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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特刊·

“我的第一套成长日记”系列
（全7辑，84册） [荷兰]弗朗
西斯卡·弗罗里希著 张晓
波译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阅读点亮美好童年
■戴一苗

这是一套来自于风车王
国荷兰的全新概念的童话故
事书， 按照春夏秋冬12个月
排序， 并用日记体的形式讲
述了一个个充满了幽默、 新
奇、 想象力和温情格调的小故

事。 读《光秃秃的小树》， 感受到
春夏秋冬， 四季轮回； 读 《在窗户上

画画》， 明白了藏在里面的科学小知识……
每天一个精彩的小故事， 不会让孩子们觉得
冗长乏味， 加上温馨柔和的插画， 读起来妙
不可言！ 这套书除了我和孩子们喜欢， 更是
妈妈们的大爱： 长短合适， 念完两篇， 孩子
刚好满足地进入梦乡。

最贴心的是，这套书还配备了7册《名师
教你写日记》阅读手册，附在每一辑中随书赠
送给读者。孩子们在小学阶段有一门必修课，
那就是写日记， 不少孩子和家长对写日记感
到苦恼和头疼。 手册上为孩子们开设了纸上

“日记小讲堂”，深入浅出，由易到难，手把手
地一步步教会孩子写日记， 让不会写日记的
孩子也能变成日记达人。

转眼走过2013年，孩子们写了将近50篇
的日记，很有成就感。学着小马驹，我们记录
了为小鸟搭窝的经过， 看着小鸟有了温暖的
窝，心里真是开心；记录了2013年杭州第一
场突如其来的大雪： 大片大片的雪花漫天飞
舞，落在树枝上、屋顶上、花坛里，很快就融化
了！记录了和工蚁之间发生的有趣的故事，还
学会了写生活日记……

不知不觉中，孩子们爱上了写日记，学会
了记录生活。 难能可贵的是孩子们学会了坚
持，每天用一点时间去记录，写下的是文字，
感受到的却是生活的美好。 我们用一套美好
的书，加上一颗未泯的童心，告诉孩子：世界
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一双明亮
的眼睛，一颗纯净的心灵，一盏前行的明灯，
一个乐此不疲的点灯人……构成了一个美好
的童年！ “我的第一套成长日记”， 真好！

（作者系杭州长江实验小学教师）

美在心灵， 熠熠生辉
■宫为菊

关于美与丑， 法国大作家雨果有一句
著名的论断：“丑就在美的旁边, 畸形靠近
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 ”在雨果眼
里，美与丑不是一种绝对的概念。美丽的容
颜之下，也许藏着一颗黑暗的心；丑陋的外
表背后，可能蕴含人性的至善至真。

《同学都说我丑》表达的正是这个主题，
小说作者涅斯特林格是享誉世界的儿童文
学作家，迄今为止，她已出版一百多部儿童
小说，荣获二十多个重要的文学奖项，包括
世界儿童文学最高荣誉———国际安徒生奖。
在她的文字世界里，读者往往会感受到一股
沁人心脾的香气，这是由真诚、宽容、乐观、
善良和自由等美好品质交织而成的。

《同学都说我丑》主要讲述了小女孩泰
西在“美与丑”面前所体会到的曲折心路历
程。泰西的长相并不好看，在学校，同学们
都嘲笑她，叫她“食蚁兽”。在一场“师生风
波”中，因为语文老师菲雪儿上课时老是口
水飞溅，不仅喷到学生们的书本上，而且还
溅到他们的脸上。为了报复菲雪儿老师，全
班同学决定每个人都制作一个“口水防护

盾”，从而使她难堪。只有泰西觉得这种行为
实在不妥， 因为她上次去校医院时无意间听
闻菲雪儿老师患有颌骨萎缩的毛病， 所以假
牙没办法套牢，讲话时才会喷口水。泰西的内
心充满了矛盾：要是不和全班同学一起戴“口
水防护罩”，她就更加会被孤立；要是和众人
一起取笑老师，那又是有违本意。作者深谙儿
童心理， 将小主人公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之间犹豫徘徊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情节
的后续发展亦是一波三折： 在恶作剧正要实
施之际，历史老师突然出现，告诉全班同学菲
雪儿老师不慎跌倒，摔断了腿，班上的同学这
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自私冷漠。事
后，他们纷纷向泰西道歉，而小泰西则在灿烂
的微笑中真正领悟了美的真谛。

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老师曾说：“好的儿
童文学应该合乎年纪，合乎趣味。快活地笑或
是严肃地思考， 都是立在敬重我们生命的角
度，不假冒天真，也不故意深刻。”从这个角度
上来看，涅斯特林格的《同学都说我丑》无疑是
一部儿童文学佳作。它将成长经历中的“不完
美”表现得如此精致细腻、曲折动人，以至于每
一位读过这本书的孩子都能找到内心的共鸣。

