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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爱上阅读Just� be� happy

漫 步 书 香 校 园

中国教育报 主办 学友园教育传媒集团 协办

《动物王国大探秘》（第二辑）（全8册）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该套书延续了《动物王国大探秘》
动物拟人的方式， 让动物亲自将它们
的各种秘密，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出来，
分别介绍了霸王龙、老鹰、狮子、大象、
鲨鱼、企鹅、蜘蛛和青蛙等8种动物的
生活， 从它们的出生一直到成年、求
偶，以及培育下一代，让小朋友们进入
一个个神秘的动物世界， 感受动物们
的所见所闻。

阅读现场

读家报道

当“国学”遇上“儿童文学”

■李怀源

在小学阶段有个现象：一批重视传统文化
的人在大力推广国学，一批重视儿童文学的人
在大力推广儿童文学。不同的人重视阅读的方
向是不一样的，所以强调的阅读内容也就不同
了，都认为自己推广的才能“救”儿童，但一所
学校很难做到两者兼顾。当我们在讨论意义的
时候会尽力周密完整，而在实践的时候往往会
执其一端，难以跳出思维的怪圈。

风靡的经典吟诵

自台湾某教授推广吟诵以来， 大陆地区
掀起了吟诵浪潮。 把吟诵作为学生的表演项
目，在很多学校已经是事实。

就吟诵的内容而言，比较广泛，包括古诗
词、文言文和经典选读。 但有些语文老师并不
知道《三字经》、《弟子规》是古代蒙学的教材，
还不能称为经典。 真正的经典，浅显一些的是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深奥一些的
是《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等。 能够称
为国学经典的书还是很多的，而在小学能读的
还是不多的，尤其是整本书。

就吟诵的腔调而言， 如果真的按照古腔
古韵，显然是很难的，因为据说除了几个专门
研究者， 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过去究竟怎样
吟诵。因为过去并没有音频资料的留存，即使
是研究吟诵的学者， 对某些吟诵调也只是推
测。 很多语文老师能抓住的就是“平长仄短，
依字行腔”的规律，孩子们也就按照老师教给
的方法学习吟诵。

就吟诵的气势而言，人数可多可少，学生
穿上传统服饰，比较壮观。 教师和学校也容易
操作，尽快成型，形成特色，这也是学校选取吟
诵作为特色的原因之一。

“国学”推广人的价值观是，现在记住了，将
来用的时候，一是能够拿出来，二是能够再次消
化吸收。 有些语文老师把吟诵作为弘扬国学的
重要手段，甚至认为吟诵就是国学，显然有认识
上的局限性。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
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称我国传统的学
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
等。 ”可见，国学包括的范围是很广的，文学也只
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我认为古诗词是国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诗词的篇幅短小，语言押韵或对仗，易读易背，
而且意境深远，比如《诗经》。语文老师和学生一
起多读、多背、多领悟、多应用，把诗词的意义、
语言的魅力深深印入小学生的内心， 化为他们
的思维符号，这是很切合实际的做法。

疯狂的图画书

现阶段，图画书成了大众心目中儿童文学的
代表和代言， 除了专门的研究者和资深阅读推广
人，很多人把图画书当作儿童文学的全部。 于是，
图画书教学一度成为热点，并且有经久不衰之势。

好的图画书， 故事相对完整， 哲理深刻，
容易引起读者的感悟和思考。 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 可以停下来猜测故事的情节， 也可以就书
中意义进行讨论， 还可以让学生结合图画内容
进行创编。 儿童文学推广人的价值观是儿童文
学作品，无论是语言还是意义都是贴近儿童的，
能在儿童的内心发生作用， 将来会影响他们的
一生。 很多老师认为，图画书是因为有图画，所
以适合学生阅读。 对幼儿园和低年级的孩子而
言，图画语言的理解能力确实很强，能够依靠观
察图画，获取大部分信息，进而建构意义。但是，
对小学中高年级的孩子而言就不是这样的。 我
们曾经进行过这样的尝试， 让中高年级的孩子
阅读大量英文原版的图画书。英语是第二语言，

在选取图画书的时候，降低难度，把国外幼儿园
和低年级的图画书让学生读， 结果很多学生没
有兴趣。 语言是符合他们的水平了，但是，思维
难度降低，学生对内容不感兴趣。 可见，阅读内
容的选择要基本符合学生发展的规律。

儿童文学是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作
品，包括儿歌、儿童诗、童话、寓言、儿童故事、儿
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曲艺、儿童戏剧、儿童影
视和儿童科学文艺等。从定义中很容易看出，儿
童文学包括的领域非常广， 图画书只是儿童文
学一种表达方式。

