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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现场

读家关注

传统文化如何走进学校
———以“校园大精小怪”系列为例

■詹悦

“通过怎样一种方式， 让孩子在快乐中
学到一些传统文化， 是我近年来在儿童文学
创作中一直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日前， 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葛冰的新作“校园大精小
怪” 系列首批4本 《八百精灵》、 《第十支天
箭》、 《快闪车王》、 《水星文密码》 由接力
出版社出版。 该书讲述的是一个充满童真童
趣的当代校园惊幻故事， 作者首次尝试将中
国传统文化 《山海经》 和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写作手法相结合。

在谈到创作初衷时葛冰表示：“我创作儿
童文学多年，写的门类比较广泛。其中包括幽
默校园小说、神秘动物小说、侦探小说、幽默
武侠小说、惊险小说等，至于童话，更是各种
风格都尝试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把这
十八般武艺融会贯通， 创作出一种适合自己
独特风格的作品，让自己的作品叫好又叫座，
这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期待。”

但是， 这些努力能否得到一线教师的认
同？以《山海经》为出发点展开想象的少儿文
学作品， 是否能够在传承传统文化上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还需要在实践中找到答案。

被动学习不如主动探索
如今， 不少家长非常重视对孩子进行中

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比如， 在孩子很小的时
候， 就已经开始让他们背诵古诗词、 三字经、
千字文等， 也会给他们讲一些有关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历史故事以及购买有关的书籍。 葛冰
表示， 从家长的角度看， 只要能让孩子学到知
识， 基本上都是无条件支持的。 安徽省池州市
石台县大演中心学校姚丹丹老师非常赞同， 但
是她认为， “很多家长都盲目地为孩子选择未
必合适这个阶段孩子阅读的书籍， 忽略了孩子
的年龄、 阅读习惯以及阅读兴趣等非常重要的
因素， 结果导致孩子在被动地接受灌输， 失去
了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阅读兴趣大减。”

其实在今天， 我们的小学语文课堂上处
处能见到这些传统文化的身影， 有些学校还
会编写出校本教材供学生学习。 但是仅仅靠
课程教材是远远不够的， 如何让孩子从被动
学习转为主动探索， 课外读物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

“寓教于乐” 最重要

“现在人们更多的是通过诵读的方式让孩
子熟记经典， 很多媒体通过电视、 广播对传统
节日进行宣传， 家长也通过国学培训班的形式
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据我所知， 北京
和南京的国子监就设有免费的国学课， 让孩子
在仿古的学习环境里学习传统文化佳作， 而最
近北京101中学在圆明园的传统成人礼更是把
传统文化的传承推上舆论尖峰。” 姚丹丹老师
坦言， “现在向孩子传授传统文化， 除去学校
开设的课程， 主要通过让孩子阅读有关历史故
事、 古代英雄传奇、 古典诗词、 祖国风景名
胜、 历史遗迹等方面的书籍来表现。”

在葛冰看来， 让孩子走进经典， 读书是最
主要的方法。 “孩子喜欢的书， 不用老师和家
长督促， 他也会自觉去读； 对于自己不喜欢看
的， 你强迫他看， 他也未必能看下去， 所以我
们讲的‘寓教于乐’ 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孩子
读书， 绝大多数喜爱现代的、 贴近自己身边生
活的、 内容生动有趣的书。 而介绍传统文化的
书的内容往往距离孩子身边的生活也比较远，
如果故事性比较差， 孩子就更不愿意看了。”

“记忆内容很简单， 但我们需要让孩子们真
正领悟传统文化的思想， 对大多数孩子而言，
书籍还是他们最便捷、 最直观的接受形式。” 姚
丹丹老师认为走进经典首先要引起他们的兴趣，
她认为，“‘校园大精小怪’系列借用了《山海经》
中的原型精怪们打造出一个个现实事件， 这些
英雄好象就在孩子们身边， 做着他们正做着的
或做过的或不敢做的事， 讲他们讲着或讲过的
或不敢讲的话， 经历着他们经历过的或即将经
历的或从未经历的事情。 其实， 等孩子们稍大
点， 他们愿意去寻找这些英雄的出处时， 那时
就会在传统文化积淀的海洋里去寻找的， 肯定
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 作为一名语文教
师， 我会鼓励孩子去阅读丰富的课外读物， 发
现中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之美， 体味中华民族
文化的智慧和魅力。” 姚丹丹老师说。

