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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阔 的 风 景 — — 开 阔 的 图 书

All over the world, the bar is the 
meeting place par excellence – for 
lovers, business partners, and also for 
artists and writers. The French artist 
Roland Topor even regarded a visit to 
the bar as his most creative activity. 
Amsterdam is the city with the highest 
density of bars in the world – if we 
believe Topor, it must therefore be the 
most creative place in the world.
From 1-4 September, Beijing can 
also count on an eruption of creative 
expression as the 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UCCA) opens its 
doors to Café Amsterdam: a literary 
bar where Dutch and Chinese writers, 
comic-strip artists, illustrators, 
musicians and designers meet one 
another and enter into discussions 
with the public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文学盛宴“开阔的风景——开阔的图书”：近30位荷兰作家、设计家 
和漫画家将会前往北京，参加各种演讲、公开对话、辩论和文学
音乐之夜，这些活动将在图博会现场及北京的各个文化舞台举
行。他们将和中国不同领域的同仁们合作，共同参加将近50场 
活动。在下面您可以看到整个策划中的几个高潮部分。

阿姆斯特丹咖啡屋
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
在世界各地，咖啡屋都 是 最
好的会面场所—这不仅仅是
对恋人、商人，对艺术家和作
家 来说也是 这样。法国艺术
家Roland Topor把去咖啡
馆视为他最有创意的举动。
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咖啡馆
最密集的城市—如果我们相
信Topor的话，那么，阿姆斯
特丹也是世界上最具创意的
城市之一。
今年9月1号到4号在 北京也
会上演一场创意 大 爆 发，届
时，尤仑斯当代艺 术中心 会
成为北京的阿姆斯特丹咖啡
屋。这是一个文学咖啡屋，荷

兰及中国的作家、漫画家、插
画家、音乐家，还有设计家汇
聚一“屋”，公开讨论想象力
和好 奇心的重 要性，讨论现
代城市，讨论小国的特色，等
等。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的
咖啡屋会一改 风 格，变 身古
老而气氛浓郁的阿姆斯特丹
咖啡屋kroeg，通常人们会在
那儿 会见朋友，听别人讲 故
事，遇上一段新的恋情，听音
乐，又或者只是消磨时光。但
可以肯定的是，绝 对不会感
到无聊。
图 博 会 上 的 现 场 音 乐 将 由
Sonja van Hamel及其乐

imagination and curiosity, the modern 
city, the features and idiosyncrasies of 
a small country, and much more. For 
the occasion, the bar of the UCCA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an old-fashioned 
and atmospheric Amsterdam bar, 
where you meet friends, hear stories, 
meet a new love, listen to music, or 
simply kill time. Whatever the case, 
you will certainly not be bored.
Live music will be performed by Sonja 
van Hamel & band. Sonja will perform 
her draw clips - drawings illustrating 
her songs, that move and travel in 
time with the music - at the Café 
Amsterdam in the UCCA. She will be 
accompanied by Ken Stringfellow and 
cellist Annie Tangberg, with draw clips 
visuals operated and filmed live by 
Eddo Hartmann. 

队 共同演奏。Sonja将现 场
表演draw clip——用画作来
诠释她 的歌曲，根 据音乐的
节奏在空间、时间里闪烁和
移动。表演地点在 尤仑斯当
代艺术中心的阿姆斯特丹咖
啡屋。和她同台演出的还 有
Ken Stringfellow及大提琴
家Annie Tangberg。Eddo 
Hartmann将负责现场的视
觉效果和录制工作。

Literary events Open landscape - Open book. In Beijing, more than 30 Dutch writers, designers and 
comic-strip artists will participate in lectures, public discussions, debates and literary-musical soirées 
that will be held at the Book Fair and on various cultural platforms throughout Beijing. With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from assorted disciplines they will perform at more than 50 different events.

Café Amsterdam
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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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是今年北京国际图书博
览会的主宾国。超过30位荷
兰的小说家、诗人、非虚构类
文学作家、儿童文学作家、漫
画家、设 计师 和音乐 家将 参
加今年的书展。他们前往 北
京，与中国的读 者 和出版社
见面，除 此 之外还会在图博
会现场及北京的各个舞台上
展示自己。
 荷 兰 虽 然 是 今 年 图
博会的主 宾国，但每次 来 到
中国，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在 过去的几 年中，大 量的荷
兰作品被译成中文。荷兰 对
中国及中国文学的关注程度
不断扩大。我们今年之 所以
能 够成为主宾国，和这些 年
来与中国慢慢累积下来的关
系是密不可分的。通 过频 繁
的接触让我们了解到在中国
读者眼中，什么才是重要的、
有价值的以及美丽的。
 主 宾 国 的 项 目丰 富
且多元，其中囊括了文学、视
觉艺术、设计、建筑及漫画。
重 要 项目之一“所有作 者 的
活 动”将 在图博会荷兰馆的
小会 议 厅举行。图博会期间
还 有一系列活 动，如图书介
绍会、讨论会、与学生的见面
会、采访、演讲，都会在这个
小会 议 厅里举 行。中荷作者
的见面会是这一系列活动的
核心。受 邀 前往 北京的所有
荷兰作者近期都有作品被译
成中文。
 在图博会现场之外，
荷兰作家也会献上精彩纷呈
的节目。为此，我们在北京联
系了一些专业但不失活泼气
氛的舞台进行合作，分别是：
国家大剧院、书虫书店、三联
书店、猜 火车 餐 吧、清 华 大
学和北京师范大学。9月1号
到4号，生机勃勃的尤仑斯当
代艺术中心将被装饰成阿姆
斯 特 丹咖啡屋，作家们将 在
咖啡屋的舞台上展开一系列
活动，讨论各种话题，例如好
奇的重要性、初识荷兰、城市
建设、建筑、摄影，还有以艺
术作品为动机的文学创作。
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里将充

满浓浓的阿姆斯特丹咖啡屋
的气息— —不仅通过内部装
饰，还 有优 美的音乐和震 撼
的Sonja van Hamel及其乐
队上演的draw clips。关于
图博会场内外的具体活动安
排您可以参阅这份报纸。
 和 北 京 图 书 博
览 会 同 一 时 间 ，在 荷 兰 的
Manuscripta书展上我们也
会举行一系列重要的文学活
动，将目光聚焦于中国文学：
中国作家受邀前往荷兰参加
各项 活 动，北 京书展 上的 一
部分活动也会在荷兰进行现
场直播。
 在 书展 上 震 撼 的 荷
兰展馆里将举行一系列让我
们引以 为豪的展 览，其中包
括文 森 特·梵 高的书信展，
整 套 书 信 都 将 被 译 成 中 文
出 版；迪 克·布 鲁 纳（D i c k 
Bruna）、菲尔普·韦斯滕多
普（Fiep Westendorp）和
马科 斯·维 尔索 伊斯（Ma x 
Velthuijs）创作的荷兰儿童
文学中的卡通 形象。关于印
刷术 的发明，荷兰与中国有
着 长 达 数个世 纪的争论，为
此 我们将 举办展览“最 美丽
的书”。最后，我们还会献上
一 些小型 展 览，比如荷兰漫
画家展，有关建筑、设计的书
籍展，荷兰 最 传 奇的外交官
高罗佩 展。高罗佩 通晓 汉语
及中国文化，出版 过许 多关
于中国历史及道德方面的作
品，当然 最 著名的还 是 他的
狄仁杰系列故事。
 联 合 阿 姆 斯 特 丹 国
家博 物馆，一本短 篇故事 集
即将出版。受 邀 前往中国的
22位荷兰作家，每个人就一
副馆内收藏的荷兰十七世纪
的名画，用自己 独特 的方 式
创作出了一个短小的故事。
 主 宾 国 荷 兰 在 北 京
图博会上的标 语 是“开阔的
风景，开阔的图书”。除此之
外，我 们 还 想再增加 一 条： 
“坦诚的对话”。通过图博会
场内场 外 的 各项 活 动，中荷
作家相聚 一堂，一 起讨论作
家和艺术家在社会上扮演的
角色以及文学作品的意义。
 我 们 真 诚 地 希 望 您
会喜欢 这场与最活 泼、最多
样、最 开阔的欧 洲文学之一 
“荷兰 文学”之间 的美丽邂
逅。

周一
9月5号
Monday 5 September

下午：清华大学
Roelof Mulder 和 Ira Koers的演讲
Afternoon, Tsinghua University
lecture by Roelof Mulder
& Ira Koers

晚7.30:北京中山音乐堂
Ivo Janssen 演奏巴赫的《哥德堡交响
曲》
7.30 pm,
Forbidden City Concert Hall
Ivo Janssen plays J.S. Bach

周六 
9月3号 
Saturday 3 September

上午10.00 :
Kader Abdolah & 阿来
主持: 张晓红
10.00 am:
Kader Abdolah & A Lai
moderator: Zhang Xiaohong

上午11.30: 
Leonard Blussé介绍《苦涩的结合》
11.30 am:
Leonard Blussé discusses 
Bitter’s Bride

下午1.00:
Bernlef & 徐则臣
1.00 pm:
Bernlef & Xu Zechen

下午2.00:
Anna Enquist & 徐坤
2.00 pm:
Anna Enquist & Xu Kun

下午3.30 :
Adriaan van Dis & 慕容雪村
3.30 pm:
Adriaan van Dis & Murong 
Xuecun

下午2.00, 三联书店
Fik Meijer 见面会
2.00 pm, Sanlian Bookstore
reading by Fik Meijer

下午4.00 , 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 –  
la Suite
“相册书：成功的媒介”
Ruben Lindgren
主持: 刘治治
4.00 pm, UCCA – la Suite
‘The photobook as successful 
medium’
Ruben Lundgren
moderator: Liu Zhizhi

晚7.00, 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 – 咖啡馆
阿姆斯特丹咖啡馆 3:
‘好奇的重要性’
Sander Bais, Midas Dekkers, 沈浩
波, 刘震云
主持: 崔卫平
音乐：Sonja van Hamel & band
7.00 pm, UCCA – the Café
Café Amsterdam III: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curious’
Sander Bais, Midas Dekkers, 
Shen Haobo, Liu Zhenyun
moderator: Cui Weiping
music: Sonja van Hamel & band

周三 
8月31号 
Wednesday 31 August

上午9.00, 大厅：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仪式
Halbe Zijlstra 致开幕词
9.00 am, entrance hall
opening ceremony BIBF
speech Halbe Zijlstra

上午10.30：:
演讲：介绍荷兰展馆,
设计师 Ira Koers & Roelof Mulder
10.30 am:
presentation of the Dutch 
pavilion,
designers Ira Koers & 
Roelof Mulder

上午11.30：
高罗佩展览开幕
由 Thomas van Gulik 主持开幕
11.30 am:
opening of the Robert van Gulik 
exhibition – by Thomas van Gulik

下午1.00:
荷兰国家博物馆之书展示会
Ramsey Nasr
1.00 pm:
presentation book Rijksmuseum
speaker:  Ramsey Nasr

下午2.00 :
S. Kroonenberg & Sander Bais
主持: 康慨
2.00 pm:
S. Kroonenberg & S. Bais 
mod: Kang Kai

下午2.30:
新书发行会
Adriaan van Dis
(E01.A08 厅)
2.30 pm:
book launch 
Adriaan van Dis
(hall E01.A08)

下午3.30 :
Geert Mak 
主持: 张柠
3.30 pm:
Geert Mak 
moderator: Zhang Ning

下午4.30，阴阳社区中心“书虫”书店
Dieter & Ingrid Schubert
（交流会）
4.30 pm, the Bookworm at the 
Yin Yang Center
Dieter & Ingrid Schubert 
(workshop)

晚7.00, “书虫”书店
‘说话, 记忆’
Douwe Draaisma & Bernlef 
主持：Eric Abrahamsen
7.00 pm, the Bookworm
‘Speak, Memory’
Douwe Draaisma & Bernlef 
moderator: Eric Abrahamsen

The Netherlands is country of honour 
at this year’s Beijing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More than 30 Dutch 
novelists, poets, authors of non-
fiction, writers of children’s books, 
comic-strip artists, designers and 
musicians will visit the Book Fair this 
year. They will come to Beijing to meet 
their Chinese publishers and readers, 
and to perform at the Fair and at 
various venues in the city.  
     The programme we present is 
rich and diverse, and embraces 
disciplines such as literature (which 
is self-evident), visual art, design, 
architecture and comic strips. A major 
part of the authors’ programme will 
take place in the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Dutch authors will 
also appear outside the confines 
of the Book Fair: at the NCPA, the 
Bookworm, Sanlian Bookstore, 
Trainspotting, Tsinghua an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ies. From 1 to 4 
September, the dynamic 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UCCA) 
will function as the décor for ‘Café 
Amsterdam’, a series of meetings in 
which a number of authors discuss 
various topics with one anothe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programme at and 
outside the Book Fair is provided in this 
brochure and on our website: www.
helanwenxue.org.
     In our programmes, at the Fair and 
in the city, we shall bring together 
Chinese and Dutch writers to discuss 
the role of writers and artists in 
society, and the significance that 
literary texts can have. We wish you 
much pleasure in your acquaintance 
with one of the liveliest, multi-faceted 
and open styles of literature that 
Europe currently has to offer.

