，只要能有项目，前期

可以不计成本，后期再找辙找补呗。只

要能逮住一个大项目，比你在出版社做

一辈子的书挣得还多。那咱哥俩儿可就

说定了，你回去赶紧筹钱，下礼拜我给你

一个账号，你把钱打过来，我可是过时不

候！得，咱得散了，我今儿晚还得飞趟上

海，那边还有一个老克勒要等着入伙

呢。”

石小杰的气场瞬间就把我按趴在了

地板上，我觉着眼前这个大脑袋男人一

下子竟威武了很多。相比起他的气势，

自己竟生出了一丝懦弱和寒酸。

“300万！我上哪儿找去？再说这事

儿我也做不了主，得跟家里人合计合计。”

“我给你出个招儿，你把你那套房子

到银行做个抵押，拿贷出来的钱入股，等

公司挣了钱再还给银行，把房子赎回来

不就齐了。我跟你说吧，你们这帮书呆

子脑子是朽掉了，不光是缺少财商，还没

有胆量。”

“你说的也对，这也是个办法！”

“今儿的账你结吧，我没带零钱。再

有，以后咱们见面儿，别再找这种小馆子

了，要是让哪位熟人撞见，多丢份儿啊！

得！我先撤了。”

石小杰就这样把我扔在了饭馆儿，

起身走了。我边结账，边吩咐着服务员

把剩菜打包，脑子倒也没停着，反复地回

味着他的话。

“要说这也算是话糙理不糙，这石小

杰的话也有道理。”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盘算着如何条理

分明、重点明确地把石小杰的思路传达

给妻子，并且要尽量做到具有蛊惑性，以

争取妻子的支持。

“你今儿喝了多少啊？我看你是被

那个石小杰下了迷魂药了。赶紧给我睡

觉去！你明儿早晨酒醒了，把石小杰的

手机号码告诉我，我不把他骂残废了，我

不属虎！”

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妻子的一席话，

让我的酒竟醒了大半儿。

看着暴风骤雨将至，要想今晚还能

在床上睡觉，就得知趣，赶紧打住。

我佯装醉意，故意用含糊不清的语

调嘟囔着：“我——我只是跟你开个玩

笑，石小杰那小子的话，也——也能信？

我——我要是信了，那——那就是脑袋

进水了。”

缪惟 图/文

走向走向““图画书时代图画书时代””的多重思考的多重思考
□本报记者 王 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中

国原创图画书成了童书出版繁荣发展的新亮点，

图画书市场发生重大转变，从大量引进国外优秀

作品到如今本土原创与引进版两分天下，写图画

书、出图画书、读图画书已成为潮流。

2008年，首届“中国原创图画书论坛”在山东

举行，8年来，我国原创图画书的创作和出版有了

显著的变化，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存在不少

问题。6月16日，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协儿

童文学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原创图画书论

坛在北京召开，与会的图画书作者、画家和儿童

文学理论家围绕图画书创作的基本理论问题、中

国原创图画书创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中国原创

图画书的评价标准、中国原创图画书如何更好地

参与中国儿童文学评奖体系等话题展开讨论，为

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发展把脉。会议由中国作协

儿委会主任高洪波主持。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论坛并致辞，他

表示，世界各国图画书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经典和

传统，我们的原创图画书要摆脱初级模仿的阶

段，需要作家和画家有充分的阅读积累和对图画

书传统背景的深刻把握。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图

画书从创作、阅读到市场和推广都面临着全链条

的发展繁荣，但越是热闹和红火，就越需要我们

沉静下来回头做些根本工作，例如研究图画书的

传统和规律，逐渐形成独有的风格，推动中国儿

童文学和原创图画书的健康发展。

文字与美术的“双人舞”