儿童文学的阅读， 在小学大概应该有一个
序列，低年级以儿歌、童谣、儿童诗、童话为主，
中年级以寓言、儿童故事、神话为主，高年级以
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戏剧为主。 文学阅读
并非阅读的全部，科学文艺、人文传记类的作品
也应该是儿童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儿童
的阅读应该包括文学、科学、人文等多个部分。

随波逐流的阅读

我在小学教语文22年，自认为重视阅读也
差不多有22年，信奉“开卷有益”。

开始是让学生自由阅读，在班级和学校开展
自由阅读课，带领学生在阅览室看书，但是，基本
不组织讨论， 只是做点读书笔记。 自2005年开
始，把儿童文学引进语文课堂，在全校推广儿童
文学阅读。后来，又开展了数学、英语、艺术、哲学
等阅读。 倡导单元整体教学，对照着教科书单元
推荐阅读内容， 语文学科推荐的都是整本书，数
学等学科除了整本书， 还组织相关阅读材料，为
此编写了《哇，好有趣的数学》等6本数学读本。我
们编写的《经典诵读》，把儿歌、童谣、古诗词、文
言文等整合起来，供学生晨读时使用。 在我们学
校，学生6年要背诵300首以上的古诗词，还有不
同数量的儿歌童谣和文言文。

我认为，阅读应该是多元的，这个多元是能
够促进学生思维的多样化， 是接受事物的多样
化。在小学阶段，多阅读、多积累，能够养成阅读
的习惯，并进行阅读思考，这就是阅读的意义。

在我看来，国学高深，就像远处的灯塔，它
的光指引你在黑暗中摸索和前行， 最后到达你
该去的地方；儿童文学温润，就像手中的灯笼，
照亮前方几米远， 循着这光亮走向你想去的地
方。 在小学阶段，阅读目标的缺失、阅读课程的
不健全，导致了阅读内容的随意性，老师喜欢什
么就让学生阅读什么，而不是根据学生的需要。
因此， 建设小学阅读课程应该成为更多语文教
师的重要职责， 至少是在推广阅读的时候有个
序列。让国学和儿童文学能够在小学相遇，并且
能够彼此抵达。

（作者系特级教师、 儿童阅读推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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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讲述《熊猫的故事》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艺术无国界，童心无国界，人类对
动物的情感也没有国界，图画书《熊猫
的故事》 正是这些要素几近完美的结
合。近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举办国际
版权推介会，《熊猫的故事》以聚焦“国
宝”的“尊贵”题材、铅笔画的朴素表达
和高品质的艺术水准引吸了众多读
者、海外出版社和版权代理人。

《熊猫的故事》是一本黑白素描绘
制的图画书， 通过有限的文字和生动
的图画传递着人和熊猫的关系。 该书
的特别之处， 在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组织了一支国际化的创编团队： 日本
福音馆资深图画书编辑、 旅日华侨华
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长唐亚明先生
是本书的文字作者，而“国宝”的那些
憨态可掬的形象和温驯可爱的神态则
出自日本著名铅笔画家木下晋先生之
手。 喜欢图画书的读者一定能从画面
的光影和笔触中捕捉到木下先生的另
一本图画书《阿春奶奶的手》的神韵，
跟那本书一样，《熊猫的故事》 的装帧
设计同样由国际知名平面设计大师杉
浦康平先生担纲。

为了还原真实的大熊猫，作者专程
前往四川大熊猫基地体验生活，搜集素

材，创作写生。 在熊猫的故乡和珍贵的
大熊猫亲密接触，画家木下晋按规定情
境完成画作后，仍然无法抑制创作的冲
动，一幅幅精彩的画作让唐亚明难以割
舍，不得不考虑重新调整故事。

“现在的地球处在危机之中，人们
对环境的破坏， 对一些濒危野生动物
的生存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 人们需
要对环境和生命作出一种反思。”木下
晋亲临推介会现场， 他想通过此书对
人类发出一种警示：“大熊猫是中国的
国宝，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不仅仅是
让孩子， 还让更多的成年人了解大熊
猫，了解中国，了解世界环境下动物、
人、自然三者间紧密的联系。 ”

中国画中有“墨分五彩”的说法，
但是素描的层次更多。 该书责任编辑
魏钢强介绍：“木下晋先生使用了从
9H到9B等22种型号的铅笔。 图画书
更重要的不是工具， 而是它表达的那
种情感，不卖萌，不讨好，不是一碗心
灵鸡汤。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
说，该书是继波兰著名插画家麦克·格
雷涅茨之后，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与国
外作者的又一次合作，《熊猫的故事》
这一带有强烈中国元素的图书的输
出，将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认同感。

