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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少年·少年励志小说馆》（全6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套书带领读者去亲近那些“在
风雨中的孩子”，而且看到他们怎样走
出风雨。对成长中的少年读者来说，这
套书就像一位热心冷静的顾问； 对他
们的父母和老师来说，也是如此。透过
真实的生活情境描绘，以不批判、不责
怪、不说教的态度，帮助孩子面对生命
中的挫折、低潮、愤怒和迷惘，学习以
正确的方式解决问题。

阅读指导

为孩子挑选好的
童年伙伴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近日，《父母必读》杂志社与红泥巴读书
俱乐部共同公布了2013年度优秀童书排行
榜TOP10的评选结果：《第一次上街买东西》、
《兔子的12个大麻烦》、《魔术师威利》、《蜗牛
屋》、《艺术大魔法》、《小鸡布莱兹和蛋糕城
堡》、《我和我的脚踏车》、《我……有梦》、《请
让我留在火车上吧》、《喂～哎～》。 此外，年
度特别推荐奖为《夜色下的小屋》、《山居鸟
日记》、《鼹鼠儿歌认知书》（全4册），这3部作
品因分别从诗歌、科普以及中西结合创新的
角度呈现出年度童书亮点而被提名。

阅读更加深入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评委会认为2013年度亲子阅读以及图画书
创作呈现出几个突出的特点：

亲子阅读成为父亲参与育儿的一个最
佳纽带。调查显示，在中国的城市里，不少爸
爸爱上了阅读，爱上了那些把孩子抱在怀里
享受美妙图画和故事的亲子阅读时光。

亲子阅读不再是城市家庭特有的亲子
活动。 当图画书逐渐出现在外来务工家庭
里的时候，它不但改变着孩子的生活，也在
改变整个家庭的生活与交流方式。

原创图画书形式更加多样化。 不仅仅
局限在独立的一本书里，它以诗歌、童谣等
更多形式结合国外的经典形象出现在读者
面前。 这不仅将多元文化巧妙地结合在一
起， 更让为孩子讲读的父母们感受传统文
化的悠远、绵长。

多功能的图画书越来越多地出现。以
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故事、 兼顾喜爱动手
操作等特点，甚至贯穿着数学思维，让父母
们为之着迷，彰显图画书的个性魅力。

与儿童生活息息相关的温情风格图画
书依然可以打动大小读者。 无论是埋在结
局的大情怀，还是凸显生活里的小细节，都
以不同的表达方式让读者重温和感受生活
的美好，传递着正能量。

在同期举办的“阅读改变生活” 论坛
上，《父母必读》杂志社主编恽梅、儿童阅读
推广人阿甲、图画书创作者姬炤华和杨忠、
童书出版人曲小侠以及种子故事人姜雪
峰， 一起畅谈阅读如何改变生活与童书对
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姬炤华认为，孩子自己
尚未形成自主选书的能力， 更多的是需要
成人引导。 而新经典文化总编辑陈明俊则
坦言， 此次评选不仅指向带动更多的人关
注童书， 更重要的是希望为孩子挑选好的
童年伙伴，“把孩子们留在纸本阅读中很重
要，纸本阅读不同于网上浏览文字，带给孩
子的阅读体验及对思维方式的潜在影响更
是不同的。为孩子出版更好的纸质读物，是
我们出版机构共同的责任”。

本期关注

爱的世界没有鸿沟
———有感于《拯救老爸》

■陈斌

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
《安娜·卡列尼娜》 的开篇中写道：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
庭各有各的不幸。” 温馨美满的时
候， 家是心灵的港湾， 诗意的栖息
地。冷漠破裂的时候，家反而成为争
吵的源头，处处弥漫着火药味。

英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彼特·
约翰森在他的新书 《拯救老爸》
中， 就将观察的视角转向日常家庭
生活， 娓娓讲述了一个本来幸福和
谐的四口之家， 在父母双方陷入冷
战后， 孩子们所面临的不安和焦
虑。 小说的主题虽然有些沉重， 但
彼特·约翰森在行书中还是保持了
他一贯幽默风趣的风格。 通篇阅
读， 随处可见诙谐生动的描述， 充
满童真的对话以及父母僵持时的窘
态。

