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ULTURE 文化

3E-mail:liwei@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李伟 美编/吴婷 2018.11.15

■本报记者 曹之光

首次与全球最大的童书展——意大

利博洛尼亚童书展实现联动，来自 25个

国家和地区的367家展商参展，海外展商

达 194 家，同比往届增长超过 100%……

11月 11日，2018上海国际童书展在世博

展览馆落幕。漂亮的数据、丰硕的成果，

童书展通过年复一年的提质升级，让“品

质”成为读者与国内外参展商近悦远来的

理由。

“2015年，我们首次参加上海国际童

书展时曾预言：‘上海可能会成为东方的

博洛尼亚’。今年，预言成真了。”英国沃

克出版社集团海外销售总监卡洛琳·缪尔

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油墨味更淡了
用质量而非低价吸引读者

用眼睛饱览新知识，用鼻尖嗅探油墨

味，谈及走进实体书店的感受，人们总爱

形容为“让身心浸润书香”。然而，油墨味

的“书香”，对上海国际童书展所面对的主

要受众——儿童来说，却是避之不及的。

“6年来，我在展场里闻到的油墨味一

年比一年淡。闻味道，你就知道童书展每

一年都在进步。”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相关

负责人王女士说道。连续6年参加上海国

际童书展，牛津大学出版社无疑是“老字

号”外国展商。在她眼中，这是一个兼具专

业贸易和大众阅读推广功能的优质平台，

而今年无论是中英文童书的内容质量，还

是过去并不被重视的问题——油墨、纸张

是否绿色环保，都较往届有质的飞跃。

在本届童书展现场，牛津大学出版社

和美国的维亚康姆尼克消费品公司签约

了中国合作项目。双方将基于《爱探险的

朵拉》等经典动画片，面向3至6岁的中国

儿童开发多媒体英语学习产品，包括教科

书、视频、歌曲和在线资源。而在牛津大

学出版社的展位上，前来咨询相关产品的

读者络绎不绝。“我们推出的都是进口书，

价格比较高，但因为看重内容，家长的反

响都格外好。”王女士认为，家长们来童书

展买书，并不只是为了“捡便宜”，而是开

始追求童书的品质。家长的追求，将倒逼

国内童书市场走向专业。

和网店相比，在今年童书展购书并没

有价格和数量的优势。前几天展期的折扣

大多是 8折，少量出版社部分书籍最低 5
折。直到11月11日闭幕前的最后两三个

小时，更多展台才贴出了打折的标签，而此

时展位上的余货已所剩无几。许多亲子家

庭淘书淘到最后一刻，大包小包满载而

归。“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大早就来了，买

了三四十本书，有绘本也有科普书。”离闭

幕还有10分钟，7岁的小读者彭晟轩一边

选书，一边告诉记者。他的父亲表示，买的

书一部分是家长前期做好功课，到现场寻

找的优质读物；另一部分则让孩子尽情挑

选。“孩子在网上买书不方便，实体书店里

的绘本常常是塑封的。唯有在童书展里，

孩子可以翻阅每一本感兴趣的童书，这是

真正属于他们的读书天地。”他说。

童书展期间，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发布的《2018年1-9月少儿图书零售

市场分析》显示：少儿出版零售市场同比

增长了 14.24%。少儿图书零售市场动销

品种共 259048 种，其中，新书品种为

22545种。童书展现场也延续了前三季

度的火爆销售趋势。中国出版协会常务

副理事长邬书林认为，中华民族本有重视

家庭、重视教育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少儿出版的

繁荣，提升了少儿图书的质量。他表示：

“像我这样白发苍苍的老汉都有体会：当

我们给孙子、孙女买书的时候，是不介意

书价高低的。”

