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周刊 特刊·
主编：王珺 编辑：却咏梅 设计:聂磊 校对： 冯华 电话： 010－82296621� 邮箱： queym@163.com2015 年 1 月 8 日 星期四／ 14

“我想知道
为什么”系列（共
20册），[英]西蒙·
亚当斯等著，谢
笛等译， 浙江教
育出版社

走近哲学，走进“小柏拉图”

■原浙江省教育委员会主任 邵宗杰

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哲学家， 提问和创
造是他们的天性， 他们需要的只是一扇通向
世界的大门。“小柏拉图”系列就是引导孩子找
到这扇智慧门的最佳哲学读物， 它从法国引
进， 一共讲述了10位大哲学家妙趣横生的故
事，并且配以精美的插图，由法国的哲学教授
和著名的插画师们联手打造而成。

哲学被诠释得这么有趣、易懂，而大哲学
家们的重要理论都被包罗其中。 爱因斯坦能
不能完成啤酒节的灯光设置？ 每天散步的康
德教授为什么有一天没有出现？ 苏格拉底为
什么不害怕死亡……脑袋里有什么奇思怪想
都可以尽情释放出来。 生活本来就很多姿多
彩，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具备思考的能力。 而
这正是很多中国小孩缺少的能力， 我们已
经有太多开发智力的儿童图书， 但人生是
复杂而曲折的， 怎么样让孩子具备独立面
对世界，处理问题的能力，这就要依靠哲学
的力量， 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少儿图书市场
十分缺少的一种类型。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也许可以借鉴西方
的教育。 在法国中小课堂里， 教师都直接使
用“小柏拉图” 系列的书， 为孩子们进行哲
学启蒙教育。 教师们在课后纷纷反映， 这样
的阅读有助于让孩子养成善于质疑、 勤于思
考的习惯， 并逐渐形成自己乐观独立的性格
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思辨能力。 哲学从来就不
是什么枯燥的大道理， 或者脱离生活的空
想， 每个孩子都应该尽情享受思考的乐趣，
从看似荒诞中收获真理， 由此在人生的每个
阶段都将受益无穷。 “小柏拉图” 系列就是
这样一套能陪伴孩子一生的书， 正如周国
平先生在序言中说的那样： “我相信， 走
进哲学殿堂的最佳途径是直接向大师学
习， 阅读经典原著。 我还相信， 孩子与大
师都贴近事物的本质， 他们的心是相通
的。 让孩子直接读原著诚然有困难， 但是
必能找到一种适合于孩子的方式， 让小柏
拉图们结识大柏拉图们。”

2014年度教师推荐的十大童书

孩子应该拥有这样的童年
■苏州星海实验中学 史金霞

“小莲游莫奈花园”系列是一套非常适合
城市孩子阅读的童书，由《小莲的花草四季》
和《小莲游莫奈花园》两本书组成，作者是瑞
典著名童书作家克里斯蒂娜·比约克和莉娜·
安德森。小莲的原型是莉娜的女儿尼可莉娜，
这个戴着可爱的小草帽的、 拥有迷人笑容的
小女孩，带着她对包括花草、鸟兽在内的大自
然的热爱与向往， 走进了世界各地小读者的
心灵世界， 带领着不同肤色的小朋友们经历
美妙神奇的自然之旅。

据说，《小莲游莫奈花园》 一书在美国的
出版颇为传奇。 由于英语版本在翻译过程中
对文本过于意译，原出版者瑞典方不满意，便
专门成立了出版社， 让它以瑞典方更加满意
的风貌呈献给英语读者。如此苦心孤诣，果然
大获成功，英文版一出，仅在美国，销量就超
过100万册， 并列入美国自然心理协会开出
的“孩子必读的200本书”名单。我不懂瑞典
文，也没有读过此书的英文版本，无法判断其
差别，但仅凭所了解到的这些信息，也为其严
肃认真的态度而折服。2014年， 这本书的中
文简体版终于与大陆读者见面。

我个人则尤为喜欢《小莲的花草四季》，
诚如封面推荐所言： “孩子的心最贴近自
然， 他们总是在一片落叶、 一场雨雪、 一株
植物的生长、 一串小动物的脚印中看到故事
与美好……” 这一切， 你都可以在这本书中
领略到。不仅如此，你还可以看到一个孩子是
怎样与自己的生活建立美好的关系， 帮助鸟
儿过冬，呵护积雪下看不见的冬眠小动物，给
花草换花盆……她不是温室里的小苗， 她是
一个活泼的孩子，她热爱生活中的一切，并用
双手、大脑和心灵，去创造、思考和感受。她是
自然的孩子，完整，快乐，健康，充满力量。