周四 
9月1号
Thursday 1 September 

上午10.00 : 
Hans Hagen
10.00 am: 
Hans Hagen

Annemarie van Haeringen
(交流会)
10.30 am:
Annemarie van Haeringen
(workshops)

上午11.00 :
《芬尼先生》新书发行会
（与21世纪出版社合作）
11.00 am:
Book launch of Mr. Finney
i.c.w. 21st Century

中午12.00
王妃Laurentien of the 
Netherlands & Sieb Posthuma
（交流会）
12.00 am:
Laurentien of the Netherlands
& Sieb Posthuma
(workshop)

下午1.00:
Fik Meijer & Herman Pleij
主持：潘军
1.00 pm:
Fik Meijer & Herman Pleij
moderator: Pan Jun

下午2.00 :
梵高的书信
Leo Jansen, Alex Rüger
Robbert Dijkgraaf
2.00 pm:
The letters of Vincent van Gogh
Leo Jansen, Axel Rüger,  
Robbert Dijkgraaf

下午3.30 :
Midas Dekkers
主持: 方绪晓
3.30 pm:
Midas Dekkers
moderator: Fang Xuxiao

晚7.00, “书虫”书店
‘文学及其元素 ’
Margriet de Moor & Salomon 
Kroonenberg
主持：Eric Abrahamsen
7.00 pm, the Bookworm
‘Literature and the elements’
Margriet de Moor & Salomon 
Kroonenberg
moderator: Eric Abrahamsen

晚7.00, 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 – 咖啡馆
阿姆斯特丹咖啡馆 1: ‘初识荷兰’
Herman Pleij, Leonard Blussé, 
Kader Abdolah, Hanco Kolk
主持：陈晓明
音乐：Sonja van Hamel & band
7.00 pm, UCCA – the Café
Café Amsterdam I: 
‘Holland for beginners’
Herman Pleij, Leonard Blussé, 
Kader Abdolah, Hanco Kolk
presenter: Chen Xiaoming
music:  Sonja van Hamel & band

周五 
9月2号
Friday 2 September

上午10.00 :
Dieter & Ingrid Schubert
10.00 am:
Dieter & Ingrid Schubert

上午10.30:
Hans Hagen
（交流会）
10.30 am:
Hans Hagen (workshops)

上午11.30:
Annemarie van Haeringen
11.30 am:
Annemarie van Haeringen

中午12.00:
Dieter & Ingrid Schubert
（交流会）
12.00 am: 
Dieter & Ingrid Schubert 
(workshops)

上午11点:
王妃Laurentien of 
the Netherlands的演讲
主持: 闫钟芳
（作家交流区）
11.00 am:
lecture by Laurentien of 
the Netherlands
moderator: Yan Zhongfang 
(Writers Corner)

下午1点 :
荷兰视觉艺术、设计、建筑基金会的演讲 
（BKVB）
Tim Enthoven & Hanco Kolk
1.00 pm:
Tim Enthoven & Hanco Kolk

下午2.00 :
Margriet de Moor & 徐则臣
2.00 pm:
Margriet de Moor & Xu Zechen

下午3.30 :
Herman Koch & 朱文
3.30 pm:
Herman Koch & Zhu Wen

下午6.30，中央美术学院
Annemarie van Haeringen的讲座
6.30 pm, 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Annemarie van Haeringen

下午，清华大学
Leo Jansen的演讲
梵高的书信
afternoon, Tsinghua University
lecture Leo Jansen
The letters of Vincent van Gogh

晚7.00, 猜火车餐吧
2011BIBF主宾国文学之夜
与中图公司、搜狐合作
J. Bernlef, Ramsey Nasr, Anna 
Enquist, 颜峻, 西川, 王家新 
主持：闫钟芳
7.00 pm, Trainspotting
Poetry evening
Bernlef, Ramsey Nasr, Anna 
Enquist, Yan Jun, Xi Chuan, 
Wang Jiaxin 
presenter: Yan Zhongfang

晚7.00, 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 – 咖啡馆
阿姆斯特丹咖啡馆 2:
‘阿姆斯特丹和北京’
Geert Mak & Eberhard van der Laan 
主持: 欧宁
音乐：Sonja van Hamel & band
7.00 pm, UCCA – the Café
Café Amsterdam II:
 Amsterdam & Beijing’
Geert Mak & Eberhard van der 
Laan. moderator: Ou Ning
music: Sonja van Hamel & band

周日 
9月4号 
Sunday 4 September 

上午9.30
设计师交流会
Roelof Mulder
Zhao Xigang, 李德庚
9.30 am:
Int. Designers Forum
Roelof Mulder,  Li Degeng, 
Zhao Xigang

上午10.00
Dick Swaab
新书发行会
10.00 am: 
book launch 
Dick Swaab

上午11.00
Douwe Draaisma
主持: 张晓红
11.00 am:
Douwe Draaisma
moderator: Zhang Xiaohong

上午11.00 , “书虫”书店
Annemarie van Haeringen &  
Sieb Posthuma （交流会）
11.00 am, the Bookworm
Annemarie van Haeringen & Sieb 
Posthuma (workshop)

下午4.00 , 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 –  
la Suite
‘蓝眼睛注视着中国’  
J. van de Water, D. Roggeveen,  
H. den Hartog
主持: 周蓉
4.00 pm,
UCCA – la Suite
‘Blue eyes looking at China’  
J. van de Water, D. Roggeveen, 
H. den Hartog, Zhou Rong

晚7.00,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Geert Mak的演讲——在欧洲
主持：张柠
7.00 pm, Beijing Normal Univ, 
School of Chin. Languange & Lit.
In Europe – reading by Geert 
Mak. Mod. Zhang Ning

晚7.30: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中学音乐厅
‘和旋’
Anna Enquist & Ivo Janssen
的演讲及演奏
7.30 pm, China Conservatory 
of Music, Concert Hall of  the 
attached middle school
‘Counterpoint’
Lecture and concert by Anna 
Enquist & Ivo Janssen

晚7.00, 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 – 咖啡馆 
阿姆斯特丹咖啡馆 4:
“六大揭秘”
Hans Hagen, Adriaan van Dis, 
Herman Koch, Tim Enthoven,
慕容雪村, 王家新
音乐：Sonja van Hamel & band
7.00 pm, UCCA – the Café
Café Amsterdam IV: ‘Six 
revelations’
Hans Hagen, Adriaan van Dis, 
Herman Koch, Tim Enthoven, 
Murong Xuecun, Wang Jiaxin
presenter: Wang Ning
music:  Sonja van Hamel & band

开 阔 的 风 景 — — 开 阔 的 图 书

如果没有另行通知，活动将会在北
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荷兰展馆的小
会议厅举行，即E02.A02厅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all events take place in the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BIBF, Hall E02.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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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30日, 晚6点
国家大剧院
开阔的风景—开阔的图书
开幕之夜
嘉宾：Han Bennink, 
Adriaan van Dis, 
Margriet de Moor,  
Ivo Janssen,  
Ramsey Nasr
主持：贺超
在 这个 开 幕之夜，我们 将 会
给大家展示一场美轮美奂不
断交替的演出，让 大 家体 验
一次饱览荷兰各种风情的旅
行，其中包括：自然之旅，文
学之 旅和音乐 之 旅。三位作
家、一位钢琴家、一位打击乐
家和一位诗人将向您展示由
各个部分凝结而成的荷兰艺
术，表演 将以音乐 演奏 和朗
诵相 结合的方 式进行。艺术
家们将向您证明，在荷兰，各
种多变的艺术景观很大程度
地弥补了这个平坦的国家少
山的自然现 象。文化部 秘 书
Halbe Zijlstra将致开幕词。

此活 动将会在“特别图书奖
颁 奖 典 礼”之 后 举 行。这 项
奖专 为国外的出版 商、翻译
和 作 者 为 出 版 和 宣 传 中 国
图书做出的贡献而设。荷兰
的 汉学 家、翻 译 K r i s to fe r 
Schipper是今年的获 奖者 
之一。

Tuesday 30 August, 6.00pm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Opening programme ‘Open 
landscape – open book’ 
With: Han Bennink, Adriaan van 
Dis, Ivo Janssen, Margriet de 
Moor, Ramsey Nasr
Presenter: He Chao
In this festive and diverse opening 
programme, we shall take you on a 
journey through various landscapes: 
the physical, the literary and the 
musical. Three authors, a pianist, a 
percussionist and a poet will browse 
through a sample book of what Dutch 
art has to offer in a performance that is 
a concert and a narrative at the same 
time. They will convince you of the fact 
that the lack of mountains in our flat 
country is generously compensated 
by the varied geography of the artistic 
landscape. The evening will be 
introduced by Halbe Zijlstra, the Dutch 
Secretary of State for Culture. 
The event will be preceded by the 
Special Book Award Ceremony. This 
award will be presented to foreign 
publishers, translators and writers for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pub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Chinese books. 
Among this year’s winners is the 
Dutch Sinologist and translator 
Kristofer Schipper.
The evening is exclusively accessible 
to invitees.

罗伯特·汉斯·范·古利克出
生于 一百年前。曾担任 过 外
交官，除此之外，还是二十世
纪最独创、最具创新意识的
汉学家之一。和其他汉学家不
同的是，他对当时在学术范围
内通常不被研究的课题很感
兴趣。在他的工作生涯中，他
试图向传统的中国官员学习，
在工作之余成为了一名艺术

黑特·马柯
Geert Mak

黑特·马柯，1946 年出生于
荷 兰 弗 拉 尔 丁恩，作 家，律
师，记 者。马 柯 是 荷 兰 最 受
欢 迎 的 作 家 之一，他 的所有
作品几乎都位居畅销书排行
榜。代表作有《阿姆斯特丹：
一座城市的小传》，《约沃尔
德》（1996），《我父亲的世
纪》（1999），《在欧洲》。 
2 0 0 8 年，马 柯 获 得了德 国 
‘Leipziger Buchpreis zur 
E u r o p ä i s c h e n 
Verständigung’文学奖。
译成中文的作品
《阿姆斯特丹：一个城市的小
传》，译者：陈小勇、张晓红。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在欧洲》，广州：花城出版
社，2011。

Geert Mak is one of the Netherlands’ 
most popular writers; all his books 
have become huge bestsellers, among 
which Amsterdam: A Brief Life of the 
City (1994), and In Europe (2004). In 
2008 the Leipziger Book Award was 
awarded to Geert Mak.

迪特尔 & 英格丽特·
舒伯特
Dieter & Ingrid Schubert

迪特尔 & 英格丽特·舒伯特
婚 后 一 起 工 作 学 习 ，曾
一 同 就 读 于 阿 姆 斯 特 丹
格 利 特 · 利 特 菲 尔 德 艺 
术学院（Gerrit Rietveld 
Academy）。在大学里，荷
兰著名的 插 图画 家 皮特·克
拉斯（Piet Klaasse）鼓励
他们为儿童读 物画插 图。他
们的第一 部作品《我的床底
下有只鳄鱼》（1980）一举成
功，在十四个国家出版发行。
此书还获得了荷兰的旗帜与
缎带儿童图书奖。1987年，其
作品《我的猴子呢？》（1986）
获得了“金石笔”奖。
译成中文的作品（繁体中文）
《我的英雄》（Mijn held），
台湾：泛亚国际，2011。

Ingrid Schubert and Dieter Schubert 
are married and work together. Their 
first title, There’s a Crocodile Under 
My Bed!, was published in fourteen 
countries. In 1987 they were awarded 
the Golden Paintbrush for Where’s My 
Monkey?.

萨洛莫恩·科洛嫩博格
Salomon Kroonenberg

萨 洛 莫 恩·科 洛 嫩 博 格，于
1947年出生于荷兰莱顿，作
家，荷兰代 尔夫 特 理 工 大学
地质专业教 授。科洛嫩伯格
曾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学习自
然地质学，1976年获得博士
学位。1972年至1982年间，
曾作为地质学家在苏里南、
斯威士兰及哥伦比亚等国家
工作。之后，成为荷兰瓦格宁
根农业大学地质及矿物学教
授。1996年离开瓦格宁根，
成为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应用
地质学教授。2005年，科洛
嫩伯格成为Intermediair 周
报的专栏作家。在 这 之前他
的大多数专栏文章都收集于
《阻止大陆！》中。
译成中文的作品
《人类尺度— 一万年后的地
球》，上 海：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2011。

Professor of Geology and Mineralogy 
Salomon Kroonenberg is the author of 
The Humans Scale (2006) and recently 
Why Hell Smells of Sulfur (2011).

桑德尔·柏斯
Sander Bais

桑德 尔·柏斯，1945 年出生
于荷兰斯塔德·格林，物理学
家、理 论 物 理 学 教 授。柏 斯
在 其专业 方面著 作宏丰，其
中较新一部具有影响力的作
品是《方程式：知识的图标》
（2005）。该书深入浅出地
解释了物理中一些基本的方
程式。这些方程式均在人们
对大自然的思考中扮演过重
要角色，是 物理学中非常重
要的转折点。2007年，柏斯
的又一力作《图解爱因斯 坦
相对论》出版，该书从几何学
的角度诠释了爱因斯坦的相
对论。
译成中文的作品
《图 解 爱 因 斯 坦 相 对 论》
（Very special relativity: 
An illustrated guide），译
者：傅宽裕。台湾：五南出版
社，2009。

A professor in Theoretical Physics, 
Sander Bais has written several books 
in which he conveys the principles 
of theoretical physics to a broad 
audience, among whichVery special 
relativity: An illustrated guide (2007).

康慨
Kang Kai

康慨（1970）作家和翻译家。
《中华读书报》编辑、记者，
并为中国多家著名报刊撰写
书评和文化评论。他 最 新 的
译著有《五百年图书发现史》
（玛格丽特·威尔斯著）和小
说《不完美的人》（汤姆·拉
赫曼著）。

Kang Kai (1970), writer and translator, 
works as a journalist for China Reading 
Weekly, a nationwide newspaper 
based in Beijing. He also writes essays 
and reviews on books and cultural 
events for several famous Chines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His latest 
translations include works by Margaret 
Willes and Tom Rachman.

Han Bennink

Han Bennink是一位鼓手和
多乐器演奏家，1942年出生
于荷兰的赞丹（Zaandam）
。他的第一 件 打击乐曲是 厨
房 里 的 一 把 椅 子。H a n 总
能 用 从 音 乐 会 后 台 找 到 的
一 些 不 太 起 眼 的 东 西 演 奏
出美 妙 的旋律。他曾与美国 
的爵士之 星同台演出，其中
包括：Sonny Rollins、Ben 
W e b s t e r 和 D e x t e r 
Gordon。同时，Bennink还
加入到欧洲即兴音乐表演的
创 作 之中，在创 作 过 程中发
掘出了此种音乐新的特性，
使 其 渐 渐 脱 离 爵 士 乐 的 根
源。Bennink音乐生涯的显
著 特点是：自1960年起，与
各个国家及各个音乐类型的
演奏家自发同台演出双人音
乐会。

Drummer and multi-instrumentalist 
Han Bennink was born in Zaandam 
(NL) in 1942. Han Bennink 
accompanied touring American jazz 
stars, including Sonny Rollins, Ben 
Webster and Dexter Gordon. At the 
same time, Bennink participated in 
the creation of a European improvised 
music which began to evolve a new 
identity, apart from its jazz roots. 

8月31号，周三，晚7点
北京书虫书店 
说话，记忆 
嘉宾：Douwe 
Draaisma, Bernlef  以
及 Eric Abrahamsen
杜威·德拉埃斯马（Douwe 
Draaisma）是一名理论及历
史心理学 教 授，著有多部 与
记忆的作用有关的独创的畅
销作品。德 拉 埃 斯马在作品
中把目光聚焦于以下问题：人
们如何记忆？又为什么会 遗
忘 ？他的作品已在全世界范
围内出版发行，其中包括：《
记忆的隐喻：心灵的历史观》
和《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
时间过 得越 来 越快：记忆如
何塑造我们的过去》。德拉埃
斯马熟 知世界文学艺 术，就
像熟知他的专业那样。由此，
他和小说家及诗人贝恩勒夫
（J.Bernlef）的组合就会变
得 非常有看点。贝恩勒夫的
小说《恍 惚》讲 述了一 个 患
有老年痴呆症的男人渐渐失
去掌控生活的能力的故事。
这场关于文学和艺术如何对
理解人类的意识作出贡献的
讨论将由汉学家及翻译Eric 
Abrahamsen主持。

Wednesday 31 August, 7.00 pm  
The Bookworm Beijing  
Speak, Memory 
With: Douwe Draaisma, Bernlef  
and Eric Abrahamsen 
Douwe Draaisma is a professor of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Psychology and 
has written pioneering and bestselling 
works on the function of memory, 
focusing on questions such as: how do 
we remember and why do we forget? 
His work has been published all over 
the world –his titles include Metaphors 
of Memory and Why Life Speeds Up 
as You Get Older. Draaisma is as 
familiar with world literature and art 
as he is with his own discipline, thus 
enabling an interesting combination on 
stage with novelist and poet Bernlef. 
Bernlef’s novel Out of Mind tells the 
story of a man slowly losing his grip 
on reality as a result of Alzheimer’s 
disease. A discussion about how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can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mind is moderated by Sinologist and 
translator Eric Abrahamsen.

高罗佩 荷兰的中国通

8月31号，周三，上午
11:30
图博会荷兰馆的小会议
厅，E02.A02
高罗佩展览开幕式——荷
兰的中国通
Thomas van Gulik将为“
荷兰的中国通”展 览开 幕，
开幕式上将作一个关于其父
亲 — — 荷兰的外交官、作家
和汉学家高罗佩— —作品及
生平的演讲。

Wednesday August 31, 11.30 am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BIBF,  E02.A02 
Opening exhibition Robert van 
Gulik - the Dutch Mandarin
Thomas van Gulik opens the exhibition 
entitled The Dutch Mandarin with 
a lecture on the work and life of his 
father, the Dutch diplomat, author and 
Sinologist Robert van Gulik.