“一口气看完” 是孩子最好的评价

据葛冰介绍， 他在创作“校园大精小怪”
这个系列时， 首先是选择传统文化中有价值
的、 故事性最强的内容， 其次是在表现形式上
加入现代因素， 同时把它引入孩子身边的生
活。

在书中我们看到，“校园大精小怪” 系列的
故事多起源于《山海经》，《山海经》被称为中国
古代三大奇书之一（另外两部《易经》、《黄帝内
经》）， 它汇集了中国史上最优美的童话， 比如
《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神
农尝百草》等，写了4830种神兽、2665种神木、
132个奇异国度，涉及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神
话、生物、医学等，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丰厚的
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想象力非凡的惊世之作。

其次， “校园大精小怪” 系列在写法上，
采取了现代小说的手法。 一般人演绎古代经
典， 类似讲民间故事， 容易出现故事老套的毛
病， 他在这方面有意进行了大胆尝试。 保持经
典的原汁原味， 以此为出发点， 用现代手法演
绎成全新的小说。 把古典神话和当代人所关注
的重大题材结合起来， 比如后羿射日和现代科
幻中的小行星撞击地球， 精卫填海和海啸灾
难、 盘古开天辟地和“治理雾霾” 等， 把这些
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完全放到现代的环境中， 可
以说， 这个系列中的每部小说都塑造了一个感
人的形象， 围绕人物命运展开， 通过这些英雄
形象把经典推陈出新。

再其次， “校园大精小怪” 系列故事背景
全发生在现代小学校里， 一个前面临海、 后面
靠山的山海经小学。 神秘的时光通道使得山海
经世界里的人、 神、 鬼、 怪， 无声无息渗透到
这所小学， 替代某一个学生或老师， 这样设置
更贴近生活、 贴近儿童。

“让这些化身为儿童的精怪们同孩子们在一
起感受喜怒哀乐， 经历各种各样神秘、 惊险、
悬疑、 有趣的故事， 孩子们拿起书来一口气就
能把它看完。” 葛冰对此充满期待。

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感受快乐， 方法是
多样的， 但探索的道路仍然艰难而曲折， 姚丹
丹老师感叹道，“葛冰老师的亦师亦友不啻为我
们借鉴的榜样， 他的作品能受到大家的欢迎，
也是源于他对学生心理的细腻观察以及能与学
生同一视角出发吧， 我为孩子们在极合适的年
纪能看到此书深感欣慰。”

“校园大精小怪” 系列 （首批4本）， 葛冰
著 接力出版社

自党的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在讲
话中提到中
华文化源远
流长，鼓励我
们学习和继
承优秀的传
统文化 。 因
此，如何以读
者喜闻乐见
的形式传承
传统文化的
精髓，是值得
我们去探讨
的。

幽默，是一种生活态度
———献给绘本界的喜剧之王

■胡琦

不得不说，就如《“嘻嘻哈哈”帕梅
拉喜剧绘本》 这套书的系列名字一样，
在我翻开这些故事后，就一直嘻嘻哈哈
笑个不停。这位让人亢奋、激动、欣喜的
作者就是澳大利亚知名童书创作
家———帕梅拉·艾伦。 她的故事有一点
滑稽、有一点笨拙、有一点幼稚，甚至有
一点“丑”。但是，在看完一本之后，你会
惊讶地发现，它竟“丑”得很特别，“丑”
得让你发笑，“丑”得让你忍不住接连往
下看。

它不属于人们心中那种传统的、
典型的、具有第一眼冲击力的绘本，它
的画面非常简单，随意涂画的小人儿、
大面积的背景留白， 图画没有精心雕
琢和修饰的亮点， 就通俗的审美眼光
来看，它确实不出彩，可是，它就是有
这样神奇的魔力，吸引着你，让你爱不
释手。 它是一套真正为孩子而生的幽
默哲学绘本，一套让你开怀大笑，又让
你静静反思的绘本。

《梨子树上有个梨》 的故事情节非
常简单，但呈现出来的戏剧效果却让人
惊喜万分。两个小家伙发现了树上的梨
子、想法设法去摘：他们叠罗汉、扛梯
子；他们左摇右摆、大呼小叫，最后竟笨
手笨脚地摔进了池塘，弹飞了熟睡中的
大鹅！更可笑的是，大肥鹅最后掉落到
树上压弯了枝头，当梨子被轻松地摘到
之后，大鹅又被树枝弹回了池塘，囧态
百出地上演了一出完美的喜剧。

