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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

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

还记得2008年11月初的慕尼黑，气候与往
年略有不同，不但不见传说中的湿冷和寒流，而
且阳光明媚的日子居然频频出现。慕尼黑人对
此似乎并不讶异，他们认为一年自有一年的气
候，不必太过在意，有阳光时便尽情享受，阴霾的
天气也毋须徒增愁绪。不过对于初到慕尼黑的
我来说，在这样的季节里，还能够常常见到晴碧
的天空，触到温暖的阳光，思乡的情绪多少得到
了些许慰藉。

正是踏着秋日明丽的阳光和缤纷的落叶，我
来到了慕名已久的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研
修3个月。

一

图书馆坐落在慕尼黑西南郊的布伦顿堡。
馆内语言专家部负责人约亨·威伯先生向我介
绍，布伦顿堡原为巴伐利亚公爵的宫殿，堡内最
早的建筑建于1430年，整个布伦顿堡则竣工于
1490年，迄今已有逾500年的历史。古堡有着
童话中的白墙红瓦，庭院内围着一圈可爱的石甬
小路，一片葱碧的草坪和一株树龄过百的银杏。
古堡一侧紧傍一面小湖，其余三面是田野和古
树，有一条唤作沃姆的小溪从前面流过。“沃姆”
在德语中是“蠕虫”的意思，小溪因其曲折蜿蜒的
形状而得此名。

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的创立与一位德
国犹太裔女士的名字紧密相连，她就是叶拉·莱
普曼（1897—1970）。1936年，为了躲避纳粹政
权的迫害，时年39岁的叶拉·莱普曼不得不离开
德国，远赴伦敦。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她重新
回到德国，开始致力于推进国内的妇女和儿童权
利的事业，尤其是儿童图书的建设事业。

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德国面临着战后重
建的艰难任务，许多地区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尚
未解决，叶拉·莱普曼却“不合时宜”地提出了与
经济建设并无直接关联的呼吁——重建儿童阅
读的资源，并为之努力一生。她看到，整个二战
期间，德国孩子的所有阅读几乎仅限于政治宣
传；现在，为这些孩子提供能够带给他们真正的
启蒙、快乐和创造力的书籍，已经成为刻不容缓
的责任。为此，她四处奔走，为各地的孩子开设
书展，提供讲演，设法帮助他们打开一个尽可能
丰富的阅读世界。而她最大的梦想，是为德国的
孩子们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图书馆，让他们能够读
到来自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儿童书籍。为此，她奔
忙于欧美各国的图书出版与收藏机构之间，为图
书馆的建立募集童书资源。

1949年9月，这一梦想终于得以实现。在
德国慕尼黑考巴赫街的一幢别墅里，叶拉·莱
普曼想象中的国际青少年图书馆成为了现实。
随着图书馆规模的不断扩大，已有的藏书空间
显得日益狭小。1983年，该图书馆迁至布伦顿
堡，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慕尼黑国际青少年
图书馆。

1950年代，莱普曼女士以慕尼黑国际青少
年图书馆为基础，在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下，继续
推动成立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设立了
国际安徒生奖，为童书事业在全球的普及和发

展，为全球儿童的福祉和人类和平事业造福——
当然，这是另一个重要的话题了。

二

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始建于战后德国
童书资源的废墟之中，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迄
今为止世界范围内藏书量最大的青少年图书
馆。至2008年底，馆内拥有藏书60万册，涵盖
德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中文、日文、韩文等
130余个语种，同时拥有250种相关期刊，被各
国的许多童书创作和研究者称为世界儿童图书