8月31号，周三，下午1点
图博会荷兰馆的小会议
厅，E02.A02
图书展示：《作家看到的更
多》（Schrijvers zien 
meer）
2 2 位 受 邀 的 荷 兰作 家 每 个
人从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
收藏的荷兰艺术的顶峰时期
之— —17世纪的绘画中选取
了一 幅 画作，并 根 据 这幅 画
作 写出了一 个小 故 事。这 些
小故事 都整理收集在《作家
看到的更多》（Schr i jvers 
zien meer）这本书中。此书
可以称为“艺术 和文学的邂
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今天将在图博会现场展出。

Wednesday August 31, 1.00 pm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BIBF,  E2.A02 
Book launch: Writers See More
Twenty-two writers were requested to 
write a short story inspired by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the collection of 17th-
century paintings of the Rijksmuseum 
in Amsterdam. The result is the 
marvellous Writers See More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s Pub.), a 
surprising encounter between art 
and literature, published b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s, which is presented 
at the BIBF today.

家和学 者。他把 学习和实践
相结合：在研究的同时，还学
会了一些其它技能，如弹奏琵
琶、中国书法、刻图章，甚至
还养猴子。大多数读者是因为
著名的侦探小说“狄公案”而
认识他的。在学术界，他主要
因为划时代的关于中国的性
历史的著作而闻名。

8月31号，周三，下午2点
图博会荷兰馆的小会议年
厅，E02.A02
康慨与Salomon 
Kroonenberg和
Sander Bais的对话
地 质 学 家 S a l o m o n 
Kroonenberg和理论物理
学家Sander Bais是两位荷
兰作 家，他们把 复 杂 的科 学
进程和理论成功地与艺术和
文化 相 结合，把晦涩 生硬 的
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
给普通大众。《中华读书报》
的文学评论家康慨将与两位
作家一起讨论他们作品的最
新中文译本。

Wednesday August 31,  
2.00 pm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BIBF,  E02.A02 
Kai Kang in conversation with 
Salomon Kroonenberg and Sander 
Bais 
Salomon Kroonenberg, geologist, and 
Sander Bais, theoretical physicist, 
are two writers who make complex 
scientific processes and theories 
accessible to a general reading public 
by successfully establishing links 
between art and culture. Kai Kang, 
literary critic of China Reading Weekly, 
enters into discussion with them about 
their books which have recently been 
published in China.

8月31号，周三，下午2:30
图博会现场，E01.A08
Adriaan van Dis的作
品《散步者》中文译本发
布会

Wednesday August 31, 2.30 pm 
BIBF, E01.A08 
Book launch The Walker by 
Adriaan van Dis 

8月31号，周三，下午3:30
图博会荷兰馆的小会议
厅，E02.A02
《在欧洲》—— 张柠教授
与Geert Mak的对话
Geert Mak 用了一年的时间
游遍欧洲, 追寻从凡尔登到柏
林, 到圣彼得堡再到奥斯维辛
这片 大陆 的历史。他 特别关
注了一个问题：在新千年即将
开始之时，欧 洲的情 况 到底
是怎么样的？Mak作为一名
观察敏锐的记者和一位极具
想 象 力的历史学 家，如此 稀
有的双重才华使《在欧洲》成
为了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广
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作
品的中文译本。Geert Mak
将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柠教
授讨论《在欧洲》这本书。

Wednesday August 31, 3.30 pm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BIBF,  E02.A02 
In Europe - Prof. Zhang Ning in 
conversation with Geert Mak
Geert Mak spent a year travelling 
through Europe, t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continent from Verdun to Berlin, 
Saint Petersburg to Auschwitz. He 
set off focusing on one question in 
particular: what was the condition 
of Europe at the verge of a new 
millennium? Mak’s rare double 
talent as a sharp-eyed journalist and 
imaginative historian makes In Europe 
a compelling book, that has now also 
been published in China by Flower City 
Press. He discusses In Europe with 
historian Zhang Ning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Robert Hans van Gulik was born a 
hundred years ago. He was a diplomat 
by profession, but in addition to that 
he was one of the most original and 
creative Sinologist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e distinguished himself by 
taking interest in themes that were not 
yet a topic of study in the academic 
world. In his career, he also attempted 
to emulat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dministrative civil servant who was 
an artist and scholar in his leisure 

time. He eagerly combined study 
with practice: he studied a theme 
and learned a skill at the same time, 
such as playing the Chinese lute, the 
practice of calligraphy, the cutting 
of seals, and even keeping apes. 
The general public knows him as the 
author of the renowned ‘Judge Dee’ 
detective novels. In academic circles, 
he is primarily known for his pioneering 
work 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China.

Eric Abrahamsen

陶健 (1978) 美国人，近十
年 住 北 京，做 文 学 翻 译、出
版咨询，他是翻译网Paper 
Republic的总监，从事各种
跟中国文学对外推广相关的
工作。他的译著有王小方的官
场小说《公务员笔记》和徐则
臣的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

Eric Abrahamsen (1978) lives in Beijing, 
is a translat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manages the website Paper Republic 
and engages in various activities 
concerning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broad. His translations 
include the novels Notes of a Civil 
Servant by Wang Xiaofang and 
Running Through Zhongguancun by 
Xu Zechen.

Robert van Gulik - The Dutch Mandarin

插图：高罗佩
“狄公看见长臂猿正望 
着他。”

高罗佩先生、太太和四个孩
子的全家福
1964年，荷兰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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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号，周四，下午1点
图博会荷兰馆的小会议
厅，E02.A02
潘军与Fik Meijer, 
Herman Pleij的对话
Fik Meijer是一位饱览群书、
多次获 奖的作家，尤 其 是 关
于远古时代的文章和书籍。
《角斗士》和《古罗马帝王之
死》是他最 新被译成中文的
作品。Herman Pleij是一位
历史 文学专业的教 授，通晓
欧 洲民族 文化。他 的作品在
中国由花城出版社和中国社
会 科 学出版社出版 发 行。这
两位作家将讨论处理现在和
过去 平 行关 系的方法，此类
方法在解决现代问题时经常
被使用。

Thursday September 1, 1.00 pm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BIBF,  E02.A02 
Pan Jun talks to Fik Meijer and 
Herman Pleij 
Fik Meijer is a much-read and lauded 
author of countless articles and books 
on classical antiquity. Gladiators 
and Emperors Do Not Die In Bed are 
his most recent book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Herman Pleij is a professor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a major 
authority on European folk culture. In 
China, his work is published by Flower 
C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Together with Pan Jun the 
authors will discuss the way in which 
modern problems can be dealt with 
on the basis of parallels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9月1号，周三，下午2点
图博会荷兰馆的小会议
厅，E02.A02
梵高的书信——Leo 
Jansen的演讲
嘉宾：Alex Rüger,  
Leo Jansen,  
Robbert Dijkgraaf
梵 高 不 仅 是 一 名 划 时 代 的
画家，还 是 一名炽热的书信
作家。保留下来的书信记 录
了梵高追寻梦想并最终成为
一名艺术家的旅程。在寻梦
过 程 中 梵 高 对 艺 术 和 文 学
表 现出了极 大的热 情。Leo 
Jansen是阿姆斯特丹梵高
博 物 馆 的 馆长，将为中国公
众做一个以梵高书信为主题
的演讲。2013年，上海文艺
出版社将出版发行整套书信
的中文译本。

Thursday September 1, 2.00 pm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BIBF,  E02.A02 
The letters of Vincent van Gogh 
– With Alex Rüger, Leo Jansen, 
Robbert Dijkgraaf 
Vincent van Gogh was not only a 
pioneering painter but also a fervent 
letter writer. His surviving letters 
are an account of Van Gogh’s quest 
for his destination as an artist and 
of his passion for art and literature. 
Leo Jansen, curator in the Van Gogh 
Museum Amsterdam, will hold a 
lecture on the letters, of which a full 
edition will appear in 2013, published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s.

汉斯·哈赫恩
Hans Hagen

汉斯·哈赫恩，作家。曾是荷
兰语文 和 历史教 师，也曾在
剧团和儿童 杂 志社任职，并
参加与数家广播台和电视台
的节目制作，其中包括“芝麻
街”。自1987年起，他专事写
作，以朱小琳系列著称，其作
品还包括历史小说和为青少
年创作的诗集，如《我用语言
为你绘画》等。他还与妻子莫
妮卡·哈 赫恩一 起创作了数
本图书，其中《你最可爱》最
有名。汉 斯 著有许 多获 奖作
品，其中《鼓手的舞蹈》获得
了金画笔奖（the Gouden 
Griffel）。
译成中文的作品
《你最可爱》（Jij bent de 
liefste），北京：北京源流古
典文化出版社,2011。

Hans Hagen is best known for his 
Jubelientje books.His work includes 
historical novels and poetry collections 
for young people. He has written 
several books with his wife Monique 
Hagen, including the well-known You 
are the sweetest.

劳伦廷王妃
 Princess Laurentien

劳 伦 廷 王 妃 曾 获 得 伯 克 利
大学新闻专业的硕士学位和
伦敦大学政治专业的学士学
位。王 妃 本人创作并出版了 
“芬尼先生”系列图书，该系
列图书的插 图由西伯·波 斯
图马完成。其中最畅销的是
由真实生活启发创作而成的
故事：《芬尼先生和颠倒的世
界》（2009）、《芬尼先生和
水的另一边》（2011）。劳伦
廷王妃多年来致力于扫盲活
动，2004年成立了“阅读写
作基金会”。除此之外，她还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读写能
力发展部的特别外交使节，
以及欧盟高水平读写能力组
的主席。
译成中文的作品
《芬尼先生和颠倒的世界》
（Mr. Finney en de wereld 
op zijn kop）。江西：21世纪
出版社，2011。

Princess Laurentien holds a 
Master’s degree (Journalism) from 
the University of Berkeley and a 
Bachelor’s degree (Political Scienc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She 
initiated and writes the Mr Finney book 
series, for which she works together 
with illustrator Sieb Posthuma. The 
best-selling books are parables, 
inspired by real-life world events: Mr 
Finney and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2009) and Mr Finney and the 
other side of the water (2011). Princess 
Laurentien is deeply engaged in 
illiteracy issues for many years and 
in 2004 she founded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Foundation. She is UNESCO´s 
Special Envoy on Literacy for 
Development and chairs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igh Level Group on 
Literacy.

菲克·梅耶尔
Fik Meijer

菲克·梅耶尔，出生于1942
年，荷 兰 历 史学 家，作 家，
翻译家，阿姆斯 特 丹大学古
代航海史专业的教 授。在荷
兰，梅 耶尔的作品以 其 通俗
易懂 的特点著 称。他曾经和
Marius West一起将约瑟弗
斯·弗拉维奥的Antiquities 
of the Jews和The Jewish 
War译成荷兰语。代表作有：
《古罗马帝国 的战 车 赛》，
《古罗马帝王之死》，《角斗
士》等等。
译成中文的作品
《角斗士：历史上最致命的游
戏》，译者：李小均。广西：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古罗马帝王之死》，译者：
张朝霞。广西：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9。

Fik Meijer was Professor of 
Ancient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specializing in naval 
history. He is the author of Emperors 
Don’t Die in Bed and Gladiators.

赫尔曼·普莱
Herman Pleij

赫尔曼·普莱，1943年出生
于荷兰西佛萨姆，文学家，作
家，曾任阿姆 斯 特 丹大学的
荷兰历史文学专业的教授。
普莱最著名的作品是《蓝色
驳船行会》(1979），作品主
要 介 绍 了 中 世 纪 围 绕 狂 欢
节而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
《1511年的雪人》（1988）也
很有名，主要讲述了中世纪后
期的城市生活和褪色的宫廷
生活。
译成中文的作品
《邪恶与神圣的色彩— —中
世 纪 及 之 后 的 色 彩 意 蕴》
（Van karmijn, purper en 
b lauw），译者，张朝霞。广
州：花城出版社，2010。
《可卡 内 之 梦》(D r o m e n 
van Cocagne)，北京：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1。

Herman Pleij lectures on Dutch 
historical literature. He wrote The 
Guild of the Blue Barge (1979), about 
carnival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Snowmen of 1511 (1988), about the 
liveliness of late-medieval cities and 
the fading glory of the courts.

米达斯·德克斯
Midas Dekkers

米 达 斯·德克 斯是 一名生物
学 家，非虚 构类 文学及 儿童
文 学 作 家，节 目 制 作人，于
19 4 6 年出生于 荷 兰 哈勒 姆
（Haar lem）。1985 年，他
为 儿 童 文 学 图 书 周 创 作 了 
《狗熊真的喜欢吃蜂蜜吗？》。 
德 克 斯 的 绝 大 多 数 作 品 和
他 所 学 专业有关：人 类 和 动
物。1994年，其作品《可爱的
动物》出版；1997年《取代》
问世。这两部作品都 获得了
国际 大 奖，曾经在荷兰等 多
个国家成为畅销书。
译成中文的作品
《健身狂想曲》
（Lichamelijke oefening），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

The biologist and writer Midas Dekkers 
writes non-fiction and children’s 
books. His book Physical Exercise has 
recently been published in Chinese.

陈晓明 
Chen Xiaoming

陈晓明（1959），1987年进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
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
获文学博士学位，并留院工作
十多年。2003年起调入北京
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
导师。主要 研 究方向为当代
先锋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
论等。主要著作有《无边的挑
战》《解构的踪迹：历史、话
语与主体》《剩余的想象》《
表意的焦虑》等。作品《无边
的挑战》获 第四届鲁迅文学
奖（2004—2006年）全国优
秀文学理论评论奖。

杜威·德拉埃斯马
Douwe Draaisma

杜威·德拉埃斯马于1953年
出生于荷兰带维达，作家，心
理学 家，荷兰格罗宁根 皇 家
大学历史心理学专业教授，
专 攻 人 类 记 忆 的 本 质 和 运
作方式。德拉埃斯马是一 位
成功的非虚构类文学作家。
他 的 作 品，如《为 什 么 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 时 间 过 得 越 来
越快：记忆如何塑 造 我们的
过去》（2001），《记忆的隐
喻：心灵的历史 观》（2006
）都 获 得了巨 大 的成 功。其
作品已 被译成多国语言（英
语、法语、德语、中文 等）并
获 得 多 项 国 内 外 及 国 际 大
奖。2005年，德拉埃斯马获
得Aventis大奖，这是为科普
类作品设置的最具影响力的
大奖。2008年《思乡工厂》
再次广受好评。
译成中文的作品
《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时
间过 得越 来 越快：记忆如何
塑造我们的过去》，译者：张
朝 霞。济 南：山 东 教 育出 版
社，2006。
《记 忆 的 隐 喻：心灵 的历史
观》，译者：乔修峰。广州：花
城出版社，2009。
即将译成中文的作品
《思乡工厂》，广州：花城出
版社，2011。

Professor of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Psychology, Douwe Draaisma is a 
successful writer of nonfiction. Why 
Life Speeds Up As You Get Older 
(2001) has been published in several 
languages, as was The Nostalgia 
Factory (2008).

