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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图画书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经过

20多年的发展，如今在童书领域，图画书已经蔚为大

观。近年来，中国原创图画书逐渐成为儿童文学研究

领域的热点和亮点，也是家长、老师、小读者们备受关

注的童书门类。从市场到专业研究领域，都表现出对

原创图画书的强烈需求。

但是，在国内的童书市场上，引进版图画书的市场

份额始终远远高于本土原创的图画书，一些家长、老

师在购买和推荐图画书时，甚至几乎完全不关注本

土原创作品，完全将目光集中于引进版图画书上。

这背后当然有一些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以及某些出

版单位急功近利的“重引进轻原创”模式。据业内人

士介绍，原创图画书出版周期长、见效慢，市场风险

大。有些出版社为了在迅速成长的图画书市场上分

一杯羹，就采取走捷径的办法，大量从国外引进版

权，甚至不惜提高版税。在这样的出版逻辑支配下，

一些出版单位对引进版图画书的质量疏于把关，导

致一部分质量参差、泥沙俱下的作品也被大张旗鼓

地输入国内，不仅扰乱了市场，而且也是对读者的不

负责任。针对这一现状，2017年初，有关出版单位接

到通知，要对进口童书，尤其是其中的图画书进行数

量和比例上的限制。

进口图画书受到限制，无疑为原创图画书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提高

原创图画书的质量和创作水平，应该是当下作家、学者

集中探讨的话题。在2016年6月举行的“第二届中国

原创图画书论坛”上，高洪波就曾提出，就创作环节而

言，目前国内对于图画书的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形成

共识，一些写作者和出版者对图画书的理解过于简

单，一些作品未能达到图画书应有的艺术品质等等，

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广大读者对于原创图画

书的判断，甚至引发了一些争议。不少儿童文学作

家、研究者和编辑发出呼吁，认为有必要对图画书的概

念现状、艺术标准和发展方向等，作出进一步的辨识与

厘清。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原创图画书的创作、出版起

步较晚，虽然已经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作者和作品，有的

还获得了有影响的国际奖项，作品版权输出到了国

外。但从当前原创图画书出版、销售总体情况看，我国

离图画书大国还有不小差距。李学谦认为，导致这种

现状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四点：1.儿童视角的缺失。有

些作品看似写给儿童的，但说教意味比较明显，以成人

的视角来俯视儿童，功利心强，面目刻板。有的作品主

题先行，只考虑作品要达到的目的，不考虑儿童的阅读

感受和审美体验。2.创作题材比较单一。围绕传统文

化、传统节日、民俗、传说故事等进行创作，民俗、怀旧

故事过多，缺少对当前的儿童生活、儿童心理和儿童状

态的深度呈现和挖掘，缺少深刻反映中国人深层精神

特质和历史文化积淀的作品，缺少孩子们喜爱的幻想

和非现实类童话故事。3.文字和图画没有形成“合

奏”。当下，国内可以同时进行图文创作的作者严重缺

乏。在创作过程中，更多的时候是图画和文字作者各

干各的，相互沟通和交流不充分。4.一些出版单位重

引进轻原创、重数量轻品质、重名家轻新人，导致原创

图画书出版资源流失。

针对这样的现状，李学谦提出建议，希望有关部门

应该加强对原创图画书创作、出版的引导、扶持，规范

对图画书的认识，加强现实题材原创图画书的创作和

出版。

正如海飞所说，“图画书，是文学和图画的结合体，

是儿童文学图书一个重要组成，是需要经济实力支撑

的精品童书。国际上一直把图画书列入童书的重要门

类，把图画书看做带图画的儿童文学读物，并设立各种

大奖、重奖予以鼓励。如国际安徒生奖，就同时设有安

徒生文学奖和安徒生插画奖。毫无疑问，中国图画书

的原创、引进、出版、奖励、研究、市场、阅读推广、国际

