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周刊 课外阅读 主编： 王珺 编辑： 却咏梅 设计： 丁京红 校对： 冯华
电话： 010－82296621 邮箱： queym@163.com10 ·

2013年 9月 23日 星期一

一首涤荡人心的
昆虫童谣
■张泳

“自然缺失症”恐怕是当下中国孩
子普遍存在的问题， 其实也包括我们
成人， 我们享受着城市化进程带给我
们的种种好处， 却也同时接受着它所
带来的种种坏处， 而悲哀的是有时我
们却全然不觉。作为自然的一份子，我
们的自然属性逐渐退化， 我们忘了草
的味道、土的气息，也不熟悉我们每天
吃的粮食、蔬菜，它们的春生夏长、秋
收冬藏。正如台湾作家三毛在《塑料儿
童》 一文所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萤
火虫，分不清树的种类，认不得虫，没
碰过草地，也没有看过银河星系。 ”三
毛把这样的孩子称为“塑料儿童”。

有时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但有一
套书也许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不出门，
同样可以让孩子接触、 了解认识这些
活在我们周围的美丽小精灵， 在家里
依旧能体会山水之情、自然之美。这套
由耕林童书馆策划、 河北少年儿童出
版社出版的书叫“亲亲自然”系列，它
用童趣的故事情节作线， 串起美得让
人惊叹的图片。 比如《小青虫》中的那
个小青虫连身上的茸毛都能数得清，
真是毫毛毕现；《小螳螂竹竿》 中的小
螳螂的神情活灵活现， 仿佛就在你面
前跳跃；《我要开动了》这本书中，蒲公
英的花朵四散飞开的画面真是美极
了。 孩子们从这些放大的图片中能清
楚地看到小青虫变成蝴蝶的过程，能
正确地了解到在黑夜中有哪些动植物
依然在生长变化。 这都是他们平时看
不到或者看不清的，真实的图片、鲜艳
的色彩， 在孩子的面前铺展开了一个
绚丽多彩的美丽大自然。

“没有不喜欢听故事的孩子，只有
不讲故事的父母。”这套书以小昆虫的
视角，以拟人的手法，用第一人称的方
式，讲述昆虫自己的故事，而且很孩子
气，他们说的话、做的事、玩的游戏，都
是孩子们所熟悉的、喜欢的，这样生动
的表达避免了科普书的枯燥和生硬，
更能让孩子乐于接纳。

如果我们带孩子野游， 他们定有
无限的乐趣去探寻他们曾在书中看到
的、 待他们亲自验证的那些小生物，
可以点燃他们的兴趣之灯， 也能在他
们心里种下美的种子， 长大后他们也
会爱护自然、 珍惜生命， 以博爱的心
对待所有。

“亲亲自然”系列（共11册），（日）
久保秀一/摄 （日）七尾纯/文 李丹/
译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原创绘本的艺术魅力
——评“中国风·儿童文学名作绘本书系”保冬妮系列

■谭旭东

保冬妮一直致力于原创绘本的
创作， 而且也出版过多部佳作， 她
的“花婆绘本小铺” 早已成为一个
读者熟悉的品牌。 “中国风·儿童
文学名作绘本书系” 保冬妮系列
中， 《我爱妈妈》、 《再见》 和
《圣诞雪人》 讲述的是儿童生活故
事， 《麦秸城堡》 和 《彩虹在哪
里》 讲述的童话故事， 它们之间虽
然彼此有些区别， 风格上还有些差
异， 但总体读来有3个特点：

一是故事好， 语言朴素清新，
也富有感染力。 如 《再见》， 以第
一人称讲述了我和邻居西西小朋友
的故事， 西西就住在我家隔壁， 一
天从幼儿园回来， 妈妈告诉我， 西
西搬家了。 于是， 我带着西西留下
的布布兔去找西西， 后来妈妈知道
了， 就带着我找到了西西， 而且和
她度过了快乐的星期天。 这个故事
其实很简单， 但作家在设计故事时
是很用心的， 完全是按照幼儿的情

感来设计的， 因此我和西西之间纯真
的童心和友谊， 就很自然地表现出
来。 一般来说， 绘本一定要有好故事
来支撑， 没有好的故事， 尤其是故事
的感染力不够， 是很难推动绘本阅读
的。 绘本故事的魅力自然又和语言密
切相关， 如果语言啰唆、 拖沓， 那么
故事的连贯性就不够， 读者就无法读
下去， 《再见》 里的语言不但清新，
还很机智、 趣味。