方绪晓
Fang Xuxiao

绿茶，原名方绪晓 （1974）书
评人，阅读推广者。曾任《新
京报书评周刊》专题编辑，现
为《文史参考》杂志主编，业
余时间编有阅读分享电子杂
志《绿茶书情》。

Fang Xuxiao, aka Green Tea (1974), is a 
literary critic and reading promoter. He 
has worked as a special reporter and 
editor for the literary supplement of 
Beijing News; he currently acts as the 
head editor of the magazine History 
Reference. Publishes his personal 
digital magazine Green Tea Book 
News.

潘军
Pan Jun

潘 军（19 57）著名作 家、画
家、电 影 和 电 视 剧 导 演。已
出 版 多 部 小说，其 中《合 同
婚 姻》等 由 作 者 改 编 为 话
剧。2003年，长篇小说《死
刑 报 告》被 誉 为“全 球 第一
部 近 距 离 探 讨 死 刑 的 华 文 
小说”，并引起了强烈反响，
舆论哗然。

Pan Jun (1957), a writer, painter and 
director of popular TV series, has 
written numerous novels and shorts 
stories, some of which he also adapted 
to plays. His influential novel Death 
Penalty Report (2003) is known as 
‘the first Chinese novel to closely 
investigate the death penalty’ and 
has stirred wide debate.

9月1号，周四，下午3:30
图博会荷兰馆的小会议
厅，E02.A02
方绪晓采访Midas 
Dekkers
在《健身狂想曲》（Physical 
E x e r c i s e）— — M i d a s 
D e k ke r s第 一本 被 译 成 中
文的作品— — 中，生物学 家
Midas Dekkers把注意力
集中在现如今人们狂热追求
的体育锻 炼 上。他认为人们
在 健 身 房 里 所 花 费 的 时 间
和精力无 疑 是 一种浪费，这
些锻炼不会使人们长寿或者
改 变人们的生活质 量。在 现
场，Dekkers将与《新京报》
的文学评论家方绪晓讨论关
于体育锻炼益处的神秘传说
及微观概念。

Thursday September 1, 3.30 pm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BIBF,  E02.A02 
Fang Xuxiao interviews Midas 
Dekkers 
In Physical Exercise, his first titl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biologist Midas 
Dekkers concentrates his fire on 
the contemporary cult of fitness. All 
those hours spent in gyms and sports 
clubs he sees as a complete waste 
of time; they will not make your life 
any better or longer. In this event 
Dekkers discusses the myths and 
misconceptions of the benefits of 
sports and exercise with Fang Xuxiao, 
literature critic of Beijing News

9月1号，周四，晚7点
北京书虫书店
文学及其元素 
嘉宾：Salomon 
Kroonenberg, 
Margriet de Moor 以
及 Eric Abrahamsen
地 质 学 家 萨 洛 莫 恩 · 科
洛 嫩 博 格 在（S a l o m o n 
K ro onenb erg）《人 类 尺
度》这本书中从 地质学的层
面描 述了人 类 对气候、海 平
面变化等微乎其微的影响。
享有国际声誉的小说家玛格
丽特·德·默 尔（Margr iet 
de Moor）的作品《灭顶》
讲述了一 个 关 于 19 5 3 年 荷
兰 大 洪水的故事，这场可怕
的灾难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许
多人的生 活。科 学 和艺术在
这 场 活 动 中 相 遇，德·默 尔
和科洛嫩博格将会探讨大自
然的两面性：（破坏性的）力
量和艺术创作的源泉。Eric 
Abrahamsen将担任这场活
动的主持。

Wednesday 1 September, 7.00 pm 
The Bookworm Beijing 
Literature and the Elements 
With: Salomon Kroonenberg, 
Margriet de Moor  and Eric 
Abrahamsen 
In The Human Scale, Salomon 
Kroonenberg describes the 
insignificance of the human impact 
upon the earth’s climate when 
measured on a geological scale.  The 
Drowned, a novel by Margriet de Moor, 
tells the story of a disastrous flood 
that occurred in the Netherlands in 
1953 and changed many human lives 
forever. In this event Kroonenberg and 
De Moor talk about the (destructive) 
force of nature as a source of artistic 
creation. The event is chaired by 
translator Eric Abrahamsen.

9月1w号，周四晚7:00 – 
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 le 
Café
阿姆斯特丹咖啡屋—初识
荷兰
嘉宾：Herman Pleij, 
Leonard Blussé, 
Kader Abdolah, 
Hanco Kolk, 陈晓明
音乐: Sonja van 
Hamel & band
荷 兰 是 本 届 北 京 图 书 博 览
会 的主 宾国，作为主 宾国就
要 承 担 起 一 定 的 责 任 。其
中 第 一 个 任 务 就 是 要 用 一
种恰当的方式来介绍自己。
作 家 及 环 球 旅 行 家 K a d e r 
A b d o lah，漫 画 家H anc o 
Ko l k，历史学 家 Le o n a r d 
Blussé和文学家Herman 
Plei j将会以一种特别的、轻
松的、信息量 充沛的方 式 来
介绍荷兰及荷兰人的特点。

Thursday 1 September, 19.00 – 
UCCA, le Café 
Café Amsterdam I: ‘Holland for 
beginners’ 
With: Herman Pleij, Leonard 
Blussé, Kader Abdolah, Hanco 
Kolk and Chen XiaomingMusic: 
Sonja van Hamel & band
The Netherlands is the host country 
at the Beijing Book Fair, and being the 
host entails certain responsibilities. 
For instance, you must first introduce 
yourself to the geographic host 
country in an appropriate way. Author 
Kader Abdolah, comic-strip artist 
Hanco Kolk, historian Leonard Blussé 
and literary author Herman Pleij will 
reveal, each in his own personal, 
light-hearted but informative way, 
the essence of the Dutch and the 
Netherlands. The event is presented 
by Chen Xiaoming, essayist, writer 
and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Beijing 
University.

文 森 特·梵 高（18 5 3至18 9 0
年）出生在荷兰南部的津德尔
特。1880年，在决定成为艺术
家后，他艺术生涯中的第一个五
年是在荷兰度过的，他这个时期
的画作主要是深色调的风景画
和农民形象。1886年他搬到巴
黎，与其画商弟弟提奥同住，提
奥向他介绍了印象派和点彩画
绘画。此时，他的调色板骤然变
得明亮，他开始尝试现代风格。

文森特·梵高
书信中的人生

1888年梵高搬到在法国南部阿
尔勒，在那里孤寂地进行艺术
创作。1888年12月，梵高首次
经历精神崩溃，他自愿住进圣雷
米精神病院，在那里的一年间，
继 续 创 作 了大 量 的 油 画 和 素
描。其画作开始赢得好评，但梵
高依然深受反复发作的精神疾
病的困扰。1890年7月29日，在
法国瓦兹河畔的奥维尔小镇，
梵高死于自己造成的枪伤。

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 was 
born in Zundert in the south of the 
Netherlands. After deciding to become 
an artist in 1880, he spent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his career in Holland painting 
landscapes and peasants in dark 
colours. In 1886 he moved to Paris to 
live with his art-dealer brother Theo, 
who introduced him to Impressionist 
and Pointillist painting. His palette 
brightened dramatically and he 
experimented with modern styles.

In 1888 Van Gogh moved to Arles in the 
south of France, where he worked in 
isolation. Van Gogh suffered his first 
mental breakdown in December 1888; 
he committed himself to the asylum in 
St Rémy, where he stayed for a year, 
continuing to paint and draw profusely. 
His paintings started to win acclaim, 
but Van Gogh was deeply frustrated 
by the recurrent bouts of his mental 
illness. He died from a self-inflicted 
gunshot wound on 29 July 1890, in 
Auvers-sur-Oise, France.

《戴毡帽的自画像》，1887-1888年

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 

(文森特·凡高基金会)

Self-portrait with felt hat, 

1887-88

Amsterdam, Van Gogh Museum 

(Vincent van Gogh Foundation)

《杏花》，圣雷米1890年

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 

(文森特·凡高基金会)

Almond blossom, Saint-Rémy 

1890

Amsterdam, Van Gogh Museum 

(Vincent van Gogh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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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周五，晚7点 
猜火车餐吧，方家胡同
诗歌之夜
主持：闫钟芳
在 主 宾国活 动中，诗 歌也占
据了重要的位 置。在 这个 诗
歌之夜里，三位荷兰诗人将和
三位中国诗人同台演出。荷兰
方将派出小说家及诗人安娜·
恩奎斯 特，成 功的作家及翻
译 家贝恩勒夫，荷兰 现今的 
“桂 冠 诗人”诺 姆 西·拿 瑟
尔。中方由颜峻、西川及王家
新参与此次活 动。他们将朗
读自己作品中的片段，一起讨
论 各种有切合点的话题。本
次 活 动中还 会展出杨·巴克
及汉克·范·德·法尔两位诗
人的电子诗歌。“诗歌之夜”
的活动将与搜狐网及中图公
司合作举办。

Friday 2 September 2011, 7.00 pm 
Trainspotting, Fangjia Hutong 
An evening of poetry 
With: Bernlef, Ramsey Nasr, Anna 
Enquist, Yan Jun, Xi Chuan, Wang 
Jiaxin 
Presenter: Yan Zhongfang 
Poetry has also been allocated a 
prominent place in our host-country 
programme. On this poetry evening, 
three Dutch poets will perform 
alongside three of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On the Dutch side, these 
are novelist and poet Anna Enquist, 
successful author and translator 
Bernlef, and the Netherlands’ current 
poet laureate Ramsey Nasr. Yan Jun, 
Xi Chuan and Wang Jiaxin represent 
the Chinese input. They will all read 
from their own work and will discuss 
with one another the various themes 
that mutually connect them. During the 
programme, ‘digital poetry’ will also 
be shown: a new and surprising form 
of poetry. The programme has been 
organiz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Sohu.

玛格丽特·德·默尔
Margriet de Moor

1941年，玛格丽特·德·默尔
出生于荷兰诺德维克小镇，
钢琴家，作家。1990年，德·
默尔最具影响力的作品问世：
《先是灰色，再是白色，再是
蓝色》，这部作品获得了AKO
文学奖。除此之外，《行家》
（1993）也获得AKO文学奖
提名。德·默尔的最新作品是
《画家和女孩》（2010）。她
的作品已经被译成二十余种
语言。
译成中文的作品
《 灭 顶 》 （ D e 
verdronkene），译 者：强
朝 晖。上 海：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2010。

Margriet de Moor published stories 
and novellas before she made her 
breakthrough with her highly praised 
first novel, First Grey, Then White, 
Then Blue (1990). Her novel The Storm 
(2005) was recently translated in 
Chinese.  

赫尔曼·柯赫
Herman Koch

1953年，赫尔曼·柯赫出生
于荷兰阿纳姆，演员，作家。
他的第一部小说《拯救我们，
玛 利 亚·蒙 特 内丽》获 得了
巨大的成 功。忏 悔和抨击交
织于故事中，用美国作 家杰
罗姆·大卫·塞林格的惯有风
格，讲述了一 个 关 于 受 蒙 台
梭利教育制度和阿姆斯特丹
南部浮华生活迫害的人的故
事。在接下来的几部作品中，
柯赫慢慢向讽刺现实主义风
格靠近。小说《晚餐》出版于
2009年，是柯赫迄今为止最
成功的一部小说。
译成中文的作品
《晚餐》（Het diner），上海：
上海99,2011。

Herman Koch is the author of The 
Dinner, published in 2009, which 
became an immediate international 
success.

安娜玛丽·凡·哈林恩
Annemarie van Haeringen

安娜玛丽·凡·哈林恩，1959
年出生于荷兰哈勒姆，儿 童
文学 插 图画家。安娜玛丽自
己的图画书通常以寓言为底
本，已 经 至 少赢得三 次荷兰
插 图 最 高 荣 誉 奖。2 0 0 0 年
凭借《长发公主》获得“金画
笔”奖；20 0 3 年，《大 海 的
起点》为她赢得了“银石笔”
奖；2005年凭借《爱上蝴蝶
的 熊》再 度 获 得“金 画 笔”
奖。
即将译成中文的作品
《爱上蝴蝶的熊》（Beer is 
op Vlinder），北京：耕林文
化有限公司，2011。
《切 面 包 的 小 男 孩》（D e 
jongen die zijn brood 
knipte），北京：耕林文化有
限公司，2011。

Annemarie van Haeringen is an 
illustrator of children’s books. The 
Princess With the Long Hair, was 
awarded the most important Dutch 
prize for illustrators in 2000. She won 
the same prize again in 2005 for Bear is 
on Butterfly. 

欧宁
Ou Ning

欧宁，跨领域文化工作者。曾
主编设计《北京新声》和创办
策划大声展。他主持的城 市
研究和纪录片项目《三元里》
和《大栅栏》至今仍在世界各
地展出并 被收藏。欧宁还是
个诗人,也是独立音乐团体新
群众、独 立电影团体缘 影会
的 创办人。目前 担任 邵忠 基
金 会总监以 及 20 09年深圳
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总
策展人。

阎钟芳
Yan Zhongfang

阎钟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
者，《过来人访谈》主持人，
曾 任 广 州 电 台 青 少 年 频 道
主 持人。中国传媒 大学大 众
传播与国际关 系硕士。曾获
北京市宣传部演讲比赛二等
奖，担任广东省“普法形象大
使”。

天才画家 
Hanco Kolk

Hanco Kolk（出生于1957年） 
最 近 的 一 项 大 工 程 是 把
Arnon Grunberg的文学报 
道《从 伊 斯 坦 布 尔 到 巴 格
达》（Van Istanbul naar 
Bagdad）改编成了漫画。 
Kolk是一名漫画老师，凭借
其 优 雅 的 绘 画 风 格 一 举 成
名。他创作的国标 式的漫画
人物Gilles de Geus震撼了
全荷兰。Gilles de Geus的
一系列冒险故事发生在三个
世纪前。除此之外，主人公为
三个单身女性的S1ngle被拍
成了情景喜剧；Mecano则
描述了一个颓废的社会，在这
个社会中人们只关注表象。

Hanco Kolk (1957) is a teacher of strip 
drawing, renowned for his elegant 
style. The adventures of his three 
single heroines, S1ngle, have been 
adapted to a sitcom on television.

诺姆西·拿瑟尔
Ramsey Nasr

诺姆西·拿瑟尔，1974年出生
于荷兰鹿特丹，诗人，作家，
散 文 家，演 员，导 演，翻 译
家。2000年，拿瑟尔凭借诗
集《27首诗和不歌》开始其
诗人生涯。此诗集被C. 布丁
（C. Buddingh’ Prize）及
Hugues C. Pernath诗歌奖
双双提名。2004年春，第二
本诗集《笨拙地绽放》出版，
该诗集已多次被再版，并获得
比利时Hugues C. Pernath
诗 歌 奖。从 2 0 0 9 年 起，拿 
瑟尔将连任四年荷兰“桂 冠
诗人”。

Poet, author, actor and director, 
Ramsey Nasr made his debut with 
the poetry collection 27 Poems & No 
Song, followed by awkwardly flowering 
(2004). In 2009 Nasr became Poet 
Laureate of the Netherlands. 

西川
Xi Chuan

西川（1963）著名诗人，作过
《倾向》、《现代汉诗》等诗
歌刊物的编辑。西川是 知识
分子写作诗群的代表之一，已
出版 多部诗 集，作品被翻译
成多种语言。译著有庞德、博
尔赫斯和米沃什的诗歌。

Xi Chuan (1963) is a poet and a lea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so-called 
‘intellectual poets’. He has published 
numerous collections of poems and 
has been active as a journal editor 
and a translator of Pound, Borges and 
Milosz. His work has been translated in 
numerous languages and has earned 
him awards in China and abroad.