让人文经典成为大众读本
■孙永云

40多年前，在我家的胡同口，有一个专门
向小孩子出租漫画书的小店。 地上铺着一张大
大的黑色塑料布， 上面摆满了孩子们喜欢的各
种漫画书，只要花一元钱就可以租上一本。就是
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漫画。

上中学时， 我担任班里的图书委员。 学校
的图书馆拥有10万册藏书， 我几乎每天都要在
那里值班， 边打理图书馆边读书， 逗留到晚上
10点。 那个时期， 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比如
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 和我同龄的孩子都觉得
枯燥无味， 而我却至少读了4遍， 每次都激动得
手心出汗。 还有赫尔曼·黑塞的 《德米安》， 为
我青春躁动的叛逆期带来了许多抚慰， 我还曾
经因为熬夜阅读金来成的 《青春剧场》 而考砸
了第二天的期中考试。

那时我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经营一家超大
型图书馆，可以终日徜徉在书的世界。同时，我还
想成为一名作家，写出深受大众喜爱的作品。而现

在，我又有了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创作一套
精彩的漫画书，可以为孩子们带去梦想和慰藉，
帮助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自己的人生。

“看漫画读经典系列” 包括《伽利略的对
话》、《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西塞罗的论
义务》、《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社会契
约论》、《柏拉图的理想国》、《弗洛伊德的梦的
解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8册， 是从韩国
首尔大学推荐给青少年的必读书目中精选而
出，并以漫画的形式解读成书。可以说，这些经
典名著凝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铸就了人类文
化的金字塔。由于原著往往艰深难懂，很多人
都是只闻其名，却未曾认真阅读。

现在这套漫画书就大为不同了， 它在准
确传达原著内容的基础上， 让人物与思想都
活了起来。 这套书的制作可谓是系统工程，
它是由几十位教师和专家组成的创作团队执
笔， 再由几十位漫画家费尽心血， 配以通俗
有趣又能准确传达原著精髓的绘画制作完
成。

因此，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是一套非
常优秀的人文科学类普及读物。 它不仅适合
儿童和青少年阅读，也适合成人阅读，特别是
父母与孩子一起阅读，就如同现在有“大众明
星”、“大众歌手”一样，我非常希望这套“看漫
画读经典系列” 图书， 可以成为广受欢迎的
“大众读本”。

“金书签”中国阅读小达人评选启动

“读有营养的精选好书，做有思想
的阅读达人”，近日，首届“金书签”中
国阅读小达人评选暨中央电视台“中
国读书少年” 选拔活动启动仪式在北
京国际图书节上启动。

活动现场，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
和当当网先后与组委会结成了战略合
作伙伴，组委会将和《读书》栏目共建平
台，共同选拔优秀阅读小达人。 当当网
也将开辟专区，邀请专家学者投票选出
“金书签”中国少儿年度赞书榜。

据介绍，“金书签” 阅读活动分为
海选、地区初选、地区晋级选拔、地区

总选拔和全国总选拔5个阶段， 将根据
学生各年龄段的阅读特点，通过阅读表
演、阅读演讲、阅读辩论、阅读创作等充
满趣味的形式，使他们更积极地认知世
界，在阅读中养成思考和探索的习惯。

该活动由韬奋基金会、 中国图书馆
学会、中国写作学会阅读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童书联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市家庭阅读研
究推广基地主办。作为“百社千校书香童
年”阅读活动的一部分，参会嘉宾还向10
家学校代表捐赠了图书。

（却咏梅）

感受罗大里经典作品的魅力

近日， 由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和中
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共同举办了
意大利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贾尼·罗大
里的经典作品分享会， 意大利驻华使
馆文化参赞史芬娜女士向中国小读者
推荐了罗大里的作品， 在她看来，“罗
大里的童话浅显易懂， 题材多来自日
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 加上绝妙的想
象力、诙谐的笔调，使作品既荒诞又滑
稽，角色有亲和力。”

罗大里在书中说，“为什么” 游戏
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游戏之一，孩

子们问“为什么”的频率比成年人要高
得多，他们的问题滑稽、奇异、有趣……
正是因为罗大里总是与孩童站在同一
阵线，为他们发声，所以他的文字具有
一种特殊的感染力，能一下子就把读者
给迷住。他曾说过一句很动人的话：“没
有什么，比孩子的笑更美。”他写作的一
大目的，就是带给孩子们欢笑。

在现场， 儿童阅读推广人阿甲与小
读者们分享了罗大里的《一笑而过的故
事》，他建议小读者不必按部就班地从头
阅读，可以翻到哪里读哪里。 （刘晓）

麦田守望

女生文学作家千鬼黛、铁铁读者见面会举行

《意林·小小姐》独家签约作家千鬼
黛、铁铁携她们的萌系图书《悠莉宠物
店》、《钢琴小淑女》 近日来到北京顺义
站前街新华书店，为小读者们带来一场
“萌宠”与“钢琴曲”齐鸣的精神盛宴。