二是每一个绘本主题都集中， 都
传达着深深的情感。 如 《我爱妈妈》，
它也用的是第一人称，不过故事的讲述
者是一个小学女生， 故事是这样的：我
的妈妈和同学的妈妈不一样，她总是坐
在床上，不能给我梳头，也不能给我做
饭，她没有工作，也从来不开家长会，因
为妈妈是一个残疾人。当老师布置作文
《我爱妈妈》 并要我讲一讲妈妈的故事
时，我羞愧地逃出了教室。 但我在大街
上走时，发现一个布艺小店里摆满了妈
妈做的小手工艺品，我知道了她是靠做
布艺养育女儿的。于是，我快步跑回家，
摊开作文本，开始写《我爱妈妈》……这

个故事很感人，来自生活，但孩子内心
情感的流露又是发自天性的。每一个孩
子都有自尊，但当她发现了爱，理解了
生活，她就会获得真正的尊严，懂得如
何去爱。 这个绘本主题是一个“爱”
字， 但里面又折射出孩子的智慧和自
我成长的力量， 读后让人深深震撼。

三是从绘本本身的特点来看， 文
字和图画的结合非常好， 绘画者完全
理解了文字。 绘本创作不只是靠文字
取胜， 特别是当文字和绘画是两个作
者时， 两人的配合与理解是非常重要
的。 而且绘画者的素质也要很高， 不
然的话， 绘本就变成了插画书。 在保
冬妮的绘本里， 绘画者和她的交流是
很默契的。 因此， 整体感很强， 文字
和绘画没有割裂之感。 《麦秸城堡》
和 《彩虹在哪里》 这两本的绘画者是
刘江萍， 其大胆的手绘， 色彩鲜艳，
动物形象很活泼， 构图具有森林气息，
引读者进入了一个绚丽多彩的大自然
世界。 《再见》 一册的绘画者是黄捷，
画面具有中国风格， 而且呈现的广州
的建筑， 两位儿童的形象勾画上用色

亮丽， 生命气息浓郁， 使整个故事沉
静中显出灵动， 有了一种古典主义和
唯美主义相结合的意味。 当然， 更重
要的是， 绘画者和作家之间的情感默
契是显然的， 而且绘画有效地营造了
故事的情境， 这是难能可贵的。

保冬妮的绘本的确感人， 而且
语言也独具魅力， 可以说， 不但值
得成年人好好品味， 也是幼儿和小
学生很好的读本。 从保冬妮的“中
国风” 系列绘本， 我看到了原创的
希望， 也感觉中国特色的绘本一定
能够走向世界。

（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开创经营外国
童书作家之先河———

《月亮的味道》的作者
在中国出新书了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你知道 《月亮的味道》 的作者是谁
吧？” 对， 是世界著名图画书作家麦克·格
雷涅茨， 此前他在国内出版过多部作品，
其中 《月亮的味道》 销售20余万册， 深受
读者欢迎。 近日， 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举
办的麦克·格雷涅茨新书国际版权推介会
在北京举行。

促成此次合作的因缘是去年法兰克福
书展上，麦克慕名找到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
展台，与张秋林社长一见如故，一拍即合，成
为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签约的首位国际作家。

在此次推介会上，麦克·格雷涅茨向大
家介绍了他在中国的创作经历， 计划创作
“憨蛇系列”、 “云系列”、 “阿尔伯特系
列” 等10本图画书。 这10本图画书的故事
都是他酝酿已久的， 并有创作草稿。 先期
推出的是 《哈哈哈》、《好困好困的蛇》、
《一条很长很长蛇的很大很大爱》 和 《一
条蛇的梦想》 4册。

其中《好困好困的蛇》 是一个节奏感很
好的睡前故事， 用近乎荒诞的故事把小读
者带入矇眬的颇有睡意的状态， 它让我们
见识了麦克·格雷涅茨的另一面， 堪称轻松
幽默的大师小品。 此故事中， 对独自睡觉
的恐惧引发了对亲密的渴望。 然而， 一系
列事件的发生改变了故事最初的情形。 故
事的结局是开放性的， 这是一个奇思异想、
童心盎然的故事， 充满了绮丽烂漫的想象，
洋溢着纯真美妙的意趣， 读来妙趣横生，意
味无穷。