颜峻
Yan Jun

颜峻（1973） 诗人、音乐人、 
乐 评 人 。1 9 9 9 年 定 居 北
京，2 0 0 4 年 起，投 身 声 音
艺术 和即兴音乐创作、表演
和 诗 歌 朗诵，并创办了Sub 
Jam (铁托唱片｜铁托工作室) 
和 观音 唱片。其博 客网址： 
www.yanjun.org。

Yan Jun (1973) is a poet, musician and 
performer of multimedia shows with 
soundscapes and projected images. 
He is also active as a music critic and 
keeps his own blog at www.yanjun.org.

 

王家新 
Wang Jiaxin

王家新（1957）著名诗人、诗
评人、翻译家，译著有保罗·
策兰等人的诗歌。原为“朦胧
派”豪杰，诗歌已被翻成多种
语言。曾任《诗刊》编辑，曾
在英德等国旅居、客座。现为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Wang Jiaxin (1957) is a prominent poet, 
poetry critic and translator of among 
others Paul Celan. He gained fame 
as one of the younger Misty Poets, 
has been widely translated and was 
editor of the influential journal Poetry. 
He presently teaches at Renmin 
University in Beijing.

9月2号，周五晚7:00 – 
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 Le 
Café
阿姆斯特丹咖啡
屋—Eberhard van der 
Laan与Geert Mak的
对话
主持: 欧宁
音乐：Sonja van 
Hamel & band
Eberhard van der Laan
是阿姆 斯 特 丹市的市长，以
前曾担任 住 房、工作及 综合
事务 部的部长，在 这 之前还
做过出租车司机，花商，半职
业 的 牌手，阿姆 斯 特 丹Het 
Parool报纸的负责人。真正
了解这座城市的人并不多，而
Eberhard van der Laan
就是其中一位。Geert Mak
是 一 位作 家和 历史学 家，曾
写过很多关于阿姆斯特丹的
书。他的《阿姆斯特丹：一个
城 市的小传》去年在中国出
版发行。
这两位将会带您了解阿姆斯
特 丹，这 座在 大多数 人心里
堪称神奇的城市；除此以外，
还会讨论古城现代化的挑战
和随之会出现的问题。

Friday 2 September, 19.00 – 
UCCA, le Café  
Café Amsterdam II:  
Eberhard van der Laan in 
conversation with Geert Mak 
Moderator: Ou Ning 
Music: Sonja van Hamel & band 
Eberhard van der Laan is Mayor of 
Amsterdam, and former Minister 
of Housing, Work and Integration, 
truck driver, flower salesman, semi-
professional card player and board 
member of the Amsterdam newspaper 
Het Parool, among other things. He 
knows the city and all its traits through 
and through. Geert Mak is an author 
and historian and has written several 
books on Amsterdam.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his Een kleine 
geschiedenis van Amsterdam (A Small 
History of Amsterdam) appeared last 
year. Both bring a tribute to the city, 
which has a magical ring to it for many 
people, and discuss th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of modernizing a 
historical city.

9月2号，周五，上午11点
图博会作家交流区
荷兰劳伦廷王妃的演讲
可 持 续发 展：几代人 之间
的对话
“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影响
着我们共同的未 来。把可持
续 发 展 贯 彻 到 现 实 中 要 求
我们用崭新的眼光来审视旅
行、制造及消耗物品，还有经
营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扮演
着各自的角色，不同年代的人
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孩 子 们
还有年轻的一代总能提出中
肯的问题，对他们来说 几乎
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障碍，一
切皆有可能。因此，他们能够
为成年人树立一面镜子。从这
个角度 看，几代人 之间 的对
话不仅可以改变决策者的心
态，还 可以让年 轻 一 代从小
养成可持 续、对未 来负责的
思考方式。”

Friday September 2, 11.00 am 
Writer’s Corner, BIBF 
HRH Laurentien of the 
Netherlands - Lecture 
Sustainability: a dialogue across 
generations 
“What we do now, impacts our 
common future. Putting sustainability 
into practice requires a fresh  look 
at the way we travel, produce and 
consume goods, and do business. 
We all have a role to play and people 
from different generations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sk pertinent questions and 
think in terms of possibilities, not 
obstacles. They thus have the power 
to hold up a mirror to adults. It is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at a dialogue across 
generations is a means to changing 
mindsets of decision-makers as well 
as empower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o think sustainably and responsibly 
from an early age.”

9月2号，周五，下午1点
图博会荷兰馆的小会议
厅，E02.A02
Hanco Kolk 和Tim 
Enthoven将
将前往 北 京，与中国的漫画
家和动画电影制作者（其中
包 括孙旭、陈 曦 和王 海洋）
一 起创作。艺术家们会用上
一天的时间在北京的一家画
室里合作完成以主宾国荷兰
展“开 阔 的 风 景，开 阔 的 图
书”为主 题的极具挑战性的
作品。荷兰与中国画家 将 会
在图博会现场的荷兰展台上
展示他们合作的成果。

Friday September 2, 1.00 pm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BIBF,  E02.A02 
Tim Enthoven and Hanco Kolk
Hanco Kolk and Tim Enthoven will 
work in Beijing in conjunction with 
Chinese comic-strip artists and 
animators, including Sun Xu, Chen Xi 
and Wang Haiyang. The artists will 
work jointly in a studio in the city for 
a day, with the aim of representing 
the underlying theme of the Dutch 
presentation: Open Landscape, 
Open Book. The Dutch and Chinese 
artists will present the result of their 
collaboration at the Netherlands’ 
pavilion at the BIBF.

9月2号，周五，下午2点
图博会荷兰馆的小会议
厅，E02.A02
徐则臣和Margriet de 
Moor的对话
这场活动让两位饱受读者称
赞的中国和荷兰作家同台上
阵：尹丽川和Margriet de 
Moor。两位作家凭借精妙细
致的作品在国际上获得了广
泛的读者群。Margriet de 
Moor的《灭顶》近期被译成
中文，由上 海 文 艺出版社出
版发行。

Friday September 2, 2.00 pm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BIBF,  E02.A02 
Xu Zechen in conversation with 
Margriet de Moor 
This event brings two acclaimed 
authors of Chinese and Dutch 
literature together on stage: Yin 
Lichuan and Margriet de Moor. 
Both have gained an international 
readership with their refined and 
subtle storytelling. Margriet de 
Moor's The Storm recently appeared 
in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s.

9月2号，周五，下午3:30
图博会荷兰馆的小会议
厅，E02.A02
朱文和Herman Koch
的对话
当父亲知道孩子犯下了一个
严重的错 误以 后，还能保 护
他 的孩子 多久？这个复杂的
与 伦 理 道 德 有 关 的 问 题 就
是Herman Koch这本国际
畅销书的核心，其中文译 本
由上海99出版社出版发行。
关于这本书中涉及到的一些
伦理方面的问题，Herman 
Koch会在与朱文的对话中具
体阐述。

Friday September 2, 3.30 pm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BIBF,  E02.A02 
Zhu Wen in conversation with 
Herman Koch 
How far can a parent go in protecting 
his or her child, knowing that this child 
has perpetrated a terrible crime? 
This complex moral question is the 
focus of Herman Koch’s international 
bestseller The Dinner, which has 
recently been published by Shanghai 
99. Koch will discuss this book and 
the issues it evokes with the writer 
Zhu Wen.

Sonja van Hamel

Sonja van Hamel是一位
歌手、音乐创作家、插画家、
设 计 师 。所 有 的 方 式 都 反
映了她顽 皮的、大 胆的性格
和 现 代 设 计 的 美 学。1 9 9 9
年 S o n j a 从 享 有 声 望 的 格
瑞 特 雷 伏 德 学 院（G e r r i t 
Rietveld Academie）毕业，
同年与Berend Dubbe一起
组 建了Bauer乐队。他们的
专辑Can’t Stop Singing 
(2000) 获得了荷兰著名的
银竖琴大奖（Silver Harp 
Prize）。目前，她正在与制作
人Ken Stringfellow和JB 
Meijers一起，录制她的新专
辑，Basta Records将在10
月份发行该专辑。Sonja称自
己现在的音乐风格为“draw 
c l i p s”— — 用 画 作 诠 释 她
的歌曲，那些画作伴随着 音
乐 穿 梭 旅行。当然上面所 说
的 这 些 还 要 归 功 于 著 名 的
摄影师Eddo Hartmann
极富创意的机 械 发明。观众
们将看到的是：Sonja为主
角的 一场和 时间、空间有关
的现 场表演。如果 您还 想了
解 更 多 的 关 于 S o n j a 的 艺
术 及 表 演，请 参见：w w w.
sonjavanhamel.nl。

Sonja van Hamel is a singer, 
songwriter, illustrator, designer. 
Sonja’s current musical presentation 
is a concept she calls ‘draw clips’ - 
drawings illustrating her songs, that 
move and travel in time with the music, 
thanks also to ingenious mechanical 
inventions by renowned photographer 
Eddo Hartmann.  
www.sonjavanhamel.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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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号，周六晚7:00 – 
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 Le 
Café
阿姆斯特丹咖啡屋—好奇
心的重要性
嘉宾：Sander Bais, 
Midas Dekkers, 沈浩
波, 刘震云
主持: 崔卫平
音乐：Sonja van 
Hamel & band
好奇心是一个复杂并多面的
概念，很多人都会用自己的方
式来诠释 这个 词。就好 像艺
术家的好奇心和物理学家的
好 奇心是不一样的，到底是
不是这样呢？专业人士的好
奇心和一般民众的好奇心不
一样吗？没有了好奇，艺术和
科学还能存在吗？好奇心作
为一个对于一般人来说的基
础概念和它的引申意义的界
限在哪里？没了好奇心，我们
的生活 会变成什么样？好奇
心的标 准 是 什么？它又有什
么缺陷？

Saturday 3 September, 19.30 – 
UCCA, le Café 
Café Amsterdam IV: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curious’ 
With: Sander Bais, Midas Dekkers, 
Shen Habao, Liu Zhenyun, Cui 
Weiping 
Music: Sonja van Hamel & band 
Curiosity is a complex and multi-
faceted concept. Many people have 
their own, individual variant of this. The 
curiosity of the artis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physicist, or so it seems. Or 
perhaps not? And does professional 
curiosity differ from curiosity as a 
universal human character trait? 
Can art and science exist without 
inquisitiveness? Where lie the limits 
of this property, which is regarded as 
fundamental for human existence as 
well as proverbially dangerous? Can 
we envisage life without curiosity? 
What are the laws of curiosity and 
where are the pitfalls?

贝恩勒夫
Bernlef

1937年，贝恩勒夫出生于荷
兰 的 圣·潘 克 拉 斯，是 一 名
作家，诗人，翻译家。贝恩勒
夫是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
他的作品包括 诗 歌、短 篇故
事、小说 及 随 笔。在 其 众 多
小说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恍
惚》，此 书已 被 译 成 多种 语
言，翻拍成电影。除此之外，
《公共 秘 密》也久 负 盛 名，
获得1987年A KO文学奖。
贝 恩 勒 夫 曾 获 得 多 项 文 学
奖，其中包括PC Hooft奖和
Constantijn Huygens文学
奖。
译成中文的作品
《恍惚》
（Hersenschimmen）， 
译者：潘鑫亮。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2006。

Bernlef is the author of an extensive 
body of work including poems, stories, 
novels and essays. His best-known 
novel is Out of Mind (1984). 

包乐史
Leonard Blussé

包乐史，1946年出生于荷兰
阿姆斯 特 丹，荷兰 莱 顿 大学
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专
攻 欧 亚 关 系，著 作 宏 丰。主
要 作品有《国外的荷兰 人》
（19 8 3）、《中 荷 交 往 史》
（1988）等。其名著《苦涩的
结合》曾在1988年获荷兰极
具威望的“金猫头鹰”文学奖
（Golden Owl）。从2000
年起，包教授创作、参与创作
及编辑校订二十余部作品。
译成中文的作品
《苦涩的结合—十七世纪荷
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出离婚戏
剧》（Bitters bruid）。译者：
杨立新，冷杉。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2009。

Sinologist and historian concerned 
with the field of Asian-European 
relations, Leonard Blussé wrote 
Tribute to China. 400 Years of Sino-
Dutch Relations (1988) and Bitter’s 
Bride which was awarded the 1998 
Golden Owl, a prestigious literary 
prize. 

徐则臣
Xu Zechen

徐 则臣（1978）作 家、文 学
评论家、《人民文学》杂志编
辑。曾获春天文学、华语文学
传媒大奖·2007年度最具潜
力新人奖等。他的小说《步穿
过中关村》2009年被翻译成
德文，英文版即将面世。

Xu Zechen (1978) is a writer of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literary critic and 
editor of People’s Literature, China’s 
oldest literary magazine. His novel 
Running through Zhongguancun 
appeared in German in 2009 (Berlin 
Verlag) and is forthcoming in English.

刘震云
Liu Zhenyun

刘震云（1958）作家，以 “故 
乡系列”、“单位 系列”和“
场 系 列”著 称。畅 销 小说有 
《手 机》（20 03年，已被 拍
成电影并翻译成英文）和《我
叫刘跃进》（2007年，已出德
文译本），另外还有法文版中
短小说集。

Liu Zhenyun (1958), writer of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His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French, English 
and German, notably the bestsellers 
Taschendiebe (DIX) and Cell Phone 
(Merwin.

卡德尔·阿卜杜拉
Kader Abdolah

卡德尔·阿卜杜拉1954年出
生于 伊朗阿拉 克，荷籍 伊朗
作家，1988年定居荷兰。在
离开 故 乡前，曾出版 过两本
小说，内容均与霍梅尼 政 权
有 关。来 到 荷 兰 后，阿卜 杜
拉 很 快 熟 练 地 掌 握 了 荷 兰
语，并 开 始用荷 兰语创 作。
他 的 首 部 荷 兰 语 作 品 为 。 
此 书 获 得 了 荷 兰 的“ 金 驴
耳”奖，成 为 年 度 最 畅 销 书
籍。20 0 0 年，《天 书·我 父
亲的笔记本》荣获荷兰E·杜
贝荣奖。2006年，出版了《
清真寺之家》。小说《信使》
（2008）讲述了一个关于默
罕默德先知的故事。
 译成中文的作品
《天 书·我 父 亲 的 笔记 本》
（S p i j k e r s c h r i f t），译
者：潘 源 。广 州：花 城 出 版
社，2010。

张晓红
Zhang Xiaohong

张 晓 红（1970）学 者、翻 译
家。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
授、副 院 长，荷 兰 莱 顿 大 学
文学 博士，主 要 研 究 方向为
比较文学 和性 别研究。已出
版《千万别娶大脚女人》、《
达尔文梦幻池塘》、《阿姆斯
特 丹：一 座 城 市 的 小 传》等 
译著。

Zhang Xiaohong (1970), scholar 
and translator, is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Shenzhen,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gender 
studies. She obtained her PhD at 
Leiden University and has translated 
nonfiction works by Mineke Schipper, 
Tijs Goldschmidt and Geert Mak.