看着这一串串故事， 我仿佛变成
了一个剧院里面的观众， 当红色帷幕

拉开之后， 接连出场的角色都变成了
卓别林式的喜剧明星，一个个都扭动着
灵活的四肢， 他们的表情变化多端，他
们的故事奇思妙想，他们的结局不可思
议。大多数时候，你会忍俊不禁，还会被
突然的“意外惊喜”吓得一激灵，你睁大
眼睛还没回过神来，他又突然吐起舌头
做起鬼脸，让你哭笑不得！书中流露出
的那种滑稽、那种无厘头、那种散发着
“麻烦味道”的孩子气，让你“生气”，让
你欢喜。

如果， 你理所当然地以为这就是
一套滑稽的笑话书而已，那么，你又错
了。它能给你的除了开怀大笑，还会让
你收获更多意想不到的小秘密， 这些
小秘密会悄然改变你的心态， 在不觉
中好像明白了什么，理解了什么，甚至
改变你的生活轨迹。

人们总是费尽心思地去寻求生命
的意义，却忘记了活在当下，就是生命
的真谛。一路的嘻嘻哈哈，一波三折，人
们总是经历了一个大圈之后，又回到了
最初的起点。 你笑到流泪之后发现，无
论生活是好是坏， 经历的是悲是喜，它
就在那里， 而你的心态决定了你的生
活。“嘻嘻哈哈”的人生不是真傻，它是
一种心态，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回归。

相信你们会喜欢上这套有点“傻
里傻气”的故事。如果，它能给你和你
的孩子带来快乐， 让你们在忙碌了一
天之后笑一笑， 给你们的生活添点乐
子，那就足够了。

《“嘻嘻哈哈”帕梅拉喜剧绘本》（共
10册），[澳大利亚] 帕梅拉·艾伦 图/
文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爱的传承
■曾宏燕

一本薄薄的书， 一个普通的书名：
《爱———外婆和我》， 几十幅简简单单的素描
小插画。其“爱”的主题、“亲情”的内容，也不
稀奇，没有任何“讨巧”之处。

唯一可以说有些不平常的， 是作者殷健
灵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除此之外，它不具备
时下任何“吸引眼球”的要素。可就是这样一
本看来似乎很不起眼的书，却让人动容，潸然
泪下。而这只与书有关，与作家名气无关。

这本书，我流泪读完。首先想到的是，应
该让孩子们读读这本书。继而还想，若有机会
的话，我要选取其中的部分内容，给孩子们上
一堂课。

都说“爱”是永恒的话题，可时下写“爱”
的书，好作品少，有的甚至“媚俗”、“做作”、
“矫情”……可你读这本书，会有被“爱”温暖
拥抱的感觉，听着她在你耳畔轻轻地述说，你
的心会不由自主地随着这本书的心跳， 一起
颤动。

“当我出门的时候，不再有人颤颤巍巍跟
到门口，朝我挥着手像孩子一样地说：‘再见，
早点回来’，回来的时候，也不再有人坐在沙
发上，眼巴巴等着让我抱一抱。”我看到，老人

颤巍巍地跟在外孙女背后，送她出门上班，叮
嘱着“早点儿回来”。外孙女回来了，在沙发上
坐着的老人，开心地看着跑过来的外孙女，享
受等待了一天的拥抱。

外婆去世了，“一个人开车的时候， 我故
作轻松地对空空如也的后座说：‘外婆， 我们
出去兜风啦！’”我似看见，话刚落音，作者夺
眶而出的泪水……我还看见， 昔日外婆坐在
车后座，看着窗外风景，和她说着话，“灵灵，
侬看……”。现在，她心里那已经空落落的地
方，再也无人可以替补。

外婆在世时，“我们4人总是形影不离，无
论去哪里，吃饭、逛超市、看戏、旅游。将近
100岁的外婆， 一定是超市里最老的推车顾
客，一定是戏院里最老的戏迷，一定是饭店里
最老的吃客， 一定是风景区最老的游客。”是
的，一定是的，我信！而现在，“我和父母很少
一起出门，……”只因为，其中少了外婆。曾经
4人相伴出门的以往， 会随时触及心里最柔
弱的地方，令人心伤。这样的祖孙深情，这样
的爱意亲情，谁能想到，却是非血缘意义的亲
情：妈妈是外婆领养的女儿。令人意外，更令
人感慨：爱在这里，超越了血缘的局限而飞入
更广袤的情感世界。

