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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魔幻电影《魔兽》，自 6 月 8 日在内地
上映以来，接连打破多个引进片和内地影史票房
纪录。有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28 日晚，《魔
兽》内地票房总额已突破 14 . 5 亿元人民币。不
仅影片本身成了年度现象级电影，魔兽更是成了
人们争相讨论的热门文化话题。

《魔兽》原来只是一款即时战略游戏，它对
中国年轻人的影响，不仅仅是在电影上映前后。

电影上映后， 31 岁的 IT 行业从业者丁聪，和
十多年前一起打《魔兽世界》游戏的小伙伴们在
电影院重聚。丁聪身穿一件魔兽热血 LOGO 的
T 恤，手持魔兽毁灭之锤的模型。这些年来，很
多资深玩家，就这么痴迷着魔兽、追逐着魔兽。

作为一名旁观者，除了对“魔兽”羡慕嫉妒外，
稍稍有了一点“恨”——— 为什么中国《封神演
义》中的诸神，就没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我们的
哪吒、二郎神等，就比魔兽中的英雄逊色吗？

这还仅仅是将《魔兽》与《封神演义》作了
一个简单的对比。现如今，中国孩子们对白雪公
主、丑小鸭等西方童话角色耳熟能详，就如对当
前的魔兽；对孟姜女、田螺姑娘等中国民间故事
人物却知之甚少。可以说，中国民间故事在当代
生活中，已经严重失落。

民间故事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在人们口头流传
的一种以奇异的语言和象征的形式讲述人与人之

间的种种关系，题材广泛而又充满幻想。民间
故事从生活本身出发，但又并不局限于实际情
况以及人们认为真实的和合理范围之内。它们
往往包含着超自然的、异想天开的成分，是劳
动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

讲故事是中国人寓教于乐的重要方式，千
百年来，人们通过说书的、文本的形式，口口
相传、本本相传各种民间故事。在文字还不普
及的时代，民间故事承担着培养人生观、道德
观、伦理观的职能，听故事，则是人们接受传
统文化、自然知识、人生哲学等的重要渠道。

显然，民间故事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对美好生
活、美好未来的向往，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丰厚土壤和根基。

可以说，传统的民间故事，全方位、无死
角地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传递的多是
正能量——— 追求正义和光明、善有善报、勤劳
致富……且不说阿凡提这类的喜剧故事，即便
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悲剧，宣扬的也
是对爱情的忠贞。民间故事里体现了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而这种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正是
我们的民族生生不息、我们的文化延绵不断的
根本原因。

然而，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正在深刻改变
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接

受习惯和审美趣味。当下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
的感知和了解，更多的是通过影视作品、网络
小说、电子游戏等途径，而在这些已经不算新
形式的传播内容和传播能力方面，国内从业者
的创作能力和创作意识又相对偏弱，眼睁睁看
着好莱坞大片、迪士尼乐园在国内攻城略地，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导致年轻人对传统民间
故事中的一些经典形象越来越陌生。

断言我们对民间故事放弃了传承，显然失
之偏颇，但能让年轻人记得住、甚至为之痴
迷的，目前的确不多。比如，由聊斋故事改
编的《倩女幽魂》《画皮》等叫座的影片，
由西游记等改编的动画片《大圣归来》等，
但其影响力和传播能力，依然无法和魔兽、
迪士尼乐园相提并论。大话西游系列电影，
明显偏离了《西游记》故事本身，创作者仅
仅是借其名和形，在讲述当代人的思考，已
经很难说传承二字了。哪吒，则几乎成了视
频短片《十万个冷笑话》的代言人。 20 世纪
七八十年代风行一时的《马兰花》《追鱼》
《珍珠塔》等根据民间故事创作的优秀影视
剧，只能在历史的尘埃中，坐等埋没消亡，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要想让传统民间故事为现代年轻人所接受
和喜爱，需要做一些创造性的转换，使故事回

到生活中，重新接一下地气。正如一些专家
所言，“任何时代的故事能够传承下去，都
是因为它符合当时社会的审美和传播方式。

传统的生命力就在生活中，离开生活传统就
死了。”

当下社会流行各种快餐文化，打打闹闹、
嘻嘻哈哈，简简单单看完之后，估计什么都没
记住，也引发不了任何思考，仅是一笑了之。

快餐文化，貌似接地气，实际上并没有接到真
正的“地气”。人们内心深处还是渴望那些内
容饱满、发人深省的故事，就像电视剧《亮
剑》，不管是第几轮重播，依然会有不错的收
视率。关键在于，货好！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熊猫是中国的，《功
夫熊猫》却是国外的。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
明，经历过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每一个民间故
事，都能演绎出直触灵魂深处的感人情节，就
看如何去演绎表达、如何赋予其新的生命。