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名叫乔的小
男孩， 天性活泼、 机智灵活。 善于
出谋划策， 但偶尔也会表现出男孩
子贪玩、 调皮的一面。 乔的妹妹克
莱尔是个乖乖女， 深受老师和父母

宠爱， 成绩优异、 知书达理、 敏感多
思。 这个本该充满欢颜笑语的家庭，
却因为爸爸妈妈的一次激烈争吵而陷
入困境。 乔的爸爸神经大条、 粗心大
意， 且不谙家务， 工作之余沉浸于自
己的科幻片世界里。 乔的妈妈对此特
别不满， 一想到自己白天辛勤工作，
晚上回家后还要操持家务， 就心生不
悦。 在一次不可调和的争吵中， 爸爸
妈妈突然对乔和克莱尔宣布他们俩决
定分居， 爸爸要搬到一个陌生的地
方， 只有周末才能过来看他们。 这对
两个孩子来说简直是一场晴天霹雳，
在经历了一段爸爸不在身边的不适应
期后， 乔和克莱尔决定替爸爸制定一
个详细的“升级计划”， 帮助他培养
良好的生活习惯， 提升人格魅力和个
人形象， 从而取得妈妈的原谅， 重新
回到大家庭当中。

作为彼特·约翰森“爸妈太过分”
系列童书的最新一本， 《拯救老爸》
一改作者惯常的内容模式， 在小说题
材上进行了新的尝试。 全书的叙述重
点不再是严厉苛刻的父母对孩子的学
习生活提出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
导致孩子本该五彩斑斓的童年蒙上灰

色的阴影， 而是将重心落在家庭的责
任以及孩子面对父母不和时表现出来
的睿智和沉着上。 《小王子》 里头有
一句很美的话： “沙漠之所以美丽，
是因为在某个地方隐藏着一口井。”
喧嚣繁杂的现实生活中， 大人们背负
着各种无形的压力， 久而久之， 日子
过得如沙漠一般荒芜。 小说中乔的父
母正处于这样的境地， 夫妻双方缺少
有效的沟通和协调， 抱怨、 争吵、 打
闹成了家常便饭， 矛盾升级后， 甚至
作出分居这样的冲动行为。 孩子是心
灵的温度计， 大人感知不到的人情冷
暖， 在孩子的世界里却显得那么刻骨
铭心。 不出几天， 乔和克莱克敏感的
内心就感知到了父爱缺失后自己情绪
的变化， 欢乐和笑语不再伴随着他
们， 取而代之的是忧愁和沉默。 因
此， 他们要帮父母找到沙漠中的那口
若隐若现的水井， 找到了， 整个家庭
就会涌出爱的泉水。

在《拯救老爸》中，主人公乔和妹
妹克莱尔自始至终都扮演着温情的调
和者角色，帮爸爸精心筹划“完美三部
曲”（学会做饭、 学会干家务、 学会打
扮）， 帮妈妈赶跑居心叵测的追求者，

安排爸妈会面，劝慰他们理智沟通、切
莫生气。小说的结尾处，爸爸妈妈在乔
和克莱尔有礼有节、 有情有爱的劝导
下重归于好， 孩子们无邪的眼泪和天
真的话语如同一座爱的桥梁， 让渐行
渐远的父母在回望过去时， 找到了当
初那份至真至纯的情感。

彼特·约翰森正是这样一位作家，
他总是撷取生活中看似不起眼的场景，
经过精细的艺术再加工， 从中提炼出
深刻的主题。 可能关乎家庭生活， 也
可能折射学校教育， 但有一点是永恒
不变的： 他的文字如同冬日里的棉被，
带着爱的温度， 贴近孩子、 贴近父母、
贴近老师、 贴近每一颗善良的心。

新书速递

■张建莉

韩国绘本艺术家苏西·李日前受
邀参加首届上海国际童书展， 这是她
第一次来到中国。活动期间，她携自己
创作的两本无字书《海浪》和《影子》为
读者讲述她的创作理念以及阅读无字
书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在蒲蒲兰绘本
馆与读者互动时，苏西·李看到现场没
有一个孩子，些许惊讶之后，她举起手
里的《海浪》释然一笑：“我本以为会有
很多孩子来，不过，大家都是已经长大
的孩子，我也很开心！一本书对于不同
的人，所看到的和想到的是不同的，我
希望我的书可以带给读者多角度的思
考。因为，无字书，是从0岁到100岁都
能读的书。”

