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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绘本作家葛瑞米 贝斯在武汉首发最新原创绘本《彼此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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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武 汉 5 月 14 日 电
澳大利亚著名绘本作家葛瑞米·
贝斯日前在武汉出席“发现彼
此·放飞想象”
的新书分享会，面
向全球首发最新原创绘本《彼此
树》。
《彼此树》的主角是一头牛
和一只鸳鸯，它们虽然同住一棵
大树，却彼此猜忌、相互防备。
当风暴来临，它们的家园轰然倒
塌，才意识到只有相互信任才能
呵护好家园。作品将中国传统
文化中“和”的价值观念用图画
书的语言表达出来，阐述了共建
和谐家园的美好愿望。
《彼此树》是贝斯“中国故事
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作品，书
中包括了 12 种中国特有的珍稀
动物和多座中国地标性建筑物，
还出现了“三部曲”第一部作品
《龙月》里的“龙月”和“熊猫”等
形象。
贝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他的心中早就存在着一个关于
“树”
的主题。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在深圳一处公园里看到一棵
巨大的树，决定将它作为心中的
“彼此树”
。
“那棵大树的树干像一个大
而圆的半球，我想它埋在土壤以
下的部分，一定也有一个反向的
半球。”
贝斯说，
《彼此树》蕴含了
中国文化中“顾此失彼”
“不分彼
此”
等意义，这是一个适合用“世
界语言”去讲述、去讨论的有趣
的故事。
在 30 年的职业生涯中，葛
瑞米·贝斯创作了《动物王国》
《第十一小时》
《来喝水吧》
《阿吉
的许愿鼓》等经典作品，全球累
计销量均超过百万册。
2016 年 3 月 ，在 武 汉 举 行
的澳大利亚文学周上，贝斯与长
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不期而遇。
双方在日益深入的交往中，决定
创作“中国故事三部曲”
，向全世
界的儿童介绍中国风貌、传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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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纪录片《亚洲 文明之光》

展现亚洲文明的演进脉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 3 集
高清纪录片《亚洲 文明之光》于 12
日至 14 日播出。该片从人类历史
发展视角，展现了亚洲文明的演进
脉络，再现了亚洲在世界历史进程
中悠久灿烂、多元共生、交流互鉴的
文明图景。
据央视相关负责人介绍，
《亚
洲 文明之光》呈现了亚洲地区从文
明出现、建立、成熟、辉煌、交流和影
响的历史进程，
讲述了越南的奥黛、
柬埔寨的吴哥窟、约旦的佩特拉古

澳大利亚著
名绘本作家葛瑞
米·贝斯。
资料图片
国文化。
《龙月》和《彼此树》的中国
作者陈颖说，在和贝斯的深入探
讨中，他惊喜地发现，贝斯心中
这只自我寻找、自我突破的小丑
鱼“龙月”
和中国传说中的“鲤鱼
跃龙门”的情节非常相近，于是
双方一拍即合。
在贝斯过往的作品中，一直
充斥着不少中国元素。和《彼此
树》同时发布的中文版《龙的发
现》源自贝斯 1990 年代在澳大
利亚出版的作品，其中描绘了一
只来自亚洲的中国龙。
还有 2001 年问世的《来喝
水吧》，书中一只憨态可掬的熊
猫，成了外国绘本作家笔下一个
深入人心的
“中国角色”
。
“中国是一个文化内涵极其
丰富的国家，我所有的作品几乎
都绕不开它。”
贝斯说，他一直希
望通过串联起这些珍贵的文化
符号，
启发智慧、沟通世界。
记者从长江少儿社了解到，
贝斯和陈颖正在着手合作第三
部“中国故事”。相较于前两部
作品，第三本故事《长江》
（暂定
名）的叙事跨度将会更大，预计
于 2020 年底在武汉全球首发。
贝斯表示，动物是自己惯用
表达的载体，每当画动物时，他
都感到充满激情。因此，
《长江》
依然会展现一个动物主角，它将
游历中国的大江大河，在中国广
袤的大地上进行探险。
他指出，中国原创绘本市场
正迎来爆发期。如今，中国的父
母更加注重亲子阅读；中国的幼
儿园、图书馆、绘本馆等场所也
出现越来越多阅读推广人的身
影。
“绘本阅读是全世界儿童开
启人生阅读大门的第一把钥匙，
我乐意把一个一个五彩缤纷的
故事装进这把钥匙。而那一把
来自中国的钥匙，古老神秘，而
又历久弥新。
”
贝斯说。

