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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时事聚焦 ２０13年9月9日 星期一8

本报记者 刘银艳
实习生 胡虹

拿出退休金来办网站

眼前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思
维敏捷，走路像一阵风，办着时下最流
行的网站， 尽管衣着朴素， 你也得承
认，她是一位时髦的老太太。

8月30日，记者来到杨实诚家堆满
新编儿童文学丛书的书房里， 她正在
琢磨着下载最新的QQ版本，“原来的
版本到期了，这两天登录不上，上不了
QQ，几百个作者就没法联系。”

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担任编审
时， 她一年里打交道的作者不过几十
位，如今成了网站主编，这个数字翻了
几倍，加上要更新网站作品、处理邮件、
修改海量稿件、给小网友回信……作为

“儿童文学大本营”网站的主人，杨实诚
退休后的生活，似乎显得更忙碌。

“我是个闲不住的人，退休后若一
味地游山玩水， 或是纯粹跟老伙伴们
一起参加老年艺术团之类， 总感觉这
样的生活少了点什么。”2005年， 杨实
诚在61岁时从湖南省政府参事的职位
退下来后，一直思量着再做点什么，大

手笔的儿童文学评论没少写， 也屡见
报端，但她还是觉得不过瘾。

杨实诚记得有一次在青岛参加全
国儿童文学研讨会， 有同行就向她提
议：“你的作者资源和编辑经验那么丰
富，不办网站可惜了。”

一个只会用拼音打打字、 简单浏
览网页的电脑初级入门者， 对这句话
还真上了心， 回来后就忙开了。“2008
年6月8日，我记得是端午节，纪念屈原
的日子，网站就算正式开锣了。”

“办网站，除了网络知识欠缺点，
别的，几乎不需要什么准备。”杨实诚
告诉记者，在我国，网络儿童文学方兴
未艾，像中国儿童文学网、榕树下-故
事大王、尖尖故事网、童话屋等儿童文
学网站不下60家。她的网站创办之初，
就坚持原创作品，除了培育少年作者，
就是坚持以发表全国知名儿童文学作
家的优秀原创为主， 并请他们亲自授
权， 这在一些只以转载中外传统经典
作品， 或仅仅发表少年作者的原创习
作的网站群中， 对小网友的指导性与
吸引力就大多了。

“我长期从事少儿图书的编辑工
作，很了解图书在发行量上的局限性。
一个作家辛辛苦苦写了文章， 真正能
和孩子见面的机会其实不多。” 杨老

说，像作家牧玲，辞掉正式工作，历尽
艰辛写出《牧玲少年小说系列》4本书，
可也只印了2000套，从此没有再印。

杨实诚决定重新开发作家们已经
发表、出版的作品，让它们借助网络，
再次变为社会财富， 也能更持久地让
孩子们阅读。

杨实诚的想法，得到了黄蓓佳、汤
素兰、叶永烈、薛涛、李丽萍、周锐、宗
介华、刘慈欣、刘兴诗、常新港等众多
儿童文学作家与科幻小说作家的认
可，他们纷纷授权，把代表作和全国获
大奖作品无偿奉献出来。

如果一个孩子， 花钱买一本少儿
图书，也许能碰到三两篇优秀作品。而
当他点击进入“儿童文学大本营”，他
就能读到一两百位名家的优秀作品，
对于一些特别优秀的作品， 杨实诚还
团结了一批像她这样的儿童文学评论
家，写出有见地的“作品导读”、“作品
与分析”， 让孩子们的收获是双重的。
酒香不怕新开张，网站创办不到一年，
访问人次已超过15万。

“为孩子们创办这个能省不少书
报费的公益网站，我的花费并不多，办
网站真是件很划算的事儿。”杨老说网
站忙的时候，手下有4个人工作，一般
情况下只请两个兼职的， 一个负责编
辑， 一个负责技术维护。“我们老两口
都有退休工资，子女不用我们负担，拿
出部分退休金来维护网站， 为孩子们
献爱心，我乐意。”

引导孩子看世界

打开“儿童文学大本营”，童话、儿
童小说、寓言、诗歌、散文、科幻小说、幼

儿文学等品种琳琅满目，首页上还有一
个窗口格外醒目，就是写着“适合9岁至
99岁公民”欣赏的“全球文化大观”。

在这个需要“仰视”的文化大观园
里，人物、风情、文艺、美育、探奇等栏
目林林总总，就说人物一栏，世界各国
政要、王室成员、历届奥斯卡影后、全
球各界名人等音画视频制作， 倾注了
杨实诚大量的心血。

