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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少儿图书出版发
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
社（简称“湘少社”）对外文化交流事业不断
发展，在把国外优秀图书“引进来”的同时，
湘少社也大力推动“走出去”战略，其输出
版权在我省各出版社中排名第一。

2015 年，湘少社和亚洲少儿读物节
(简称 AFCC)合作，承办了第六届“亚洲少

儿读物节”中国主宾国活动。2017年，湘少
社派出代表参与第十三届亚洲儿童文学
大会，并接下承办第十四届亚洲儿童文学
大会的任务。2018年8月，第十四届亚洲儿
童文学大会在长沙召开。2019 年，代表着
湘少社对外文化交流“丝路童书平台”搭
建以来最新成果的《海上丝绸之路风情艺
术绘本》第一辑出版，今年，全套书12册将

出齐。
《海上丝绸之路风情艺术绘本》，入选

了“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丛书分两辑，每辑 6 册。第一辑包括《国王
的鞋子》《巨人的火》《想当太阳的小狗》

《鳄鱼的牙齿》《乌鸦与麻雀》《舀干大海》
等，中英文双语，以国际合作出版的形式
协力完成。丛书站在儿童的视角，用图文

故事的形式来展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独
特性。专家评价为“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一次童书出版践行”。

湘江周刊特别组织此专版，既是向广
大读者推介此丛书，也向湘少社在对外文
化交流中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并表
达我们的敬意。

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王芳芳

海上丝绸之路风情艺术绘本(第一辑)
分别由意大利、阿根廷、菲律宾、印度等国的
6 位插画师创作。插画师们接到故事文本
后，对故事发生地的文化、风俗进行了研究，
用传统手绘、数码绘画、拼贴等多种方式来
表现他们心中的这些故事，确保能准确呈现
出各个国家独有的民族文化和特色。

在绘本《乌鸦与麻雀》中，阿根廷插画
师帕奥拉·德·高迪高为乌鸦和麻雀这两
位主人公设计了带有孟加拉国民间特色
的服饰：乌鸦身上穿着棉麻质地的条纹背
心，麻雀身上穿着传统样式的缠腰布。其
他人物，如故事中的女孩则穿着不同颜色
和样式的孟加拉国传统服装“纱丽”。不仅
是服装，画中的房屋均参考了孟加拉国传
统的房屋样式。插画师选择彩铅手绘的形
式，更加细致地表现出这些服饰的布料质
感以及房屋所使用的材质，增加了画面的细
腻和真实感。

意大利插画师萨拉·乌戈洛蒂所绘制
的《舀干大海》中，人物的服饰参考了柬埔寨
的传统服饰“纱笼”和“山朴”，房屋造型则是
柬埔寨传统的竹木结构高脚房屋。

印度插画师伊尚·特里维迪所创作《国
王的鞋子》的插图中，人物服饰、建筑造型等
富有巴基斯坦当地特色的细节，也同样被插
画师以鲜明而丰富的色彩完美地呈现出来。

有时候，插画师会根据自己对故事的
理解来设定人物以及情节，会用一些小点子
来增加整个故事的趣味性。菲律宾插画师佩
吉·阿库纳绘制的《鳄鱼的牙齿》，采用剪纸
拼贴的方式来表现。故事讲述了一位马达加
斯加母亲希望能用鳄鱼的牙齿来发财，在与
鳄鱼一番搏斗之后，最终成为鳄鱼的食物，
只留下儿子独自在河边哭泣。这是一个悲伤
的故事。为了稍微弱化故事的悲剧色彩，插
画师一开始希望用两只拟人的小鸟母子作
为主角来讲述整个故事。经过与作者、编辑
沟通，最后他将主人公设定为相依为命的母
子，并适当改变了故事结局，母亲最终被安
全救回。创作之初，插画师用铅笔绘制了整
个绘本的故事版构图，构图最终确定之后，
在正式开始拼贴的过程中，插画师为小男孩
增加了一位小伙伴：一只灰色的马达加斯加
环尾狐猴。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这只环尾
狐猴陪伴着小男孩一起高兴、一起害怕、一
起担心、一起悲伤。插画师以另一种方式，通
过增加小配角来弱化故事的悲伤色彩和紧
张气氛，使画面更加生动有趣，也能使有宠
物陪伴的家庭产生共鸣。

意大利插画师克里斯蒂安娜·切洛蒂
创作的泰国故事《想当太阳的小狗》，采用
丙烯、彩铅等材料绘制，用柔和的色彩、充
满意境和艺术感的表达方式，描绘出具有
深意的画面。菲律宾插画师阿尔迪·阿吉
雷采用手绘水彩的方式，在本国民间故事