据了解，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自2010年
开创在BIBF期间举办“国际版权推介会”
以来，已成功向欧、美、日、韩及台湾地区输
出200多种作品版权。今年4月，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一举签下著名图画书作家麦克·格
雷涅茨新作的全球版权， 开创了国内出版
社经营国外童书作家的先河。 社长张秋林
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经营国外童书作家
的一小步， 却是中国少儿出版迈向国际化
的一大步， 它预示着中国少儿出版有信心
在未来的全球童书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阅读指导

阅读进行时

■本报记者 顾雪林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2013“我的
一本课外书”从8月4日至9月22日，连
续播出8集原创节目。 该节目在五花
八门的选秀节目充斥荧屏的当下，犹
如一股清风， 荡涤着庸俗的娱乐化和
插科打诨，向社会传递着正能量。

近日，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在京
举办了“‘我的一本课外书’ 研讨
会”， 与会的专家和节目编导们对该
节目进行了解剖式的分析， 给人以深
刻的启发。

加强阅读， 减少做题

北京朝阳区教育局高级教师何郁
说， 最近和老师们在探讨学生写作文
问题时， 大家普遍感到， 现在的学生
写作文时脑子里没东西， 教师给材料
以后， 学生们不知道对这个材料怎么
议论，对自己有什么启发；换句话说，
学生没有充分地运用材料的能力。 这
看起来好像仅仅是作文的问题， 其实
不是， 它充分说明了整个语文教学有
问题， 中小学教育有严重扭曲人性的
倾向。说严重一点儿，现在整个中小学
不是在读书，而是在做题，语文教学的
改革变成了一个做题和读书的问题。
如果一个民族将来一直做题的话， 会
成什么样子？ 很让人忧虑。

“我的一本课外书” 这个节目看
后让人很兴奋。 希望老师能在课堂上
组织学生集体看这个节目， 它有一个
非常良好的正面导向。 节目中的孩子
很真实， 表现出了每个人的个性。 这
些孩子读书和思考都是非常真实的，
站在正常人性发展的基础上， 没有扭
曲。 例如， 节目中14岁的陈萱萱是
一个特别有内涵的孩子， 她表面上那
么文静、 波澜不惊， 可是说出话来那
么准确， 逻辑思维那么清晰， 一看就
是有非常好的阅读习惯的孩子。

阅读的途径不只有一条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苗棣说， 要告
诉孩子们， 阅读的途径不只有一条，
而是千条万条， 条条道路通罗马。 给
孩子看的书， 不应当只是寓言和童话
书。 8岁那年生日， 父母送我8本第
一版的 《十万个为什么》， 这一套书
让我认识了大自然、 历史、 动物、 植
物和科学等， 开阔了的眼界， 对以后
成长的影响极大。

另外， 小时候还有一套书对我影
响特别大， 是中国儿童出版社出版的
历史故事， 一共出了3本。 分别是：
春秋故事、 战国故事和西汉故事， 都
是当时著名历史学家们编写的， 非常
适合儿童阅读， 书中很多成语故事让
人一生难忘。 比如： “千金一笑”、

“赤壁之战”、 “刻舟求剑” 和“削足
适履” 等。 后来， 在读书学习中， 发
现很多成语在小时候读历史故事时读
过。 由此可见， 小时候读书杂一些、
博一些， 对人一生的成长关系极大。

多数人都是读纸质书长大的， 对
纸质书可能有着非常浓厚的个人感
情， 但是也不能说网络阅读就不是阅
读。 不必把阅读的定义只放在以纸质
书为主的状态中， iPad、 手机方式也
是阅读。 小孩子如果养成了读书习
惯， 他一辈子都会读书， 通过什么途
径都会阅读。 文革十年， 很多书都被
禁读了， 当时没有书看， 我找到一本
《车工技术》， 在那个没有什么书的可
读的年代， 读读 《车工技术》 也挺有
趣。 阅读的关键是培养孩子们良好的
阅读习惯， 学会正确的阅读方法， 这
比读过什么故事更重要！

读书是一件安安静静的事儿

北京大学教授俞虹说， 读书人是
安静的人， 一个闹的人是没有耐心读
书的。 阅读节目的价值应当能够激发
少年儿童去热爱书， 去积极读书， 这
是一个最有价值的起点。

