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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备忘】

总署规范学术著作出版

我大名叫葫芦，小名叫邓
文野（妈妈注：从小到大一直坚
持这样说反的），我原来是小二
班，现在变成中二班了。我最
喜欢的书当然是“闪电麦坤”
哟，因为我是汽车专家。今天
我上学还拿回来了“闪电麦坤”
书，是老师给我订的。不过我最
近最喜欢看的书是恐龙书，《我
是霸王龙》，《你看起来好像很好
吃》，《我永远爱你》。有一次我
们坐火车回鄂州的时候，很多叔
叔阿姨在过道里拦着我不让我
过去玩，我妈妈就悄悄给我出主
意，让我跟他们玩提问——回答
的游戏。我问他们，你们知道世
界上有多少种恐龙吗？结果他
们都说不出来。我妈妈都给我
买来了（是电动玩具，仿真恐龙
模型），有霸王龙、翼龙、剑龙、慈
母龙，但是薄片龙我没有见过，
妈妈没有买到，我的大百科全
书里面也没有画出来，我妈妈
说我们以后再找来别的书看，
一定能找到。

他是生活在海里的。他跟
霸王龙成了好朋友，其实，霸王
龙只有他这么一个好朋友，有一
天，他被海底的坏恐龙咬伤了，
他快要死了，他真的死了，霸王
龙就哭了，他说，我只有你这么
一个朋友……我听妈妈讲到这
里的时候，我说，妈妈，我怎么有
点点想哭呢？还有一个恐龙叫
翼龙。他长得很小很小，是红色
的，他小时候，爸爸妈妈把他喂
大以后，就一起飞向了天空，我
就问妈妈，他的爸爸妈妈还会回
来吗？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
间。这些恐龙书也是我妈妈最
喜欢的，她每一次给我讲的时
候，就讲不下去了，她是女生，她
很胆小，老是想哭。

我昨天晚上跟阳阳弟弟唱
了一首我们自己的歌，就是把
轨道接起来，好像一个恐龙的
尾巴，我们拖在后面，一边走一
边唱，你听：我的小尾巴啊，咿
唔咿……
□邓文野（小名葫芦）男孩 5岁

我5岁了，我爱恐龙书

新京报讯 （记者张弘）从
现在起，学术著作引文、注释、参
考文献、索引不规范，出版单位
可能申请不到出版基金，并可能
无 法 通 过 年 检 并 影 响 等 级 评
估。24 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网
站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
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的全文，规范学术著
作出版。

执行情况将与评奖等挂钩

本报曾经报道，国家新闻出

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今年年初
曾说，总署将发一个文件，对学
术著作的出版，从标准规范上提
出明确的要求。邬书林强调，国
外在这方面的标准很清楚，理科
的、工科的、社会科学的，分别有
在学会研究基础之上的建议，有
什么科学发现，学术观点来源于
哪个人，创新的是什么，知识的
来龙去脉，书一打开，索引都能
查清楚，使用特别方便。而我们
的书，不到1%能做到这样。

总署 24日公布的《通知》称，
所指学术著作包括哲学社会科

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研究型著
作，通俗理论读物、科普读物等
不在其列。其中，第四条的内容
是，“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
等是学术著作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体现了学术研究的真
实性、科学性与传承性，体现了
对他人成果和读者的尊重，是反
映学术著作出版水平和质量的
重要内容，必须加强出版规范，
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标准。”

而《通知》第六条则对执行
情况做出了明确规定：“学术著
作出版规范的执行情况将作为

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国家级优
秀图书推荐、国家重大出版项目
和国家出版基金申报与验收，以
及出版单位年检、等级评估等工
作的重要条件。”

出版社：执行很难一刀切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称，
“如果将学术规范和出版奖的评
选，以及出版基金的申请和年
检、等级评估联系起来，这个力
度就比较大。总体上说，这对于
学术著作的出版是一件好事。”

顾青同时也表示，学术著作
应当严格遵守出版规范，中华书
局 50 年前就对引文、注释、参考
文献有严格要求。但是，在执行
过程中应该有一定的弹性，不能
一刀切，比如，有些学者已经不
在人世了，出版机构给他的著作
增加索引等内容，恐怕就不太合
适。他原来写这些著作的时候，
就 不 是 按 照 现 在 的 规 范 去 做
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是应该
提倡，不宜套得太死。学术著作
最重要的还是内容质量，索引也
有一个提取是否合理的问题。”

编辑点评：葫芦真有力气，天天和恐龙一起玩儿；葫芦也真多
愁善感，听故事能听到想哭；葫芦最幸福的，是有一个喜欢给他读
书的好妈妈。葫芦还小，写不了文章，不过这一大段说下来，已经
够了不起了，是不是平时读书积累起来的“灵感”呢？

葫芦5岁了，自认为有些承受力，所以，摔了也
不疼，疼了也不哭，读书时碰到可怕的事情，也会忍
住、不轻易害怕了。所以，当看到恐龙书里面感人
的情节时，说了句：妈妈，我怎么有点点想哭呢？下
面，就是葫芦的自述。

