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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感言

盼望更多的青少年去大自然中探索

2013年4月， 北京汉霖文化发展
中心等文化单位正式邀请捷克探险家
雅洛斯拉芙·帕弗里契克 （昵称雅达）
访华，就少儿科普励志教育进行交流，
并在京沪杭等地举办演讲。

雅达先生是著名的职业探险家，
他崇尚自然、热衷环保、周游列国、历
险无数， 数度独身走完南北两极和地
球之巅的征程，尤其因1989年创办民
间南极生存训练营而蜚声世界。 因我
是雅达的好友， 也作为中方极地科学
家应邀同台演讲。最令我感动的是，多
年来从那所由雅达创办的世界独一无
二的生存训练营， 走出了一批年龄从
7岁至13岁的儿童探险者， 而其中的
佼佼者，正是年龄最小、看上去最文弱
的7岁女孩丹妮莎，她被作为《七岁闯
南极》一书的主角，也深为我与当年长
城站的队友们所惊奇和钦佩。

我们在感叹小女孩的好学、 勇敢
和坚毅的同时，也感叹雅达育人的独到

之处，更为国内许多家庭仍 “苦恼于
孩子不肯吃饭”而忧心。综观当前我国
小学生综合素质现状，大多数孩子缺
乏吃苦耐劳 、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动手
能力， 这些都关系到国家未来与民族
复兴大业，令人担忧。由此，我萌生了
将丹妮莎的故事写下来的冲动。

我的想法得到雅达的赞同和支
持。 趁着我们相聚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里，雅达及已是大学生的丹妮莎本人，
为之补充了一些新内容和故事情节，
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图片资料。

通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七岁闯
南极》一书终于问世。我真诚地希望这
本书能够成为推进探究式学习的样
本， 鼓励青少年亲身参与对大自然的
探索与发现。通过观察与实践，激发孩
子们的想象力、 好奇心及学习科学的
主动性。 愿这本书能得到中国小读者
们的喜爱。

（作者王自磐系著名极地科学家）

阅读指导

郑渊洁：
最好的教育是身教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不少父母在望子成龙的同时，
自己却当着孩子做一些不大能体现有
出息的事。 其实， 最好的教育是身
教。” 近日，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同时
推出“童话大王” 郑渊洁与父亲郑洪
升、 儿子郑亚旗的新书， 并在北京举
行新书见面会， 郑渊洁说： “我写了
千万字的作品， 一个人将 《童话大
王》 月刊写了29年， 这确实需要毅
力， 而这毅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
是为了让父母高兴。”

“童话大王” 郑渊洁是中国文坛
的传奇人物， 小学肄业， 服过兵役，
当过工人， 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 皮
皮鲁、 鲁西西、 大灰狼罗克、 舒克和
贝塔是他笔下文学形象， 作品专辑
“皮皮鲁总动员” 总销量已逾3000万
册。 这次“皮皮鲁总动员” 百分百系
列又添新成员： 《鲁西西送你100个
童年》 介绍了郑渊洁童话中最为经
典的100位人物及其童话片段， 《贝
塔送你100条赠言》 是郑渊洁为读者
手写赠言的辑录， 而“郑渊洁讲故
事” 系列则是为学龄前小读者量身
打造， 突出亲子陪伴、 两代共读的
特点。

不过很多“粉丝” 表示， 这次见
面会最期待见到郑老爷子。 郑洪升年
轻时是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的哲学教
员， 那时， 郑家只有一间屋子， 幼年
的郑渊洁常常能够看到父亲在台灯下
彻夜翻书， 并经常会把书中的道理当
作聊天的内容。 “后来我在文联工
作， 父亲还是会在家信里面写自己读
过的书以及获得的感悟， 一时在同事
中间传为美谈。 当我父亲再有信来
时， 接到信的人都会直接拆开读出
来。” 郑渊洁回忆。