冲破自我，
在现实和想象间自由穿行

蔚蓝色的大海边， 几只海鸥伴随
着一个追逐浪花的小女孩， 即使只看
到她的背影， 也能够想象出她那激动
的心情。故事简单，寓意却不简单。海
浪起起落落，小女孩探究着、躲避着，
和海浪玩耍一会儿之后， 就到了该做
决定的时候了：“是弄湿自己还是不弄
湿，这是一个问题！”苏西·李反复跟读
者阐释着，《海浪》 这本书中间的装订
线就像是一个心理上的界限。她说，其
实每个人都会遇到第一次面对新鲜事

物的恐惧时刻， 她想通过书中这天然
的折叠线来表达这种恐惧感， 传递人
与自我的交锋。

随着书页的翻动，读者看到，小女
孩越过了边界，从左边的现实世界进入
到右边的海浪世界，细心的读者还会发
现，装订线使某些画面失去完整。苏西·
李解释说，这是她的特别设计：线左侧
是现实，右侧是想象，人有时可以跨越
界限，在现实与想象中穿越，而苏西·李
的创作便是这种穿越的最好实践。

苏西·李创造的另一个视觉力作是
《影子》。 她同样巧妙地使用了装订线，
使之成为阁楼中的现实世界和影子世
界的边界。 小女孩沉浸在自己创作的
游戏里，陶醉在想象的喜悦中：女孩变
成了狼，梯子变成了香蕉林，自行车的
两个轮子变成两个月亮……最后，把
小女孩从幻想带回现实的是妈妈的声
音。苏西·李说：“‘该吃晚饭了’这声温
馨的呼唤，恐怕是小孩子，包括我们这
些长大的孩子儿时记忆当中，几乎每天
生活中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当静默时，
会听得更清楚，看得更丰富

苏西·李的书多为无字书，即使有
字，整本书也不超过十句话，这代表着
她的创作倾向：用图画来解读生活，用
视觉图像来思考。苏西·李认为，图画
本身有着丰富的内涵， 不必用文字去

“说明”和“衬托”。当书里没有文字时，
反倒令人沉下心来， 静静地观察和思
考。为了弄明白整个故事，读者会反反
复复翻看、琢磨，更不会忽略任何一个
细节和线索， 这静默无声的时刻往往
能使人听得更清楚、看得更丰富。

有一次， 一个小女孩告诉苏西·
李，自己最喜欢《影子》这本书中熄灯
后画面全黑的那一页。 她问小女孩为
什么。小女孩兴奋地说，如果把这一页
放在灯光下， 就可以看到画面另一面
的剪影呢。苏西·李说，这并非她有意
为之， 但当她听到小女孩这个反馈时
很是惊喜， 她喜欢读者发挥所有想象
来解读她的无字书。

苏西·李说，阅读无字书，起初可
能会让人觉得无聊， 因为很多人已经
习惯以文字引导自己阅读。 在亲子共
读中， 家长也许还会感到尴尬———因
没有文字可以读给小孩子听。 她告诉
读者， 其实， 这种顾虑只有大人才
有， 小孩子不会有这种想法， 因为在

儿童的世界里， 这种书反而会滤掉很
多限制，打破许多藩篱，激发孩子们丰
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无字书
的魅力所在。

在阅读无字书时，
会找到自己的影子

当回答读者为什么两部作品中都
有一个小女孩时， 苏西·李坦言， 她
创作的三部曲———《海浪》、 《影子》
和 《镜子》 （未在中国出版） 里， 都
有她童年的影子。 她是独生女， 小时
候经常一个人玩耍， 她特别能体会独
生子女那种孤独的感受。 《海浪》 中
小女孩与自我的交锋， 以及最终冲破
界限接纳自己， 找到内心的平静， 就
是她真实的人生经历。