“知识是融会贯通的，如果只关注
儿童文学这个点，境界、眼界就不可能
开阔。我写《儿童文学美学》这本书时，
心理学、世界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
之类的书籍，一本本通读，光美学类书
籍， 就看了八九本。”《儿童文学美学》
出版后， 获得了全国冰心图书奖。如
今，为了办好“全球文化大观”，她让儿
子带回一套香港出版的“世界文化讲
坛”光碟，里面涉及了各行各业顶级专
家学者的讲座，她全部都听了一遍。

“我习惯以学习为快乐，譬如如何
优化你的网站， 如何方便别人搜索到
你的网站，那又是一门新的学问，有很
多讲究与技巧。”杨实诚买了几本大部
头的关于网络知识的书籍， 一点一点
地啃，不断摸索进步。她说她还学会了
各种网络搜索手段， 发展了很多骨干
作者，联络了很多中小学校的老师、家
长。说到这儿，她幽默地一笑，“现在我
也算得上是一个现代化的老太太了。”

“好的网站还是要靠内容，内容为
王。” 杨老对网站建立了严格的审稿
制。编辑审稿之后，作为主编的她即便
出差， 也要用手提电脑坚持将稿件进
行终审。“我要求网站作品质量， 和报
纸、 书籍上已经发表过的同类作品摆
在一起，要分不出高下。”

杨实诚的网站，不断收获着来自网
友的赞誉，有的惊叹“这里就像一个聚
宝盆”，有的称赞“作品水准是一流的，
大有中华儿童文学作家大本营之势。”

让全球孩子都能“访问”

“儿童文学大本营的未来，就是要
成为一个基于维基技术的维基儿童文
学网。”

跟杨实诚聊天， 她嘴里总会不断
冒出新词汇和新理念。维基技术，估计
很多年轻人都没听说过吧， 她却已在
进行深入的研究了。她告诉记者，目前
最著名的使用维基技术的维基百科
（Wikipedia），就是一部基于维基技术
的用不同语言写成的网络百科全书。
因为它允许任何访问网站的用户编辑
维基百科中的任何文章及条目， 而成
为一个动态的、 可自由访问和编辑的
全球知识体。 维基百科上有10万名来
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长期参与编辑工
作，共收录了超过2200万篇条目，是世
界第五大网站。

“未来的维基儿童文学网，就可以
让全世界的孩子们都能够用不同的语
言自由访问和编辑儿童文学作品，成
为他们真正的乐园。 可是这样的思路
要达成现实，只怕年龄不允许喽。”

随着年事渐高， 网站何去何从，成
了杨实诚思虑最多的一个问题。老姐妹
们都劝她把网站关了，颐养天年得了。

“现在长时间坐在电脑前，有点力
不从心了，记忆力也下降了，的确曾动
过停办的念头。活了快70年，我就明白
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离了谁，地球
照样转。即使我这个网站不办了，还会

有更好的网站冒出来。” 可话一出口，
她神色顿时凝重起来，若有所思，也许
她想到了初创时的艰难， 辉煌时的喜
悦，一路走来，太多的情结无法割舍。

“个人力量终归有限，也许是时候
引进新的合作者， 借用新生力量让网
站再上一个台阶了。” 杨实诚还透露，
其实，在开办网站这几年，曾有公司来
找杨实诚谈转让网站的事宜， 这些公
司里，也不乏技术力量雄厚、也很有想
法的合作者，维基儿童文学网的实现，
大概要靠这些后辈了。

在杨老家的客厅与她话别， 厅中
墙上挂着的一幅字让人印象深刻———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人物小档案
杨实诚，湖南桃江人，1944年

出生 ，196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
学。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湖南少
年儿童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现为儿童文学大本营网站主
编。著有《儿童文学美学》、《世界童
话名篇欣赏》、《世界儿童小说名篇
欣赏》、《杨实诚儿童文学论文集》
等作品。另外发表各类论文、评论
近百篇，多次获得优秀儿童文学论
文奖。 编辑图书400多种，43种获
国家级、省级各类大奖。

杨实诚：一“网”情深为儿童

■专题新闻部主办
■本期策划 李志林 本期主编 刘银艳
■电话： 0731-84326432
■邮箱： 31207316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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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的生活， 怎么度过才更有意义？ 100个人就有100种选择。 有的畅游名山大川，
有的强身健体， 有的拣起工作时无暇顾及的琴棋书画。 一句话， 快乐就好。 但也有人， 热
心公益，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就像这位儿童文学评论家， 独力支撑起一家原创儿童文学网
站———儿童文学大本营。 几年下来， 网站累计访问量已达150多万人次。 在这个童心驰骋
的自由王国， 她那颗淳朴的“童心”， 跟过去30年来坚守在为孩子们送去最丰盛的儿童文
学书籍“大餐”的阵地里一样，从来未曾变过。