“第一馆”。
几十年的探索和发展，使这座图书馆拥有了

相当完善的管理和运行体制。图书馆在馆长室
下设有三个主要部门，分别为行政办公部、语言
专家部和图书服务部。

行政办公部主要负责图书馆的日常行政事
务、对外交往、档案管理等工作。语言专家部由
不同语种的语言专家组成，主要负责关注相关语
种的童书出版动态，保持与世界各地出版社以及
相关机构的联络工作，负责各地图书的征集与筛
选工作及“白乌鸦”世界童书年度书目的编选工
作等。目前，馆内语言专家所涉及的语种涵盖了
东亚语（包括中文、日文、韩文）、英语、德语、罗曼
斯语（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加泰罗尼
亚语、加利西亚语、西班牙语）、斯堪的纳维亚语
（包括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四国语言）、斯拉夫
语与波罗的语（包括克罗地亚语、捷克语、爱沙尼
亚语、立陶宛语、波兰语、俄语、塞尔维亚语、斯洛
伐克语、斯洛文尼亚语）以及其他部分语种（包括
荷兰语、匈牙利语、希腊语、蒙古语、阿拉伯语、希
伯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图书馆服务部由
图书编目部、公共借阅室和研究室三部分构成。
图书编目部的主要任务是按照语言专家部的选
目，将每年从世界各地搜集到的一部分拟进入馆
藏图书库的童书进行编目上架；公共借阅室主要
行使对外开放借阅的职能。其时，图书馆的公共
借阅室拥有包括德、英、法、西班牙语等语种在内
的2.5万册藏书和多种供儿童使用的音像制品，
全部对外免费开放借阅。借阅室内开辟有专门
的幼儿阅读和游戏空间，父母和家长也可以在这
里为孩子们大声朗读故事。除了安排不定期的
故事朗诵会外，每年特定的节庆时分，公共借阅
室也会为孩子们提供传统的手工制作等活动。
此外，图书馆拥有专供各地学者研修之用的研究
室，室内理论藏书达3万册。1993年，图书馆实
现了藏书目录的电子化，共计16万条藏书目录
进入了OPAC电子书目查阅系统，读者可以十
分方便地从网上获得相关的书目讯息。与初建
时一样，馆内藏书的主要来源是各地出版社、作
家、研究者以及相关机构的赠书，但理论著作和
学术刊物则是通过官方提供的资助，由图书馆统
一订购。

长期以来，该馆形成了一些具有特色的活动
项目。馆内开辟了多个大小不一的展览区，定期
举办各种主题的童书展览，包括知名童书插画家
的画展、围绕某个儿童文学主题展开的书画展
等。例如2008年，该馆在主画廊区展出了包括

“莫里斯·桑达克”纪念画展、“我的爸爸”儿童画
展和德国插画家艾哈德·迪特插画原画展在内的
三次展览。其中，“莫里斯·桑达克”纪念画展系
1970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获得者莫里斯·桑
达克的作品展；“我的爸爸”儿童画展系以英国插
画家安东尼·布朗的图画书《我爸爸》为主题，由
各年龄段儿童围绕“我心目中的爸爸”、“最想跟
爸爸说的话”、“最想和爸爸一起做的事”等主题
提交的画作。不少画展由插画家本人亲自参与
设计和揭幕，这也是馆内展览的一大特色。位于
布伦顿堡南面的叶拉·莱普曼展厅是馆内最大的
展区，这里每年会举办一至两次大型画展。
2008年，在该展厅展出了2006年国际安徒生奖
插画奖获得者、德国插画家沃尔夫·埃尔布鲁赫
的插画原画。另一间以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
馆基金的设立者之一和最早的资助者命名的展
厅“克瑞斯特·斯潘根伯格”大厅也定期举办较大
规模的国际童书插画展，2009年6月，这里展出
了一批波兰青年童书插画家的画作。除此之外，
馆内还辟有不少小型展区，主要包括取名为