苏西·李说，她曾收到一个家长的
信， 感谢她的无字书对自己患有自闭
症的儿子的帮助。 那个一向孤僻的孩
子有一天在课堂上翻阅那本《海浪》，

忽然像其他同学一样开心地笑了———
他进入到书中描绘的情境， 这是他第
一次融入课堂，真正“跟大家在一起”。
提起这个宝贵而美好的瞬间，苏西·李
一脸灿烂。

苏西·李也经常会收到来自世界
各地读者的反馈， 很多人在阅读她的
无字书时，不知不觉找到自己的影子。
在听完苏西·李的讲解后， 一位读者
说，《影子》 中的小女孩和她女儿太像
了，“常常披着床单、戴着围巾、穿着大
人的衣服，说自己是一个美丽的公主，
我觉得《影子》走到她的世界里去了，
孩子一定很容易就能看懂”。另一位妈
妈也表示，看了这本书，她也开始明白
自己孩子的心理了， 当女儿再把家里
宽大的窗帘裹在身上， 说自己是白雪
公主时， 她也不会再厉声地斥责孩子
了：“就让孩子在想象的世界里自由自
在地快乐成长吧！”

《海浪》、《影子》 [韩 ]苏西·李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让孩子爱上阅读Just� be�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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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杨老师学书法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当“写字”遭遇“打字”，我们是眼睁睁
地看着一代人在汉字书写技能方面的退
化，还是通过书法教育来寻求救赎的良方？
近日，东方出版社推出《跟杨老师学书法：
永字八法翰墨宝盒》，作者采用现代化教学
模式，大力推广书法教学，让书法爱好者不
仅能实现写一手好字的愿望， 也能在练习
中获得静定的心灵提升。

该书作者杨淑芬是台湾著名书法教育
家， 祖籍福建同安，5岁时便跟随父亲开始
书法启蒙学习， 后又师从多位名家学习篆
书、隶书、篆刻、国画等传统技艺，楷、行、
隶、篆皆佳。她在20多年的教学中，注重寓
教于乐，提倡习书首重德行培养，强调练习
书法：七分德，三分艺。在北京、内蒙古、辽
宁、广西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她进
行过多次德艺书法师资培训， 为书法传承
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师资。

《跟杨老师学书法： 永字八法翰墨宝
盒》独具匠心地按照书法学习进度，囊括各
阶段的书法教材及配套教具， 从毛笔书写
技法、书写心态等全方位、多角度地帮助读
者用一套产品换取数年书法教育的成果。
配套教学光盘《永字八法基本功》与字帖相
对照，通过杨老师现场讲解和书写演示，帮
助读者更加形象地理解杨老师练字法的要
义，迅速掌握书写技巧，并纠正书写姿势，
形成由内而外的书法气韵。

杨淑芬认为，“书法无需天赋， 只需正
确方法”， 通过一段时间的“经典定心描
红”，不但能感悟书写的要领，而且能提高
专注力与定力， 更难得的是性格也会日趋
温和友善，人际关系得到良好改善。

阅读推荐

阅读进行时

“国学旨归”系列丛书
周易玄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中华传统文
化高峰论坛上，被称为国学奇才的周
易玄推出历时8年完成的200多万字
的“国学旨归”系列丛书第一辑（包括
《老子汇通》、《干支哲学》、《千古易
人》3本）， 旨在将国学的精髓思想传
递给当今国人，给人以更多的思考与
启迪。 周国平先生这样评价这套书：
“作者运用独特的文字， 随心所欲地
调遣和安排出那丰富得令人惊讶的
史料、典故，从历史深处展现出现代
文明庄严、厚重的图景，使历史事件
与历史人物完全没有了陌生与隔阂，
而是更加亲近，从而使文字本身散发
出无穷的智慧和能量。”

《童年的缤纷日记》 （全12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年365天， 每天都有一个动听
的小故事。 故事中， 有聪明淘气的男
孩、 活泼美丽的女孩、 机灵可爱的小
精灵， 还有生活在森林里的各种可爱
的小动物， 更有在书页里跳着舞蹈的
字母……赶快跟随他们的脚步， 走进
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吧！

苏西·李：
我用图画来解读生活

《跟杨老师学书法： 永字八法翰墨宝
盒》 杨淑芬著 东方出版社

“爸妈太过分”系列之《拯救老
爸》 [英]彼特·约翰森著 安徽少
年儿童出版社

苏西·李在为读者讲述她的创作理念

让“悦读”成为学生的终身习惯
■练国桃 张兴彬

浮躁，是一个社会问题，已经在
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孩子。“书犹药
也，善读之可以医愚”。读书可以塑
造人格，如果学生喜欢阅读，不仅可
以提高他们的语文综合素养， 而且
对今后的学习、 工作有着莫大的好
处。近几年，深圳市龙华新区振能小
学在培养学生的“悦读”习惯上，做
了多方面的探索。