82岁高龄的郑洪升开了一年微
博， 聚拢了20余万“粉丝”， 他将微
博所思所写编成 《郑老爷子大观园与
郑渊洁家书》 一书。 在家书中， 父亲
郑洪升研读学习数十位中外名人的经
历及人生经验， 将拳拳爱心以书信的
形式传递给儿子郑渊洁。 家书中的内
容对“童话大王” 郑渊洁的创作经历
产生了巨大影响， 也启迪广大读者如
何成为更好的父母， 为孩子的成长加
油鼓劲。

三十而立的郑亚旗此次也携新书
亮相， 他用文字记录了与父亲郑渊洁
的对话，用镜头“记录”了最真实的地
球面貌， 择其精华汇集成《我是郑亚
旗》。书中畅谈教育、安全、道德准则等
热点话题， 全面揭秘郑氏独特的教育
理念，倡导阳光、健康、乐观的人生态
度。书中犀利幽默的语言，新颖深邃的
观点，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本期关注

过一把想象中的“冒险”瘾

■李松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托马斯·布热
齐纳曾说： “孩子天生就有冒险的愿
望， 想要通过冒险来证明自己， 发现
自己的长处， 或者激发出某些方面的
天赋。” 因为， 在孩子的眼里， 世界
充满了未知和新奇， 他们对于一切事
物都有着一颗“一探究竟” 的好奇
心。 通过惊险刺激的冒险历程而获得
许多发现， 那种惊喜会让他们获得无
限的满足和骄傲， 而这些发现不仅有
关世界、 他人与自己， 也有关勇气、

智慧与成长， 这正是“冒险” 吸引孩
子的一大魅力。 不过， 在当今的社会
环境下， 孩子想要拥有真正的“冒
险” 经历可是有点天方夜谭。 所幸，
还有文学作品这一载体， 让孩子们过
了一把想象中的“冒险” 瘾。

法国“魔幻天后” 玛丽·海伦娜·
戴薇尔多年来为孩子们创作了多部作
品， 她不仅是“幻想文学” 的忠实热
爱者， 同时也是文采斐然的创作者，
其代表作“飞龙王国魔幻冒险” 系列
就是一套专为9—12岁小读者创作的
极具想象力的少儿魔幻冒险故事。

小主人公夏姆是一个喜欢冒险的
小男孩， 他更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作
为牧龙人的儿子， 他并不想成为像爸
爸一样的平凡牧龙人， 而是要做一个
真正的飞龙骑士， 能驾驭飞龙战胜敌
人、 保卫国家。 他渴望接近飞龙， 和
飞龙成为朋友， 在这个愿望的支持
下， 从饲养飞龙开始， 他慢慢地冒险
试骑飞龙， 经过不懈的努力， 最终他
成为了最年轻的飞龙骑士。 夏姆通过
冒险努力实现梦想的过程， 也在向孩
子们传递梦想的重要性： 怀有梦想人
生才有方向， 勇于行动梦想才能实
现。 由此看来， 冒险小说其实不仅仅
满足了孩子们的探奇欲， 更向孩子们

展现了冒险之外、 与梦想有关的种
种。

不过， “冒险” 的历程时常意味
着惊险、 刺激、 困难与障碍。 就像夏
姆的曲折经历一样， 在王宫里偷偷进
入飞龙园， 无意中他却揭穿了阿塌克
巫师的阴谋， 并且和海怪、 恶魔搏
斗； 帮助平息王宫叛乱后发现了自己
真正的身世， 当他得知自己具有邪派
血统时， 曾一度迷惘、 绝望， 甚至陷
入敌人引诱他的陷阱， 但他最终醒悟
过来， 毅然同邪派进行坚决斗争； 在
王国面临覆灭危机的波诡云谲的情形
下， 与妹妹宁宁踏上了寻母救国的征
程， 最终他们找到了身陷囹圄的母
亲， 勇敢逃出了敌人的控制……酝酿
已久的灭国阴谋、 扑朔迷离的身世之
谜、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飞龙与魔兽
的争斗、 骑士和巫师的对决———在这
场波澜起伏的冒险历程中， 夏姆将勇
气、 胆量、 智慧坚守理想和正义的信
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共同面对挑
战、 战胜艰险的过程中， 夏姆和飞龙
之间的友谊、 信任和亲密的配合， 小
兄妹和爸爸、 妈妈的相互支持、 鼓
励、 同仇敌忾， 团结、 友爱、 信任、
友谊、 鼓励和亲情， 汇成一股强大的
精神力量， 成为了战胜敌人、 取得胜