“珍藏馆”的展区和图书馆的主门厅。自2008
年9月起，在珍藏馆内举办了以“鲁滨逊”题
材为主题的年度童书插画展。同年12月，馆内
的门厅展区也开始展出巴西插画家萨摩·丹沙的
特色插画作品。这些对外开放的展览吸引了来
自各地的作家、插画家、教育者、儿童以及其他童
书爱好者。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图书馆开始编制
“白乌鸦”（The White Ravens）世界儿童文学
图书选目。该选目系由馆员语言专家根据严格
的文学标准，对当年度图书馆收到的来自世界各
地出版社的各国原创图书进行评选，最终产生的
一个书单。自1984年起，在德国青少年事务部、
巴伐利亚州立政府和慕尼黑市政府的支持下，该
书单以独立书号的形式印制成正式出版物，并按
语种对目录进行分类，于每年春季正式出版。自
2014年起，为与法兰克福书展相配合，改为每年
夏季出版。1984与1985年的书目均为德文；自
1986年起，为了方便书目在世界范围内的参考
使用，该书目开始以英语编制出版。馆内语言专
家严格按照文学性的标准对进入书单的童书进
行比较筛选。书目之所以取“白乌鸦”的名字，正
是为了突出该书单选目的与众不同。对于通过
各种渠道获得的优秀童书讯息，图书馆若拟将相
关童书编制入“白乌鸦”书目，而馆内尚未收藏有
这部分作品，则由相应的语言专家负责出版社的
联络和图书索取工作。该书目出版后，将同时寄
往世界各地与图书馆保持联络的出版社，以作为
童书文化交流之用，并从该馆专家的视角，为不
同语种之间的童书翻译提供推荐性的选择。每
年年初出版的白乌鸦书目以及入选该书目的图
书都将出现在当年的博洛尼亚书展上，以供来自
世界各地的图书出版机构交流参考。同时，馆内
也将当年度进入白乌鸦书目的所有童书独立收
藏，并于当年度为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童书机构提
供免费展览的机会。但相应的邮递和运输费用
需由申请展览的机构自行解决。

自1959年起，在德国外交部的资助下，该馆
设立了一个国际奖学金项目，每年接收15位左
右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与青少年文学研究者在
馆内从事为期3个月的研究进修。研习期间，每
位研究者需完成相应的研究项目，并在研究结束
前完成相应的研究成果报告。60年来，共有来
自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美国、巴西、中国、
日本、韩国等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约900名研
究者作为该奖学金获得者前来馆内进修交流，其
中包括曾任IBBY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的
伊朗儿童文学学者佐拉·甘尼，美国IBBY分会
主席琳达·帕弗南蒂，2009年在西班牙召开的
IBBY国际大会主席尼拉·克鲁特，剑桥大学儿童
文学研究中心原主任玛丽亚·尼古拉耶娃、日本
儿童文学学者鸟越信等。近十多年来，更是有十
多位中国儿童文学学者、作家陆续来该馆研修。
这一奖学金项目既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儿童文

学研究，同时也加强了图书馆与世界各地童书研
究界的交流与联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馆内辟出了4个小型
的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博物馆，其中尤以米切
尔·恩德博物馆最为知名。1995年，德国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米切尔·恩德过世；恩德的夫人将他
的部分遗物，包括家具、书籍、信件、作品手稿等
捐赠给了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图书馆为
恩德开辟的纪念馆于1998年正式对外开放，这
就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米切尔·恩德博物馆。
为纪念知名德国作家凯斯特纳和詹姆斯·克吕斯
而建的纪念室分别于本世纪初先后开始对外开
放，但规模相对较小，主要展出两位作家的部分
手稿、作品版本、个人收藏以及相关历史报道
等。设立于2005年的碧纳特·舒若德阁是馆内
惟一一个以仍然在世的德国童书插画家碧纳特·
舒若德的创作为主题的博物馆，展出包括这位艺
术家的插画原作、出版作品等在内的各种物件。
2008年的馆内圣诞晚会上，我见到了这位优雅
而可爱的女士。时隔多年，我仍然能够清晰地忆
起她执着我的手朗诵恩德的作品时，因为感动而
闪烁着泪光的双眸。

三

布伦顿堡那座古老的宫殿里，有一群特别友
善和敬业的人们。

现任馆长克里斯蒂娜·拉贝博士是一位高挑
优雅的女士。初到图书馆的人们一定会很快注
意到她，但不一定立即就能从一群自由说笑着的
工作人员中辨出她的馆长身份。与前任馆长一
样，拉贝馆长代表图书馆在《书鸟》杂志上担任着

“童书评论”（Books on Books）专栏的特约编
辑，专为读者提供国际范围内相关的童书研究著
作出版讯息。同为该专栏编辑的还有图书馆服
务部主任、热情而细致的尤塔·劳伊希女士。负
责秘书事务的佩特拉·沃斯金女士，她工作的尽
职和高效令人赞叹，不论何时，她的脸上总是有
着巧克力般甜蜜的笑容，她的安慰和鼓励总叫人
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困难。语言专家部
负责人约亨·威伯身上有着某种德国式的庄重谨
严，内里又深藏巴伐利亚式的亲切体贴，他总能
在谈话中不露声色地照顾到别人最细微的感
受。约亨见闻广博，与他的每一次交谈都是非常
好的学习，他却从不会让人感到拘束。馆内工作
人员凯萝拉有一次悄悄地笑着告诉我，约亨的个
性太迷人了，每年都有来访的女性研修学者热烈
地爱上他。