“孩子就应该拥有这样的童年： 拥抱自
然，走向世界。一定要把它推荐给更多的孩子
阅读， 让更多的孩子拥有感受并创造美的能
力。” 这是我在读此书时， 脑海中不断回旋
的念头。

一次奇幻的探索之旅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张敏

已经逝去万载的世界可能重现吗？ 沉睡
亿年的化石能否说话？ 答案是肯定的。《物种
起源·少儿彩绘版》的作者苗德岁先生是一个
讲故事的高手，虽然达尔文的理论比较艰深，
但在他的笔下，却是那么的通俗易懂，仿佛一
个个有趣的神话故事一样， 令人产生无限的
遐思。另外，苗德岁先生很好地把科学和文化
结合在一起。当我阅读到“龙生龙，凤生凤”、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些篇目的时候，
似乎感觉这是一部我国传统文化的著作。这
里面既有成语，也有俗语，还有古典诗词，体
现了苗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底。我想，苗先生将
深奥的科学知识以我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形式
表现出来， 不仅让小读者们能够较好地读懂
这本书，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既要学好科学
知识，也要积累优秀的传统文化，科学和人文
两条腿走路才能够走得又好又稳， 这也恰是
我们的教育改革的大方向。

在我们的阅读和学习中， 我经常告诉孩
子们要知人论世。 要想更好的阅读和更深刻
的理解，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了解作者。苗德岁
先生不仅全面地叙述了达尔文在《物种起源》
中的诸多理论， 还讲述了达尔文从幼年到老
年的一生故事，以及《物种起源》出版后受到
的各种诘难和对后世的各种影响， 让小读者
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丰满的、立体的达尔文，
而不仅仅是一个人名，一个冰冷的生物学家。

2012年，英国《新科学家》杂志公布了最
具国际影响力的科普图书评选结果，《物种起
源》名列首位，并被誉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
思想巨著”。芝加哥大学演化生物学家科依恩
更说过这样一句话：“读没读过《物种起源》，
应该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受过正规教育的标
准之一。”如果说这样一本经典的世界科学名
著，之前因为体例庞大，涵盖古生物学、地质
学等学科而难以让一般读者亲近， 那么， 苗
德岁先生的 《物种起源 （少儿彩绘版）》， 不
啻为一座有趣而又有益的、 通往经典的“桥
梁”， 一本极佳的科学启蒙读物。

征服心中那只狂野的野兽
■浙江师范大学 彭懿

《野兽国》初读上去，似乎只是一个简单
的幻想故事： 一个名叫迈克斯的小男孩惹恼
了妈妈，受罚不许吃饭就直接上床去睡觉。于
是， 他在自己的卧室里幻想自己坐船来到了
一个野兽国，他征服了那里的野兽，成为野兽
之王，率领一众野兽在森林里大闹了一场。最
后，他突然饿了，想回有人爱自己的地方了，
便又坐船回到家里， 他发现他的晚餐就摆在
桌子上，还是热的呢。

想读懂这本图画书，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
书里的野兽到底象征着什么。其实,它们是孩
子心灵深处的负面情绪， 是童年里的黑暗时
刻。在50年前，这确实是挑战了人们的认知，
打破了童书的概念。但是面对非议，作者莫里
斯·桑达克没有退缩，他坚信在每一个小孩的
内心深处，都藏着一只黑暗的、狂野的、随时
可能失控的、可怕的野兽，但孩子们可以依靠
自己的力量来征服它。

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孩战胜内心负
面情绪的故事：遭到妈妈惩罚的迈克斯，心中
充满了恐惧和愤怒， 他离家出走来到野兽国。
在这里，“他狠狠瞪着野兽黄色的眼睛，一眨也
不眨，用魔力把它们驯服。野兽们吓坏了，说他
是最野的野兽”。就这样，迈克斯征服了他内心
负面情绪化身的野兽。 这一切都是孩子的幻
想，大人可能会嗤之以鼻：这有用吗？对大人没
用，但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它太有用了。所以，
莫里斯·桑达克才会说：“为了征服野兽， 孩子
们会求助于幻想：在想象的世界中那些令人不
安的情绪得到解决，直到他们满意为止。通过
幻想，迈克斯消解了对妈妈的愤怒，然后困倦、
饥饿和心平气和地返回到真实的世界里……
正是通过幻想，孩子们完成了宣泄，这是他们
驯服‘野兽’的最好方法。”