版权交易更热了
走出去引进来实现双向互通

“内地的读者和出版商真是太热情

了。我们真的很难分辨哪些书更受欢

迎。”在本届童书展现场，香港馆相关负责

人周女士高兴地告诉记者，他们将汇总所

卖出的书籍，以及与内地出版机构接洽的

信息，为日后继续向内地推广香港童书做

准备。

在香港馆大热的背后，是本届童书展

的一个新飞跃：首次引入了博洛尼亚童书

展的专业资源，加强了对国内外展商的招

展力度。国际展商的展位面积较上届增

长20%，澳大利亚、俄罗斯、西班牙和中国

香港均为首次组团参展。具有多元文化

元素的童书新品，吸引了读者与出版机构

的目光。

经过3天的沟通洽谈，国内外出版商

在童书展上达成的版权交易，比前几年有

显著增长，既有外国童书引进，也有中国

原创童书输出。其中，少年儿童出版社签

署了17种图书版权输出协议，经典的《三

毛流浪记》将有意大利语版，热门的《小熊

包子》系列则将“说”起韩语和阿拉伯语。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与影业巨头环球影

业合作推出“梦工场经典电影双语阅读”

系列新书，由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功

夫熊猫》双语版“打头阵”。法国展团的弗

洛伦特·格兰丁表示，童书展期间，他每天

都有 20场提前预约的会面，现场还有许

多临时会谈，直接与中国出版社合作在童

书展成为现实。

借助童书展这个平台，海外展商间也

在相互“淘宝”。韩国出版文化产业振兴

院携来自 10余家出版社的 56种童书参

展。

“韩国童书蕴含的情感十分细腻，甚

至能让成年人都深受感染。这种风格的

童书，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读者来说十

分新颖。”相关负责人透露，除了有中国的

出版机构希望出版中文版外，甚至还有来

自欧美的出版机构，表达了引进出版英语

版的意向。

此外，在今年新设的授权专区内，16
家国内外授权方携年度最火少儿 IP 亮

相。这里不仅有小黄人、功夫熊猫、宠物

小精灵、果宝特攻，还有魔法童书会、小鹿

杏仁儿、红眼镜猪猪、动物合唱团、海豚帮

帮号、酷虫学校等。国内外授权方与童书

出版届共同探讨多元化经营和跨界融合，

现场共举行了36场商务配对会。

通过童书展这个媒介，中外文化实现

了双向互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童

书出版的国际交流，主要集中在版权引进

上。1995年到 2004年的 10年间，引进童

书从国内童书总量的 2.29%，增加到

20.5%，版权引进输出比最高时达到15.5：
1。到了 2015 年，这个数字已经回落到

1.9：1。”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

孙柱表示，童书图文并茂、浅显易懂，且文

化壁垒相对较低，更容易实现版权输出。

通过童书展达成的版权交易可以看出，如

今“走出去”已是中国少儿出版行业的常

态，既彰显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也让各

国青少年更加了解中国。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11月12日，由

市新闻出版局主办的 2018 年度“最美的

书”评选揭晓，来自全国各地 20家出版社

的25种图书荣膺本年度“最美的书”称号，

并将代表中国参加2019年度“世界最美的

书”评选。盲文书首次入选，成为今年的

最大亮点。

今年入选的 25种图书，内容、风格较

往年更加多样：《“微”观茶花 束花茶花发

展简纪》的护封采用模切的工艺及浅粉色

调，让人联想到花瓣，洋溢着中国传统美

学意蕴；《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的制作采

用老店铺包点心的粗陋纸张，表现逐渐消

失的民间老行当百业，有朦胧之美；《鼻屎

说》则充满谐趣，将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堪

的恶习描绘得不失可爱之感，尽显年轻设

计师的活力和用心。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彩虹汉字丛

书（盲文版）·触摸阳光草木》，则是自2003
年中国“最美的书”评选创立以来，首部面

向视障者的入选图书。该书的封面设计

采用黄色与黑色，看上去感觉比较厚重，

实际却很轻巧。书内可供触摸的凸点，能

让盲人了解汉字字形的源流变化，感知字

词背后的文化内涵。同时，为方便普通读

者阅读，则配以文字与盲文对照，文字也

可触摸。整本书设计简洁明了，视觉效果

突出，体现出人文关怀。评委一致以“感

动、诚意”予以肯定。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作为2018浦
东文化艺术节的活动之一，绘写新浦东