真正意义上的图画书诞生至今不过100多

年，图画书理论研究的历史也并不久远，目前，国

内外对于图画书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整体研究、

艺术研究、历史研究和应用研究。其中，图画书

的叙事艺术以及图画书中文字与美术的关系在

图画书理论研究中特别受到关注。

“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在谈到图画书的

艺术性时说，图画书是“文×图的艺术”，而不是

“文＋图的艺术”，有别于传统出版物中的插图。

梅子涵认为，文学图画书由两根“柱子”支撑起

来，一个是文学，一个是美术。一本优秀的图画

书，它文学的部分应当有力量、有诗意、有饱满的

情感、深刻的哲学和丰沛的想象力，虽然是两根

柱子，但在优秀的图画书中，绘画像是“躺在强大

的文字故事中”。但梅子涵也强调，图画书的创

作需要作家和画家共同参与，作家也要注意“放

弃自己”，文字要收敛一点、简略一点，因为图画

书并不是充分表现一个作家文学叙事能力的平

台，而是文学与美术两种艺术形式的“双人舞”。

绘本涉及到很多学科知识，如文学特别是儿

童文学理论、艺术、语言学、阅读学，心理学等，

探讨绘本的理论问题也有各种各样的角度。朱

自强从“媒介理论”入手，认为绘本作为一种媒

介，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对于世界、人生的不同

看法，媒介角度的绘本研究就是要深究文字语言

和绘画，关注二者的不同功能。语言在表现具体

事物方面具有抽象性和不明确性；但在表达意

义方面，却有其规定性和明确性，绘本的语言指

向理性和逻辑思维，对儿童的心智发展具有极

其重要的作用。而绘画则具有形象性的优势，

在指向方面却有暧昧性，比如在经典绘本《小黄

和小蓝》中，一个黄色或蓝色的色块就需要语言

来赋予明确的意义。但这种暧昧性也会深化图

画书的表现艺术，比如在安东尼·布朗的《大猩

猩》一书中，小女孩安娜看电视时，投在她身上

的光反衬出她的孤独和渴望——渴望父亲的陪

伴，而最后父亲牵着安娜的手去动物园看猩猩，

他们走向的光既是阳光也是父爱之光，这些潜

文本就是由图画和文字共同提供的。朱自强认

为，文字与绘画之间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

关系，图画书是语言和绘画相互取长补短而最具

有艺术可能性的艺术形式。

绘画关系到图画书的艺术性以及图画书阅

读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当前原创图画书研究，特

别需要对图画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和叙事体系

展开深入的认识和发掘。方卫平说，谈到“读

图”，有些人认为图像缺乏文字那样的深度，读图

就是一个简单直观的过程，这是一种偏见。其实

在图画书当中，读图和读文字一样，需要掌握特

殊的解码体系，也需要读者的投入和专注，这一

理论为理解图画书的艺术深度提供了支撑。如

果创作者缺乏对图画书的图画体系和图像语法

的深刻理解，很难创作出真正的好作品。

走向“图画书时代”的思考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儿童文学和童书

出版迎来了“黄金十年”。如今，中国童书出版正

在从数量、规模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增长型方向

发展，原创图画书成了童书出版的新亮点。

据海飞统计，2014 年，我国出版图画书

4000余种，其中原创图画书有2000种，与引进

版图画书呈两分天下的局面。本土图画书的质

量不断提升，老中青三代作家构成梯队整齐的图

画书创作队伍，专业的图画书研究中心成立，阅

读推广有声有色，国际合作蓬勃发展。因此海飞

认为，未来中国童书创作和出版将进入“图画书

时代”。

2006年，保冬妮开始接触图画书创作，10年

间，从编辑原创图画书入手，逐渐走上了策划创

作和制作图画书的道路，也创作出一些适合中国

小读者并被国际市场接纳的图画书，如“北京记

忆”系列、《水墨汉字》等。她在实践中感受到，

10年来中国图画书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不

仅是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品种逐渐丰富、成熟以及

作品多元化带来的变化，更有本土读者对于母语

作品的渴求。母语文化与孩子的心灵产生共鸣，

为孩子提供精神支持，中国孩子需要在阅读中形

成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思

考和表达。在深感图画

书创作的使命和责任的

同时，保冬妮也提出，在

图画书的文图关系中，有

更多元的内在脉络需要

创作者加以认识。另外，

作为“导演”的图画书主

创应更加明确创作目的

和方式，画家、作家和编

辑之间应更好地取长补

短。最主要的是，原创图

