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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关注

■ 陈宁

绘本也称图画书，主要依靠图画与
文字的配合共同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其中图画的表达功能甚至超过文字。
2000年以来，我国儿童绘本出版在经历
了不短的市场培育期之后，逐渐形成了
比较稳定的读者群及其良好的消费阅读
习惯。截至2011年，大约出版绘本近一
千种，成为儿童读物中不可小觑的力量。

在这样强劲的市场发展势头中我们
发现，引进版绘本的数量远多于原创版绘
本，占市场份额的90%。这类绘本多为国
外传播甚久的经典作品及获奖作品，以其
卓越的人文价值和审美力量经受了市场
考验，客观上为我国原创绘本的发展提供
了丰富的借鉴。从性别教育的角度来分
析，不少突破了中国传统性别规范的两性
形象正悄然出现在儿童的阅读视野中，为
他们开拓了更为多元、自由的想象空间和
成长可能。这对形成儿童独立自主的性
别人格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穿纸袋的公主和爱花的公牛
——儿童绘本中的性别气质

在中国传统童书中，男孩和女孩的
外在形象和性别气质往往有着泾渭分明
的文化规约——女孩端庄整洁，身着花
色裙装，宁静谦恭；男孩则顽皮活泼，身着
素色裤装，勇于探索而不修边幅。这是特
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语境对儿童的文化想
象，它试图将儿童纳入既定的性别文化轨
道之中，但并不意味着千差万别的儿童个
体必然与之相符。在最近引进的不少儿
童绘本中，这种“男女有别”的性别形象在
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主人公特别是女孩
形象不再禁锢于特定的范式，焕发出超乎
寻常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首先从身体的外部形象来看，不修边
幅甚至中性化的女孩形象大放异彩。与
经典童话中拥有美丽容貌、衣着华丽的小
公主迥然不同，在“顽皮公主”系列绘本中，
芭贝·柯尔笔下的“顽皮公主”最喜欢穿牛
仔背带裤，头发乱蓬蓬地自然生长，全身
唯一可以标志她身份的东西只有一顶小
王冠。有时她还会换上黑色机车服、骑手
服——随心情喜好自由换装，并不把公主
的端庄形象当回事。就是这个突破常规
的公主形象一举获得英国绘本最高奖
——格林威大奖，得到包括英国王室安妮
公主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喜爱。另一位《纸
袋公主》绘本里的公主由于城堡被火龙袭
击导致一无所有，她干脆捡了一个破纸袋
穿上去击溃火龙，成为著名的“纸袋公主”。

与外在形象相比，更深刻的变化在
于绘本中主人公内在气质的突破。中国
传统性别教育中那种女孩应该温良恭顺、
男孩应该勇猛冒险的观念遭到挑战。“顽
皮公主”系列绘本的最大魅力就是展现公
主特立独行、无拘无束的性情：她擅长养

“喷火龙”等奇形怪状的宠物，喜欢骑摩托
车越野飙车，但特别不喜欢做饭……故
事旨在说明，女孩不一定天生“蕙质兰
心”，她们拥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
利。这种让女孩不受世俗束缚、张扬独立
个性的想法得到很多读者的认可。

性别气质的突围也表现在对小男孩
形象的塑造上。《爱花的牛》绘本的主人
公是西班牙一头叫费迪南的小公牛。但
是费迪南不像其他公牛那样爱跑、爱跳、
爱抵角，他只有一个喜好，就是在栎树下

静静地坐着，闻闻花香，从小长到大都是
这样。费迪南由此完成了其在性别气质
上的身份认同。他的母亲在这个过程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与众不同的儿子
给予了相当的理解和尊重。当看到费迪
南并不觉得孤单，牛妈妈就高兴地由着
他自得其乐。与之相比，中国一些儿童
读物经常把父母的道德教化作为首要甚
至唯一目的，重在教导儿童行为更加符
合既有的社会规范。这种尊重和理解儿
童主体性选择的母亲形象还不多见。

智慧公主拯救懦弱王子
——儿童绘本中的两性关系

是不是所有的公主都要等待被王子
拯救？是不是所有的公主都最终要和王
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笔者目及的
儿童绘本中，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唯
一的，两性关系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样
态。公主可以运用智慧拯救王子，也可
以选择或不选择王子作为自己的生活伴
侣，这一次，一切由公主说了算。