【作家现场】

“金龟子”与“巴巴爸爸”解密快乐

尊重动画形象才能真
正喜欢它

法国漫画家德鲁斯·泰勒是
“巴巴爸爸”的形象设计者和绘
画人。1970 年，泰勒和妻子安娜
特·提森因为一朵粉色的棉花
糖，受到启发而创造了巴巴爸
爸，因为在法国棉花糖就叫“巴
巴爸爸”，随后他们又创造了巴
巴 妈 妈 和 七 个 可 爱 的 巴 巴 宝
宝。《巴巴爸爸》系列图画书和动
画片出版后风靡世界各国。

现已 82 岁高龄的泰勒这次
是第二次来中国，他说为创造巴
巴爸爸这个形象做出最大贡献
的是他的妻子安娜特，“她自己
本身是个温柔善良的人，她的温
柔善良完全体现在《巴巴爸爸》
这个故事里。我们虽然是一起
创作的，但实际上她是领导，我
是“尾巴”是跟着的。”而《巴巴爸
爸》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泰勒表
示，“可能是我们的故事打动了
小孩的心”。

谈及创作，泰勒表示中国古
老的故事如骆宾王咏鹅的故事
对他很有吸引力。他说《巴巴爸
爸》这个故事也是从传统故事里
来的。泰勒希望孩子们看了《巴
巴爸爸》能得到快乐，做一个乐
观的人，遇到任何的困难都要抱

有希望。泰勒还现场秀了一段
中文，为中国小朋友送上祝福：

“我祝愿中国的小朋友们身体健
康，天天开心快乐。” 他说为了
这句话他“练了好久了”。

刘纯燕一人包揽新版
《巴巴爸爸》配音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透
露，最近，中央电视台计划播出
新版《巴巴爸爸》，所有人物的
配音全由刘纯燕一人担任。泰
勒听了刘纯燕的配音后，赞“声
音特别可爱，比法国版配得好
多了”。

对此，刘纯燕解释道：“配音
是我最喜欢的一项事业。这次
给《巴巴爸爸》配音采取的是跟
原来完全不同的方式，主讲人只
有我一个人，我是以给小朋友讲
故事的身份把里面所有角色一
个人全完成了。男的、女的、老
的、少的，小动物，还有汽车的声
音都是由我来配音的，就像妈妈
在家里给小朋友讲故事一样，一
个人分饰很多的角色，这样对小
朋友来说特别亲切。”刘纯燕还
透露，新版《巴巴爸爸》不止 45
集，“后面还有新的，应该还有一
百多集要播出，45集之后角色会
越来越多，可能会分角色来进行

配音。”
除了刘纯燕精彩的配音之

外，新版《巴巴爸爸》的另一大看
点就是中文插曲。旧版《巴巴爸
爸》虽是中文配音，但里面的插
曲却还是外文歌。而在新版《巴
巴爸爸》中，这些插曲将由北京
市少年宫七个小朋友演唱。

“让孩子们想做什么
做什么”

被问及在生活中是如何爱
自己的孩子时，泰勒称和巴巴爸
爸一样，他在生活中也是“让孩
子们想做什么做什么”。他举了
一个例子，他的儿子托马斯小时
候一直认为，爸爸、妈妈画的形
象和那些故事是专门为他创造
的，他不知道也是给其他的小朋
友创造的。泰勒说自己和妻子
从孩子们那里学到很多的东西，
比如巴巴爸爸变形，他们是特
意一开始就带着孩子们一块来
创造巴巴爸爸变形的，“让小朋
友变”。

泰勒还告诉观众，“最简单
快乐的方式，是动手做一些手
工，比如说做一些陶瓷之类的，
这也是巴巴爸爸诞生的原因。”

新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黄盼盼

当“金龟子”遇到
“巴巴爸爸”，会发生什
么有趣的故事呢？9月
26日，“金龟子”刘纯燕
与“巴巴爸爸”的创造
者德鲁斯·泰勒在北京
畅谈“为孩子创造快乐
的秘诀”，吸引了很多
家长和孩子到场。两
人围绕如何塑造经典
动画形象，如何教育孩
子等话题展开对话。

投搞信箱：JBDSBWH@163.COM

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和翻译
时间：9月29日10:00-11:30
地点：中关村图书大厦
嘉宾：王家新

诗歌与城市
时间：9月29日14:00-16:00
地点：美术馆东街 22 号雕刻
时光
嘉宾：西川、罗宾·罗伯逊

嫉妒、怨恨与愤恨
时间：9月30日10:00-11:30
地点：亚运村图书大厦
嘉宾：周濂

不能脱俗的活着与不能庄重的
写作
时间：10月2日14:00-15:30
地点：王府井书店
嘉宾：阎连科

【一周活动】

▶“巴巴爸爸”的创
造者德鲁斯·泰勒和“金
龟子”刘纯燕。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