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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9新闻

■ 本报记者 武胜男

中国力量介入世界儿童阅读推广引关注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简称

IBBY）成立于 1953 年,总部在瑞
士巴塞尔市,有“小联合国”之称,
其宗旨是通过高品质儿童读物
促进国际理解,维护世界和平。

IBBY 有 79 个国家分会 ,会
员包括作家、画家、图书馆员、大
学教授、出版人、编辑、书商、媒
体记者等致力于推动儿童阅读
和教育发展的专业人士。

下设 IBBY 朝日阅读促进
奖、国际安徒生奖、IBBY 荣誉榜
单、IBBY 优秀残障青少年图书
奖等奖项。 自 1956 年起，IBBY
设立国际安徒生奖，该奖有“小
诺贝尔奖”之美誉。

在 9 月 1 日结束的国际儿
童读物联盟（IBBY）第 36 届世界
大会上,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常
务副会长、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原
国际部主任、阅读推广人张明舟
获选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成
为该组织有史以来首位中国“掌
门人”。

童书改变世界

IBBY 的宗旨是“通过高品
质童书促进国际理解，维护世界
和平”。 它诞生于二战后，作为重
建战后世界的组成部分，由一位
反纳粹的犹太裔德国女记者叶
拉莱普曼发起。

1945 年叶拉莱普曼随盟军
来到德国参与战后重建，做妇女
儿童工作，她看到战争后的妇女
儿童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冲击，通
过接触，她发现有些妇女的观念
已然成型，她们的精神世界已经
无可救药。

一个偶然的机会，叶拉莱普
曼经过一个被炮弹炸断的楼梯，
上面坐着一位手里拿着花的小
女孩冲她友好地微笑，这个微笑
深深地触动了叶拉赖普曼，她从
孩子身上看到了无限的希望，顿
时明白战后重建的方向应该是
孩子。

战争是因为对其他民族的
不了解、 不理解所产生的仇恨，
再加上一些纳粹等坏人的煽动，
于是她想让孩子们了解其他民
族、国家的文化，让孩子们有独
立思考的能力，这样才能理解别
人，不会轻易被煽动而做出罪恶

的事情。 她苦思冥想怎样才能在
精神领域给孩子们很好的引导，
就想到了童书。“你读什么书，便
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可见书对
孩子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于是她
就想做一个国际性的书展。

1949 年， 叶拉莱普曼通过
美国驻欧洲大使馆给各国写
信， 希望他们把优秀的童书寄
到德国， 来做一个“国际童书
展”给德国的孩子们，并且得到
了很好的回应。

其中 ， 只有比利时回复
“Sorry No!”。当时的比利时刚遭
受完二战对他们的迫害，直接拒
绝了请求，而叶拉莱普曼也非常
执着， 又给比利时写了一封信：

“正是因为我们都遭受了战争带
来的痛苦，才应该让我们的孩子
们彼此了解、彼此尊重，防止类
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这封信也
触动了当时的比利时，随后便寄
出了大量的优秀童书。

于是“国际童书展”在德国
顺利举办，德国的小朋友们在食
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情况下蜂拥
而至前来读书。 为了让更多的孩
子读到这些世界各国的作品，展
览变成了在其他各城市的巡展，
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邮寄更多

的童书过来。 久而久之，因为来
自各国的童书越来越多，于是创
始人在伙伴的帮助下于慕尼黑
成立了“国际青年图书馆”，也就
有了后来的世界儿童读物联盟
（IBBY），为世界培养很多的儿童
阅读推广的人才。

中国初入 IBBY

1986 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世界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

据张明舟介绍，在这之前中
国没有参与到 IBBY 事务中，当
时日本分会会长松居直特意给
中国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中国
加入 IBBY， 中国当即派代表前
往日本首次参加国际儿童读物
联盟世界大会， 在此之后的
1990 年中国便成立了 IBBY 中
国分会。

张明舟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IBBY79 个会员国情况千差
万别，有强有弱，中国属于蒸蒸
日上型，越来越受国际组织的重
视，我的当选和中国的发展有着
直接关系，而近年来中国儿童图
书创作、儿童阅读推广在蓬勃发
展，给了我底气，赋予我能力。 ”

2006 年中国在澳门承办两
年一次的 IBBY 世界大会， 吸引
了世界的目光，但当时中国各方
面的发展远不如今天。 张明舟
说：“如果把 IBBY 比作学校，世
界各国比作同学，当时的中国在
同学们眼中是一位很努力的‘上
进生’，朴实有礼貌，但是学习成
绩未知。 ”