最近，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组织实施中国经
典民间故事进行再创作，让这些故事里的经典
形象重新靓起来、立起来，实现从口耳相传到
多媒体传播的时代变化，把民间文艺的资源优
势转变为文化发展优势。能否调动年轻人的观
赏兴趣，进而入耳入心，将是这些民间故事获
得新生的关键。我们拭目以待。

创造性转换,民间故事才能“走心”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喜欢的 20
个经典动漫形象中，只有 1 个来自中国。孩子们
对白雪公主、丑小鸭等西方童话中的角色往往耳
熟能详，但对孟姜女、田螺姑娘等中国民间故事
人物却知之甚少。论电影，迪士尼动画大片动辄
票房近 10 亿元，而国产动画大多情节低幼、粗制

滥造，《喜羊羊与灰太狼》《大圣归来》已堪称巅
峰；论绘本，各种洋绘本深受家长和小朋友喜欢，
国产绘本种类不少但口碑不尽如人意。

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讲话中表示，打捞

“失落”的民间故事刻不容缓。第 11 期“议事
厅”，新华每日电讯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万建中，
探讨中国民间故事为何“失落”？传统民间故事
在当代有何价值？如何重新激活中国民间故事
的魅力？ 采访：新华社记者苑苏文

是什么让我们遗忘了自己的故事
中国是一个故事大国，中国 56 个民族都

很爱讲故事、听故事，但是现在故事讲述的环
境，已经不如以前。主要原因在于，传统故事
的题材、讲述方式，包括所用的方言，大多产
生于农耕社会，是先人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
程中形成的，所以这些故事的话语、情节，包
括思想内容、主题，都带有农耕社会深刻的痕
迹。

我们的社会发展得太快，环境变化太剧
烈，原来讲述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着
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普通话的推广，

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都发
生了很大变化。农耕社会产生的这些故事，逐
渐失去了它原有的讲述环境和讲述条件。加
上生活节奏的急促，很多人无暇听故事，也不
太愿意讲故事，也不会讲故事了。

而与此同时，西方的这种白雪公主、丑小
鸭之类的童话形象借助于影视传媒，不但在
中国流传，在全世界都有流传。很多年轻人喜
欢白雪公主的故事，但对牛郎织女、白蛇传的
故事却不太了解。

在过去，民间故事的传承是代际传承，比

如说爷爷奶奶给孙子、外孙讲故事。现在也有
爷爷奶奶带孙子、孙女，但现在很多年轻人都
讲普通话，认为自己的爷爷奶奶讲的家乡方
言，不愿意小孩接受这种方言教育，唯恐小孩
变“土”。

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的数学老师
很会讲故事，所以我们听讲都特别认真，希望
老师赶紧把课讲完，剩下的时间好讲故事。但
现在的小孩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了。在学校
里，即便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老师也只能找一
本故事书来读，而不会“讲”。

为什么要打捞祖先留下的老传说
如今，讲述传统故事、传播传统故事的环

境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但是为什么还要把传
统故事打捞起来呢？因为这是我们宝贵的历
史文化遗产，反映了我们中国人基本的生活
观念、道德观念、爱憎观念和美学情趣。对这
类口头文学遗产，我们应该加以利用。

为什么要加以利用呢？因为这些故事对
我们现代人来讲，依然有教化、知识传播、娱
乐和历史记忆的意义。我们是在故事中成长
起来的，民间故事是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我们需要去打捞属于自己的口承故
事，不能让它就这样不断地远离我们的生活。

故事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
传统社会所有的哲学观念、思想观念、美学观
念、道德观念、宗教观念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十二个关键词在故事中都有反映。民
间故事反映生活是最广泛的，也是最生动的，

为人们最容易接受的。谁不愿意听故事呢，谁
不愿意讲故事呢？故事让人们在快乐中获得
思想的启迪。

刘奇葆同志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打
捞“失落”的民间故事刻不容缓。要让传统故
事里的经典形象重新靓起来、立起来，实现从
口耳相传到多媒体传播的时代变化，既起到
保护传承作用，又发挥教育作用。这说明，我
们的教育要有情节，要有故事，用故事和情节
来传承传统文化。

白雪公主和安徒生童话很多人知道，中
国也有民间四大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

《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这四大传说和其
他很多很多的故事，原来流传都很广泛，家喻
户晓，但现在年轻人已不清楚具体情节了。在
古代，讲故事的主要目的是感化孩子，因此民

间故事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教育元素。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已完成了“中国口