合作，都将进入一个历史最好时期。”就市场表现来看，

中国图画书似乎确实面临着“最好的时代”。但是，繁

荣的背后总会有泡沫相伴而生。与儿童文学创作出版

领域普遍存在的“跟风”、雷同、肤浅化等问题相似，原

创图画书也存在不少问题。海飞就此进一步强调“慢

写作，精出版”的重要性。

好的图画书是哪些作家、哪些画家创作出来的

呢？白冰认为，他应该是图画书虔诚的信徒，不是为了

创作而创作，故事应该从他的血液当中流淌出来，他是

用心灵写作。他举例说，佐野洋子的《活了100万次的

猫》实际上是她一生对于生命真实感悟的记录和创

作。她有过恋情、爱情，也有过坎坷、曲折，她把这些生

命经历和感悟通过这本图画书表现了出来，所以这本

书能成为经典，能够流传，能够打动很多孩子和年轻

人。佐野洋子说，创作《活了100万次的猫》是她最穷

困潦倒的时候，所以她能把生命中那种真实的感受写

给读者。但是后来的生活比较舒适安逸了，创作上的

感觉好像反不如以前。因此她认为，有些作家是需要

在苦难当中进行创作的。

如何提高本土原创图画书的水平，白冰建议，首先

要培育一批有名的图画家。“我们现在不缺优秀的作家

和画家，但因起步较晚，大家认真在画，但是我们的画

家、作家、编辑们对于图画书的艺术特色、艺术优势还

没有完全掌握，现在我们的图画书和欧美、日本、韩国

的差距就在这里。我们的作家、画家和图画书编辑

都需要培养，但是培养谁最重要？我觉得编辑最重

要。只要有一批出版人、专业编辑、图画书编辑来

做桥梁，把画家和作家的智慧、心血凝聚在一起，就

能做出非常优秀的图画书。”其次，要想催生图画书

的大国时代，作为出版人需要冷静，要坐得住冷板

凳，要能够耐得住寂寞。“国外很多经典优秀的图画

书都耗费了三五年甚至八九年才画出来，但是我们

可能8天就画完了一本图画书。在这方面，中少总社

做得好，他们总是慢慢地和作家、画家磨，只有这样才

可能出精品。”

与此同时，中国本土原创图画书要想在世界上立

足，仅仅是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是不够的。如何打造

中国特色的图画书，如何让原创图画书真正在中外读

者心中立住，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陈晖提到，原

创图画书应该重视中国故事与中国元素的表达与呈

现。承载和传递各个国家及地区、各个民族的多元文

化，是世界图画书创作的重要特点与趋向，中国原创图

画书当然应该特别重视中国故事、中国文化的表达与

呈现，在作品题材、人物、自然及社会环境、生活场景等

内容的多个方面，在文字叙述、绘画技法、媒材使用等

多个层面，都予以充分的体现及丰富而优美的展现。

此外，将中国元素、中国风格作为原创图画书评价标准

时，应避免将这个方向的评价简单化、表面化，避免单

调地指向民俗风情及流行的中国符号与概念，努力寻

求与世界图画书的表意体系和话语方式的对接及贯

通，让图画书的中国表达具有面向世界讲述中国的高

度与格局。

学 区 房
“二舅，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住的这

个小区成学区房啦，现在一平米能卖八

万，还有人说明年就能上十万。”

“嘿，醒醒！醒醒！我看你这是梦没

醒吧？”

“二舅，我什么时候蒙过您啊？现在

的房子就是这价儿。买房的事儿，我可

没少劝过您，想当年您兜里的钱大房子

买不起，可买套小房子还是够的，好歹

也算个投资。可您不听啊，还把我们两

口子都训了一顿，说我们胆大妄为、做

事鲁莽，贷了那么多款，今后拿什么还。

可如今您那点儿钱买小房子都别想了，

也就够买间厨房了。”

您说这小子气不气人？这不是存心

往我的伤口上撒盐吗？放下电话，我上

网查了一下侄子所住的那个小区的二

手房价，看来他说的没错，二手房每平

米均价8万，小户型的则更贵。

晚餐时，和夫人聊起近期的房价，

当我激动地说到侄子的房子已经涨到8

万一平米时，您猜怎么着，夫人只是淡

定地说了句：“8万算什么，这在北京的

学区房里算低的。现在好学校边儿上的

房子，都好几十万一平米呢。”

那顿饭吃得我这叫一个别扭，平时

都是一碗饭的量，可那天半碗饭都是硬

塞下去的。最可气的是，那半碗饭不往

下走，就堵在胸口上，我自个儿清楚，这

是让气儿给顶的。

打这以后，我就开始关注北京的学

区房，我倒是想研究一下，这京城的学

区房怎么就疯长成这样呢？夫人说我是

闲的，瞎操心。可我却不这么认为：“房价

涨跌，匹夫有则。我要是研究出个子卯

寅丑，说不定对中国房地产的发展还作

出了贡献呢。”