“金桥杯”2018浦东新区市民艺术（美术、

书法、摄影）作品展日前在浦东展览馆开

幕。本次展览共展出246件作品，名家与

初出茅庐的“草根”同台炫技，展现出浦

东的群文创作的雄厚实力。

2015年，浦东首个区级书画创作基地

在“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书画）”金桥镇挂

牌成立。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以

此为契机，联合金桥镇政府创办“金桥杯”

浦东新区市民艺术作品展，打造浦东的群

文品牌。本次展览共收到美术、书法、摄

影作品共1632件，经上海市美术家协会、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上海市摄影家协会的

专家评委评审，共评出入选作品246件，其

中优秀作品90件，特邀作品22件。

特邀作品的作者大多是新区美协、书

协的骨干，其他作者均为各行各业的普通

市民。全职妈妈林剑寒的一幅宋词书法

此次被评选为优秀作品。她介绍，2年前

孩子学习书法，她就拜在同一名书法老师

门下，并在老师的鼓励下报名参加了本次

展览。“通过书法，我既陶冶了情操，又拉

近了亲子关系。”林剑寒笑着说。

本次展览免费对公众开放，将持续

至11月22日。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俄罗斯六大顶

尖剧院与舞团的14名明星芭蕾舞者，齐聚

浦东展现最高水平的芭蕾表演艺术。上周

末，“圣彼得堡芭蕾明星·足尖盛典”芭蕾

Gala（集锦演出）在东方艺术中心连演两

晚，获得了场均九成的上座率。两场演出

带来融合古典与现代的15个芭蕾舞段，其

中由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作品《奇鸟行状

录》改编的现代芭蕾作品《编年史》，在东艺

举行了世界首演。

俄罗斯素以芭蕾艺术闻名，而圣彼得

堡则因芭蕾表演团体与芭蕾艺术院校云

集，成为全球芭蕾舞爱好者心目中的“圣

地”。本次演出演员所属的团体中，除了莫

斯科大剧院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外，其

他 5家舞蹈团体均位于圣彼得堡，它们分

别是马林斯基剧院、圣彼得堡芭蕾舞剧院、

米哈伊洛夫斯基剧院、里奥尼特·雅各布森

芭蕾舞剧院和艾夫曼芭蕾舞团。14名演

员中包括5名首席舞者和9名独舞演员，可

谓星光熠熠。

本次演出采取的Gala形式，汇聚了多部

舞剧中最精彩的舞段，是芭蕾舞台上非常受

到观众欢迎的演出形式。尤为特别的是，15
个舞段中没有列入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天

鹅湖》，而是通过别具匠心的编排，呈现了一

台古典芭蕾、现代芭蕾彼此交融的视觉盛

宴。其中，既有《泉水》《巴黎的火焰》《罗密

欧与朱丽叶》《唐吉诃德》等经典芭蕾舞段，

也有《古巴·胡桃夹子》《别离》《蝴蝶》《情·殇》

《全都错了》等现代芭蕾舞段。现代芭蕾作

品《编年史》，也在上周五晚揭开神秘面纱：

来自哈伊洛夫斯基剧院与马林斯基剧院的

两名舞者身着鸟喙造型的头盔、武士铠甲般

的翅膀，配合日式和风与电子元素混搭的音

乐，带来创意十足、充满惊喜的表演。

“今年是上海和俄罗斯圣彼得堡缔结

友好城市关系30周年，我们汇集了圣彼得

堡、甚至是全俄罗斯最优秀的芭蕾舞演员，

演出的舞段也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本次演出的组织方、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