《巨人的火》里重新定义了他心中的巨人
形象。淡雅的背景与色彩丰富的人物形
象，使每幅图都变得充满童趣与活力。最
后一幅图中，大家都围着暖暖的火光跳舞
的场景，让人体会到“团结一心，坚持不
懈，最终肯定能取得成功”的完满。

这些插画师在创作的时候，都怀着期
待的心情，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大家认
可、喜爱，并希望通过自己创作的图画，向孩
子们介绍各个国家的文化，传递爱与美好。

吴岚冲

《海上丝绸之路风情艺术绘本》站在
儿童的视角，用图画书图文故事的形式来
展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区
域文化。丛书分两辑，每辑 6 册，共 12 册。
这个选题入选了“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丛书相关工作从启动以来一直在有
条不紊地推进。2016 年年底，完成选题论
证和确定项目策划方案；2017年年初，完
成文字作者邀约；2018 年年初开始绘制
插图；2019 年 3 月，完成图文排版工作；
2019 年 8 月，完成图文编辑等工作；2019
年 10 月《海上丝绸之路风情艺术绘本》第
一辑6册正式出版。

《海上丝绸之路风情艺术绘本》第一
辑包括《国王的鞋子》《巨人的火》《想当太
阳的小狗》《鳄鱼的牙齿》《乌鸦与麻雀》

《舀干大海》，中英文双语，以国际合作出
版的形式协力完成，从孩子的视角展示了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神话传
说、民间风情和智慧。文字故事由我国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方素珍和冰波根

据各国民间故事撰文；图画插图由阿根廷
的帕奥拉·德·高迪高，意大利的萨拉·乌
戈洛蒂、克里斯蒂安娜·切洛蒂，印度的伊
尚·特里维迪，菲律宾的佩吉·阿库纳和阿
尔迪·阿吉雷等6位优秀插画师执笔；图书
的英文部分由中国青年翻译家胡丹执笔。

在图书制作中，编辑的思路是：一，故
事应具有童趣的语言，可以让孩子很轻松
愉快地接受；二，忠于原文本的故事情节
和人物角色，保留原汁原味的该国民间风
味，通过再创作，使原故事更有情节性，更
生动有趣；三，叙述语言应契合图画书特
点和需求，插图富有地域特色和文化习
俗。每册故事用42p页面呈现，细致考虑图
画书和故事融为一体。

这套绘本集结了中国作家和世界各
个国家优秀画家的群体智慧，是海上丝绸
之路精神在当代的美好传承。绘本的问世，
不仅有助于中国孩子了解“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神话传说、风土人
情，也能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开放通融。

《国王的鞋子》鼓励孩子“遇到难题
时，我们要寻找巧妙的思路，出奇制胜”；

《巨人的火》告诉孩子要“意志坚强，探索
发现，并且永不屈服”；《舀干大海》启迪孩
子“睡懒觉，不和太阳一同起床，就会辜负
生命的一天”；《想当太阳的小狗》提醒孩
子“永无止境地索取，会让自己失去自
由”；《鳄鱼的牙齿》述说“母爱是执着的，
她总是掏心吐哺、从不打折扣”；《乌鸦与
麻雀》教会孩子“友谊要用真诚去播种，要
用善良去浇灌”。丛书聚焦于“真诚和友
谊”“懒惰和勤劳”“自我和自私”“勇敢和
母爱”“创新和探索”“冒险和合作”等世界
性的人性主题，弘扬了真善美的价值观。

书中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
魅力，有助于当下的孩子了解世界文化的
多元化与多样性，领略不同国家及民族的
丰富民俗，展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文化之美。

把民间故事转化为绘本语言

冰波

【冰波，原名赵冰波，国家一级作家。多篇
作品被选入内地及中国香港的小学语文和幼
儿教材。丛书中《想当太阳的小狗》《鳄鱼的牙
齿》撰写者。】

在创作“海上丝绸之路”风情艺术绘本时，怎
样把民间故事转化为绘本语言，是我着力思考的。

《想当太阳的小狗》主要修改了故事的结构，采用
了倒叙手法。“老鼠嫁女”式的情节予以保留，但对
结局做了调整——格琳霓的脖子上多了一条铁链
子——这是一种惩罚，他之前晒死了很多人，让故
事有一定教育意义，也更适合当代的读者。另外，