在馆内访问期间，由于我的办公地点就在图
书馆研究室，再加上频繁的图书借阅，我与图书
服务部的工作人员接触最多。研究室管理员海
勒的工作透着一丝不苟的严肃，并对保持研究室
内的整洁、安静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室内严禁
饮水饮食，甚至图书服务部的许多人都觉得她有
些过于苛责了。我与来自伊朗、巴西的两位访问
者偶尔小声交流某个问题，常常会迎上她带有制
止和责备意味的眼神，我们便相视一笑，归回各
自桌前。但海勒也有她可爱和幽默的时候，而且
还有一副令人羡慕的歌喉，大概因为她不常笑的
缘故，每每微笑起来，令人感到格外温暖。另一
位管理员韦尔纳风格恰好相反，他在研究室坐班
时，让我们感觉整个室内都变得柔和、温厚起
来。他同时兼任着馆内的斯拉夫语语言专家身
份，我们常见他用嘴角叼着眼镜仔细在书架前整
理图书和查找资料。韦尔纳是个绝对的高个子，
我每次向他提问，都需要努力仰起头来同他交
谈，但他的温厚让每次谈话都进行得非常愉快。

相比之下，我与编目部的工作人员不常见
面，他们总在底楼默默地忙碌着，但我所需要的
每一本童书作品，总是由他们照着我填写的借阅
单从书库里提出来，放在我的书桌上。可爱的玛
丽亚，在她每次为我送书时，都会悄悄带给我一
碟精致的糕点，向我俏皮地眨眨眼睛，然后再悄
悄地走开。

馆内实行的是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但因为

工作需要，语言部和行政部的工作人员轮流加班
到晚上七八点是常事。由于不少工作人员在这
里做的是兼职，因此新旧馆员的交替去留时有发
生。馆内会为即将离馆的工作人员举办简单、周
到、温暖的辞别会，而新到的工作人员则按例在
每一年的图书馆圣诞晚会上出任主持。在这个
一年一度的集体聚会上，馆内会组织起一支小小
的无伴奏合唱队，队长和指挥通常由原馆长安德
烈斯·伯德博士担任。伯德馆长是一位亲切和蔼
的老人，卸任馆长后，一直安静地在恩德博物馆
里埋头读书、工作。许多馆员都骄傲地告诉我，
伯德馆长幼年时就是德国知名的托马斯童声合
唱团成员。记得2008年的12月，下了几场大
雪，馆内好多人得了重感冒，合唱团人手大缺，我
因此客串了这一年的圣诞合唱。对我来说，这也
是那个冬天温暖的回忆。

还有优雅温和的伯德夫人。此前我们只在
馆里见过匆匆一面，得知我要回国了，她特地打
电话到我的住处，邀请我去她家晚餐。那天是伯
德老馆长亲自下厨，他系着围裙，做了一道又一
道奇异而美味的餐点。我们在客厅畅快地谈笑、
留影。晚餐后，他们一齐送我到地铁站，就着路
灯的光芒，夫妇俩饶有兴致地请我给他们合影。
伯德馆长用不惯电子邮件，回国后，我赶快跑去
把照片洗出来，邮寄给他们。

四

近年来，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与中国、
与亚洲的联系日益频繁。现任国际儿童读物联
盟主席张明舟先生曾3次到访该馆。2019年
初，日本皇后美智子受邀担任国际青少年图书馆
荣誉馆员，成为继凯斯特纳、林格伦之后第3位
接受这个荣誉职位的人。2019年9月20日，恰
逢国际青少年图书馆成立70周年，张明舟主席
代表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致信祝贺。信中特别指
出：莱普曼女士的“精神遗产不仅存在于我们的
信仰中，也和这座宏伟的图书馆共存”。