利的主要因素。 这会让孩子们懂得， 在
困难艰险面前， 团结、 友爱才能汇成合
力， 信任、 友谊才能赢得帮助， 亲情是
一个人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后盾……所有
这些， 都是孩子们在“飞龙王国” 的冒
险历程中的收获吧。

当然， 对于一部优秀的少儿文学作
品而言， 语言浅显细致， 贴近孩子心
理， 适合孩子阅读， 将会更加完美地演
绎文学的“儿童本位”。 玛丽·海伦娜·
戴薇尔将细腻精到的语言与法国文学的
浪漫奇特相结合， 将梦想、 勇气、 同
情、 友谊、 关爱、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融
入在“飞龙王国魔幻冒险” 系列之中，
用儿童的眼睛去看， 用儿童的耳朵去
听， 用儿童的思维去想， 用儿童的心灵
去感受。 同时， 她又把握住良好的文学
尺度和深厚的人文关怀， 惊险刺激但不
惊悚恐惧， 且充满了各种趣事和温馨感
人的场景， 显示出主人公在冒险过程中
的勇气和胆量。 积极正面的故事主题和
勇敢智慧的人物形象传递着正能量， 培
养孩子正义、 勇气、 智慧、 担当等优秀
品质———这也是此套书带给孩子最关键
的价值所在。

“飞龙王国魔幻冒险”系列（共4册）
[法国] 玛丽·海伦娜·戴薇尔著 湖北少
年儿童出版社

专家视野

■王自磐

南极， 这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
从来就是英雄辈出的大舞台和勇敢探险
者的天堂。纳尔逊孤岛生死训练营，暗礁
林立，危机四伏，奇迹正在这里发生。

丹妮莎，白润的面颊，充满直面挑
战的勇敢目光。她一路腾云驾雾，追寻
属于自己的“企鹅梦”，这是一个7岁小
女孩离开妈妈远涉重洋的唯一动机。

大鸟降落在菲尔德斯半岛。这里，
岩崖绵亘，与纳尔逊岛仅一水之隔。蓝
黑色的海峡深不可测， 急流中漩涡一
个接一个。 小筏子载着丹妮莎和雅达
爷爷，随波起舞，让人胆颤心惊，小女
孩却若无其事，只顾伸手玩水，雅达爷
爷打心里喜欢她初生牛犊的性格。

连日来，整天的爬雪坡、走长滩、
跑远路，累得丹妮莎全身酸痛，满身臭
汗。她感觉身上和衣服上都酸臭发霉，
背上、腿上到处皮肤痒痒，全身起了鸡
皮疙瘩， 她实在需要痛痛快快地洗个
澡。可讨厌的是，简陋的小木屋里没有
热水器也没有卫生间， 她感到沮丧和
烦恼，从未遇到过如此的困境与委屈，
好几次差点真的哭出声来。不过，每当
想到自己应该是个勇敢的小女孩，她
都能够坚强地忍住泪水。

暴风雪之夜， 丹妮莎只身面临着
恐惧与孤独。她想妈妈，好想好想。这是
无比艰难的一关， 无论对大人还是孩
子，都得靠自己去克服，但也需要鼓励
和帮助。 雅达爷爷陪伴她去看企鹅：一
只孤独的企鹅趴在雪地里，为什么不回
家？看，山坡那边，一个有成千上万只企

鹅的大家族。丹妮莎从未见过如此多的
企鹅，它们上上下下，忙忙碌碌，那又是
在干什么？ 她终于找回了对南极的感
觉。在雅达爷爷的帮助下，小女孩重新
安排了每日读书和画画的计划， 把看
书、绘画和观察自然结合起来，她觉得
这太有趣味了。通过一次又一次与海边
企鹅的对话，她更学会了和企鹅交朋友
需要特别的耐心与信心。