第 29 届书博会 7 月在西安举行
近千家出版发行单位参展
新华社西安 5 月 14 日电 第 29
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 7 月
27 日至 30 日在西安举行。来自内
地 30 多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的近
千家出版发行单位，以及“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出版机构将参展，
预计
参展人数近 3 万人。
记者从 14 日在陕西西安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书博会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陕西省人民政
府、西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主题
为
“礼赞新中国 书香新丝路”
。
2019 年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
为庆祝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
本
届书博会将举办全国图书精品展和
“ 寻 找 建 国、国 庆 ”读 者 与 赠 书 活
动。同时，为推动出版业创新融合

发展、凸显丝路元素、促进行业交
流，本届书博会还将举办数字出版
“创新融合智慧未来”发展论坛、丝
路国际书店论坛和
“红沙发”
系列高
端访谈等活动。
本届书博会主会场设在西安曲
江国际会展中心，共设 5 个展馆，总
面积约 5 万平方米，同时在延安市
和铜川市设立分会场。
记者了解到，
为促进全民阅读，
本届书博会将开展
“十大读书人物”
评选，
举办读者大会、名家谈读书等
活动。
书博会期间，西安主会场还将
通过多种渠道向广大群众赠送惠民
读书卡，让市民实实在在享受到此
次盛会带来的实惠。

国家话剧院复排《玩偶之家》
着重挖掘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国家
话剧院复排话
剧《玩偶之家》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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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瑞米·贝斯的代表作封面，从上到
下依次是《来喝水吧》
《阿吉的许愿鼓》
《第
十一小时》。
资料图片

北京举行
“青年眼中的亚洲多元文明
青年眼中的亚洲多元文明”
”
摄影展

陈子鸿2018 年2月6日拍摄的这
张阿瑜陀耶王朝遗迹的照片入选
“青
年眼中的亚洲多元文明”
摄影作品展。

城、马尔代夫的海洋生态等文明在
历史中不断延续的历程和亚洲先民
艰苦奋斗创造历史的故事。
据悉，该片拍摄足迹涉及亚洲
22 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从中华文
明、古印度文明、古美索不达米亚文
明到亚洲各国、各地区、各文明圈的
历史遗迹和文明创新。该片音乐以
大管弦乐为基调，同时融入远古的
埙和箫、亚洲共有的琵琶、古印度的
萨罗达琴以及西亚、中亚、东南亚等
音乐元素。
（新华网）