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一期)。我是参与这
个工程的骨干之一，负责的是传说。为了对这
些传说进行分类，我阅读了大量的传说故事文
本。这些故事太吸引人了，而且充满了智慧。看
了这些故事，听到这些故事，便会经历一种感
化，得到一种启迪，接受了正能量的教育。我还
是一个年长的人，这些故事如果让年轻人来
看，他们所获得的教益更大。我为祖先们留下
如此宝贵的口头遗产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所以，浩如烟海的口头文化遗产的确是
要加以利用，不能让它们湮没掉了，远离我们
的生活。大量的口头文学遗产已经记录下来
了，变成了书面的文本，现在已经电子化了，
进入了大众传媒。这是民间故事复兴的必由
之路。

张丽娜(新华社记者)

童话作家段立欣想给两岁
多的儿子选绘本，可是她却犯了
难。她本打算多给孩子讲讲中国
的传统故事，可是翻来翻去，最
终还是选了洋绘本。

“咱们的绘本，大多是生硬
的说教，文字老套，画风保守，不
适合孩子的阅读习惯。”段立欣
无奈地摇了摇头。她说，偶尔也
遇到过不错的国产绘本，内容源
自古典文学名著，水墨、水彩也
都很精美，但对几岁的小孩子来
说，吸引力不够。她从一个读者的
角度指出了当下中国绘本的问
题，比如图文结合得不太好，基本
上是图配文或文配图，要么就光
看故事就可以了，要么看图就可
以了，大多停留在过去小人书的
水平上，故事相对简单、幼稚。

绘本，是指以绘画为主，并
附有少量文字的书籍。作为孩子
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它的生动趣
味满足了孩子好奇的天性，为孩
子打开了想象力的窗口。据统
计，全国每年新增童书约 4 万种，
其中儿童绘本 3000 至 4000 种。

前两年以引进为主，国外绘本活
跃度明显更高。近年来国内原创
绘本也开始涌现，但仍然只占到
市场份额的 10%至 20%。

在中国这个好讲故事、好听
故事、民间故事丰富的国家，为
何难以产生受欢迎的原创绘本？

从源头看，好故事渐渐丢光了

以中国民间故事为原型的绘
本，多以国画艺术形式重新讲述
民间故事。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那些
古老的民间故事已经快被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忘
光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该给孩子从何讲起。有调
查显示，我国青少年对白雪公主、丑小鸭等西方
童话角色如数家珍，对神笔马良、大禹治水等中
国民间故事人物却知之甚少，民间故事在当代生
活中已严重失落。

最近，中宣部等部门正在积极抢救濒临失传
的民间故事，加强搜集、整理和创新传承工作，拟
用动漫等形式对盘古开天、牛郎织女、精卫填海
等民间故事进行新创作。而作为传承民间传说的
重要载体——— 绘本创作，要想让传统民间故事活
起来，被小读者接受和喜爱，需要做一些创造性
的转换，使故事回到当今孩子的生活中，让这些
故事里的经典形象为孩子们喜闻乐见，生产出反
映时代变化的新产品。

从基础看，创作队伍家底薄

绘本是一门综合艺术，专业人才匮乏是制约
绘本发展的关键问题。

绘本创作和一般的文字童书创作不一样，它
对图画的要求很高，对文字的要求也很高。我们老
一辈以小人书连环画起家的艺术家，无法和今天
的童书概念里的绘本艺术接轨。一些新生代的绘
本艺术家，或是重绘画文字功夫不行，或是有一定
文字功底但绘画无法做到妙笔生花。与洋绘本相
比，我国原创绘本略显粗糙，在构思的精巧、绘画
的精细、文字的表现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做中国的原创绘本，面临着中国故事怎么
选、怎么讲的问题。既要有明显的“中国风”，形
成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故事，也要
符合孩子的口味。传统文化确实需要弘扬，但
是，童绘本创作题材不能拘泥于传统文化，而是
要懂孩子的心理。

享有“日本绘本之父”美誉的松居直曾说
过，“好的图画书用趣味盎然的方式，呈现孩子喜
欢的事物，让孩子可以清楚地看见，并且深深地
被感动。”比如，学龄前的孩子比较喜欢夸张的图
案和五彩斑斓的颜色，如果绘本里都是单一的
水墨画，孩子能喜欢吗？

绘本的人物形象还要再卡通一些多元一
些，万不可千篇一律。例如，日本动漫把孙悟空
变成七龙珠的小悟空形象，美国动漫把熊猫变
成功夫熊猫的形象，变得更贴近孩子。不能光顾
着守传统，也要俯下身子走到孩子的身边，尝试
多元化的创作风格和表达方式，给孩子打开一
扇扇不同的窗户。