冰海游泳是生存训练中每一位营
员的必修课，无论对提升身体素质还是
磨炼精神意志， 都是最具挑战性的课
目。丹妮莎的第一次冰海试水，完全是
一次无拘无束光着小屁股蛋的戏水。可
这毕竟是千古奇寒的南极， 下过海的
人，就不会忘记冰水瞬间夺去体温时的
那种切肤之痛。仅仅几秒钟，丹妮莎已
感觉疼如刀割，很快又肢体麻木，全身
失控，筛糠似的寒战不止。但她没有立
即转身逃离。在南极，即使是成年人，也
少有敢于脱掉衣袜下海一试者， 丹妮
莎展示了她足够的勇气和意志力。

训练营从不供应荤菜。 丹妮莎像
只馋猫，想吃肉想得流口水。她带上自
制的鱼具和小桶， 来到海滩礁石边钓
鱼。 她惊奇地发现礁石缝里躲藏着很
多奇形怪状的海洋生物。 她按照雅达
爷爷所教的，在鱼钩上挂上鱼饵，再放
到礁石缝里，大头鱼又胖又傻，见到鱼
饵就以为是天上掉下的馅儿饼， 死命
咬住不松口， 胖头鱼和丹妮莎之间展
开了一次生死拔河。

海洋中的庞然大物巨鲸是最具吸
引力的神秘动物， 丹妮莎真是个幸运
儿， 在和雅达爷爷的一次冰海旅行

中， 就经历了惊奇而难忘的一幕： 几头
虎鲸悄悄地接近， 突然从冰下合力向正
在海冰上睡懒觉的海豹们突然发起攻
击， 海面上波涛汹涌， 浮冰爆裂。 当丹
妮莎从惊心动魄之中醒悟时， 虎鲸和海
豹们却早已烟消云散， 无影无踪。 此时
此刻， 小皮筏子以及雅达爷爷和丹妮莎
又发生了什么？

海滩边突现的许多企鹅与海鸟尸
体， 令人心怵和悲愤。 海鸟们死得很蹊
跷， 有时候它们的消化道里充斥着许多
废塑料块、 胶皮或者塑料袋， 甚至有长
达22厘米的细木条， 而有时候翅膀或双
脚竟然被铁丝、 尼龙线缠绕着。 这到底
是谁干的？ 丹妮莎心如刀绞， 用双手紧
捂着脸， 她已不忍心再继续看下去了。
她已经知道， 大海中时时漂来的垃圾和
废弃物， 就是无情的杀手。 她讨厌那些
随意丢弃垃圾污染海洋环境的不良行为。
那些不幸逝去的生命， 也曾在阳光下飞
翔， 在大海中释放活力， 享受天地的慷
慨恩赐， 而人类的自私冷漠与肆无忌惮，
剥夺了曾经拥有的鲜活生命， 使之有去
无回。 这是南极的悲哀， 更是人类的悲
哀。 无法抹去的伤痕， 在丹妮莎幼小的
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痛， 这使她更加热爱
南极自然， 深感爱护环境和保护动物的
责任之重……

30天的南极生活让丹妮莎学会了许
多， 明白了许多， 也懂得了些许做人的道
理。 通过艰苦生活与恶劣环境的磨炼， 丹
妮莎实现了以弱小心灵对南极严酷自然
的成功挑战。 她以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
实： 南极， 同样是快乐的儿童探险家们的
乐园。

书韵含香 情致高远
■林玲

座落于长江之滨、 沱江之畔的百
年名校———四川省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有着古老而厚重的文化， 学校从读书
活动的开展中寻求教育的支柱， 提出
“读书陪伴成长，经典丰厚生命”的观
点，引领教师、学生和家长爱上阅读，
营造书韵含香的校园氛围， 培育德才
兼备的梓橦师生。