有人说， 迈克斯的这趟野兽国的冒险之
旅，实际上是他的一趟“自我心灵深邃之旅”。
因为他是坐船抵达野兽国的， 而穿过水面这
个意象，就代表着他进入了深层的、潜意识的
世界。

让孩子自己寻找未知的答案

■浙江省杭州莫干山路小学 张怡

面对新鲜与未知的事物和现象， 好奇心
总能引起孩子们了解和探索的本能， 而这份
宝贵的好奇心正是引燃他们智慧火花的原动
力。 当孩子随着年龄增长， 和大人的对话会
增加许多“问号”， 五花八门的问题接踵而
来， 大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劲头， 搞得大人
很头疼。 其实这种追根究底的精神， 正是奠
定孩子追求知识的基石。 或许孩子的问题千
奇百怪， 大人们当然不可能万事知道， 但也
不必急着将答案告诉他们， 因为孩子的好奇
心是永远需要受到保护和激发的。 引导他们
自己观察思考、 鼓励他们自己寻找答案， 或
许您的孩子将因此变得与众不同。

“我想知道为什么” 系列是世界知名学
者和顶级插画师耗时20年完成的合璧之作，
也是国际上主流的拓展探究式阅读科普图
书。 完全不同于国内常见的厚厚的、 毫无科
学知识系统的碎片式“注水肉” 科普百科图
书， 该套图书每册一个主题， 每页都设置有
与主题相关的延伸内容， 力求最大程度满足
孩子的好奇心、 拓展孩子的视野， 让孩子自
然而然地把科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书系内容包罗万象： 远古的传说与奇异
事件、 光怪陆离的自然现象， 精选了小读者
们感兴趣的800个问题， 并用生动亲切的语
言、 精致的图片， 将这些大自然的神奇魅力
展现出来， 帮助孩子们开阔视野、 增长知
识。 “哪种恐龙的妈妈最称职”、 “什么是

‘死亡的语言’” 等， 孩子的好奇心， 当然不
只局限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世界各个角落
都有着令人好奇的事物， 等待孩子去发掘与
寻找。

少儿科普读物自然应将传播准确的科学
知识放在首位， 但这种传播与叙述不应该是
艰深、 刻板， 使人望而生畏， 而应是亲切
的、 通俗易懂而又充满趣味， 能够激发起孩
子阅读和探究科学的兴趣与乐趣。 相信这套

“我想知道为什么” 系列图书将会激发孩子
们主动发掘真相和寻找解答的动力。

在阅读的欢笑中成长

■常州市新北区三井实验小学 姚澄

一说起罗大里的作品， 大家的脑海中第
一个跳出的必定是《洋葱头历险记》。 是的，那
位充满着正义感、 拥有着大无畏冒险精神的
洋葱头为了救出父亲一路历险， 最终解救了
父亲，也解救了天下。当我们跟随着洋葱头一
路冒险， 也会在他一个个选择的十字路口感
受勇气的召唤，不管你是大人或是孩童。

说起罗大里的作品， 大家的脑海里可
能还会想起另一本书———《电话里的童
话》。 那位在药厂当业务代表、一星期要出
差6天的白先生，不管身在何处，每天晚上9
点都会准时打长途电话给小女儿， 讲一个
晚安童话。 那一个个或有趣、或诙谐、或幽
默、或抒情的童话故事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尤其对现在忙碌的家长而言， 读来心中必
定会有一个角落涌起阵阵暖意。

你也许听过很多国家的名字， 但你可
能不一定听过有一个国家叫———假话国。
在这里，海盗出身的国王规定，每个人必须
说假话：早上得说“晚安”，面包店里卖的是
文具……这该是个多有意思的国家啊！最
有趣的是，不管什么时候读着这本书，孩子
们总会忍不住发出“哈哈”的笑声。而每次
大笑之后，他们总会悄悄地告诉我：“老师，
看来说假话真的不是件好事。”

说到笑，细心的你有没有发现，读着罗
大里的书我们总是在笑呢。这位1970年国际
安徒生奖的获得者， 一直主张孩子们应当笑
着学习， 应当在笑声中明白事理， 应当在笑
声中成长， 通过作品他想告诉所有人： “那
些原本可以笑着学会的事情， 为什么非要让
孩子哭着学会呢？ 倘若把五大洲的孩子们因
为写错别字留下的眼泪统统收集起来， 恐怕
可以形成一条瀑布， 用来发电了。 但在我看
来， 其中的代价太过高昂。 在生活中， 犯错
误也是必要的， 错误可以像面包一样有用，
也可以像造歪了的比萨斜塔那样美好。” 这
就是罗大里， 一个让读者在阅读的欢笑中成
长的世界儿童文学大师。