阿来
A Lai

阿来（1959）藏族作家，其长
篇小说《尘 埃 落 定》获 得了
2000年的矛盾文学奖，该书
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他目前
为《科幻世界》杂志总编辑社
长，2009年当选为四川省作
家协会主席。

A Lai (1959) is a Chinese-Tibetan 
novelist. He won the prestigious Mao 
Dun Literary Prize for his Tibetan-
themed novel Red Poppies (1998), 
which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any 
languages. He currently acts as head 
editor of the magazine Science Fiction 
World and as chairman of the Sichuan 
branch of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沈浩波
Shen Haobo

沈 浩 波（1976 年），中国 诗
人。毕业于北京师 范大学中
文系。1998年发表了《谁在
拿90年代开涮》并在诗坛引
发了诸多争议，后成为“间写
作”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
年 与他 人一 起创 办了《下半
身》诗歌民刊，形成了下半身
写作流派。沈浩波曾经获得
《2000年作家》杂志年度诗
歌奖。写作至今，有数百首诗
歌和几十篇诗学随笔和理论
文章发表于国内外各种刊物
和选本，出版有诗集《一把好
乳》。

崔卫平
Cui Weiping

崔卫平（1956）文化 与思想
批评 家、翻 译 家。北 京 电 影
学院 教 授，研 究领域为电影
与文学理论、当代东欧 政治
文化等。已出版《正义之前》 
（新 星 出 版 社 2 0 0 5 年）、 
《我们时代的叙事》（花城出
版社 2008年）等多部著作。

Cui Weiping (1956) is a social and 
cultural critic, translator. Cui is 
professor at the Beijing Film Academy 
and a scholar of modern Eastern 
European political culture. Her most 
recent publications include Before the 
Justice (2005) and Narratives of our 
Times (2008).

9月3号，周六，下午4
点——尤仑斯当代艺术中
心，la Suite
阿姆斯特丹咖啡屋之三： 
“册书：成功的媒介”
嘉宾：Ruben 
Lundgren, 刘治治
近 几 年来，相册 书变得 异常
流行。尤 其 是年 轻 一 代的摄
影师，他们正在寻找新的“图
画语言”和新的舞台来展示
自己的作品。而相册 书就是
最适合寻求摄影边沿的媒介，
同时也很 适合图画、文字和
表现形式方面的创新实验。
一本成功的相册书到底有什
么秘诀呢？这个问题便 是 荷
兰摄影家Ruben Lundgren
和中国平面设计师及监制刘
治 治 谈 话 的 核 心。R u b e n 
Lundgren和Thijs Groot 
Wassink一起，成功地建立
了WassinkLundgren摄影
师二人组。自2007年起，两
人常居住于北京和伦敦。

Saturday 3 September, 16.00 – 
UCCA, la Suite 
Café Amsterdam III: ‘The photo 
book as successful medium’ 
With Ruben Lundgren, Liu Zhizhi 
Photo books have become extremely 
popular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photographers 
in particular is seeking a new visual 
language and new platforms on which 
to present their work. The photo 
book is an ideal medium to explore 
the boundaries of photography and 
to experiment with image, text and 
design. What is the secret of a good 
photo book? This is the central 
question in the discussion between the 
Dutch photographer Ruben Lundgren 
and the graphic designer and curator 
Liu Zhizhi.
Ruben Lundgren and Thijs Groot 
Wassink form the successful 
photographic duo WassinkLundgren. 
Since 2007, Lundgren and Groot 
Wassink have been living and working 
in and from Beijing and London.

9月3号，周六，上午10点
图博会荷兰馆的小会议
厅，E02.A02
张晓红采访阿来和Kader 
Abdolah
多次获奖的作家阿来之所以
成名，主 要 是因为作品中抒
情的风 格，还 有那些 和西 藏
文化深深相关的 故事。伊朗
裔荷兰作家Kader Abdolah 
也 因 为 其 小 说 作 品 中 诗 歌
般 的 语 言 和 他 讲 述 故 事 时
那 种 震 撼 人 心 的 力 量 在 国
际上获得广泛称赞。Kader 
Abdolah的小说作品通常以
移民 和 迁徙 为中心。两位作
家间的对话将由张晓红教授
来主持。

Saturday September 3, 10.00 am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BIBF,  E02.A02 
Zhang Xiaohong interviews A Lai 
and Kader Abdolah 
The much-honoured writer A Lai has 
been praised for his lyrical style and 
his stories deeply rooted in Tibetan 
culture. The Iranian-Dutch author 
Kader Abdolah has also received 
international praise for his poetic use 
of language and for the narrative force 
of his novels, which largely feature 
migration and relocation as their 
central theme. A discussion between 
these two authors is moderated by the 
translator Zhang Xiaohong.

9月3号，周六，上午11:30
图博会荷兰馆的小会议
厅，E02.A02 
包乐史介绍其作品《苦涩
的结合》 
包乐史（1946年7月23号出
生于荷兰鹿特丹）是荷兰的
汉学家和历史学家，专攻欧
亚关系。他将在图博会上介
绍作品《苦涩的结合》，故事
情节有趣但又曲折悲伤，描
述了一段长达二十年的离婚
闹剧。故事发生在荷兰的黄
金时代：十七世纪，以历史事
实和相关资料为基础，字里
行间透露出作者的博学及其
幽默的笔调。这部作品获得
了极具威望的“金猫头鹰文
学奖”。

Saturday September 3, 11.30 am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BIBF,  E02.A02 
Leonard Blussé discusses 
Bitter’s Bride 
Leonard Blussé (born in Rotterdam 
on 23 July 1946) is a Dutch Sinologist 
and historian concerned with the field 
of Asian-European relations. His book 
Bitters bruid (Bitter’s Bride), which 
Blussé will discuss at the Book Fair, 
is the exciting and often distressing 
drama of a divorce that occupies 
the best part of twenty years. The 
story takes place against a colourful 
background of seventeenth-century 
society and is founded exclusively 
on historical facts, documents and 
sources. Blussé’s erudite and often 
humorous pen has generated a 
masterpiece, which was awarded 
the prestigious Gouden Uil Literature 
Prize.

徐坤
Xu Kun

徐坤，作家，曾在辽宁大学中
文 系读 本 科、研 究 生，获 硕
士学位。2003年在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
获 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
作家协会党 组 成员，驻会一
级作 家，北 京 市青联 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
员。1993年开始发表小说，
出版小说散文论著等300多
万字，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白
话》、《先锋》等，短篇小说《
遭遇爱情》、《鸟粪》等，长篇
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
、《爱你两周半》等。部分作
品被翻译成英、德、法、俄、
日语，曾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
奖等多个奖项。

9月3号，周六，下午1点
图博会荷兰馆的小会议
厅，E02.A02
Bernlef与徐则臣的对话
作 家 及 诗 人 B e r n l e f 以
其 作 品 简 约 的 风 格 和 对
作 品 中 人 物 心 理 细 腻 的
描 写 而 出 名 。B e r n l e f
最 著 名 的 小 说 是《恍 惚》
（Hersenschimmen），讲
述了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
男人渐渐失去掌控生活的能
力的故事。《恍惚》是一部感
人但同时令人堪忧的作品，揭
示了当下越来越多的人面临
的疾病所造成的感情及社会
方面的后果。《恍惚》的中文
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Bernlef将就这部作品
与作家及文学评论家徐则臣
展开讨论。

Saturday September 3, 1.00 pm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BIBF,  E02.A02 
Bernlef and Xu Zechen in 
conversation 
The writer and poet Bernlef is known 
for his terse style and the refined 
psychology by means of which his 
characters are drawn. Bernlef’s best-
known novel is Hersenschimmen (Out 
of Mind), about a man who suffers from 
Alzheimer’s disease and who is losing 
his grip on reality. Hersenschimmen is 
a moving and unsettling novel on the 
emotion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an illness that is afflicting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Bernlef 
speaks about this novel, which is 
published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with the writer and 
literary critic Xu Zechen.

9月3号，周六，下午2点
图博会荷兰馆的小会议
厅，E02.A02
Anna Enquist与徐坤讨
论《杰作》
Anna Enquist的小说《杰作》 
的中文译本最近由上海文艺
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在创作
过程中，从音乐和视觉艺术中
获得了灵感。徐坤将和Anna 
Enquist一起讨论文学和艺
术方面的话题。

Saturday September 3, 2.00 pm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BIBF,  E02.A02 
Anna Enquist discusses The 
Masterpiece with Xu Kun 
Anna Enquist, whose The Masterpiece 
recently appeared in Chinese 
translation from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s, draws inspiration for their 
literary work from music and the visual 
arts. Enquist will discuss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with writer Xu Kun.

 

9月3号，周六，下午3:30
图博会荷兰馆的小会议
厅，E02.A02
慕容雪村与Adriaan van 
Dis的对话
慕容雪村的作品大多涉及中
国 都 市 年 轻 男 女 之 间 的 关
系。他 特 别善 于 描写人物在
遭受压力和诱惑后的性格的
转变。Adriaan van Dis的
作品The Walker（散步者）
（湖南 文 艺出版社）以 大 都
市巴黎为背景，主人公在这个
现代大都市中见到了一些平
时不为人知的世界：难民的世
界、违法者的世界 和流浪者
的世界。

Saturday September 3, 3.30 pm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BIBF,  E02.A02 
Murong Xuecun talks with Adriaan 
van Dis 
Murong Xuecun’s work generally 
concern relationships between 
young men and women in modern 
urban China. He is a writer with 
a reputation for describing the 
changes of personality that his 
characters suffer under pressure 
and temptation. Adriaan van Dis’s 
novel The Walker (Hunan Publishing) 
also has a metropolis, Paris in this 
case, as its décor. Here, the main 
character undertakes a journey to the 
hidden worlds of a modern city: that 
of refugees, illegal immigrants and 
tramps. 

9月3号，周六，下午1:30
三联书店
菲克·梅耶尔见面会
菲克·梅耶尔（Fik Meijer）
是一 位饱览 群书、屡屡获奖
的作家，尤 其 是关于 远古时
代 及 相 关 主 题 的 文 章 和 书
籍。2005年他获得了Oikos
公众 奖，此 奖项专门颁 发 给
古典研 究 学 者，学 者们使 用
通俗易懂的方法将远古时代
呈现 给大 众。梅耶尔常在国
际舞台上演讲，内容大多和他
的 作品有关：以 现代 和 过去
的平 行关 系为基 础，讨论处
理 现代问题的方法。梅 耶尔
将在三联书店为大家介绍他
的两部中文译作：《角斗士》、
《古罗马帝王之死》，这两本
书都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发行的。

Saturday September 3, 1.30 pm 
SanLian Book Store 
Meeting with Fik Meijer 
Fik Meijer is the much-read and 
greatly acclaimed author of countless 
articles and books on antiquity and 
related topics. In 2005 he received 
the Oikos public prize, the award for a 
classic scholar who has managed to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general public 
to antiquity in an admirable manner. 
Meijer holds lectures on diverse 
international  platforms, where he 
deals with contemporary issues on the 
basis of parallels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In the SanLian Bookstore 
he will talk about two of his books that 
have recently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Gladiatoren (Gladiators), and 
Keizers sterven niet in bed (Emperors 
Do Not Die In Bed), both of which have 
been published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Kader Abdolah is the author of 
Cuneiform (2000) , The House of the 
Mosque, (2006) and The Messenger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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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号，周日，上午11点
图博会荷兰馆的小会议
厅，E02.A02
张晓红和Douwe 
Draaisma的对话
心 理 学 教 授 D o u w e 
D r a a i s m a 已 经 有 四 部 作
品译成中文，是 荷兰 拥有最
广 泛 读 者 群 的 作 者 之 一 。
看 到 他 的 作 品 在 国 际 上 的
知 名 度 ，这 也 就 不 足 为 怪
了。Douwe Draaisma将和
文学教授及翻译张晓红女士
讨论以下几个话题：记忆如何
运作；为什么人们年纪越大，
感觉时间过得越快；遗 忘的
原因。

Sunday September 4, 11.00 am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BIBF,  E02.A02 
Zhang Xiaohong in conversation 
with Douwe Draaisma 
With four title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psychology professor Douwe 
Draaisma is one of the best-read 
Dutch authors in China. That will come 
as no surprise,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his work already enjoys overwhelming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Douwe 
Draaisma will converse with Zhang 
Xiaohong, professor of literary studies 
and translator, about the workings 
of memory, why life speeds up as we 
grow older, and why we forget.
 

 

9月4号，周日，晚7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欧洲》 —— Geert 
Mak 的讲座
Geert Mak用了一年的时间
游遍欧 洲，追寻从 凡 尔登 到
柏林，到圣彼得堡再 到奥 斯
维辛这片大陆的历史。他 特
别关注了一个问题：在新千年
即将 开始之时，欧 洲的情 况
到底是怎么样的？Mak作为
一名观察敏锐的记者和一位
极 具 想 象 力的历史学 家，如
此 稀有的双 重才华使《在欧
洲》成 为了一 部引人 注目的
作品，广州花 城出版社 发 行
了这部作品的中文译 本。马
柯将就他的作品，主要 针对
欧洲和亚洲的关系做一个讲
座。该讲座由北 京师 范大学
的文学教授张柠主持。

Sunday September 4, 7.00 p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Europe - A lecture by Geert Mak 
Geert Mak spent a year travelling 
through Europe, t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continent from Verdun to Berlin, 
Saint Petersburg to Auschwitz. He 
set off focusing on one question in 
particular: what was the condition 
of Europe at the verge of a new 
millennium? Mak’s rare double 
talent as a sharp-eyed journalist and 
imaginative historian makes In Europe 
a compelling book, that has now also 
been published in China by Flower 
City Press. Mak will give a lecture on 
his book,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The event is chaired by Zhang 
Ning,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9月4号，周日，下午4
点——尤仑斯当代艺术中
心，la Suite
阿姆斯特丹咖啡屋之五： 
“蓝眼睛注视着中国”
嘉宾：周蓉, John van 
de Water, Daan 
Roggeveen, Harry 
den Hartog
过去的几十年中，很多西方的
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都试图
开始在中国展露拳脚——但
得到的结果却各不 相同。这
些 西 方 设 计 师 对 中 国 的 飞
速 发展有何感受？他们如何
为中国的建筑做出实质性的
贡献 ？西方设 计师又能从中
国的工作方式中学到什么？
在 这场对话中，建 筑评论家
周 蓉 将 针 对 最 近 出 版 新 作
的三位荷兰作家在中国工作
和研 究的经验提出问题。三
位 建 筑 师 和 研 究 人 员 分 别
是：John van de Water  
(《你无法改 变中国，中国将
改变你》—— You Can’t 
Change China, China 
Changes You，010出版
社)，Daan Roggeveen（与
Michiel Hulshof合作出版：
《城市如何移向孙先生— —
新 生 的 中 国 大 城 市》— — 
How the city moved to 
Mr Sun – China’s new 
megacities, SUN 出版社）
以及Harry den Hartog（《
上海的新镇。对一 个不断扩
展的大城市的团体和特征的
调查》—— Shanghai New 
Towns. Searching for 
community and identity 
in a sprawling metropolis, 
010 出版社）。

Sunday 4 september, 4 pm – 
UCCA, la Suite 
CaféAmsterdam V: ‘Blue eyes 
looking at China’ 
With: Zhou Rong, John van de 
Water, Daan Roggeveen, Harry 
den Hartog
In the past few years, many Western 
architects and urban planners have 
made an attempt to become involved 
in projects in China – with varying 
results. How do Western designers 
experience the tempestuous 
developments that are now taking 
place in China? What can they 
contribute to Chinese building 
practice? And what can the West learn 
from the Chinese approach? In this 
round table discussion, architecture 
critic Zhou Rong interviews three 
Dutch authors of recently published 
books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as 
architects and researchers in China: 
John van de Water (You Can’t Change 
China, China Changes You, 010 
Publishers), Daan Roggeveen (with 
Michiel Hulshof: How the City Moved 
to Mr Sun – China’s New Megacities, 
SUN Publishers) and Harry den Hartog 
(Shanghai New Towns. Searching for 
community and identity in a sprawling 
metropolis, 010 Publishers).