小时候， 我也是看 《十万个为什
么》 长大的。 那时还读过 《科学家谈
21世纪》、 《海底两万里》 等， 喜欢
读的全是和科学幻想有关的书， 对这

个世界的未来充满憧憬。 中学时， 我
基本读名著， 读的全是经典。 大学时
是“文革” 后期， 很多同学去补读名
著， 而我已经读完很多了， 这样， 我
在大学又读了很多杂书。 这说明， 每
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阅读阶段。

对一个孩子来说， 读书首先要给
他知识， 让他从书里面发现问题， 从
书中得到启示， 从书中获得思考， 而
不是让他从成人的角度对书进行阐
释。 孩子们阅读都是从泛读和浅阅读
开始，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 逐渐
进入深阅读和研究性阅读。 我们对研
究生的读书有阐释的要求， 对作者可
以有质疑， 能在阅读中发现各种问
题， 但是对少年儿童来说， 他阅读的
首要问题是学到什么， 知道什么。 他
不必给我们背历代皇帝的名字， 不必
给我们背编年史的年代， 这不是读
书， 而是大赛、 是选拔。 读书本身是
一件安安静静的事儿， 是一件真实充
实自己的事儿， 是一件陶冶情操和放
松精神的事儿！

书目应当是丰富和开放的

针对有人建议应当让青少年多看
寓言故事和童话故事， 而不要去看
《瓦尔登湖》 那样的成人读物。 参加
研讨会的一些专家明确表示不同意，
他们特别指出， 青少年的阅读书目不

应当是单调和封闭的， 而应当是丰富
的和开放的。 在青少年的阅读书目
中， 应当有寓言和童话故事， 也应当
有历史故事、 名人传记和科学家的故
事； 应当有中国古代名著和当代名
著， 也应当有外国名著。 总之， 阅读
书目应当是能够满足青少年各种兴趣
的， 应当让青少年博览群书， 而不能
只是“华山一条路”。

专家们指出， 我们提供给青少年
的阅读书目， 尤其不能围绕着考试和
教科书的指挥棒转， 而应当立足让青
少年通过阅读开阔眼界， 帮助他们打
开思路，放飞思想，培养他们学会思考
和创造性思维。 一切有助于培养青少
年思考、培养青少年创新意识的书，都
应当列入青少年阅读的书目中。

专家们指出， 青少年可以看寓言
故事， 也可以读一点哲学； 可以看童
话故事， 也可以读美国作家梭罗的
《瓦尔登湖》、 中国作家曹雪芹的 《红
楼梦》、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 《安娜·
卡列尼娜》、 法国作家莫泊桑的 《羊
脂球》。 每一个青少年都有他的成长
轨迹和阅读经历， 不要仅仅因为年龄
而设定阅读限制。

幼儿、 少年和青年总要逐渐走向
成熟， 成长总要一天天突破这些人为
设定的界限。 青少年阅读也是这样，
总要一天天突破界限， 进入博览天下
群书的自由境界！

阅读推荐

做治愈系孩子，你的逆商够高吗？
■鲁文

挫折商又称逆商 ， 英文意
Adversity� Quotient （简称AQ），
是美国职业培训师保罗·斯托茨提
出的概念， 它是指人们面对逆境时
的反应方式， 即面对挫折、 摆脱困
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 心理学家认
为， 一个人事业成功必须具备高智
商、 高情商和高挫折商这3个因素。
在智商都跟别人相差不大的情况
下， 挫折商对一个人的事业成功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 高AQ不仅可以
帮助产生一流的成绩、 生产力、 创
造力， 还可以帮助人们保持健康、
活力和愉快的心情。

在物欲横流、 竞争激烈的今
天， 这个世界并不如我们向孩子描
述的那般美好， 各种挫折、 困难、
打击都将在每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一一出现， 并且似乎无一幸免。

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庭和学校，
和谐的环境对孩子至关重要。 就拿
他们进入到学校这个微型社会开始
来说， 他们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思
想压力， 诸如： 学业上的压力、 与
同学和老师相处的压力、 综合素质
的提高、 未来的不确定感、 环境的
不适应等。 孩子缺乏人生经验、 抗
挫折能力与调控能力较差， 面对困
境与重压， 容易沉陷在消极的泥潭
而不能自拔。 心理学家认为， 逆商
是可以培养的， 并且最好是从小培
养。