离开慕尼黑已经超过10年了。十多年来，因
为每年应邀为“白乌鸦书目”推荐中文作品的缘
故，我一直与馆里的朋友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也曾多次在博洛尼亚童书展上相约见面。特别难
忘的是，2018年3月的博洛尼亚童书展上，慕尼
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特地邀请卫平和我一起在书
展作家咖啡角举办了一场题为“中国儿童文学：推
荐与趋势”的国际对谈，以此“向这一届书展主宾
国中国的儿童文学致意”。除了拉贝馆长、约亨先
生等馆内同事外，这次对谈吸引了国际安徒生奖
评委会主席横田淳子、英国翻译家汪海岚（Hel-
en Wang）、英国利兹大学学者蔚芳淑（Fran-
ces Weightman）、中国出版家、作家海飞、刘海
栖等约80人参加，我们也得以与慕尼黑的朋友们
再度相聚。这次对谈的效果十分好，按照明舟先
生的说法，“这样的国际交流越多越好”。

对谈的主持人、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中
文专家欧雅碧女士于2012至2013年间开始到
馆工作，她的汉语非常好，对中国儿童文学又充
满热情。这些年来，在她的努力下，馆内中文书
目的工作大为增色。说起来，通信5年多来，这
还是我们第一次相见。从博洛尼亚归来，再度接
到欧雅碧的信函，我们又开始了当年“白乌鸦”中
文书目的筛选和点评工作。记得当年我在馆里
看到2008年“白乌鸦书目”时，整个中国原创儿
童文学只介绍了一本吴承恩《西游记》的改写
本。转眼间，我们参与这份书目的中文推荐、点
评工作已逾10个年头，累计共有50余种中国原
创儿童文学作品进入“白乌鸦书目”。2019年，
我们推荐的最新5部作品是刘海栖的《有鸽子的
夏天》、董宏猷的《鬼娃子》、薛涛的《砂粒与星
尘》、谢华、黄丽的《外婆家的马》、郭振媛、朱成梁
的《别让太阳掉下来》。

时间总是飞逝，所幸又总是留下回忆和美好
的珍藏。对于我，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早已
不只是世界闻名的童书“第一馆”，更是遥远国度
里一个无比亲切的名字，一座温暖可爱的居所。

如果说《冰雪奇缘1》的故事外化了少女成
长中认识自己、释放情绪的心理过程，那么《冰雪
奇缘2》则更多展现了少女成长中探寻自我归属
的心灵轨迹。端庄优雅、能够呼风唤雪，具有神话
魅力的艾莎和温柔善良、可以打动人心，具有童
话色彩的安娜，两个主人公在《冰雪奇缘2》中继
续诠释着美与力两种理想的人格力量。

让人惊喜的是，《冰雪奇缘2》不再聚焦少女
个体的成长与独立，而是全然打开了外部世界，
通过来自异域的神秘声音，引导艾莎公主寻找身
世之谜，同时，更为理性地解决成人世界的纷争。
整体来说，《冰雪奇缘2》的叙事格局更为广阔，
叙事背景更为丰富，水灵、火灵、风灵、土灵等更
具神秘感和象征性元素运用自如地贯穿故事，蓝
色、橙色、红色、灰色等色彩寓意不仅与成年观众
的观影体验与知识储备形成互文关系，也为儿童
观众的接受心理铺上绚丽的情感底色。以艾莎为
主线的蓝白色冷色调清透明亮，以安娜为主线的
橙黄色暖色调温暖柔和，两种色调正与两位公主
的性格定位相合，若往更深处溯源，则是与阿伦
黛尔王国和北地人部落所处的自然环境相应。在

视觉传达效果方面，如此设计亦为观众营造了色
彩的反差感，予以强烈而不刻板的视觉冲突。

如果将放映中的电影画面定格冲洗，一张张
美丽的图片就是孩子抽屉里珍藏的贴纸和海报：
艾莎与安娜数套华丽礼服的更换，迎合着孩子对
日常穿搭的诉求；艾莎御马过海的酷炫身姿，安
娜唤醒巨人摧毁大坝的行动，则是勇气与正义的
化身。这些画面不仅极为震撼，也将影片剧情发
展推向高潮。