画书要有中国审美和中

国表达，但并不是简单呈

现符号和元素，而是要展

现质朴的生活和深邃的

哲理。

近年来，在我国很多

城市和发达地区，早期阅

读的起始年龄由 4 岁提

前到 2 岁。家长陪伴孩

子阅读的已占87.1%，平

均每天用时24分钟。随

着早期阅读和亲子阅读

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

正逐渐成为图画书的消

费大国。但在李学谦看

来，我国还不是图画书的

“创作大国”，从今年“六

一”新华社记者对图画书

市场的专项调查来看，

“洋绘本”仍占图画书主

流，原创图画书仅占市场

份额的 10%到 20%。李

学谦认为，原创图画书表

现不尽如人意，除了创作

时儿童视角的缺失、创作

题材单一、文字与图画没

有形成合奏等原因之外，

也与童书出版单位急功

近利，重引进、轻原创有

关。对此，图画书创作者

和出版者应厘清概念，规

范对图画书的认识，加强

对原创图画书创作、出版

的引导和扶持，重视现实

题材图画书的创作和出

版。

“现在处处都能听到

‘绘本爆炸’的声音”，作家张之路说，但我们也需

要冷静和反思，思考是不是走得太快了，应该怎

样走下去，“图画书应该发展，但我们也应该恰如

其分地看待和评价它的发展；在绘本发展的过程

中，也要尽量避免商业化味道过浓，对优秀创作

者造成损害”。

萧袤用“离地20公分的飞翔”形容原创图画

书发展的理想状态。他认为，图画书创作就像跑

步，可以快一点，但“两只脚要落到地上”，现代

意义上的图画书是舶来品，创作者既要像“临帖”

一样学习优秀作品，也要进行创造，形成自己的

风格，并享受图画书的创作过程。

原创图画书的评价标准和评奖体系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原创图画书就已经

出现了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本土创作者逐渐积

累了创作经验，形成了特有的艺术风格，为了更

好地考察和推动原创图画书的健康发展，确立全

面恰当的评价标准，在今天显得尤为必要。

据陈晖介绍，在2015年的原创图画书年度排

行榜评选中，评委们经过讨论，认为中国原创图

画书评价标准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包括文字表

达和图画表现在内的整体艺术质量；图文共同讲

述的特点的鲜明性；创意和设计的完成性；符合

儿童的欣赏趣味，适应各年龄段儿童身心发展需

要；对中国故事、中国元素的表达。陈晖说，在表达

中国故事和中国元素时，怎样寻求对接和贯通，让

中国表达具有面向世界讲述的高度和格局，可能

是原创图画书作者下一个阶段应努力的方向。

既然图画书是文学与美术的“双人舞”，其评

价标准就要兼顾文学性和艺术性，以及文学与艺

术形式的结合。王晓明认为，好的图画书的文学

部分一定要有内容、有思想，要反映出作者的审

美态度和时代精神，这就要求作者的文字要有灵

魂。此外，也需要从绘画角度对图画书进行评

价。王晓明提出了图画书插图的三个本体性特

征：一是面向儿童，符合儿童的视觉特点；二是符

合一定的审美特征，注重阅读功能，对文化有典

雅、自然与制作精细的要求；三是体现艺术家的

审美经验与文化薪传的努力，承载人类美好的

情感。

原创图画书蓬勃发展，完善的图画书评奖也

应运而生。目前，国内比较知名的原创图画书奖

有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和信谊图画书奖，分别由

香港陈一心家族基金会和信谊基金会发起，都是

由民间基金会主办的，尚无官方主办的图画书大

奖。刘海栖介绍说，最早接纳原创图画书的重要

官方评奖是中国出版政府奖，2007年，首届中国出

版政府奖少儿类图书的其中一个奖项颁给了明天

社的《小肚兜幼儿情感启蒙故事》。他提出，随着图

画书在未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中具有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应该通过评奖给予图画书更

重要的地位。鉴于目前国内尚无专门针对作者和

画家的、具有官方性质的图画书奖项，单独设奖在

短期内可能也无法实现，刘海栖建议，可以考虑在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接纳图画书进入。

刘娴谈到，目前高校培养的创作者多以故事

漫画为主，故事漫画在市场上也占有很大份额，但

这类作品还没有进入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评奖

视野。另外，低幼类图画书因为以画面为主、文

字较少、很难界定等特点，在以文学性为主导的

儿童文学评奖中也并不占优势。可见，如何接纳

和考量图画书这一新兴的童书门类，如何设立科

学合理的评奖标准，是新时期对儿童文学评奖提

出的新问题。

第二届中国原创图画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