在读者眼中， 千鬼黛和她笔下的
人物一样精灵可爱。当被问到《悠莉宠
物店》的创作灵感时，她说：“这个系列
小说的灵感来源于人类与动物间那种
天然的纽带， 而贯穿作品始终的正是
由这种纽带所‘萌’发出的爱。 这种爱

不仅仅是要去保护爱护动物， 更是要
用心去善待每一个生命”。

“每一个读者内心都有着纯真美
好的淑女情怀，我希望通过《钢琴小淑
女》将这种情怀传递下去”。 表面上大
大咧咧的铁铁，骨子里还是很淑女的，
她谈到当年选择画画遭到了家里反
对，但是她没有放弃，最终走上梦寐以
求的漫画作家之路， 她坦言：“很庆幸
坚持了当初的选择， 今天才能够站在
大家的面前。 ” （赵赵）

走下去，就会遇见惊喜
■余耀

真的很羡慕《母鸡的旅行》中那只名叫佩
吉的母鸡，本来她只是住在小镇街角的一间不
起眼的屋子里，生活平淡、安闲。她和邻居们，
包括那群鸽子并没有什么交往，只是在吃饱之
余自娱自乐一番，然后远远地望着那些鸽子飞
来飞去。她最熟悉不过的就是院子里的向日葵
了,据说它总是追着太阳改变自己的方向。

可是，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打破了佩吉平
静的生活。那是一阵大风忽然而至，卷起了地
上的树叶、枝条，还有这只有些惊慌的母鸡。
这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母鸡， 随风来到了
离家很远的一个地方， 这里的房子与她的家

乡不同，这里的人也和家乡的不一样。
事已至此，慌恐、害怕都于事无补，倒不如

面对现实，大胆地走下去。城里的新鲜玩意儿让
佩吉的好奇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在一连串的
新奇与兴奋之后，佩吉好好地睡了一觉，竟然梦
到自己家里的那个不起眼的小窝。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 也算是一部不错
的儿童文学作品了， 但是优秀的作品总会给我
们带来“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惊奇与赞叹。佩
吉在无家可归的时候， 忽然看到一个自己熟悉
的向日葵， 原来是一个女孩抱着一把向日葵在
行走。佩吉尝试着在这向日葵的指引下，走上了
火车， 不一会儿， 佩吉就觉得窗外的画面在移
动，楼房、大树也飞快地奔跑起来。当佩吉欣赏

着这奇观的时候，向日葵不见了。乌云堆满了天
空，寒风刮了起来，一群鸟从佩吉的头顶上飞过。
是鸽子，于是，佩吉跟随着它回到了自己的家。这
次旅行之后，佩吉好像有些变化，她除了享受生
活之外，还会和鸽子们聊聊天，一起玩耍。

优秀与经典从来不告诉读者一个枯燥、干巴
巴的道理，相反，它用一个个生动、有趣的画面让
读者看到什么，自然也会让读者想到什么、感受
到什么。真的要谢谢这本书的作者安娜·沃克， 让
我们明白了勇气与智慧， 不仅仅是这只母鸡旅行
时所具备的， 也是我们在未来行走时所必备的。

（作者系江苏省扬州市汶河小学副校长）
《母鸡的旅行》 [澳大利亚 ] 安娜·沃克/

文·图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阅读指导

702所“爱心图书室”学校教师获得培训

近日，第三届一汽丰田“希望工程
助学基金”教师培训计划结业典礼在北
京落下帷幕， 来自全国13个省市的参
训乡村教师们领到了结业证书。该培训
计划面向702所“一汽丰田·爱心图书
室”学校和10所希望小学，通过著名学
者专题讲座、 教学实地观摩体验等，帮
助他们开阔眼界，拓展思维，学习现代

化的育人理念与模式。
据了解，“一汽丰田·爱心图书室”

项目是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一汽丰
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联合于2006年发
起， 计划每年建150所，4年完成600所
的目标。 项目开展至今，已先后在全国
建成702所，为数十万乡村儿童捐献图
书近百万册。 （李燕）

新书速递

“看漫画读经典系列”（8册） 【韩】
孙永云策划 科学普及出版社

阅读推荐

在小学阶段，多阅读、多积累，养成阅读的习惯，
并进行阅读思考，这就是阅读的意义。 李怀源 摄

心念所
及只是一个
美妙的梦想
而已，若要梦
想成真，还需
要迈开脚步，
亲力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