（作者系合肥八中教师）

相信童话
■穆培华

前不久，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老师送了
我一本他的著作《相信童话》（新版），并题写
了一句意蕴深远的话：“把童话种入教育。 ”
这本书、这句话引发了我对儿童阅读的诸多
思考，并促使我写了一篇文章———《来吧，带
孩子走进童话的森林》。 而正是在这样的一
种思考状态下，我收到了从北京寄来的整整
一箱绘本，其中就有《海象与紫罗兰》这本
书。读了一遍又一遍，喜爱之情倍增，它实在
是一本特别适合孩子们读的优秀童书。

这本书讲述了一系列“不可能”的事：
园丁和教授打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
是普通的劳动者， 一个是人们眼中无所不
能、象征着权威的教授；在寒冷的北极种出
甜瓜和紫罗兰，这似乎更是不可能的，哪怕
是一个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会这样想；一
头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海象当上了园丁
的助手，这也似乎是不可能的，它几乎扮演
了一个“救星”的角色，这与人们印象中的
“笨象”相距实在是太大了……所有这些都
打破了我们的思想常规，特别是作为“成年

人”， 我们会不会像梅子涵老师希望的那样，
发自内心地相信这样的童话呢？

梅子涵老师说： “儿童文学是一张温暖
的毯子。” 在今天这个物质化的、 冷酷的时代，
这样温情的童话故事着实让我们感动， 孩子们
读了会更感动， 等他们长大了， 走到冰冷的现
实世界和成人世界， 这积攒下来的温暖将照亮
他们的人生！

更值得称道的是，《海象与紫罗兰》的作者
似乎已经深入探析了童年的秘密，“把不可能
实现的事情变成现实”， 这样的故事对孩子实
在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我一直反对把所有的
童话故事都赋予一种所谓的“教育”的功能，但
这样的故事却可以增添孩子创造奇迹的勇气，
而这种勇气和能力又恰恰是这一代中国孩子
身上极为稀缺的一种能力。

优秀的作品常常可以在细节上显出神的
灵光， 我大胆地作个预测， 有这样一个句式
2014年可能会流行：“哦， 我先躺下来睡一
觉，再告诉你们吧！”当我们面对科学和哲学
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时，“躺下来睡一觉”，又何
尝不是一种很美妙的处理方式呢！

（作者系郑州管城区教育体育局局长）

脆弱的和平，温和的守护
■蔡朝阳

曾经跟人争论过一个问题： 一些重大
的话题， 比如战争、 死亡等已有一个教科
书里的既定答案， 是否非得照着跟孩子们
讲。 当时我用了一句话： “温和地保护孩
子们的不知情权”。 所谓保护， 并非闭目塞
听， 而是适得其时。

“和平”这个词似乎是一个事关政治的
词语，是成年人必须考虑而与儿童无关。其
实不然，因为暴力是人的本能，而对暴力的
驯服才是人类社会的智慧。孩子们同样必须
知道，“和平”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和平以
及局部暴力的矛盾，也存在于孩子们的社群
里。现在中日韩三国的有识之士把“和平”两
个字，以绘本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
一件了不起的成就。这一套“和平绘本”第一
辑共5本， 中韩日三国作家联合创作，从
2005年开始动议，到2013年出版中文版，可
谓工程浩大，酝酿日久。

《火城》的独辟蹊径不在控诉，而在人
情之美。作家以史诗般的壮阔画卷，为我

们复活了至1938年为止2500年文明从未断
绝的长沙古城，鳞次栉比的屋宇，繁华而又
充满民族特色的建筑， 富于温情的民间生
活。《迷戏》讲的是战中年月，艺术之美仍是
人性中不可战胜的力量， 以优美的中国画
特色，诠释了美的柔韧而又强大的力量。滨
田桂子的《和平是什么》最令我赞叹的地方
在于，她在“和平”这个词语背后，有一种更
为宏阔而绵长的价值关怀。 唯有田岛征三
先生的《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是正面描写
战争本身的， 但他采用了大块大块的色彩
造成对视觉的强烈冲击， 而其中的质问直
指问题的核心： 为谁而战， 为谁杀人， 为
何而死！ 韩国作家李亿培的作品 《非武装
地带的春天》 别具匠心， 在朝鲜半岛三八
线附近， 有一个窄窄的非武装地带， 两边
的军士荷枪实弹， 随时处于战争准备之
中，唯有这一个非武装地带，动物植物生机
勃勃，尽显大自然的生命力。人类的彼此戒
备与大自然的尽情舒展， 这种反讽一般的
叙事，不能不令人深思。