海豚传媒自西班牙引进的“儿
童逆商培养故事书” 系列， 就是一
套旨在培养3岁及以上孩子的逆商、
让孩子在遭遇逆境时也能拥有阳光
心态的书。 书中所涉及的困难和逆
境， 都是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需要
面对的： 怎么面对宠物的死亡 （《再
见， 小狗》）， 在外面被人欺负时应

该怎么办 （《你有秘密吗？》）， 如何
面对父母的争吵和离婚 （《谢谢你们
依然爱我》）， 如何和年老的爷爷奶
奶相处 （《亲爱的爷爷奶奶》） 等。
这些“逆境” 就是小朋友日后可能
会在生活中遭遇到的困难， 通过阅
读这套书， 孩子们可以提前知晓和
体会， 他们会明白生活是在不断地
遭遇和克服无穷无尽的逆境中度过
的。 这样， 在他们遭遇类似困难的
时候， 就会懂得如何去处理， 如何
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从而也拥有了
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另外， 本书后面附有温馨的“致
家长的话”， 细致入微地指导家长该
如何去处理小孩的消极情绪， 帮助他
们度过困难时刻， 让他们重新拥有快
乐。 其实， 对于这套书， 最好可以和
孩子一起读， 就书中的问题进行讨
论， 这样不仅让孩子知道如何面对一
些具体的困境， 更能和孩子拥有亲密

的亲子关系。
每个孩子都纯洁如水晶， 这世

上再没有比孩子快乐的笑容更美的
事物， 再没有比保护孩子的纯净更
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 让我们携起
手来， 一起关注孩子脆弱和敏感的
心灵， 共同为孩子撑起一片爱的天
空。

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巴西经典童
书———

《我亲爱的甜橙树》
出续集了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巴书友会
举办的“做一个温柔的父亲，最美———《让
我们温暖太阳》读者见面会”在北京举行，
现场嘉宾和读者朋友分享了出版的幕后故
事以及书中种种感人的温暖瞬间。

据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
于2010年6月推出巴西经典童书《我亲爱的
甜橙树》，当年即获得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
“首届大众喜爱的50种书”、“冰心儿童文学
奖”等荣誉。在《我亲爱的甜橙树》一书的结
尾，“没有温柔的生活毫无意义” 这句话像
一声长长的叹息， 饱含了作者40多年漂泊
生活的感悟，引发读者的无尽思索，继续萦
绕在续集《让我们温暖太阳》中。

在《让我们温暖太阳》一书中，11岁的
泽泽因家境贫寒被送到了富有的、 当医生
的养父家，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新的
家庭却依然没有带给泽泽所渴求的东西：
温柔和理解。于是，富于想象的孩子创造了
两个能带给他爱并消除孤独感的人物：蛤
蟆亚当和演员莫里斯。蛤蟆亚当是“为了鼓
励泽泽勇敢”而住进了泽泽心里的，似乎是
小孩子的一种内在心灵的“自我提醒”，在
泽泽的许多“冒险故事”中，蛤蟆亚当一直
陪伴左右。 而演员莫里斯则是这个缺乏父
爱的孩子为了获得想象中的父爱而创造出
来的，泽泽与莫里斯的交往与对话，可以说
是天下孩子与父亲的交往与对话。 而随着
泽泽慢慢长大， 他想象中的亚当和莫里斯
也都接连地离他而去。当许多年过去，长大
后的泽泽突然见到了现实世界里的年老的
莫里斯，然而曾经与童年的泽泽相约“就算
你会老，会长出胡子，可每次我来或者离开
的时候，你都应该亲吻我啊”的莫里斯，只
留下一个礼节性的握手就离开了。 泽泽走
在小雨中， 开始思念童年幻想中的亚当和
莫里斯……

与《我亲爱的甜橙树》一样，《让我们温
暖太阳》 依然是一本能让读者感动落泪的
好书，也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儿童逆商培养故事书” 系列
（全12册） （西） 珍妮弗·摩尔-迈丽
斯著 （西） 玛塔·法夫雷加绘 颜
铄清译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好的阅读习惯
比读过什么故事
更重要
———“我的一本课外书”研讨会探讨中小学存在的阅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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