芭蕾舞节相关负责人叶卡捷琳娜·加拉诺

娃表示，演出获得了圣彼得堡政府机构的

支持，以此助推中俄文化交流。

在东艺 2018/19演出季中，以“圣彼得

堡芭蕾明星·足尖盛典”为代表，“一带一

路”元素成为舞蹈演出的一大看点，展现出

不一样的文化风情。东艺副总经理罗学勤

介绍，本月东艺还将带来多场“一带一路”

主题的舞蹈演出。本周五、周六，中央芭蕾

舞团将献演大型原创芭蕾舞剧《敦煌》，该

剧以芭蕾和中国舞、民族民间舞结合的方

式，展现以“敦煌人”为代表的文保工作者

百折不挠的精神。11月20日，爱沙尼亚历

史悠久的瓦涅姆因剧院芭蕾舞团将带来现

代芭蕾《围棋——白与黑的博弈》。而明年

5月，乌克兰顶级舞蹈家马拉霍夫也将率一

批欧洲芭蕾明星，带来精彩的Gala演出。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11月 12日，

第五届国际艺术评论奖颁奖典礼在上海

民生现代美术馆举行。在来自全球的94
篇中文投稿、68篇英文投稿中，中国的王

欢以《个体不缄默——关于波尔坦斯基

的“肖像语法”》一文斩获大奖。组委会

认为，作为此奖项历史上首个 90后大奖

得主——王欢的获奖，反映出艺评人的

年轻化趋势。

如今，艺术展览的观众越来越多，但

是艺术评论却因艰涩难懂，长期被人诟

病为“小圈子的游戏”。国际艺术评论奖

主席亨利·梅里克·休斯介绍，今年稿件

的高质量让专家与评委印象深刻，评奖

倾向于那些“反套路”“去文体化”的作

品。最终获奖的稿件都有这样的特质：

“不泛泛而谈，要言之有物，既要体现出

理论背景和专业深度，还要让普通大众

有阅读的兴趣，能从头读到尾。”

今年国际艺术评论奖的投稿者来自

各行各业，但中英文投稿者的人员组成

有显著差异。其中，中文投稿者中既有

策展人、艺术家、媒体工作者，还有不少

非艺术专业背景的投稿人，在读研究生

或本科生占据了三分之一。而在英文投

稿者中，职业批评家超过50%，艺术家、策

展人也是投稿的主力。中英文的大部分

作者都是 85后青年。北京大学教授、艺

术史专家朱青生感慨道：“国内外的作者

都这么年轻，思想上都与世界接轨。”

休斯透露，他通过翻译阅读了中文稿

件，发现作者都有很强的理论素养。而英

文稿件则更加具有先锋性。而中文投稿

者热衷写外国展览的倾向，也引发了一些

思考。今年的奖项评委高名潞提醒中文

艺评人无需自卑：“不要低估中国展览的

质量，不要高估外国展览的质量。”知名艺

术评论家费大为则认为，这是因为中文当

代艺术理论著作多翻译自欧美，因此影响

了作者们的写作思路，评论欧美艺术更加

容易上手，他鼓励大家未来多尝试评论中

国艺术，“这样才更加有挑战性。”

首次与全球最大童书展——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实现联动

上海国际童书展：读者与展商近悦远来

盲文书首次入选
中国“最美的书”

相关
新闻

14名俄罗斯顶尖芭蕾舞者相聚东艺舞台

现代芭蕾《编年史》完成世界首演

▲▲

▲
▲

▲
▲

90后摘得第五届国际艺术评论奖最高奖
艺术评论人呈现年轻化趋势

名家与草根同台绘写新浦东

家长带领孩子阅读

童书。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国内外出版商在童

书展上展开会谈。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摄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

版的《彩虹汉字丛书（盲文

版）·触摸阳光草木》

①

②

③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