有最爱的
自 创 网 站 和
编 了 几 十 年
的 少 儿 图 书
为伴， 杨实诚
退休后的生活
很充实。

本报记者
刘银艳 摄

7日17时许，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国际
奥委会第125次全会上，一个令人关注的时
刻终于到来：罗格抽出信封中的白色卡片，
上面写着“TOKYO”。他宣布，东京获得第
32届夏季奥运会主办权。 这备受煎熬又充
满期待的一天在欢笑和泪水中结束了。

当天，来自伊斯坦布尔、东京和马德里
这三座申办城市的代表团，以抽签方式，轮
流进行了45分钟的最后陈述， 并在结束后
举行记者招待会。无论成功与失败，三座城
市所展现的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热情、 专业
和执着被媒体传遍世界。 回顾三个代表团
的表现，可以用四个词概括，阵容强大、扬
长避短、以情动人、投其所好。

刚刚结束二十国集团会议的土耳其总
理埃尔多安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马不停蹄
地从圣彼得堡赶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领衔
申奥团队的陈述， 而西班牙的阵容也不逊
色，不仅有西班牙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
前主席萨马兰奇的儿子小萨马兰奇， 首相
拉霍伊和王子费利佩也到场助阵。

土耳其言简意赅， 陈述人阿莱特第二
句话就直入主题， 突出土耳其的申奥关键
词———文化独特性： 伊斯坦布尔承办奥运
会， 将是奥运会第一次走进以穆斯林人口
为主的国家， 这将“架起连接东西方的桥
梁”“成为未来世界文明对话的成功样板”。

东京财大气粗，力图传递的信息是“确
定性”，陈述团队抛出“45亿美元随时可供
使用的基金”用于扩建场馆和交通建设。

欧债危机中元气大伤的西班牙则主要
突出节俭理念。 首相拉霍伊强调， 80%的

场馆已经建成， 19亿美元的预算可以说是
奥运史上“最负责任， 也是最合理的承办
预算。”

最后一次的较量， 外界对各方实力已
经了然于胸，多数委员投票倾向早已确定，
因此三座城市的策略更多地放在了以情动
人、回应关切上，试图争取那些仍然在其中
一两座城市徘徊的选票， 而恰恰这些选票
可能主导第二轮投票结果。

珍贵的45分钟，或许只是走走过场，但
也许能够力挽狂澜。 技术性阐述自然必不
可少，但关键还是消除人们的疑虑。显然，
三座城市对最近媒体的反馈进行了收集分
析， 对各方意见比较集中的关切进行了回
应，并且为了体现回应的权威性，由三个国
家的政府首脑进行了相应阐述。

针对叙利亚问题，埃尔多安认为，地缘
政治因素不会对举办奥运产生影响，相反包
括土耳其在内的地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奥
运会所传递的团结与和平的信息。拉霍伊则
如数家珍地列举一系列经济数据，试图为担
心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委员带来信心。对于福
岛核事故，安倍则保证：“辐射区域已经缩小
至0.5平方公里，不会影响到东京。”

当地时间下午15时30分，终于迎来最后
投票。在宣布投票规则后，委员们进行第一
轮投票。通常首轮得票最少的城市直接被淘
汰，由剩下的两个城市进入第二轮，东京首
轮42票晋级， 马德里和伊斯坦布尔26票平
手。罗格宣布在马德里和伊斯坦布尔之间加
投一轮，选择一座城市与东京争夺主办权。

这其间发生了一个插曲。 在伊斯坦布
尔和马德里之间进行加投后， 罗格宣布伊
斯坦布尔以49票多数胜出的时候， 在场的

土耳其记者误以为伊斯坦布尔最终胜出，
立刻欢呼雀跃， 一些外媒层层围住准备采
访同行， 而几分钟后当罗格再次宣布举行
第二轮投票的时候， 如梦初醒的土耳其记
者才知道，胜利远没有到来。

最终，此前投给马德里的26票，15票转
投给了伊斯坦布尔，11票转投东京。东京获

得60票，伊斯坦布尔获得36票。
这是日本东京第二次获得奥运会主办

权。 或许举办奥运会原本就是一场经济实
力的较量，而在当前世界经济波动的今天，
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似乎对于“可预期”和
“确定性”给出了更高的权重。