教师：阅读是最好的美容

教师， 人类文明的传承者和传播
者，喜爱读书在情理之中，但近300人
的教师队伍， 人人都对读书乐此不疲
并不多见。“走近大师”、“芳香书屋”、
“读书漫谈”、“说事拉理” ……学校开
展众多缤纷的活动， 记录了教师读书
交流的无数精彩，让大家回味无穷。这
不是一个月或一学期才举行一次的活
动， 也不是最近几年才开展起来的活
动，更不是顺应潮流、少数教师的作秀
表演， 而是梓橦教师最真实的读书状
态，是学校十几年来一直坚守的传统，

是每周教师会议上必不可少的栏目，
是教师期待和尊重的神圣时刻……读
书、 思考和交流把教师的思想引向深
邃，把教师的生命变得丰厚。

如果说读有字之书是光合作用，那
么读无字之书就是一种化学反应。“教
育之恋”梓橦论坛的开办，引领教师率
性游走于现实与网络之间， 理性践行
在理想和现实中： “分数与教育良知
的取舍”、 “惊叹： 天下父母皆祸害”、
“解读虎妈式教育” ……一个个具有震
撼力的研讨话题， 一次次尖锐犀利的
辩论，在“不追求具有共性的‘教师’，追
求拥有个性的‘志者’”理念的鼓舞下，
教师，逐渐培育成熟的思想。

学生：阅读是最快乐的事情

工作在梓橦的教师是幸运的，成
长在梓橦的学生是幸福的。 学校藏有
10万册图书的德雅图书馆在泸州市
“三开放”（图书室开放、 计算机室开
放、体育场地开放）的精神指导下，实
行全天候开放。 环境优雅的阳光书吧
成了学生放学后最留念的地方， 那墙

上每一期展出的“读书之星”和“教师
推荐好书” 总会牵绊住无数热切的目
光。除了专门的阅读课，学校每天中午
都有30分钟的“午读时光”，那时的班
级“图书角”更是人头攒动，架上的图
书总是被借阅一空，走廊边、窗户前、
座位上都是三三两两读书的身影。原
本统一定制的图书柜因为各班的精心
装饰，显得独具匠心。绿色盆栽、绘画、
手工艺品点缀其间， 充满童趣又流淌
出对书的丝丝爱意。 各班教室外墙的
文化栏更是精彩纷呈，包括“读好书讲
故事比赛”掠影、“好书分享”、“我的读
书记”、“小书虫”、“书籍给我力量”、
“亲子阅读好处多”等，如百花争艳一
般，诉说着学生有书相伴的快乐。

家长：阅读是最需要坚持的

引领教师和学生读书，学校无可厚
非；带动家长读书，学校也义不容辞。泸
州市梓橦路学校认为，教师的思想水平
有多高，学生才能走多远，同样，家庭教
育的优劣也关乎着学生的成长。 所以，
学校利用弧形教学楼的外墙，因地制宜

地开辟出了能藏书两万册的“家长阅读
区”，周忠诚校长定期向家长推荐好书，每
逢上学和放学时段，家长凭借校牌就能阅
读到古今中外家庭教育的各类书籍， 在
此驻足阅读的家长越来越多。 同时， 学
校成立了家长委员会和家庭教育协会，
定期开展家长学校培训活动，每次培训座
无虚席，受到广大家长的青睐，也让家长
意识到：阅读是最需要的坚持———科学培
养孩子，精神熏陶孩子。

成就有活力、 有深度、 有内涵、 有
生命的读书活动是泸州市梓橦路学校一
直执著的教育追求。 历经岁月的洗礼，
梓橦人正尽力用思想的深度造就校园文
化的高度， 用近乎执拗的坚持去实现梓
橦校园的书韵含香， 情致高远。

（作者系泸州市梓橦路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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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渊洁讲故事”系列（共6本）
郑渊洁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这是一个发生在南极的真实故事：一个年仅7岁的小女孩经过30天的历练，显示其向成人挑
战的勇气，她以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实：南极同样是属于儿童探险家们的乐园。