从大环境看，认知氛围有点差

原创绘本的缺乏不仅是内因导致，外部环境
的影响也很大。从国内整体阅读状况来看，儿童
阅读的氛围并不强，不少家庭还不够重视培养孩
子的阅读习惯。即使买一些读物，也指望着孩子
通过阅读多识字，至于对绘本的认知程度更是欠
缺，有的家长一看绘本通篇都是图画就放弃了。

中国原创绘本要真正繁荣起来，还必须继续加大
推广绘本和亲子阅读的力度。

此外，国内几乎还没有实现儿童绘本产业化运
营，需要从培养专业的人才和机构开始打基础，也需
要深谋远虑做牢顶层设计，切忌急功近利。一些国外
创作者的绘本创作周期有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我们更需要这样的工匠精神，以打造精品力作的目
标，积极营造鼓励原创的氛围，培育原创绘本的生长
土壤，儿童原创绘本才终将得到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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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观察

◎在过去，民间故事的传

承是代际传承，比如说爷爷

奶奶给孙子、外孙讲故事。

现在这种传承被削减了

◎民间故事是文化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

们需要去打捞属于自己的

“故事”，不能让它就这样不

断地远离我们的生活

◎现代中国的文学艺术

没有很好地利用口头文学

遗产来进行创编。国外做

得比我们好，他们很多传

统的东西都得到充分利用

◎应该延续中国传统的

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在

源远流长的、传统历史文

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价值体系

漫画：勾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万建中

朱旭东(新华社记者)

靠什么传播与传承口头文学遗产
实际上，民间口头文学遗产是一种“元文

本”。什么是元文本呢？就是最生活化、最原
生态的文本，“元文本”可以生发出无数种文
本，也就是说，这些故事可以为其他的文学创
作、艺术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的素材。

现代中国的文学艺术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
口头文学遗产来进行创编。西方做得比我们
好，他们很多传统的东西都得到充分利用，比
如《指环王》《哈利波特》等。它们都是利用
了传统的神话资源来进行再创作。但是说实
话，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在吸纳口头传统
方面意识并不强。

另外，我们的民间故事，是不是可以更多
进入到教材里面，小学的课本里面？现在，小
学课本里面的歌谣、民谣、童谣、民间故事已
经几乎没有了。我记得小时候，语文课本里面
还有，现在没有了。现在充斥课本的是唐诗宋
词等精英文学。

还应该借助大众传媒，用年轻人容易接受的
载体来传播。刘奇葆同志说了，中宣部正在用动
漫的形式，来表现传统的故事。我觉得这种手段
是非常好的。现在是读图时代，让口头承载的故

事变成画面的故事、3D 故事，让年轻人更容易
接受。甚至应该拾起连环画和小人书，我记得读
小学的时候，最喜欢看的是连环画。

还有其他的大众传媒，比如说游戏。游戏
里面，也可以增加故事题材，甚至包括我们的
手机，我们的微信表情包，能不能有传统的故
事？现在的年轻人浸淫在西方的电影、小说
里，不知不觉就在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国
有自己传统的意识形态，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
应该延续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在
源远流长的传统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
主义价值体系。

过去，我们利用更多的是上层的精英文化，
比如说唐诗宋词、明清的小说及儒家的文化经
典，实际上还有更加广袤的民间文化，那是中下
层的老百姓的知识和学问，包括口头文学。这些
民间文化遗产也需要加以继承，加以利用。

民间口头文化遗产更有传播力。过去的老
百姓没有读写的能力，他们看不懂唐诗宋词。
唐诗宋词只能流传于上层的精英社会，并没有
进入到底层民众社会。民间的口头文学遗产作

为民众自己的文学，更加深入人心。实际上，
唐诗、宋词、元曲等形式，都是来自于底层社
会，都是吸收了民歌、民谣的养分发展而成
的。民间底层的文化是最基础的文化，更为稳
固。其传承的惯性极强，只要会说话，就能够
传播和享受口头文学。口头文学伴随着其他的
生产生活，它的演述不会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
活。在劳动当中，人们就可以讲故事、唱民
歌、说笑话，不需要腾出专门的时间。

口头文学最全面、生动地反映了广大民众
的知识学问、道德观念、生产技术和情感态
度，因为它是集体的智慧，它不是属于某一个
人的。而上层的精英文学是个人的文学创作，
反映更多的是作家个人对生活的认识和领悟。
民间口头文学表现的是民众集体的情感意识。

流传到现在的口头文学都是经典。虽然我
们一说到经典就是儒家经典和精英文学，但口
头文学作品是被时间冲洗过的，在流传过程
中，那些不适应时代思想观念的自然就被淘汰
掉了，留下的都是精华。民间故事都具有变异
性，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自行调节，所以它
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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