色调色彩、动态线条、空间设置既是定格动
画的画面构成，也在电影叙事的统摄下与听觉效
果合二为一，共同呈现了《冰雪奇缘2》的视听之
美。一首接一首的电影歌曲，既是主人公内心世
界的艺术演绎，也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力量之源。曾
经的《Let It Go》传唱度极高，一度成为电影音
乐的成功典范，而《冰雪奇缘2》电影插曲《All is
Found》的歌词与旋律同样是影片情感升华的象
征，整部影片正是在“北风与大海相遇的地方，有
一条充满回忆的河流”中展开叙事，这首歌曲既是
艾莎的人物主题曲，也正式拉开了影片叙事的序
幕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Lost

in the Woods》等歌曲同样唯美，徐徐响起，呼
应情景，称得上是成功的电影音乐。

影片中讨喜的雪宝、驯鹿、火蜥蜴具有典型
的儿童性与儿童趣味。驯鹿的真诚与憨态，火蜥
蜴的灵动与俏皮，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儿童特征，
也是构成动画电影儿童趣味的关键元素。雪宝是
艾莎用魔法创造出的小雪人，不仅陪伴着艾莎，
也见证着艾莎的成长，它向北地人讲述《冰雪奇
缘1》中艾莎经历的样子萌趣可爱，而模仿艾莎
走路的情态，更是让坐在电影院里的孩子们咯咯
发笑，雪宝是理想儿童的缩影，深受成人与儿童
的喜爱。《冰雪奇缘2》的技术手段、艺术表现、叙
事节奏与主题表达是一致的，大团圆的结局也满
足了儿童受众的观影期待，一如既往地延续了迪
士尼动画电影风格。

然而，在诸多影评中，我们不难发现影片的
技术手段和视觉效果多数被给予肯定，但影片的
内容、主题与叙事方式却存在着诸多争议，比如
有评论者称寻找身世之谜的故事主线陈旧老套、
主题定位倒退“沦为”环保片、《冰雪奇缘1》中对
女性力量与独立精神的赞扬荡然无存、影片具有

主题先行的嫌疑、说教性
太强、华而不实等。若是从
成人视角与电影专业性角
度看待这些评价，这些问
题的确存在。但从儿童本
位与现代儿童观出发，《冰
雪奇缘》系列不能简单以
女性主义批评的视域加以
阐释与分析。事实上，影片
主题仍围绕“少女成长”

“友爱与亲情”“探索与追
求”等展开，然而儿童文学
与影视如何能够实现主题
上的突破，如何以更巧妙的
方式呈现儿童的精神世界、帮助孩子确立正确的
价值观念，如何打破陈规，彰显儿童精神成长的生
命力，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亦有评论者称影片中
没有明显的负面人物，没有出现强有力的戏剧冲
突，笔者认为，这恰恰是这部电影的成功所在，儿
童成长本身就是最为掷地有声的生命张力，儿童
面对自己、认识自己、接受自己并非一蹴而就，正

如儿童文学作家陈丹燕所
言：“成长，是灾难的礼物。”

值得注意的是，艾莎和
安娜默契配合的背后是正确
价值观与是非观念引导，当
她们得知祖先犯下的沉重罪
孽时，并没有刻意逃避，而是
毫不犹豫地选择解决问题，
并且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敢
与担当，最终共渡难关，达成
和谐。然而，这一过程中两姐
妹的每个选择都难能可贵，
最终大坝被摧毁，北地得以
恢复往日生机，并非由拥有
魔法之神力的艾莎一人所
为，而是安娜发挥了核心力
量，那不是超自然之力，而是
爱与亲情、信任与责任。换句
话说，如果说艾莎是孩子们

崇拜和仰慕的人，那么安娜应该住在每个孩子的
内心深处。

影片的最后，艾莎将阿伦黛尔的王位让给了
安娜，自己留在了北地人部落，守护着森林，而安娜
答应了克里斯托夫的求婚，具有了新的女性身份，
这也为接下来的叙事埋下了伏笔，《冰雪奇缘3》的
电影叙事不知会走向何处。

神秘呼唤中的视听之美与成长之力
——评迪士尼动画电影《冰雪奇缘2》 □□王雅鸣

我所知道的世界童书我所知道的世界童书““第一馆第一馆””
□□赵赵 霞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