“别老是盯着太阳，眼睛会坏掉的”，“太阳是万物
之神，无所不能”这样小处的调整，让故事发展更
合理。《鳄鱼的牙齿》这个故事增加了几百字，主要
是设计了拉芙季贝的贫穷（早饭没吃饱），增强推
进故事发展（取鳄鱼牙齿）的动力；又查了资料，增
加了马达加斯加的特征：鳄鱼是当地神明——让
读者明白为什么鳄鱼牙齿这么贵，让故事更合理，
也暗含了拉芙季贝的行为是对神明的一种不尊
重。希望小朋友们喜欢这两本美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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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年开始的郑和下西洋，既是
中国航海史上辉煌的一页，也是中国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终结的开
始。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海上
丝绸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
生机。这个构想对于丝路沿线国家的
儿童和儿童出版业而言，也是童心绽
放的新舞台和交流沟通的新契机。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以下简称
湘少社）在2015年即提出了海上丝路
童书平台的概念，希望以儿童为中心，
以童书为媒介，以文化交流活动为载
体，搭建一个集学术、出版、创作于一
体的跨国界、跨地域的文化平台，促进
童心的交流和文化的互鉴。

2015年，湘少社和亚洲少儿读物
节（AFCC）合作，承办了第六届“亚洲
少儿读物节”中国主宾国活动，邀约全
国 30 多位专家学者赴新加坡开展了
10多场学术讲座，得到16个参与国家
的全力支持和媒体的高度评价。由中
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 16 名
作家联袂创作的主题图书《狮心绘意》
在“中国之夜”隆重发布，拉开了丝路
童书平台的序幕。

2017年，湘少社派出代表与儿童
文学作家汤素兰、谢乐军等一起参加
了第十三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并接
下了承办第十四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
的任务。2018年8月，第十四届亚洲儿
童文学大会在长沙召开，来自全世界
20 多个国家的近 300 名代表参与了
此次盛会。会后出版的论文集《童年的
想象和未来》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好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丝路童书平台
被不断注入新的内涵。斯里兰卡出版
人 Dinesh 及他所领导的儿童出版机
构一直与中国童书界、与湘少社保持
着亲密的友谊。Dinesh 多次来访长
沙，为湘少社国际版权贸易工作提供
新的海外支持。迄今为止，斯里兰卡已

引进湘少社图书逾百种，并将汤素兰、
蔡皋、邓湘子等中国作家介绍到斯里
兰卡，以童书、童话剧、木偶剧等多种
方式向斯里兰卡儿童推荐中国作家、
中国文化。黎巴嫩数字未来出版社等
也与湘少社建立了友好关系。湘少社
的版权团队不仅与他们在长沙、北京、
博洛尼亚等多个城市开展业务交流，
推进版权贸易，还积极探讨更多合作
模式，促进文化传播。

2016年湘少社策划出版的“十三
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海上丝绸
之路风情艺术绘本》，更是以集成的方
式，展现了丝路童书平台搭建以来的
出版成果。作品不仅广泛收集整理丝
路国家的民间故事，请中国作家萧袤、
方素珍、汤素兰、冰波、王一梅等重新
创作，为民间故事增添更多趣味性、教
育性、审美性，而且委托助画方略从全
世界范围内寻找插画师，阿根廷的帕
奥拉·德·高迪高，意大利的萨拉·乌戈
洛蒂、克里斯蒂安娜·切洛蒂，印度的
伊尚·特里维迪，菲律宾的佩吉·阿库
纳和阿尔迪·阿吉雷等 6 位优秀插画
师参与了创作，以更多元的文化促进
童心的理解和融合，以更丰富的视角
激发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这套汇聚 6
个国家 12 个民间故事、4 个国家 6 位
插画师及 5 位中国作家智慧的绘本，
已于 2019 年出版 6 册，2020 年全套
12册书将出齐。

2020年，湘少社从中南传媒手中
接管了天闻动漫公司，作为天闻角川
公司的股东公司之一，天闻动漫也将
利用海内外动漫资源，重新搭建动漫
图书产品线，进一步梳理 IP 资源，开
拓新的动漫图书市场。

海洋，从古至今都让人向往。今
天，我们继续借助海洋的辽阔，借助海
上丝绸之路人文和地理空间，出版童
书，沟通童心，畅想未来。希望 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在当代童书出版和儿童
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催生更
加瑰丽的诗篇。

传递丝路精神的艺术绘本

编辑手记

激发儿童探寻世界的
好奇心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的
海上丝绸之路风情艺术绘本，旨在
推动同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是一
条神奇的“海路”，它连接起了中国
孩子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孩
子的童心。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用
优美的文字、细腻真挚的情感、世
界大同的责任为孩子们展现海上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人民的智慧；来
自国外的优秀画家们则用其充满
灵性的创意和丰富多彩的绘画形
式，让文图形成整体，激发儿童探
寻世界的好奇心。海上丝绸之路风
情艺术绘本的富有国家地域特色
的故事和画面，将帮助孩子们了解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民间智
慧和人生哲理，带孩子触碰这些国
家的文化魅力，让孩子建立和海上
丝绸之路的情感关系。