“纸袋公主”依莉莎是一位美丽的公
主，不久她就要和一位名叫雷诺的王子
结婚了。尽管有着和其他公主相似的命
运，但就在这时，火龙却把只知道打网球
而毫无反抗能力的王子掠走了。依莉莎
穿上一个破纸袋，勇敢地追赶火龙，用智
慧打败它并救出王子。令人意想不到的
不仅是公主也能表现出过人的聪慧和勇
敢，当被救的王子傲慢地嫌弃公主衣衫
褴褛时，公主大骂他是一个没用的家伙，
然后快乐地弃他而去——公主根本不需
要王子恩赐她“幸福的生活”。

另一位“顽皮公主”则干脆连共同
生活的机会都没有给王子，她不想嫁
人，只想养着宠物过快乐的独身生活。
面对前来求亲的各位王子，她利用自己
的各种特长百般刁难，蠢笨的王子都灰
溜溜地跑了。唯一一位可以顺利完成
任务的“帅到家王子”也被她不怀好意
的一吻变成了癞蛤蟆。至此，全书像长
长舒了一口气般写下最后一句话，“从
此，公主就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在故事的续集《顽皮公主万万岁》中，公
主继续不愿嫁人但希望有一个属于自
己的宝宝，她阴差阳错真的实现了这个
愿望。癞蛤蟆王子仍然遭到驱逐，根本
不能动摇公主的生活。

我们经常在童话故事中看到，女主
人公在两性关系中总是居于被动、顺从
和无知的位置。她们处处遭遇危险但
只能等待男性来拯救自己的命运。但
是在上述儿童绘本中，女主人公从被动
等待变成了主动出击。她们掌握着两
性关系的主动权，有着超越男性的智慧
和勇气，明确自己想要的生活并执著追
求，可以掌控他人乃至国家的命运。这
些与传统文化曾经赋予男性的权利颇
为相似。与之相反，这些儿童绘本中的
男性则被置于从属地位，甚至被平面化
脸谱化。殊不知,那个精灵古怪的“顽
皮公主”不仅自己强势，她还有一个体
型健硕、说一不二的女王辣妈。而她的
老爸在书中则被处理成沉默、蠢笨的样
子，丝毫不能影响故事的任何进程。这
虽然带有英国特定的女王文化印记，但
也可以看做是作者对主动而独立的女
性话语权的偏爱。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
副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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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芭贝·柯尔《顽皮公主万万岁》

■ 本报记者刘霞

4月9日~10日，“性别视角下
的环境公正与可持续发展”培训
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主办方创绿
中心（Greenovation Hub）和新世
纪妇女发展选择（DAWN）在“里
约会议”20周年到来之际举办该
研讨会，旨在秉承《21世纪议程》
中“将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
联系起来”的宗旨，为来自关注环
境、经济、社会发展等不同工作领
域的组织提供一次跨领域交流机
会。来自国内外的与会代表纷纷
结合各自经验与研究，在社会性
别视角下审视了中国实现经济增
长、社会公平和环境公正时所面
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就如何推进
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探讨：环境公正、可持续发展
与性别平等

什么是环境公正？这是与会
代表首先讨论的问题。据悉，环
境公正的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沃伦
县有色人种抗议在其社区进行有
毒废物处理的运动为序。中国在
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
2001年左右。

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执委会
委员蔡一平认为，环境公正可理
解为环境平等，即每个人、每个国
家在环境面前的权利与义务是一
致的。具体来说，每个人有平等
的索取资源的权利，而义务的多
少与索取的多少成正比。比如，
发达国家较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
程中排放了更多的二氧化碳，所
以在节能减排上，他们就应该投
入更多资金进行环保，同时对发
展中国家的环保事业提供更多技
术支持。性别与环境公正、可持
续发展一直都是相关联的，而随
着社会发展的转型，性别视角被

更多的提出并得到社会各界更多
的重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性别
平等、社会公平、经济公正与可持
续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关联体。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
员杨玉静则进一步指出，真正的
可持续发展要求环境公正，即人
类不仅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更
要公平分配资源。作为分配资源
的政府应确保分配时不因性别差
异而导致不公正。