缤纷故事点亮孩子的梦

■济南市胜利大街小学 闫岳蕾

初次与罗尔德·达尔的文学作品接触，缘
于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当时班里的孩
子们疯狂地喜爱上了这部电影， 为了拓展孩
子们的课外阅读，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我开
始关注小说原著的作者， 却发现在学生的课
外读物中早已盛传起《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女巫》和《玛蒂尔达》等罗尔德·达尔的经典
作品。 于是，我带着班里的孩子开始一本本读
起来，发现罗尔德·达尔的作品对于学生的阅
读和写作的帮助超乎我的想象。

《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 为小读者讲述
了这样一个故事： 大富翁亨利·休格偶然间
发现了一本尘封多年的医疗笔记， 这本笔记
揭开了一段惊世骇俗的往事———通过练习瑜
伽， 印度人莫哈特闭上双眼也能看见世间万
物， 能在熊熊烈火上赤脚行走。 一个电石火
光般的灵感在亨利的大脑里炸开， 他要利用
笔记里的奥秘练就一双透视眼， 横扫全世界
赌场的财富， 然而结局却出人意料： 亨利·
休格靠着20年赌场赢来的钱， 在全世界建
立起了21个孤儿院。

从这个传奇色彩浓郁的故事里， 孩子们
得到的远远不只是神秘和兴奋， 还有无尽的
深思： 一个自私自利的纨绔子弟原来只贪图
享乐， 为何后来赢来的钱财却做了慈善事
业？ 罗尔德·达尔从来不板起脸说教， 但他
的作品总能让小读者深思， 在不知不觉中获
得人生的启迪。

本书是国内首次出版的罗尔德·达尔中
短篇小说集， 是明天出版社出版的“罗尔
德·达尔作品典藏” 系列的第十三本。 这也
是一本作家的自选集， 作家精选了自己一生
中不同时期最满意的小说作品。

儿童文学作家徐鲁这样评价达尔的小
说： “他让我们相信了这样一种观点： 一本
好书所带给读者的往往不仅仅是一种愉悦，
也不尽然是一种感动， 而是一种狂喜。” 让
我们带领孩子们走进达尔的幻想世界， 令孩
子们收获童年最美的故事。

听文学大师给孩子讲故事

■深圳市景田小学 李学军

孩子不仅要从阅读中积累美词佳句，还
要从中汲取梦想和智慧，丰富他对世界、对生
命的感知。 当代最会讲故事的作家、1978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犹太作家艾·
巴·辛格专为孩子们创作的故事集《给孩子们
的故事》，凝结着一位大作家的人生智慧和对
孩子的殷切关爱， 同时也给孩子架起了一座
梦想的桥梁。

这个故事集子收录了作者辛格写的关于
一群傻瓜的讽刺故事，如《海乌姆众长老和盖
嫩德尔的钥匙》、《海乌姆城众傻瓜和一条蠢
鲤鱼》；一些取材于犹太民间传说和宗教智慧
的故事， 如《三个希望的故事》、《邪恶的城
市》；此外，还收录了一些辛格重新编撰整理
的寓言童话，如《挪亚为什么选择鸽子》、《两
片叶子的故事》 ……辛格写的很多故事的内
容都和孩子———小小的哲人心中的“稚拙问
题”有关：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天涯过去是什
么地方？ 人为什么生下来？ 人为什么要死？

无论是语言也好， 结构也好， 辛格的故
事讲述没有华丽的技巧， 只是遵循了“传
统” ———千百年来人们讲故事的方式。 这也
是所有好故事最简单、 最有效的展现方式。
一个故事的开头是怎样的？在讲什么？最后的
结尾是怎样的？这是讲述的基本技巧，也是写
作返璞归真的最佳状态， 孩子在阅读时能最
直观地观摩到大作家的写作方法。

面对辛格讲的这些好故事，我们要怎么听
才能得其味道呢？ 像个真正的孩子那样去听。
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故事脱胎于古老传说中
的故事， 在辛格的笔下显得那么机智巧妙，焕
发着勃勃生机，并饱含唯有孩子才懂的秘密和
欣喜。这些好故事不论是犹太孩子还是中国孩
子，肯定一听就懂，并深深着迷， 因为这些故
事世界都是孩子们见过的， 经历过的奇迹。