在语文课上激发学生的阅读兴
趣。所有的课文无非是个例子，是指
导学生学习、运用语言表达的形式。
学生只有在大量的阅读实践中浸
润、 锤炼， 才能更好地掌握语言形
式。实践证明，课外阅读绝对不能只
依靠课外解决， 而应该在语文课内
给学生以指导， 激发他们的阅读兴
趣，才能真正将课外阅读落到实处。

我们的老师不要把精力和目光
仅仅放在课文内容上， 而应该把更
多的心思放在引导学生掌握语言形
式上。在指导他们阅读方法的同时，
给学生推荐相应的阅读书目， 激发
他们的阅读兴趣。 老师们给每个年
级都开出了5本必读书目和10本选

读书目的清单， 要求学生在一年内至
少完成这15本书籍的阅读任务。

给学生阅读以充裕的时间。 在减
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前提下， 让学生在
轻松的氛围中完成阅读的任务， 时间
保证是必须的。从2005年开始，我们就
在全校推广“沉静阅读”，每个星期三、
五的中午，安排20分钟的时间，让学生
自由阅读。这种阅读不带任何任务，完
全凭学生的兴趣，想读什么就读什么。
老师在讲台上给学生做榜样， 几年下
来，学生中喜欢阅读的人越来越多。

从2011年9月开始，我们又从每周
的语文课中，抽出一节课作为学生阅读
课。上课的地点也从教室改在学校大书
房，师生们在大书房中静心读书，开阔
眼界，进入一个神奇、美妙的读书世界，
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乐趣无穷，从书
中吸取丰富的语言，获得人生的经验。

让学生最方便地拿到书。 在振能
小学，学生最喜欢的地方有大书房、童
书绘本馆、书吧。为方便学生阅读，供
中、 高年级学生阅读的大书房占地近
千平方米，是不设防的；供低年级学生
阅读的童书绘本馆和每个楼层的书
吧，更是连门都没有的。学生可以自由
出入，自由借阅。校长陈育新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就是：“学校的书就是让学生
读的，不要怕丢！”

在教室， 图书角的书是学生自己
购买、已经读完的。只要在书籍上贴上
标签，就可以放在书柜里供大家传阅。
这样一来，大家读书更方便，同时，也
让学生体验合作，学会分享。

多管齐下，保证读的质量。为了保
证“悦读”这项惠及学生一生的工作得
以巩固和加强， 学校采取多管齐下的
措施：一是坚持阅读登记册的运用。阅
读登记册是学生在家读书的凭证，有
家长的配合、签字，使学生的阅读能落
到实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经老师的
检查，使之成为一项作业，对学生的阅
读起到督促的作用。 二是悦读卡的填
写。填写悦读卡，帮助学生养成好的读
书习惯，也作为学生阅读评比的依据。
三是阅读榜的使用。每班一张阅读榜，
能很直观地看到全班同学的阅读情
况。及时填写，对学生阅读的“比学赶”
也能起到推进作用。

其他诸如亲子阅读、 师生共读、
读书状元的评选表彰、 读书经验交流
等， 不一而足。

经过多年的努力， 我校的学生
“悦读” 工作已基本走上正轨， 学生

中喜欢阅读的比例有较大提高， 全校
2012—2013学年悦读卡发放 3.3万
张， 而一本书没有读的学生数量不到
50人， 学生的阅读习惯、 阅读兴趣、
阅读能力在稳步上升。

小学是基础教育。 何为基础教育？
就是人们在成长中为了获取更多学问
而在先期要掌握的知识。就如同盖房子
先要打地基一样，要想学好一门语言就
要从认字开始。基础教育，作为造就人
才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在世界
各国的教育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既是
基础，就必须坚固、稳定而可靠！

小学， 就是要培养兴趣， 养成习
惯。从阅读开始，到学生喜欢阅读，养
成习惯，使“悦读”成为一种常态，让
“悦读”成为学生的终身习惯，是我们
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深圳市龙华新区振能小学
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