挑战：工作中的性别盲点

在中国，科学发展观是“十
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其第一
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为了
落实科学发展观，近年来妇女组
织、环保组织在推进中国的环境
保护、社会发展及性别平等方面
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并得到了普
遍认可。参加本次会议的专家、
代表就各自关注的法律、农业经
济、灾难救助、环境保护等社会
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的性别盲点
提出相关呼吁。

“绿色昆明”环保组织代表
唐绪皇最先提出了工作困惑：我
们在组织环保亲子家庭游活动
时，大部分孩子都由母亲带领，
父亲很少参与。他希望通过类
似的性别视角培训了解如何让
男性积极地参与到关心环境的
活动中，并为参加活动的女性提
供更多便利。

国际计划资源动员及灾难风
险管理经理陈阳强调，以经济发
展为核心，不惜破坏环境做代价
的发展模式已得到越来越多的报
复，这使得救灾成为社会发展的
重要事务。如何快速进行需求评
估，是实施有效救助的重要手
段。我们得到的官方数据多是概
括性的，然而需要评估的人群很

分散，如何找到这部分人群，特别
是其中更为脆弱的妇女儿童是实
施针对性救助的前提。关注性别
是在救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
题，比如女童怎样上厕所、卫生用
品如何发放等都是不可忽略却常
常被忽略的问题。

乐施会经济公正团队的主
管毕伟徳表示，在援助工作中，
发现女性无法像男性一样平等
地获取到各类资源，比如土地、
水、培训、贷款等，而在农村地
区，这个问题尤其突出。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植保学院教授赵惠
燕对此表示认同，她进一步表
示，农业从业女性的需求常常被
忽视。女性在环境变化大背景
下是弱势群体，所以应重视女性
的需求，那些鄙视和轻视女性的
创造、需求、诉求等做法都将不
利、阻碍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清华大学教授李楯也表示，
社会的发展必须有多元化的参
与，女性的智慧、力量都是社会力
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任何问
题都不可忽视她们的需求。鉴于
女性本身在从事经济生产等工作
上有着明显的生理弱势，国家应
在制度上对女性有明确的倾斜。
女性需要相关的政策弥补这种不
平等，从而让她们在共同的平台
上与男性竞争。

建议：强化主体意识 共同
推进行动方案

为推进环境公平、性别平等
与可持续发展，与会代表普遍认
为应从观念层面与操作方法两方
面进行努力。

在观念层面上，李楯认为，女
性应有主体意识，并努力发出自
己的声音。权利是靠争取的，如
果没有端正主体的位置为自己的
权利争取，那世界也无法知道女
性需要什么。参与“里约+20”会

议筹备、负责公民社会建议稿中
社会性别与可持续发展部分撰写
工作的印度学者阿尼塔·奈尔
（Anita Nayer）也认为，女性应坚
持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保持她
们的特有敏锐性，并组织起来为
解决问题而努力。从事妇女生育
健康、社区发展与自然资源可持
续管理工作的斐济专家罗琳·娜
布 里 瓦（Noelene Nabulivou）提
出，改变境况，从我做起。人是环
境的组成部分，人类如何行动将
直接体现在环境上。所以要改变
环境，就应该改变自己的认知，明
白万物是相互联系的，“抱着这种
联系的态度，就能得到我们想要
的未来。”

在操作方法上，与会者认为，
首先，社会组织可为大众提供培
训、教育的机会，提高性别意识，
提高女性素质、能力。罗琳表示，
各国应加强区域间的咨询和培
训，这将有利于区域间的联系以
及经验的传播和扩展。其次，政
府应提供政策保障，加强宣传倡
导，并重视妇女组织在推进经济
转型中的作用。杨玉静结合全国
妇联进行的“绿色经济与妇女发
展”相关研究提出，政府应提供妇
女发展和性别平等制度性保障，
一方面推进政府根据两性不同需
求制定政策与方案，另一方面也
希望政府能承认妇女在绿色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并赋权妇女尤其
是边缘化的弱势妇女充分参与环
境管理和绿色经济决策的权利。
此外，与会代表认为社会各界也
应利用各自资源、联合起来形成
合力，共同推进社会有序、健康的
发展。会议结束前，作为赞助方
的乐施会表示，未来将会继续支
持并期待更多的有性别视角的政
策和项目,同时加强与相关环境组
织、政府部门、媒体间的合作，共
同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性别视角下的
环境公正与可持续发展