南极：儿童探险家们的

带你走进草木王国

“香椿和臭椿有什么区别？” “世
界上有吃人的植物吗？” 近日， 著名
植物分类学专家、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教授汪劲武来到北京青少年阅读
体验大世界， 以 “走进草木王国” 为
主题， 与北京朝阳区南中街民族小学
和下三条中心小学的同学们， 展开了
一场别开生面而又富于知识性的对
话。

天南星、 黄精、 乌头 、 车前草 、
益母草……在近两个小时的讲座及对
话交流中， 伴随着这些新鲜、 有趣的
名字， 同学们仿佛置身于郁郁葱葱、
枝繁叶茂的植物王国。 汪劲武教授用
一个个生动形象的故事、 一幅幅精彩
珍贵的照片， 告诉同学们该怎样分辨
植物， 鼓励他们走进自然、 亲近自然
和爱护自然。

本场讲座系“百种好书伴我成长”之
“改变人生的十次对话”系列讲座第五讲，
该系列讲座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指
导，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办。

（却咏梅）

阅读进行时

阅读推荐

海洋生命的
奇异童话
■李学斌

儿童文学作家保冬妮与插画家卢
瑞娜联袂创作的“中国首部海洋童话
绘本” 是一套以海洋生物生命成长为
题材的图画书。整套书中，座头鲸、海
牛、小海龟、王企鹅、寄居蟹、白鲸等6
种海洋生物的生活习性、 生命历程都
在文字情节与图画叙事中得到了生动
呈现，与此同时，这些海洋生物所赖以
生存的或温暖、或自由、或严酷、或凶
险、或宽广的成长空间，以及它们为之
付出的不懈探索、 艰辛努力也在图文
故事的演绎中得以充分展现。

当然， 除了生物性层面的生存展
示， 这套海洋绘本让人印象深刻之处
还在于通过虚拟的童话笔法赋予故事
浓郁的人文气息、 梦幻色彩。 这样一
来，对故事里这些海洋生物而言，生命
成长的内在动因就不仅来自物种繁衍
的本能力量， 更是大自然生命力无尽
绵延与不断传递的结果，而在这其中，
爱与责任、勇敢与坚韧、探索与引领就
成为贯穿其间并体现生命发展现实趋
向与内在激情的核心力量。

比如，在《白鲸小久》中，为掩护小
久，妈妈不幸丧生。危难过后，小久得到
了人类的救助， 它和孩子们成为朋友，
但最终因为对海洋的眷恋，小久又回到
了大海， 并沿着妈妈曾经带她走过的
路，开始了自己的生命轨迹。在这个故
事里，母爱、成长、生命的珍惜与生存的
艰难，家园的寻觅与故土的眷恋……种
种意味都渗透在文字中， 弥散在画面
里。表面看来，作家是在以童话方式讲
述白鲸的生命情态，实质上，却是将科
学知识与艺术想象完满融汇在一起，润
物无声地将真和善、爱与美传达给儿童
读者。而这只是这套海洋绘本意蕴表达
的一个侧面。实际上，“爱与成长”恰恰
是贯穿于这些海洋生物生命历程生生
不息、经久不绝的主题。

众所周知，宇宙生命在本质上是相
通的，它们往往都要经历与外部环境的
冲突、 协调， 经历生命秩序的框范、重
组， 才能步入物种发展的正常轨迹。从
这个意义上说，海洋生物的生存，其实
正是人类生活在另一个空间的展开与
演绎。它看似简单，其实深深镌刻着生
命从诞生到死亡的种种神奇密码。

“中国首部海洋童话绘本”不仅体
示了文字故事的优雅， 而且彰显了画
面叙事的魅力， 而这也正是图画书图
与文相互独立又相互融汇之多元叙事
功能的生动显现。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
“中国首部海洋童话绘本 ”（共6

本） 保冬妮著 大连出版社

� 通过一次又一次对话，7岁的丹妮莎学会
了和企鹅交朋友需要特别的耐心与信心。

快乐园地 《7岁闯南极 》 王自磐
王玮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