——李利芳，兰州大学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独特性
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伟大倡议，为古丝绸之路赋予了新
的时代内涵。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民心相通至关重要。湖南少年
儿童出版社出版这套海上丝绸之
路风情艺术绘本呼唤共创人类美
好新未来，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独
特性，以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间故事
和美丽图画积极地向中国孩子乃
至世界传递丝路精神。该选题是共
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次童
书出版践行，有利于促进民心相
通，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小读者将感受
来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故事和艺
术之美，认识到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的
文化繁盛与灿烂，领略海上丝绸之路上各

种文明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共生。
——李红叶，湖南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

适合孩子和大人共读
的美好之书

海上丝绸之路风情艺术绘本聚
焦于“真诚和友谊”“懒惰和勤劳”

“自我和自私”“勇敢和母爱”“创新
和探索”“冒险和合作”等全人类的
人性主题，弘扬了21世纪人类的美
好价值观。这套绘本是一套值得各
大图书馆收藏、各大书店专柜展示、
适合孩子和大人共读的美好之书。

——李迪，三叶草故事家族创
始人之一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眼睛
海上丝绸之路风情艺术绘本

由多位国内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和
国外优秀插画师联手合作，拥有浓
郁的异国风情和民俗场景，引领孩
子沿着当年的足迹重温历史，打开
看世界的眼睛。创作者用童趣的语
言和亲切的人物形象，让孩子在阅
读时得到精神的滋润，在异域风情
的画面中领悟开放包容的心。

——喆妈，喆妈公益阅读创始人

异曲同工 丰富多元
近十年来，本土原创图画书发

展迅猛，其中不乏精品力作，湖南
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海上丝绸之路
风情艺术绘本即是其中之一。这
套图画书以全新的角度，精选了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六个国家的民
间故事，对其进行再创作和配图，
异曲同工，童心相通，丰富多元，

相得益彰，让古老的民间故事焕发出新
的生机。

——曾芳，兰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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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起中国与海上丝路国家孩子的童心我写我书

让孩子建立与
海上丝绸之路的情感关系

汤素兰

【汤素兰，一级作家，湖南师范
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丛书中《国王的鞋子》《巨人的
火》撰写者。】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风 情 艺 术 绘
本 将 串 联 起 中 国 人 民 与 沿 线 国
家人民的情感，串联起中国孩子
与沿线国家孩子的童心，帮助孩
子 们 了 解 沿 线 国 家 的 民 间 智 慧
和人生哲理，带孩子触碰沿线国
家的文化魅力，让孩子建立与海
上丝绸之路的情感关系。孩子们
将感受书本课堂、自身学识之外
的海上丝路世界，认识到沿途国
家的文化是如此多元多彩，让孩
子进入一个“天下大同，携手共
进”的想象世界。

方素珍

【方素珍，资深儿童文学作
家。多年来在中国、新加坡、马来
西亚等地推广阅读。丛书中《乌
鸦和麻雀》《舀干大海》撰写者。】

《乌鸦和麻雀》《舀干大海》
这两个民间故事，前者来自孟
加拉，后者来自柬埔寨。这次再
创作，我的挑战在于怎样在尊
重故事原汁原味的前提下，找
到结合儿童心理的合适表达方
式和故事结构。

在《乌鸦和麻雀》中，我保
留和突出了充满韵律的递增式
歌谣，并使用了更有亲和力的
语句。

孩子之所以爱看绘本，在于
它很重视图文互动。怎样在插图
里表现乌鸦的滑稽、愚蠢，及小
麻雀的聪明、坐怀不乱？我们想

到了围绕麻雀进行版式设计，也
就是“同心圆”的画面结构。圆心
是麻雀，圆周是不断增加的任务
工具。这种构图把整本书都串联
起来了，形成统一的整体。

《舀干大海》的画面融入了
很多浓郁的柬埔寨国家特色，
如以大米为代表的饮食文化，
以“纱笼”为代表的柬埔寨传统
服饰等。为了让画面显得更干
净整洁，我提议去掉了一些过多
的元素点缀。张生夫妻和胡君夫
妻对“舀干大海，获取海底宝藏”
的不同表现状态是我叙述的关
键点，我从准备工作的详细与
否、出发时间的早晚、舀海水时
的持久和遇到困难时的心态等
多方面展开描写。担惊受怕的海
底鱼儿对这两对夫妻的不同反
应则代表着人们对“勤劳和懒
惰”两种品性的扬和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