（作者系浙江省绍兴市稽山中学教师）

《同学都说我丑》 [奥]涅斯特
林格著 高毅绘 赖静雅译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海象与紫罗兰》 [瑞]海
利·斯特罗普著 陈俊译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祈愿和平———中韩日三国共
创的绘本”系列（共5册）
蔡皋、姚红等著 译林出版社

2013年度教师推荐的十大童书（一）

《世界通史故事》（全4册）
段启增 王乃耀 刘文涛
高乐才 著 中国少年儿
童新闻出版总社

孩子喜欢，才会真正地去阅读
■王美青

我比较喜欢“猫眼小子包达达”系列，青
年儿童文学作家葛竞用故事的形式培养孩
子的阅读兴趣并开启了少年儿童的心智。

在我们班的阅读课上， 这部作品被同
学们争相抢阅， 有个家长看完书也表示支
持孩子阅读此类课外书籍。 这套书如何能
同时赢得孩子的喜爱和老师、家长的关注？
其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科学知识的巧妙融
入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等几大特点值得我们
关注。

现在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
线上，除了报各种培训班外，还希望孩子读
更多的书籍，但家长往往从自我意志出发，
忽略了孩子的意愿。就儿童文学作品而言，
只有孩子喜爱书中的主人公， 他们才会真
正地去阅读和体会。“猫眼小子包达达”系
列的主人公包达达的身份与普通小学生相
似，他是一个11岁的小男孩，勇敢聪明，乐
于助人， 最关键的是他有一双可以看穿真
相的猫眼， 这种超能力也是小学生所向往
的，他能看穿坏魔术师的阴谋和诡诈，这和
《西游记》中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有异曲同工

之妙，这也是吸引孩子的关键。
小学生的求知欲非常强，

科学知识是他们成长中不可
或缺的精神食粮，这套书就在
精彩的故事中巧妙地编织了
一些科学常识， 如《海底外星
人》的故事潜藏着天然燕窝的生
长环境等知识， 可以激发小学生
对科学知识的探知欲望，并引导他
们对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深入研究。

“猫眼小子包达达”系列属于儿童悬疑侦
探小说， 严密的逻辑推理是吸引孩子阅读的
一大法宝。如在《王后的诅咒》的故事里，一张
报纸刊登着“幽灵皇后即将复活” 的消息搞
得大家很恐慌， 包达达通过仔细观察， 发现
那些报纸是假的， 从而认定消息不是真实
的， 再通过严密推理， 终于发现了黑魔师的
破绽。

作为基层教育工作者的一分子，我们在督
促激励孩子完成义务教育的同时，更要专注于
孩子阅读兴趣的培养，这是孩子性格完善的关
键，我希望有更多类似《猫眼小子包达达》的作
品出现，能够启发一代又一代中国的儿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教师） 给学生一个全球化的视野
■刘文轩

作为一名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我深
为学生世界历史知识的匮乏而感到担忧。 21
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纪，学生除需要了解
本国的历史外，还有必要了解其他国家的历
史，但现在市场上适合学生阅读的世界通史
作品实在是太少了，直到我发现了这套《世
界通史故事》。

《世界通史故事》 是一套以讲故事的手
法， 向青少年普及世界历史知识的4册长卷，
由460多个故事组成，近200万字，讲述了从
远古时代到20世纪末，世界各主要文明体、各
主要国家，在各个年代发生的政治、经济、军
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与其他世
界通史作品相比，我认为这套具有以下几个
特点：

第一是完整系统地讲述世界历史。本书
从原始社会开始，一直讲到20世纪末，把几
千年的世界历史发展概貌全面地展示在读
者面前。 可以让读者对以往的世界历史，有

一个整体而又具体的了解。
第二是全面多角度反映社会面貌。 书中

460多个故事，包括了古今政治、军事、经济、
思想、学术、科学等各个方面，还有众多人物的
不同经历和事迹， 使得全书内容丰富多彩、富
于变化， 仿佛一条浓墨淡彩的历史长廊。

第三是严谨和生动相结合。书中的故事都
经过了作者和编者的严格精心挑选，选取的是
那些能反映历史实质走向、有积极意义或认识
作用的人和事。同时，注意故事的穿插和排列，
注意语言的生动通俗，化深为浅，有详有略，不
温不火。

第四是讲故事和讲知识相结合。 书中在讲
述事件、 人物故事的同时， 也对涉及到的各类
知识进行了介绍和讲解， 特别是对这些事件和
人物作出客观评价， 从而帮助读者理解和分析
历史， 提高鉴别能力，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总之，中少社的四卷本《世界通史故事》是
一套向读者全面、客观介绍世界历史的少儿历
史读物，我愿意向大家推荐这套书。

（作者系陕西眉县齐镇初级中学教师）

“猫眼小子包达达”系列（共6
册） 葛竞著 接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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