5 月 15 日，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在北京开幕，作为大会分论坛
配套活动的“青年眼中的亚洲多
元文明”摄影作品展将在其间举
行。展览精心选取了亚洲青年拍
摄的亚洲各国照片，直观体现亚
洲文明多样性，
从自然风光、民俗
风情、人文情怀等角度表达青年
人对亚洲文明的感悟。
北京女孩冯甘雨拍摄的天坛
的照片入选此次摄影作品展。
冯甘雨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
电影学专业，
受父亲的影响，
她从
高中时代起就开始接触摄影。她
冯甘雨（左二）在北京天坛公园拍摄照片（5 月 11 日摄）。 利用假期游览过英国、泰国、柬埔
寨等国家，不同国家各具特色的
自然、人文景观总能激发她拿起
相机的冲动。2019 年 2 月 14 日，
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冯甘雨和同
学相约去天坛创作。在那里她拍
摄的一张以祈年殿为主体的作
品，
入选了
“青年眼中的亚洲多元
文明”
摄影展。
陈子鸿拍摄的阿瑜陀耶王朝
遗迹的照片（左上图）也入选此次
摄影作品展。
陈子鸿来自泰国，妈妈是中
国人，爸爸是泰国人。他初中时
来到中国读书，现为北京大学大
四学生。陈子鸿介绍入选摄影作
品展的照片时说，阿瑜陀耶王朝
遗迹位于泰国古都大城，阿瑜陀
耶王朝始于 1350 年，当时以商业
和贸易繁荣著称，与中国的贸易
往来频繁。
陈子鸿在泰国和亲戚朋友聊
天时常会讲到在中国的见闻。陈
子鸿认为，中泰文化有很多交融
和相互影响的方面。比如，在中
国农历春节期间，泰国诗琳通公
主会到华人街区出席春节庆祝活
动，很多泰国人也积极参与。陈
子鸿也有很多中国同学喜欢去泰
国 旅 游 ，体 验 泼 水 节 等 当 地 文
化。陈子鸿说，大家彼此欣赏对
方的文化，这就是一种文化的认
同。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中国
国家话剧院复排话剧《玩偶之家》将
于5月23日至6月2日在国话先锋剧
场上演。导演吴晓江将 140 年前发
生在挪威的故事改换到上世纪30 年
代的中国，
着重挖掘中西文化差异。
《玩偶之家》是挪威戏剧家亨利
克·易卜生创作于 1879 年的一部社
会问题剧，讲述了女主人公娜拉意
识到丈夫海尔茂自私后出走的故
事。该剧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介绍到
中国，主人公娜拉成为当时中国妇
女解放的代名词。
1998 年，吴晓江修改了原剧近
三分之二的台词，导演了中英双语
同名话剧。剧中，挪威姑娘娜拉远
嫁中国，为了丈夫学中文、学京剧、
学做中国菜，努力融入中国社会。
但丈夫却因娜拉私下借钱而指责她
不了解中国的人情世故，毁了他的

名誉。娜拉看清了自己在家中的玩
偶角色，毅然离开了她曾努力维系
的家庭。
吴晓江 14 日在京说，一个多世
纪前的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着重
揭露尖锐的社会问题，
针砭时弊；
如
今，
科技飞速发展，
依然无法填平文
化和历史差异。
“我们不能无视种族
和地区不同诉求的冲突，精神交流
的缺失正是这部戏在 21 世纪的中
国最大的现实意义。
”
该剧曾于 2001 年和 2006 年复
排，娜拉均由挪威国家戏剧院女演
员阿格尼特·荷兰德饰演，
此次则改
由塞尔维亚女演员米拉饰演。米拉
说，她在剧中不但要使用中英两种
语言，
还要展现京剧唱段、中国成语
俗话、挪威民族舞。
“ 如何用中文台
词准确找到角色状态，对我来说是
个不小的难题。
”

春季档口碑、票房双领先

《反贪风暴 4》
《老师·好》成赢家

电影《反贪风暴 4》
（左图）、
《老师·好》
（右图）剧照。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中国
电影资料馆 14 日发布的中国电影
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2019 年春季
档上映的 19 部影片中，
《反贪风暴
4》
《老师·好》口碑、票房双领先，成
为最大赢家。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从
2015 年春节档开始，已完成 28 个
档期的调查。本次调查了 2019 年
3 月中旬至“五一”小长假上映的 12
部国产影片和 7 部进口影片，覆盖
全国一二三四线城市。
调查显示，
《反贪风暴 4》和《老
师·好》为档期满意度冠亚军，在优
质口碑加持下，票房在与同期上映
的进口片正面交锋中表现良好，并
呈现出明显的长尾效应。
中国电影资料馆相关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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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作为“反贪”系列的第四部影
片，
《反贪风暴 4》票房力压好莱坞
超级英雄片《雷霆沙赞！
》，夺得清
明节档期的票房冠军，并在上映后
连 续 19 天 占 据 单 日 票 房 冠 军 位
置；于谦主演的《老师·好》映前热
度平平，但凭借精细的制作以及与
主演的喜剧形象存在反差的温馨
故事情节，收获了较高评价，票房
从上映第 6 天开始，夺得了共 7 天
的单日票房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在艺术电影放
映联盟专线放映的藏语文艺片《撞
死了一只羊》上映时正值好莱坞大
片《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战》公映
第 3 天，在其“倾轧”之下，这部充满
实验性的小成本影片仍获得了较高
满意度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