2006 年以，后张明舟开始进
入 IBBY 最高权力机构做最高执
行委员。 2008 年至 2018 年，张明
舟在 IBBY 任职期间连续出任了
４ 届 ８ 年的最高执行委员， 参与
IBBY 的一切重大事件决策。

IBBY 最高执行委员会有来
自不同国家的十位执行委员。 外

交出身的张明舟， 不断向 IBBY
各国执行委员介绍中国的儿童
文学事业，包括儿童作品、儿童
阅读推广工作、 出版工作等，帮
助中国走向世界舞台。

2012 年中国获得 IBBY 出
版授权，中国对国际安徒生奖了
解更多。

2016 年曹文轩获得了国际
安徒生奖， 吸引了全世界对中
国儿童作品的关注和重视，中
国不仅是“输入”国，而且有“输
出”能力。

“上进生”进步为“优等生”

2018 年 9 月 1 日，在 IBBY
第 36 届世界大会上在张明舟
当选 IBBY 主席， 与此同时，在
张明舟的建议、推动下，爱阅公
益基金会联合 IBBY 共同设立

“爱阅人物奖”， 这也是首个中
国在世界儿童阅读领域设立的
奖项， 对于全世界了解中国儿
童阅读领域的作品、 现状以及
儿童阅读推广工作有着重大的
积极意义。

据了解，该奖项表彰“通过
帮助儿童，特别是资源匮乏地区
的儿童激发阅读兴趣，养成阅读
习惯，提高儿童阅读素养所表现
出的坚定、探索、创新、责任感、
富有理想、公益慈善精神的优秀
品质”的阅读推广人，同时表彰
其通过儿童阅读项目的实施对
全球儿童阅读教育和儿童发展
做出持久和杰出的贡献。

张明舟的当选和“爱阅人物
奖” 的设立让中国在世界各国

“同学们” 的眼中也由成绩未知
的“上进生”进步为“优等生”，让
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在儿童阅读
领域的成绩和实力，赢得了世界
各国的尊重，让更多的目光停留
在中国儿童作品上，推动了中国
的童书走向世界。

爱阅基金会前期主做国内
儿童阅读推广，现在开始走出国
门， 把目光投向全世界， 对于
IBBY 来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不仅设立了奖项， 还资助 IBBY
秘书处每年 20 万元来支持总部
运转。

张明舟说：“爱阅基金会赞
助 IBBY， 具体体现了中国人和
中国机构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
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的真诚
而良好的愿望， 也得到了 IBBY
总部和各国分会一致的高度赞
赏。 IBBY-iRead 爱阅人物奖的
设立，必将极大地鼓励和激发世
界各地的儿童阅读推广事业，让
更多的孩子从小接触高品质童
书，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既了解
本国本民族传统文化，也了解世
界各国各民族文化，协力接力共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将人类
引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

作为奖项发起人，爱阅基金
会理事长李文表示：“爱阅公益
基金会与 IBBY 的使命愿景高度
契合， 近年来 IBBY 一直在推动
全球了解中国优秀的儿童文学
作家和作品，也为中国的创作者
和阅读推广人架设了一座相互
了解，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桥
梁。 世界文化历史的多样性、多
元性决定了世界的复杂性，儿童
是未来的建设者，今天的儿童决
定未来世界是什么样子。 希望该
奖项能够激发更多的个人、组织
及政府加大力度推动高品质儿
童阅读，让儿童健康成长，使世
界各国儿童增进了解，我们的未
来和平而美好！ ”

呼吁更多人关注国际儿童
阅读事业

张明舟当选主席后深入分
析了 IBBY 的现状，他表示，目前
机构自身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
各成员国的年费，而各国年费也
因国而异， 最多的 7500 瑞士法
郎约合 6 万人民币，最少的折合
人民币一万不到，收入甚微。 如
果机构本身有足够的钱，就可以
请足够的人手，秘书处有足够的
人手，IBBY 会把更多的好书推
广到全世界，也会有更多的国家
加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有更多
的人参与，更多孩子拥有“高品
质阅读”的机会。

虽然 IBBY 有 79 个会员国，
但是秘书处只有一间很小的办
公室和两个完整的岗位，每个人
听到都惊讶于 IBBY 的高效，可
是再“高效”的工作也会受资金
的限制，两位职员的工资低于当
地工资水平的三分之一， 在 IB－
BY 从业 16 年的张明舟认为 ：

“缺乏足够的人员和资金是 IB－
BY 几十年来的瓶颈。 ”

张明舟希望在任职期满时，
能够使 IBBY 发展到 100 个国家
分会，也呼吁各国慈善家、企业
家和 IBBY 进行合作， 支持国际
儿童阅读事业。

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让中国童书作家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受访者供图）

“爱阅人物奖”在 IBBY 第 36 届世界大会上成立（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