如果想看看鼎鼎大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大
作家如何给孩子讲故事， 讲了些什么样的故
事， 《给孩子们的故事》 这本书实在不容错
过。

一本让孩子爱不释手的童书

■合肥市稻香村小学 杨雪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儿童文学被认
为是一种以“浅” 为根本特征的文学门类。 我
们承认， 就作品底蕴、 形象的复杂性和思想的
深刻性等指标来说， 儿童文学也许难以达到成
人文学尤其是经典成人文学作品的高度。 但
是， 这并不是说儿童文学作品不可以在一个广
阔的、 具有极强纵深感的背景中展开故事。 在
童书内在质地逐渐扁平化的当下， 《少年与
海》 给少年儿童提供了一部具有示范意义的精
品童书的范本。

该书将史诗手法和精彩故事成功地结合
起来，将3个少年的探险过程放在由大量传说
和历史事件组成的底色中来展开， 作品的丰
富底蕴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水到渠成地显示
其魅力， 极大地提高了这部儿童文学作品的
思想和艺术水准。

从教师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少年与海》
给我们诸多启示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儿童
文学的永恒魅力在于作家对我们这个民族的
民族性的独特理解和深刻挖掘。 这部作品中
大量的传说、 民间故事乃至关于时代背景的
隐性叙述，实际上都是民族性的某种表达。

《少年与海》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其
对我们这个时代重大问题的关注， 但表达却
有深入浅出之功效， 所以能够深深打动孩
子， 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 作品通过孩子之
口讲述了大量的民间传说， 它们使村里的老
人们事实上组成了一个和少年们具有某种对
立性的世界， 老人们的故事所营造的恐怖和
神秘的氛围形成了少年们和海边林子里的世
界接触的障碍。 少年们通过自己的探索， 揭
开了海边林子里的世界的真实面目———一个
丰富的、 温暖的、 充满人情味的美好世界，
一个生态文明发达的世界。

我相信， 这样一部显示成人作家向儿童
文学成功转型的作品， 可以给当下的儿童文
学创作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 更可以将当代
少年儿童的阅读引导到一个更加健康、 更加
艺术的方向。

放飞想象， 和动物对话

■浙江省江山市教育局 徐强

在动物的世界里面， 你最喜欢哪种动物
呢？动物不会说“人话”，就像我们人类不会讲

“猪语”， 但大家都有各自的语言和不同的交
流方式。《动物王国大探秘》（第二辑）这套书
向我们展现了8种动物的生活趣事，动物们为
了快快长大， 在小时候都要不停地学习和训
练，《听蜘蛛讲故事》 中的小蜘蛛天天练习织
网的技巧；《听大象讲故事》 中的小象天天练
习甩鼻子、扇耳朵、摇尾巴等技巧，因为天天
坚持训练， 它们都练出了超人般的本领，《听
狮子讲故事》中的雄狮一声大吼，就会令很多
动物闻声丧胆。

这套书里的动物趣事实在太多了，比如原
先我只知道企鹅不怕陌生人， 样子很可爱，但
读完《听企鹅讲故事》， 才知道在漫长的冬天
里，一大群企鹅会聚在一起围成一个大圆圈共
同抵御寒冷，而且每一只企鹅都会轮流值班一
天呢！最令我感到好笑的是《听老鹰讲故事》里
面，小鹰在巢穴里面一阵尖叫拍打，把刚刚爬
到鹰穴边沿想偷袭的美洲豹吓得直接从峭壁
上“扑通”一声掉了下去，哈哈！当然，小鹰也被
那只满嘴是黄毛的美洲豹吓得浑身发抖，嘿
嘿！最令我惊叹佩服的是《听霸王龙讲故事》里
面，霸王龙可以算得上是一流的“福尔摩斯大
侦探”，因为它能根据一丁点的蛛丝马迹，判断
出前方有什么动物、刚走了多久、体形多大，而
且霸王龙还会使用“放大镜”呢！

小朋友们在读这套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还可以和身边的朋友多
多交流，因为这样读书会更好玩！当我读完《听
青蛙讲故事》， 就让我想起小时候因为无意中
拔了一棵车前草，一只藏在草底下的青蛙居然
跳到了我的手上，还撒了一泡尿……当我告诉
女儿《听鲨鱼讲故事》里面的双髻鲨因为吃黄
貂鱼，有一根鱼刺居然卡在它嘴里一个多星期
了，女儿听后立即大声说：“老爸，那赶紧让‘双
髻鲨’喝一大碗醋吧……”哈哈!真是太好玩
了！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从这套书中读出与众
不同的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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