书的题目是“爱———外婆和我”，而我读
到的是“爱———外婆，妈妈和我”。作者写的是
外婆去世后的悲哀和思念，而我感受到的是，
爱，浓浓的爱，无尽的爱。

面对这样的爱，你无法无动于衷，你无法
控制眼里的泪水。

外婆、妈妈和我，“爱”，就是这样地在这
祖孙三代间传递，让我想到：爱的传承。人类
始于文明的爱，之所以生生不息，正是在如此
的传承中得以延续。外孙女眼里“平和可爱”
的外婆，以她“原始”的方式，养育了女儿，看
护了外孙女，她不识字，但她有文化，她的文
化就是朴素的爱，天性的温和，禀赋的善良，
这足以使她具备教育者的良好素质。 她不懂
什么教育理论， 但她懂得以最有效的方式教
育孩子，即她本色的身体力行。托尔斯泰有句

话，“在教育之中， 最重要的是无意识的感化。”
外婆的身体力行便是这“最重要的”。她以爱滋
养孩子的心灵，潜移默化，孩子便也顺应爱的召
唤而向往美好。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作者在
书中写到外婆对她的“溺爱”，甚至可以说是“放
任”，但我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外婆
以“爱”包容孩子成长中的“小叛逆”，是给孩子
的成长以一定的自由度， 孩子幼时蹒跚学步尚
且需有摔倒爬起的过程， 何况孩子在成长的重
要阶段出现的“不循规蹈矩”呢？让孩子去经历，
没什么不得了的， 这也证明了我一直认定的道
理：爱，是有智慧的。真正有意义的教育，绝不是
不许孩子犯错误， 而是让孩子从错误中吸取教
训更好地成长，而外婆的爱，就有这样的智慧。
当然，我还认为，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她相信自己的外孙女，同时，也对自己的爱有足
够的信心，对一个成长中的孩子，还有比信任和
信心更重要的吗？而这信任和信心只能来自爱。
爱，在这个家庭里，就是这样传承着，成为爱的
河流里的一条小溪，源远流长，即使生命死亡，
也不会中断其流淌。

作者的这本书讲的就是这条小溪的一些故
事。我注意到，在这本以“爱”为主题的书里，没
有任何说教，只有爱的流露。“流露”很重要，那
是一种自然的呈现，爱，因其自然而有感染力，
也可以说，“流露”亦是一种“无意识的感化”。当
然，它只能来自心有真爱的人。爱的“流露”，有
如淅淅沥沥的小雨，渗入泥土，使之松软、湿润，
从而适合爱的萌芽和生长。

最后，我想指出作者文中的不确之处，她写
道，“我没有让外婆享受到拥有第四代的天伦之
乐”，怎么没有呢？那一本本书不都是你的孩子
吗？ 外婆不也从这里享受到了天伦之乐吗？虽
然，她不识字，但你的每一本书，她都会开心地
捧在手里，为你骄傲啊。更重要的是，你的爱，你
从外婆、妈妈那里传承的爱，不正是通过这些孩
子传承给了更多的人吗？

我还想告诉作者， 我已开始计划给孩子们
讲讲外婆和她的故事，一个“爱的传承”的故事，
一条源远流长的小溪的故事。

“周恩来南开中学”系列丛书出齐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
人民出版社和天津南开中学联合在北
京举行《周恩来南开中学习作释评》、
《周恩来南开中学论说文集》 首发式，
这两本书是继《周恩来南开中学作文
笺评》之后，进一步发掘周恩来在天津
南开中学求学期间的思想轨迹和成长
路径的文化成果。

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期间，除了完成
52篇课业作文之外，还写作了大量其他
各类文章。《周恩来南开中学习作释评》

收录了他在校园刊物《敬业》和《校风》上
发表的53篇文稿。《周恩来南开中学论说
文集》则选取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课堂、课
余写作的、具有论说色彩的文言文习作，
翻译成白话文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据了解，《周恩来南开中学习作释
评》和《周恩来南开中学论说文集》两本
新书，连同此前出版的《周恩来南开中
学作文笺评》，3本书构成“周恩来南开
中学”系列丛书，为全国青少年提供了
学习周恩来精神的新读本。 （伊湄）