（据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9月7日电）

最后的较量
———2020年夏季奥运会申办城市投票纪实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9月7日电 5000多土耳其市
民7日晚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具有悠久历史的苏丹艾哈
迈德广场， 从大屏幕上看到了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
斯申奥失利的消息； 原来一片欢腾的场面立刻变得鸦
雀无声，人们无不显示出沮丧和失望。

今年是伊斯坦布尔第五次申办奥运会举办权，这
也是伊斯坦布尔第五次尝到失败的苦果， 但伊斯坦布
尔人也表现出对失败的淡定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伊斯坦布尔已经5次申办奥运会，此次申办被视为是
最好的一次机遇。为了实现多年的夙愿，土耳其政府不惜
投入192亿美元来改善伊斯坦布尔的基础设施，包括建设
伊斯坦布尔第三机场来改善伊斯坦布尔的交通状况。

但是， 最近发生了一系列不利于伊斯坦布尔申奥
的事件。首先从6月开始的席卷全国的抗议示威，对土
耳其的形象产生了消极影响， 警察暴力执法行为使很
多人对土耳其能否维持政治稳定产生了怀疑。此外，美
国准备军事打击叙利亚所导致的地区局势紧张也在严
重影响伊斯坦布尔的申办工作。人们开始担心，叙利亚
战火附近的土耳其能否举办一届安全的奥运会。

最后的结果没有给伊斯坦布尔机会， 东京在与伊
斯坦布尔和马德里的激烈角逐中赢得了2020年奥运
会的举办权。

伊斯坦布尔市民承认， 土耳其声称要与美国等西
方国家对其邻国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 这种局势对地
区安全不利，因此对申奥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据新华社马德里9月7日电 7日， 在马德里古城门
阿尔卡拉大门的门前， 数千名市民聚集在这里希望见
证马德里申办2020年夏季奥运会成功的一刻。当马德
里首轮即遭淘汰的消息传来时， 失望的表情和泪水写
在人们的脸上。

尽管对于此次申办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是首轮
即遭淘汰还是让西班牙人非常震惊。

西班牙近年来深陷经济危机或许是其申奥失败的
原因。西班牙政府、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降低了
对西班牙经济复苏前景的预测， 这给马德里办奥运的
资金是否能到位等人们关心的问题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另一方面， 执政党近期曝出的腐败丑闻以及王室的
种种负面新闻也让西班牙的国际形象打了折扣。

伊斯坦布尔第5次失败
马德里市民失望落泪

很久以前，在安纳托利亚的高原之上到处都是
战乱留下的废墟， 经常有突厥骑兵在那里休息，冰
冷的雨水落在铠甲之上， 他们用湿掉的木柴煮羊
蹄，没有人知道他们又打败仗了，他们经常挂在嘴
边的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也许，对于中国人而言，博斯普鲁斯海峡弥漫的
雾和横跨欧亚两洲的那座桥，比我们的近邻日本更有
诱惑力。这里有游牧文化和城邦文化的混血，不仅地
理上横跨两洲，还兼收并蓄欧、亚、非三洲各民族思
想、文化、艺术的精粹。这些年，伊斯坦布尔一直在寻
找自己的“大城之梦”，而体育是他们给世界最好的宣
言———继2010年成功举办男篮世锦赛后，他们又举办
了WTA职业网球年终总决赛， 土耳其足球的热血与
坚韧一直让世界球迷津津乐道，申办欧洲足球锦标赛
也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让世界看到城市的光荣与自
信，现有1500万人口的伊斯坦布尔需要奥运会这样的

盛典。连续5次申办失败后，伊斯坦布尔申奥主席哈桑
表示，还将考虑继续申办，直至把奥运会带回土耳其。
对失败的淡定，也是一种自信。

至于马德里，它一直是欧洲体育版图举足轻重的
城市，体育产值要占到城市GDP的三分之一，皇家马
德里篮球队是在欧洲篮球联赛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
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是全世界实力最强大的足球
俱乐部，纳达尔、加索尔等具有全球感召力的体育明
星，在世界上为马德里打开了知名度。但同样令他们
失望的是，在接连申办2012年和2016年夏季奥运会失
败后，此次申办已经是马德里连续第3次折戟。

无论成功与失败，这一次，3座入围城市所展现
的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热情、 专业和执着感染着世
界。对于成功者表达肯定的同时，不要忘记这两个
光荣而坚韧的落选者，他们的参与历程，本身就是
对奥林匹克的最好诠释。

落选者的荣光
谭云东

图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宣布东京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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