迎接世界地球日，展望“里约+20”——

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次大会通过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1世纪议
程》，将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确立了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在《21世纪议程》中，有
172处提到了“妇女”，并有专门一章（第24章）阐述了“为妇女采取全球性行动以谋求可持续的公平的发展”。

2012年6月，在“里约会议”20周年之际，联合国将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评估以往执行《21世纪议程》中的
经验得失，更为未来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确定目标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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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八年！国际知名的古巴国家芭蕾舞团即将载誉再回北
京，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经典之作《天鹅湖》！一时，芭蕾粉丝们又
开始热议起它的缔造者——阿丽西娅·阿隆索（Alicia Alonso）！

阿隆索1921年生于古巴首都哈瓦那，是20世纪最具国际
知名度的浪漫派芭蕾表演艺术家之一，更是500年芭蕾史上绝
无仅有的传奇人物。

阿隆索的绝无仅有与她的传奇经历密切相关：19岁那年，正
当她步入人生花季和芭蕾生涯之际，却意外地遭遇了由视网膜剥
离造成的近乎失明，但她毫不气馁，硬是通过加倍的努力，确保了
自己能在芭蕾这种“高精尖”的演艺圈里持续精进，不仅跳遍了
18~19世纪的全部经典芭蕾舞剧，而且在巴兰钦等现代芭蕾大师
的作品中原创并首演了主要舞段和角色，更以燃烧了半个多世纪
仍不见衰减的激情，将其表演生涯延续到了古稀之年，取得了许
多明眼人都无法奢望的辉煌成绩！

作为古巴芭蕾的缔造者，阿隆索1948年回国，从零开始，打
造出誉满全球的古巴国家芭蕾舞团，实现
了她用芭蕾报效祖国，改善同胞文化生活
的人生理想。在西方芭蕾史学家的眼里，
古巴芭蕾经过60多年的努力，已形成了自
己的风格——把地道的法兰西浪漫情怀、
绝顶的俄罗斯旁腿高抬、耀眼的意大利脚
下华彩、本能的黑非洲生命澎湃、原始的印
第安跳舞状态、火爆的西班牙斗牛气派、赤
裸的拉丁人男欢女爱，连同古巴人那血肉
丰盈的动感和出类拔萃的乐感，完美地融
入到了阿隆索那过人的执著与超人的活力
之中！

“蔗糖、雪茄、阿隆索”！作为古巴文化
在国际上最鲜艳的旗帜，阿隆索这个名字
早已超越了芭蕾，成为古巴的三大标志之
一！

扮演白天鹅的阿隆索

芭蕾全盛期中的阿隆索（上）

阿隆索肖像（下）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
日，当我们关注成人阅读
的发展时，也应关注儿童
阅读的变化。近年来儿童
绘本中一些突破中国传统
性别规范的两性形象正悄
然出现，在性别气质、两性
关系等方面衍生出新的诠
释，这对形成儿童独立自
主的性别人格具有不可忽
视的作用。

[美]曼罗·里夫/文 罗伯特·劳
森/图《爱花的牛》

2月7日《新女学周刊》刊登了我写的《让女性原始创新
融入农业科技创新主流》，文章引起了陕西省妇联的高度重
视，省妇联领导还把报纸剪贴在笔记本上，认为这是推动妇
女发展的新的切入点。2月24日，省妇联结合中央一号文
件精神，召开农村妇女参与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和扶贫开发
工作调研座谈会，协调陕西省科技厅、农业厅、林业厅、科
协、扶贫办等部门介绍农业科技传播项目，为争取开展全省
农村妇女创新活动提供财力资源，部署各
地搜集、整理、发现、挖掘妇女创新典范，

争取在2012年农高会上再展妇女创新成果。
我不是办报纸的，也不是编辑，从一个读者和自然科

学研究工作者的角度看，《新女学周刊》的内容非常好，特别
是对现实工作有直接促进作用。期盼着更多非女学专业
的研究者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工作者关注、重视、赐稿，这是
新女学主流化的方向之一！否则，自言自语影响不大。当
然，要做到此，困难、阻力非同一般！！！

赵惠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保学院教授）

《新女学周刊》促进妇联开拓工作新思路周刊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