“这还用研究吗？我告诉你，这叫可

怜天下父母心，全都为了孩子，现如今养

孩子不易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哪家不是

望子成龙？以我说，敢花大价钱买学区房

的家长那叫尽责，哪像你啊，当个甩手掌

柜的。我问你，咱儿子上学，你操过心

吗？”夫人的话茬儿有点儿硬。

通过调研，我发现学区房之所以涨

成了天价，主要是有需求，而这需求哪

儿来的？根子在于优质教育资源配置的

合理性上。换句话说，就是好学校太少。

从古至今，放眼世界，咱们中国人

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是罕有对手的。自打

隋炀帝琢磨出了科举制度，古人们对教

育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从此，教育背后

的功利主义就愈演愈烈。生活在当下竞

争如此激烈的人们，则更把教育视为改

变人生命运的重要途径。这其中最让家

长头疼的是，如何能让孩子就读上一所

名牌小学。细数下来，北京知名的小学

并不少，可分散到偌大的京城里，就显

得颇为稀缺。

可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成为驱使

人们东拼西凑去买学区房的理由。正当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当口儿，一次通话，似

乎让我找到了某些答案。

最近得知一位好友斥资千万，买

了一套名校附近的学区房，我特地致电

表示祝贺。好友话不多，且听得出一丝

疲惫和无奈。但他的夫人却兴致盎然，

足足跟我聊了一个半小时。挂了电话，

我不得不由衷地羡慕好友，居然能娶到

这样的贤内助。这不，她在电话里说的

很清楚，房子是她做主买的，房钱也是

她多方筹集的。关于为何执意买房，这

位娇小女人的远见则让我暗自佩服。

“我跟您讲，家里是花了 1000 多

万，看似底儿被掏空了，可我的孩子上

了所硬件、软件都是没得挑的好学校。

我做过调查，一般来说在好学校里，做

个中等生，将来升学就不愁。可在差一

些的学校里，孩子必须做到优等，升学

才有保障，您说孩子得多累啊。再说了，

孩子在名校里待几年，那见识和眼光可

就不一样了。像我孩子的学校，每年都

组织出国游学，对此我是坚决支持，即

使砸锅卖铁，我也得送孩子出去见世

面，这对未来留学会大有帮助。另外还

有一点也很重要，您可别说我太势利

了，孩子班里的同学，个个家庭条件都

不错，可以讲是非贵即富，说不准将来

就能出几个风云人物。孩子们长大了，

念着曾经同学一场的情分合作点事儿，

那起点可就不一样喽。再有等孩子毕了

业，这房价儿肯定更高，那时候转手卖

了，不但孩子留学的费用有了，说不准

还能换套 200多平米的联排别墅呢。您

说我这思路对吗？”

我原以为买学区房的都是被忽悠

的冤大头，可这番话让我猛然意识到，

如今敢花大价钱买学区房的人其实不

简单，他们想的可能比普通人更长远。

“你发什么愣呢？饭都凉了。”夫人

冷不丁的一句话让我打了个激灵。

“哎，我说，你那表弟前两天不是嚷

嚷着要买学区房吗，下手没有啊？”

“那是人家的事儿，我不操心。”

“嘿，你这人原来不这样啊！热心肠

哪儿去啦？”

我迅速地扒拉完碗里的饭，就一头

钻进了书房。虽然窗外秋色已浓，可心

里却有股子燥热总想往外冒。我喝了口

凉茶，拿起手机犹豫了良久，终于拨通

了夫人表弟的电话。

“喂！小奎，是你吗？你这嗓音怎么

有点儿不对劲儿啊？什么？病了？是装修

累的，哦，新买的学区房，学校还不错。

成，早点儿歇着吧，我挂了。”

唉！这小子下手前怎不跟我说一声

呢？我好歹也研究了这么长的时间，多

少也能给他点儿指导啊。难道我在大伙

儿眼里仅是个纸上谈兵的主儿吗？

“夫人，有安眠药吗？给我来半片

儿。” 缪惟 图/文

最好的时代最好的时代？？
最坏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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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最初撩拨我的书是
一本掉了封皮的《聊斋志异》。
当年我 9岁，整个暑假我或坐
或躺晨昏颠倒地读，读得白天
不敢一个人进后院，天擦黑就
不敢朝外望。那是我第一次读
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它在
我的阅读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从此我喜欢上了砖头样的
书，知道里面有不平常的东西。
《聊斋志异》是最具想象力也最
能开启读者想象力的一本书，
我一直庆幸我最早读了它。