《记者的梦想与实训》为学生记者作指导

《中国教育报》记者龙超凡的《记
者的梦想与实训》 一书近日由福建人
民出版社出版。 他结合自己在多家媒
体实习和指导实习生的经历， 撰写了
一些浅显、易读、可学的文章，试图帮
助学生们摆脱困惑、找准方向、扎实实
践，进而积累丰富的采写经验。

该书包括4部分：追梦聊天室是回

应学生记者在新闻成长道路上遇到的难
题、困惑，指导其尽量少走弯路；实习练
兵场是介绍到媒体实习的一些注意事
项，以及如何实习才更有收获；新闻会客
厅是结合具体案例讲述各类常见的新闻
采写技巧； 新闻故事汇则是告诉实习生
和通讯员在采写过程中记者的角色、对
新闻事件该如何应对。 （肖侗）

麦田守望

作家虹影与家乡孩子同读一本书

近日， 重庆女作家虹影与家乡的
孩子面对面，讲述“从奥当兵营到《奥
当女孩》”的创作体验，邀家乡孩子同
读一本书，从作家的视角和情感中，去
发现家乡的历史记忆与美， 丰富和提
升孩子的感受能力、表达能力，获取阅
读的方法。

《奥当女孩》是她的首部儿童文学
作品， 以重庆南岸法国水师兵营———
奥当兵营为背景， 结合奇幻的想象和

对生活的感悟，故事中对爱、善良和勇
气抱有的坚定信念， 抚慰着每一颗童
心。重庆的孩子们可以以《奥当女孩》
的背景地———奥当兵营为线索， 对这
段历史进行调查了解， 寻找更多相关
的历史资料。也可以找身边的景物、建
筑、现象等，写调查报告、论证文章、拍
摄图片作品、 绘制美术作品。 经过评
选后， 由作家点评并发表在《小学语
文报》 上。 （张丽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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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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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会做梦的孩子
■敖德

《皮波的旅程》是一本绚烂的书：
梦幻的色彩、景物和旅途，还有梦里
才会见到的物和发生的事……

会做这样梦的人不多了，除了孩
子。其实，会做这样梦的孩子也不多
了，只有那些没被这世界的世俗侵染
的孩子，才会做这样的梦。

原来， 会做梦也是需要能力的。
世俗的人做世俗的梦，功利的人做功
利的梦，而孩子最会做梦，他们的梦
五花八门，奇奇怪怪。有白日梦、浪漫
的梦、庄子的梦、蝴蝶的梦、飞翔的
梦、奔跑的梦……

在《皮波的旅程》一书中，青蛙为
了寻找他丢失的梦， 走过了5月鲜花盛
开的美丽牧场， 走过了6月长着美丽水
草的梦池塘，走过了8月……一直走过
一年四季， 最终他收获了小羊的友情，
也找到了自己的梦。

在别人的梦里，你知道青蛙会遇
到什么吗？青蛙看到了罂粟花，罂粟
花告诉他：她想在微风中飞翔。青蛙
遇见了鱼，鱼告诉他：他希望有腿，可

以走遍世界看风景。 青蛙碰到了水母，
水母告诉他：她想和星星跳舞。森林中
的树告诉青蛙：他们非常想念多年前在
这里玩耍的孩子。 林中的鸟告诉青蛙：
希望有几个朋友……

哦，原来罂粟花、鱼、水母和树也有
自己的梦，每一个梦都那么令人感动，最
触动内心柔软的感动是树和鸟， 他们的
梦，其实是唤醒我们曾经的童年，唤醒我
们心底的那份纯真，也许，正是孩子也只
有孩子，才是唤醒这一切的催化剂。

那么，梦是什么呢？梦就是孩子了
解这个世界的动机、一把钥匙，能让他
们打开一扇扇门，看到现实里、想象中
以及他们内心的风景。 而在梦中的路
上，还需有一个懂他们的陪伴，或父母，
或朋友，这样他们才会有一路的不可思
议，一路的天真和一路的丰富多彩。

梦也是不要我们忘记过往的一切，
经历过的所有事和遇到的各种人，尤其
是难忘的童年时光，那里是梦起飞的地
方，也是梦降落的地方。

《皮波的旅程》 [日 ] 刀根里衣著
杨玲玲 彭懿译 新蕾出版社

（作者系耕林童书馆总编辑）

真正有
意 义 的 教
育， 绝不是
不许孩子犯
错误， 而是
让孩子从错
误中吸取教
训更好地成
长， 而外婆
的爱， 就有
这 样 的 智
慧。

詹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