    

西伯·波斯图马
Sieb Posthuma

二十 世 纪 九十 年代中期，西
伯·波 斯图马在 转向绘 制图
画书之前，曾为报刊杂 志 和
图书封面绘图多年。他后来
开始自己著书，描写自己的猎
狐犬林杰。2007年他的《菲
欧朵有七姊妹》为他赢得了“
银画笔”奖，2009年寓言故
事集《酸橙树上坐着一只大
肥公鸡》荣获“金画笔”奖。
同年，波 斯图马为劳伦廷 王
妃的作品《芬尼先生和颠倒
的世界》描绘了插图。
译成中文的作品
《芬尼先生和颠倒的世界》
（Mr. Finney en de wereld 
op zijn kop）。江西：21世纪
出版社，2011。

Sieb Posthuma illustrated magazines, 
newspapers and book covers, before 
moving on to drawing and writing 
picture books. In 2009 he illustrated 
Mr. Finney and the World Turned 
Upside-Down, by Princess Laurentien 
of the Netherlands.

张柠
Zhang Ning

张柠（1958）著名文化批评
家、学者、作家。北京师范大
学教 授，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
当代 新 诗 研 究中心主任，北
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中国
图书评论学会学术委员。主编
学术辑刊《媒介批评》，文化
批评丛书《刀锋文丛》等。

Zhang Ning (1958) is a leading cultural 
critic, scholar and writer. Zhang 
is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director of the BNU 
research center for new poetry and 
member of the China Book Review 
Academy. He is head editor of the 
journal Media Criticism and of the 
cultural criticism series Knife Edge.

阿迪里安·凡·迪斯
Adriaan van Dis

阿迪里安·凡·迪斯，1946年
出生于北荷兰省的贝尔亨小
镇，荷兰作家，著名的电视节
目主持人。凡迪斯对“文化冲
撞”这 类 话 题 很 感 兴 趣，从 
《内 森·希 德》到 他 最 成 功
的一部小说《印尼的花园》，
都充斥着此类主题。2007年 
《散步者》出版，这是一部富
有力度 及社会 觉悟、能 唤 起
读者感情的小说。作品讲述了
这样一 个故事：一 位 孤 独者
试图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里，使自己的生命充满意义。
译成中文的作品
《散步者》（De wandelaar），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

Adriaan van Dis is interested in cultural 
clashes, and this fascination permeates 
his entire oeuvre, from his debut Nathan 
Sid to his novel The Walker (2007).

Tim Enthoven

Tim Enthoven (出生于
1985年)每天早晨六点起床
冥想。他是荷兰最伟大、最具
才华的漫画及插画家之一，
但他仅仅视自己为一名自由
艺术家。2011年，Enthoven
通 过 B i n n e n s k a m e r s 
（《屋内》）开始了其创作生
涯。这部作品不论从构图还
是内容上来说都是一次大师
级的尝试，具体表现为：漫画
形式的荷兰设计。2010年他
以名列前茅的成绩从设计学
院（Design Academy）毕
业。在这之前，他的作品已经
在 伦 敦 展出，并 在《纽 约 时
报》上发表。

Tim Enthoven (1985) is one of the major 
comic-strip and illustrative talents 
in the Netherlands, as well as an 
autonomous artist. He has exhibited 
his work in London and has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慕容雪村
Murong Xuecun

慕 容雪村 （1974）作 家。 
2002年开始在网上发表小说
《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
该书已 被 拍成电影，并 被翻
译成法、英文。2009年他写
作 揭露传 销的纪实作品《中
国，少了一味药》（中国和平
出版社2010年 ）。

Novelist Murong Xuecun (1974) gained 
instant fame with his bestselling novel 
Leave me alone – a novel of Chengdu, 
first published on the internet in 2002, 
subsequently translated into French 
and English. His most recent publication 
is a piece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on 
a pyramid selling scheme.

安娜·恩奎斯特
Anna Enquist

1945年，安娜·恩奎斯特出
生于荷兰阿姆 斯 特 丹，是 一
名心理分析家、古典音乐家、
诗人、小说 家。19 9 1年，恩
奎斯 特凭借诗歌集《士兵之
歌》成 为 诗人，并且 凭 借 这
部诗集获得了C. 布丁奖（C. 
Buddingh’ Prize）的最
佳 新人诗 歌 奖。她的第一和
第二部 小说分别是《杰 作》
和《秘密》（1997）。凭借这
两部作品，恩奎斯 特 很快 拥
有了广大的读者群。2005年
历史小说《归乡》出版，获得
了Prix du Livre Corderie 
Royale-Hermione奖。
译成中文的作品
《杰作》（Het 
meesterstuk），译者：欧
阳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
社，2009。

Anna Enquist
Psychoanalyst and classical musician 
Anna Enquist made her debut as a poet 
in 1991. With her first two novels, The 
Masterpiece (1995) and The Secret 
(1997), she reached a large audience.

9月4号，周六，下午10点
图博会荷兰馆的小会议
厅，E02.A02
Dick Swaab的作品We 
are our Brains（《我们
就是自己的大脑》）发布会

Sunday September 4, 10.00 am
Auditorium of the Dutch Pavilion, 
BIBF, E02.A02
Event with Dick Swaab

9月4号，周日晚7:00 – 
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  
Le Café
阿姆斯特丹咖啡屋—六大
揭秘
嘉宾：Hans Hagen, 
Herman Koch, 
Adriaan van Dis, 慕
容雪村,  王家新, Tim 
Enthoven
音乐：Sonja van 
Hamel & band
您 认 为 什 么 艺 术 作 品 是 您
的“司汤达一刻”？哪件艺术
作品改变了您的一生？这是
一场让您认清疏远或对疏远
产生震惊的盛宴吗？我们将
对 六位国际作 家、评论家和
设 计家提出以 上问题，还会
让他们根据那些给人们留下
极 其 深刻印象 的，让 人们震
惊 的 绘 画、音 乐 片 段、诗 歌
等，为艺术、想象和创造力的
重要性做一个简短的演说。
每位演讲者将会简短地描述
他/她最喜爱的艺术作品所产
生的作用、激发的情感及其令
人震惊之处。除此以外，还有
这些艺术作品对其本身艺术
特性带来的影响。结合以 上
内容，演讲 者 会向我们展示
一幅画作或者播放一段音乐
片段。

Sunday 4 September, 19.30 – 
UCCA, le Café 
Café Amsterdam VI: Six 
revelations 
With: Hans Hagen, Herman Koch, 
Adriaan van Dis, Murong Xuecun, 
Wang Jiaxin, Tim Enthoven 
Music: Sonja van Hamel & band
What was your ‘Stendhal moment’? 
Which work of art has altered your 
life? Was it a feast of recognition 
or shock of alienation? We present 
these questions to six international 
writers, essayists and designers, and 
we request them to hold a short plea 
in favour of the importance of art,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by referring 
to the painting, piece of music, 
poem etc. that made an irresistible, 
overwhelming impression upon them. 
Each speaker will describe, briefly and 
passionately, the effect unleashed by 
his favourite artwork and the influence 
it has had upon his own artistic calling. 
The work or a picture of the work will 
be shown, or a fragment will be played.

9月5号，周一，晚7:30
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
永远的哥德堡—荷兰钢琴
家伊沃·扬森独奏音乐会
伊 沃·詹森（1963年出生于
荷兰Venlo）毕业于荷兰阿
姆 斯 特 丹 斯 韦 林 克 音 乐 学
院。1994年开启了系列音乐
会，包括巴赫键盘作品全集音
乐会与录 音。为发 行巴 赫系
列CD，创建了个人独立厂牌
VOID古典。1998年2月，发
行了首张该系列专辑。接 连
发行哥德堡变奏曲、托卡塔、
法 国 组 曲、英 国 组 曲、帕 蒂
塔、平均律等等，2007年1月
以赋格完成整个系列录制。

Monday September 5, 7.30 pm 
Forbidden City Concert Hall 
Ivo Janssen plays J.S. Bach - 
The Goldberg Variations
Ivo Janssen (Venlo, 1963) studied the 
piano at the Sweelinck Conservatory in 
Amsterdam. In 1994 he started a series 
of concerts which will eventually 
include performances and recordings 
of the complete keyboard works by 
J.S. Bach. In February 1998 the first 
CD in this series was released, on his 
own label VOID Classics, which was 
especially started for this purpose. 
After recordings of the Goldberg 
Variations, Toccatas, French and 
English Suites, Partitas, the Well-
tempered Clavier, and much more, the 
cycle was completed with a recording 
of The Art of Fugue in January 2007. 

9月4号，周日, 晚7.30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中学音
乐厅
‘和旋’- Anna Enquist  
& Ivo Janssen 的演讲
及演奏
小说《和旋》是安娜·恩奎斯
特对 女儿的纪念，她的女儿
死于 一场交 通 意 外，正 如巴
赫 创作《哥 德 堡 变 奏曲》是
为了悼念他死去的儿子。小说
结构以《哥德堡变奏曲》为基
础，以独唱曲开始，以终结句
完成整 个乐 章，每 一章节都
以 对应的变 奏为基调。在 这
场 特 别 的朗诵音乐会中，安
娜·恩奎斯特将朗读《和旋》
中的章节，钢琴家伊沃·詹森
将演奏《哥德堡变奏曲》

Sunday September 4, 7.30 pm 
China Conservatory of Music, 
Concert Hall of the attached 
Middle School 
Counterpoint – concert and 
lecture by Ivo Janssen and Anna 
Enquist  
The novel Counterpoint is Anna 
Enquist’s memorial to her own 
daughter, who died in a traffic 
accident, just as Bach composed the 
Goldberg Variations out of grief for his 
dead son. The structure of the novel 
is based on the Goldberg Variations; 
it begins with an aria and ends with a 
coda, and each chapter is based on a 
corresponding variation. In this very 
special concert reading, Anna Enquist 
will read excerpts from Counterpoint; 
pianist Ivo Janssen will perform the 
Goldberg Variations.

荷兰视觉艺术、设 计 和建 筑
基 金 会 邀 请 了5 7位 来 自 荷
兰、比利时的漫画家，将荷兰
语文学作品中的散文、诗歌及
话剧以漫画的形式 再现。漫
画家们创作时只需要满足一
个条件：“把所选作品的内容
归纳在一页上。”这个项目的
所有稿件都被整理收集在了
《如此美丽！》一书中。在今
年的图博会上，其中20页作
品被 放 大，将和漫画家们的
一 些初稿一 起展出。本次展
览既是与荷兰文学，也是与荷
兰漫画的一次美丽邂逅。

如此美丽∶漫画形式的荷兰文学

At the initiative of the Fonds voor 
Beeldende Kunst, Vormgeving en 
Bouwkunst (Netherlands Foundation 
for the Visual Arts,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57 comic-strip artist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Belgium 
were requested to represent a book, 
poem or play from Dutch literature in 
comic-strip form. Only one restriction 
was imposed upon the artists: ‘the 
book had to be summarized in a single 
page’. All the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have been collected in the 
publication entitled Mooi is dat!, of 
which 20 have been depicted in life-
size at the Book Fair in Beijing, along 
with several preliminary studies by the 
artists. The exhibition is an encounter 
with Dutch literature as well as with 
Dutch visual narrative. 

Mooi is dat! (That’s great!) - Dutch literature in comic-strip form

Ivo Janssen

Ivo Janssen（1963年出生
于荷兰Venlo）曾经与Jan 
W i j n 一 起 在 阿 姆 斯 特 丹 
S w e e l i n c k 音 乐 学 校
学 习 钢 琴 演 奏 。1 9 8 8
年 在 阿 姆 斯 特 丹 音 乐 厅
（Concertgebouw）首次登
台演出之后，Ivo Janssen
便 经常在 荷兰 演出，除了荷
兰，还常出现在德国、法国、
意大利、澳大利亚和美国的
舞台上。从1994年开始，Ivo 
Janssen举办了一系列音乐
会，其中包括J.S.巴 赫重要
作品全集的演出与录 制。近
期，Ivo Janssen经常与荷兰
作家及诗人Anna Enquist同
台演出，这次Anna Enquist
也会前往北京。她的诗歌朗
诵将配有肖邦、舒曼、勃拉姆
斯及德彪西等人的作品，作为
背景音乐。

Ivo Janssen (Venlo, 1963) studied the 
piano with Jan Wijn at the Sweelinck 
Conservatory in Amsterdam. In 
1994 he started a series of concerts 
that would eventually include 
performances and recordings of the 
complete keyboard works by J.S. 
Bach. Recently Ivo Janssen has been 
performing regularly with the writer 
and poet Anna Enquist, who is also 
visiting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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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1年 北 京 国 际 图 书博 览
会期间荷兰的儿童文学作家
及插画家会为孩子们献上各
种各样的交流会。作 家和画
家带孩子们进入他们的作品
世界中— — 通 过讲故事、画
故事中的主角慢慢地投过孩
子们的眼睛创作出精彩的作
品。他们给孩子们朗读故事，
和孩子们一起讨论故事中的
情节，还会 和孩子 们一 起 编
新的故事。对孩子们来说，与
作者及画家们见面、阅读他
们 的 作品，也会 是 一次非常
有趣的经 历，通 过 这样的活
动可以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
趣。北京的部分小 学受 邀参
加这系列活动。
 
交流会的具体安排：
——安娜玛丽·凡·哈林恩，
《小驴子》（湖南出版社）的
作者及绘者：9月2号，周五，
图博会荷兰展馆（E02.A02）
；9月4号，周日，书虫书店，西
伯·波 斯图马也会来 到现 场
参加活动。
 
——英格丽特 & 迪特尔·舒
伯特，《欧菲莉亚》和《我的
桶上有个洞》（明天出版社）
的作者：8月31号，周三，阴阳
社区中心；9月2号，周五，图
博会荷兰展馆（E02.A02）。
 
——劳伦廷王妃、西伯·波斯
图马，分别是《芬尼先生和颠
倒的世界》（21世纪出版社）
的作者及插画家：9月1号，周
四，图博会荷兰展馆（E02.
A02）。
 
— —汉斯·哈赫恩，《你最可
爱》（北京源流古典文化出版
社）的作者：9月1号，周四，图
博会荷兰展馆（E02.A02）。
 
交 流 会 的 具 体 时 间 及
详 细 信 息 请 参 见 w w w .
helanwenxue.org。

Workshops for children
During the BIBF 2011, various Dutch 
writers of children’s books and 
illustrators will give workshops to 
children. The picture-book creators 
transport the children off to the world 
of their books – they narrate stories, 
they draw the leading character in 
those stories, and they slowly create 
a book before the eyes of the children. 
Sometimes they devise new stories 
with the children. For the children, this 
is a fascinating acquaintance with an 
author and his work, and a stimulus 
to read books with pleasure. Primary 
schools from Beijing have been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kshop.

The workshops will be given by:
- Annemarie van Haeringen, author 
and illustrator of Een kleine ezel (A 
Small Donkey), published by Hunan: 
on Friday 2 September in the Dutch 
Pavilion (E02.A02) at the Book Fair, 
and on Sunday 4 September in The 
Bookworm, along with illustrator Sieb 
Posthuma.