长大了反复读的有《红楼
梦》《红与黑》《包法利夫人》《唐
诗宋词选》等等。反复读是因为
总觉得没读完，它们是那么浩瀚与开阔，简直深不可测。任何
时候，随便翻一段，就会沉迷进去，绝不厌倦。

而有些书，甚至许多书，是经不起反复阅读的。那滋味就
像交了一个品质不端的朋友，会有受骗上当悔不该当初的难
受。

我一直觉得，衡量一本书的好坏，是读后能不能记住，能
记多久。多年后的某个下午，我忽然无来由地很想一本书。想
起当年读它的馨香与感动，觉得那是最美最不该忘的。仿佛失
散的知己，才知道过尽千帆皆不是、除却巫山不是云，偏偏又
不经意失散了。

它是旅美女作家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我像要找回
自己的心肝一样坚决要找回它。好像找不到它，我就不完整。
细想来，感动我的作品无尽多，可真正让我爱上文学拿起笔写
的，就是这位作家的这部作品。它对我有着太多的意义，怎么
能够失却？

从书店到托朋友找，无数次碰壁，我依然不死心。最后还
是我的大学老师帮我复印了一本。难得她细致，不仅装订成册，
还加了粉红色卡纸做封面。最娇艳的粉红，一看就是贴身的细
软。我一直将它藏在床头柜里，轻易不肯示人。

像炸弹样彻底摧毁、震撼过我的书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
和平》，它非常厚实，读完首先需要长征般的毅力。那是大学暑
假，为了它我做了宿舍的留守女孩。前50页，我是强迫自己读
完的，进入情节之后就欲罢不能了。真正的废寝忘食，如痴如
醉。读完像历了一次险，征服了一座山，过完了长长的一辈子。
我对人间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知觉，好久才愿意拿起其他书。

也有二胡样的作品，不管什么时候，想起来那忧伤的琴弦
就拉扯在心上，挥之不去。那是台湾文学，其中萧丽宏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尤甚。
大学时代，帘子后面突然传出低低的抽泣，掀开才知道她不为想家，也不为失恋，
仅仅是为那段诚挚却错失的爱情打动。宿舍里8位同学一起看了4年小说，心硬
也好心软也罢，最后都难逃为“萧作”一哭。毕业10年，偶尔从网上下载再读，不
想还是涕泪纵横。我想它的动人之处就是书里书外难得的气质——古典的语言、
古典的情怀还有古色古香的真与纯。

我在所有的读物里偏爱传记，反复读的是欧文斯通的《凡高传》。我在很多场
合提过这本书，如果你心里有点安分不了的念想，如果你的理想之光总在跟你捉
迷藏，而你的脚步已经疲惫，甚至感到了艰难，你不妨读读它。它能最大限度地告
慰你：如果爱，惟一能做的就是坚持，坚持到底。或者无人喝彩的寂静比热闹还
好。

有了女儿，我才知道世上原来有那么多优秀的儿童小说。儿童文学不仅仅是
安徒生童话与格林童话，也不仅仅是日本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林海音的
《城南旧事》。多少可爱又稚气的童书一夜之间淘气地闯进我的乐园，一时间生命
轻盈了，返老还童似的。

童书一如我的养心丸，每当我在成人文学阅读里累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就
会像度假一样翻出喜爱的童书。其实，杰出的童书亦是人类文学创作的尖顶与经
典。孩子们的阅读最好从这里起步。比如《淘气包日记》《好兵帅克》《没头脑和不
高兴》等等。不管什么样的性格与处境，我敢保证读它们你一定会开怀大笑。你会
快乐，不仅快乐，从此还懂得寻找快乐。

如果想体会思想的乐趣，一定要读《小王子》《青鸟》和《毛毛》那类智慧书。
《毛毛》是惟一一本我读了一半再也舍不得读完的书。书中好像伸出一只隐形、奇
异的手在重新组装我这个人。它让我兴奋的程度叫我震惊与害怕——因为读了
一半，我就尝试着去写我从未写过的文字。一个无比美妙的世界似乎就在我的对
面，隔着一层面纱触手可及。

如果你经常大海捞针似的去书店淘宝，经常一个人对着书乐不可支或默默
饮泣，你一定能体会个中痴迷与疯狂的幸福，而且越读越痴迷疯狂，越读越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