- Ingrid and Dieter Schubert, writers 
of Ophelia and Een gat in mijn emmer 
(A Hole in my Bucket), published 
by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on Wednesday 31 August in The 
Bookworm in the Yin Yang Center, and 
on Friday 2 September in the Dutch 
Pavilion (E02.A02) at the Book Fair. 

- Princess Laurentien of Orange 
and Sieb Posthuma, respectively the 
author and illustrator of Mr Finney en 
de wereld op zijn kop (Mr Finney and 
the Upside-down World), published 
by 21st Century Press, will give a joint 
workshop on Thursday 1 September 
in the Dutch Pavilion (E02.A02) at the 
Book Fair. 

- Hans Hagen, author of Jij bent de 
liefste (You’re the Dearest), published 
by Beijing Yuanliu Classic Culture: on 
Thursday 1 September in the Dutch 
Pavilion (E02.A02) at the Book Fair.
For more details on workshops and 
participating writers:  
www.helanwenxue.org

儿童文学作家及插画家马科
斯·维 尔 索 伊 斯 通 过“小青
蛙”系列让全世界认识了他。
和小青蛙 一 起，孩子 们经 历
了大 大小 小的冒险 之 旅。在
书里，他们读到了关于友谊、
做 真 正的自己、互相接 受并
互相帮助、害怕、爱、死亡和
广阔的世界的各种故事。因
为小青蛙，世界变大了，孩子

马科斯·维尔索伊斯
小青蛙交朋友

Children’s book author and illustrator 
Max Velthuijs made his international 
breakthrough with books about Frog 
(in Dutch: Kikker). Children experience 
major and minor adventures with Frog. 
They read about friendship, being 
yourself, accepting and helping one 
another, anxiety, being in love, death, 
and the wide world. Thanks to Frog, 
their world can become larger and they 

菲尔普·韦斯滕多普-著名的荷兰小朋友

荷兰文学基金会搜集整理了
儿 童 绘本中的 插 图，举 办了
以 此为主 题的展 览，并且 从
2 0 10 年开 始 在 全 世界范 围
内展 出。这 项 名为“一只 大
象 来 了”的 展 览，也 出 现 在
北 京国 际 图书博览会上，其
中包括24位插画家的作品。
这24位插画家中有世界闻名
的艺术家，如安娜玛丽·范·

最优秀的荷兰插画家
An elephant came by 
Best illustrators from the Netherlands

The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 
has created an exhibition of the most 
important Dutch Children’s books 
illustrators. This exhibition, entitled 
‘An Elephant Came By’, will now also 
be presented at the Beijing Bookfair 
and will include work by 24 illustrators, 
including world-famous artists 

儿童文学作家及插画家马科
斯·维 尔 索 伊 斯 通 过“小青
蛙”系列让全世界认识了他。
和小青蛙 一 起，孩子 们经 历
了大 大小 小的冒险 之 旅。在
书里，他们读到了关于友谊、
做 真 正的自己、互相接 受并
互相帮助、害怕、爱、死亡和
广阔的世界的各种故事。因

为小青蛙，世界变大了，孩子
们敢于尝试一切。“小青蛙”
系列的第一本《小青蛙 恋 爱
了》于1989年出版，被译成
多种 语 言。之 后，小青 蛙 和
他的朋友们又经历了许多冒
险。这套书中很多单册获得了
各项文学奖。2004年，马科斯
获得了“安徒生”国际大奖。

们敢于尝试一切。“小青蛙”
系列的第一本《小青蛙 恋 爱
了》于1989年出版，被译成
多种 语 言。之 后，小青 蛙 和
他的朋友们又经历了许多冒
险。这套书中很多单册 获得
了各项文学奖。2004年，马
科斯获得了“安徒生”国际大
奖。

can face up to all challenges. The first 
book Frog in Love, which appeared in 
1989, was translated into numerous 
languages. Many adventures of Frog 
and his friends followed. Several of 
these books were also honoured with 
literary awards. In 2004, he received 
the international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Prize.

迪克·布鲁纳曾为西默农（马
格 雷 探 长）和 伊恩·弗 莱 明 
（詹 姆 斯·邦 德）等人 的 作
品的荷兰语译本设计封面，
因此而名噪一 时。但他闻名
于世界却是因为他的儿童图

Max Velthuijs – Frog makes friends

Fiep Westendorp (1916-2004) 
can be called the most renowned 
illustrator of children’s books from 
the Netherlands. More than three 
generations of Dutch children have 
grown up with her illustrations. With 
her humoristic figures and her

Fiep Westendorp - Famous Kids from Holland

迪克·布鲁纳（Dick Bruna）:兔年里的米菲

Dick Bruna became known with his 
book covers for the Dutch editions 
books of Simenon (Inspector Maigret) 
and Ian Fleming (James Bond) among 
others, but he became world-
renowned for his children’s books, 
with Nijntje as his most important 

Dick Bruna – Mi Fei in the Year of the Rabbit

书，米 菲便 是 其中最 重要的
一 个角色。这 只带有人 类特
征的兔子已经 成为了一 个标
志，世界上成百上千万人一看
到就能 马上认出来。关于 米
菲大约已有30个故事和读者

character. This rabbit with human 
traits is an icon that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immediately recognize. Of the 
approximately 30 episodes that have 
appeared, around 85 million books 
have been sold worldwide, translated 

见面，全 世界范围内销 售量
约 为八千五 百 万册，被 译 成 
近50种语言。米菲在中国由
童 趣出版社出版 发 行。荷兰
馆里将展出一系列布鲁纳的
作品。

into almost 50 languages. Mi fei is 
published in China by Children’s Fun. 
The Dutch pavilion will present an 
overview of Bruna’s work.

荷兰的设计和建筑在国际上
的热潮已持续十余年之久。
在本次展览中我们将会展出
近年来最有趣、最 震撼的荷
兰艺术书籍。其中一 部分由 
“最美丽的图书”协会挑选，
这个协会从1923年开始，每
年都会从荷兰最新出版的图
书中挑选出“最美丽的书”。
评委会从书籍设计的质量、
排印和图解技术等方面做出
评定。将被展出的近120本图
书，把 来自荷兰 的 著名艺 术
家、设 计师 和建 筑师的作品
全集 形 象 地 表 现了出来，展
示了最棒的荷兰的图书设计。
展 览由荷兰视觉艺术、设 计
和建 筑 基金会合作举办。主
宾国场馆的设计也得到了此
基金会的支持。

为小朋友们准备的交流会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荷兰
文学故事片展映系列
作为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主
宾国项目的一部分，六部由荷
兰小说改编成的荷兰电影将
在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艺术
影院放映。每部电影 都会配
上中文字幕。

8月27日，周六，下午2点
《战时冬天》
影片导演：马丁·库尔霍文
影片类型：剧情、历史、战争、
少儿（片长103分钟）

8月27日，周六，下午4点
《猫女咪妮》
影片导演：文森特·巴尔
影片类型：戏剧、家庭、少儿
（片长86分钟）

8月28日，周日，下午2点
《给国王的信》
影片导演：彼得·沃尔霍夫
影片类型：剧情、冒险、少儿 
（片长110分钟）

8月28日，周日，晚7点
《黑暗之家》
影片导演：威尔·库普曼
影片类型：剧情、惊悚（片长
110分钟）

9月3日，周六，下午2点
《陪你到最后》
影片导演：莱诺·欧勒曼斯
影片类型：剧情、浪漫（片长
105分钟）

9月4日，周日，下午4点
影片导演：海蒂·霍尼曼
影片类型：剧情（片长115分
钟）

后记

编辑：Tiziano Perez、Bas Pauw 
执笔：Dick Broer, Anne Hoogewoning, 
Mark Leenhouts, Bas Pauw, Tiziano 
Perez, Gert-Jan Pos, Henk Pröpper, 
Victor Schiferi, Agnes Vogt
翻译：Aurea Sison，Sofie Sun 
设计：Roelof Mulder

致 谢 词 及标 识

2011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荷兰主宾国活
动“开阔的风景，开阔的图书”是由阿姆斯特
丹的荷兰文学基金会策划组织操办的。这场
盛宴也得到了海牙的荷兰教育、文化、科学部
和阿姆斯特丹的视觉艺术、设计、建筑基金会
的鼎力支持。

荷兰文学基金会对以下各位表示感谢：
Suzanne Bogman, Lex ter Braak, 
Anne Hoogewoning, Monique 
Knapen, Roel Mostert, Chen Nan, Xu 
Ruoqing, Machtelt Schelling, Aurea 
Sison, Sofie Sun以及Ira Koers, Mark 
Leenhouts和Roelof Mulder。

鸣谢单位：

Dutch Literature Film Screening 
in UCCA 
As part of the Dutch Guest of 
Honour programme at BIBF the 
UCCA will be screening 6 unique 
Dutch films based on Dutch 
novels. The films will be shown 
with Chinese subtitles.
 
Saturday August 27, 2.00 pm 
Winter in Wartime /  
Oorlogswinter 
director: Martin Koolhoven 
Drama, History, War, Children 
(103 min.)

Saturday August 27, 4.00 pm 
Minoes / Minoes 
director: Vincent Bal 
Comedy, Family, Children  
(86 min.)
 
Sunday August 28, 2.00 pm 
The Letter for the King /  
De brief voor de koning 
director: Pieter Verhoeff 
Drama, Adventure, Children 
(110 min.)
 
Sunday August 28, 7.00 pm 
The Darkhouse / Terug naar 
de Kust 
director: Will Koopman 
Drama, Thriller (110 min.)

Saturday September 3, 2.00 pm
Stricken / Komt een vrouw bij 
de dokter 
director: Reinout Oerlemans 
Drama, Romance (105 min.) 
 
Sunday September 4, 4.00 pm 
Mindshadows / Hersenschim-
men 
director: Heddy Honigmann 
Drama (115 min.)

caricatural and timeless style, 
she created her own, immediately 
recognizable Fiep world. She worked 
with various authors, but her co-
operation with the Dutch writer Annie 
M.G. Schmidt, whose work recently 
appeared in Chinese, is legendary.

一只大象来了

哈林恩 （Annemarie van 
Haer ingen）、玛丽特·堂
奎斯特（Marit Törnqvist） 
和 迪 特 尔 & 英 格 丽 特·舒
伯特（Dieter & Ingrid 
Schubert）。预计总共有一
百幅 插画展出，同时附 带中
文目录。这是一场精彩的、饱
含 各种技术 和风 格、高水平
的视觉盛宴

such as Annemarie van Haeringen, 
Marit Törnqvist and Dieter & Ingrid 
Schubert. This will involve a total of 
100 illustrations, with a catalogue in 
Chinese. It will be a brilliant overview 
of diverse techniques and styles, at the 
very highest level.

Dutch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great international 
interest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This 
exhibition brings together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surprising Dutch art 
books of the past few years. A part 
of the exhibition has been chosen by 
the Stichting Best Verzorgde Boeken 
(Foundation for the Best-Produced 
Books), which, since 1923, has made 
an annual selection of books published 
in the Netherlands.  An expert jury 
assesses the books with regard to 
the quality of the design, typography 
and graphic-technical production. 
The 120+ books on display show the 
oeuvre of renowned artists, designers 
and architect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present the best of Dutch book 
design. The exhibition has been 
compiled by the Nederlandse Fonds 
voor Beeldende Kunst, Vormgeving en 
Bouwkunst (Netherlands Foundation 
for the Visual Arts,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The host-country 
pavilion was also created with support 
from this Foundation.

书籍中的视觉艺术、设计和建筑
Art,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i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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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Adresses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新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裕翔路88号
天竺地区
顺义区
北京
www.bibf.net
www.ciec-expo.com
Beijing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BIBF)New Chi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NCIEC) 
No. 88, Yuxiang Road 
Tianzhu Airport Industrial Zone 
Shunyi District 
Beijing 
www.bibf.net 
www.ciec-expo.com

 
国家大剧院
西长安街2号
北京 100031
电话：+86 10 66550824
www.chncpa.org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NCPA) 
No. 2, West Chang’an Avenue 
Beijing 100031 
tel. +86 10 66550824 
www.chncpa.org

 
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
酒仙桥路4号
798艺术区
北京 100015
电话：+86 10 57800203
www.ucca.org.cn
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UCCA) 
No. 4, Jiuxianqiao Lu 
798 Art District 
Beijing 100015 
tel. +86 10 57800203 
www.ucca.org.cn

老书虫书店 
三里屯路4号楼 
朝阳区 
北京 100027 
电话：+86 10 65869507 
www.beijingbookworm.
com
the Bookworm 
Courtyard 4, Nansanlitun Lu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7 
tel. +86 10 65869507 
www.beijingbookworm.com

活动实时信息详情请见我们的网站：
www.helanwenxue.com.cn

For updated information on the events,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www.helanwenxue.org

www.helanwenxue.com

www.helanwenxue.com.cn

小书虫书店 
阴阳社区中心
何各庄村1号楼
朝阳区
北京 100015
电话：+86 10 64312108 
www.yinyangbeijing.com
the Little Bookworm 
Yin Yang Community Center 
Courtyard 1, Hegezhuang Village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 
tel. +86 10 64312108 
www.yinyangbeijing.com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美术馆东街22号
东城区
北京 100010
电话：+86 10 64001122
www.sdxjpc.com
Sanlian Bookstore 
No. 22, Meishuguan East Street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tel. +86 10 64001122 
www.sdxjpc.com

 
北京中山音乐堂
中山公园，西长安街
西城区
北京 100031
电话：+86 10 65598285
www.fcchbj.com
Forbidden City Concert Hall
Zhongshan Park, Xichang’an Jie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 
tel. +86 10 65598285 
www.fcchbj.com

 
猜火车餐吧
方家胡同46号
东城区
北京 100007
电话：+86 10 64001725
Trainspotting 
No. 46, Fangjia Hutong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07 
tel. +86 10 64001725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www.chinese.bnu.edu.cn 
Beijng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aidian qu,  
Xinjiekou Waidajie Street 19  
Beijing  
www.chinese.bnu.edu.cn

Roelof Mulder和Ira Koers
的合作 始 于20 08 年阿姆 斯
特 丹 大 学 图 书 馆 的 室 内 设
计。Roelof Mulder于1962
年出生于荷 兰，曾在 阿纳 姆
学院 学习美术，在马斯 特里
赫特阳·范·艾克学院学习设
计。Roelof Mulder工作室主 
要 致 力于平面设 计、字 体设
计、展 览 及 室 内 设 计 等 领
域。Ira Koers于1970年出生
于荷兰，曾在阿姆 斯 特 丹 格
利特·利特菲 尔德艺术学院
学习建筑，从1996年起以独
立设 计师、建 筑师的身 份开
始工作。Ira Koers在2003
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主要
涉及建筑领域。

Pavilion designed by Roelof 
Mulder and Ira Koers
Roelof Mulder and Ira Koers started 
their collaboration in 2008 with the 
new interior for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Roelof 
Mulder (NL 1962) studied Fine Art at 
the Academy in Arnhem and Design 
at the Jan van Eyck Academy in 
Maastricht. Studio Roelof Mulder 
operates in the field of graphic design, 
font design, exhibition and interior 
design. Ira Koers (NL 1970) studied 
architecture at the Gerrit Rietveld 
Academie in Amsterdam and has 
worked as an autonomous designer 
and architect since 1996. She set up 
the Ira Koers bureau in 2003 to explore 
the boundaries of architecture. 

荷兰展馆由Roelof Mulder
和Ira Koers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