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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书房之玻璃孔雀》 作者依列娜·法吉
恩的家中个个房间都堆满了书籍， 其中一间
房间更是满满当当， 历史书、 剧本、 诗歌集
和小说无所不有， 法吉恩小时候偶然闯入其
间， 像发现了宝藏一样， 从此天天把自己关
在里边博览群书， 几年之后获得了丰富的文
学知识。 后来她提笔写字创作了许多优美的
儿童文学作品， 即得益于她在小书房中所受
的特殊教育， 所以她将自选的童话故事集命
名为 《小书房》。 这些童话故事倾向性都十
分鲜明， 作者对穷苦的儿童怀着深切的爱和
满腔的同情， 把他们身上天真可爱的特点发
扬光大， 写出了他们的善良和真诚， 赞扬了
他们身上美好的天性。

《小书房之玻璃孔
雀》， [英]依列娜·法吉
恩著， 马爱农译， 安徽
少年儿童出版社

自13岁起就开始练习大提琴的伊势英子，作品
中总能呈现出人与树还有大提琴之间的美好关系。
在水彩画的表现上给人一种色彩斑斓、光影婆娑的
质感，全书的节奏把握上，还带有一种交响乐般的
流动性。 在这个故事里，祖孙三代，爷爷种下的树成
了森林，父亲又用森林中的树木制作音色上乘的大
提琴， 儿子用父亲制作的大提琴演奏出悠扬的乐
曲，走上了教授大提琴的路。

正如伊势英子自己所述：“制作一把大提琴，不
是只把树砍下来就可以了，从一棵树到一把琴再到
一首曲子，要从大自然的生长开始。 ”正是因为作者
有了对生命意义的思考过程，才让这本绘本拥有了
自己的独特灵魂。 从这一点上，这本书完美诠释了
人类对艺术与美的传承力量，还包含了祖孙三代人
之间的亲情纽带带来的温馨与感动。

这套书是台湾儿童文学泰斗林良的经
典散文作品集。 在这些作品中， 林良先生
以浅白、 幽默又充满感性的笔触， 讲述了
平凡生活中真情故事， 文字浅白而有味，
淡泊中有深意，为读者带来温暖与智慧。

丛书共有7册，分别为《小太阳》、《我是
一只狐狸狗》、《爸爸的16封信》、《林良爷爷
的30封信》、《早安豆浆店》、《会走路的人》
和《回到童年》。

其中 《小太阳》 中一个平凡家庭的一
对父母、 3个女儿和一只狗， 在林良先生
浅白、 幽默又充满感性的笔触里， 成了风
靡台湾文坛数十年、 历久弥新的 《小太
阳》。

2014年度教师推荐的十大童书·提名奖

这是一本非常独特的生存小说：自从搬到这个
偏远的小镇，换了陌生的学校，道格生活中的一切
总是不如意： 经常醉酒的老爸一回家就暴力相向；最
心爱的签名棒球外套被人偷走；二哥被当成盗窃犯，结
果学校里的老师同学把他也当成贼……连镇上的图书
馆也只在每周六开放一天！可当他赌气爬上台阶，平生
第一次进到乏味市民才会去的图书馆，他便完全无法
控制地被奥杜邦的《美洲鸟类》吸引了。 每个周末，道
格都会去看它们一天， 但是那些鸟一张张地不见
了。 于是，道格开始为捍卫完整而努力……

该书作者是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曾两度
荣获纽伯瑞儿童文学奖，2011年，《周末图书馆》入
选美国国家图书奖，并被评为亚马逊年度最佳学
生读物。

时隔87年， 朱自清的经典散文 《荷塘月
色》 由著名国画家徐一文先生用绘本的叙事
语言、 写意的艺术画法进行别具一格的诠释。
徐一文先生是国画系科班出身， 曾师从李可
染、 周思聪等艺术大师， 画了20多年的荷，爱
荷、擅画荷，将《荷塘月色》中的幽微意境用绘
本的方式传达出来，这本身就有难度，但许多
看过这部绘本作品的人都说，他画出了我心中
的那片荷塘。

用绘本这一书籍形式呈现文学作品的趣
味在哪里？ 为什么会选择用国画写意的方式
来诠释朱自清的 《荷塘月色》？ 写意的画法
随意潇洒， 孩子可以接受吗？ 该如何对孩子
进行艺术教育？ 又如何用绘本丰富语文教
育？ 让我们重温经典， 品味艺术。

《荷塘月 色》 ，
朱自清文， 徐一文
绘， 连环画出版社

《永远的小太阳》
（林良美文书坊，共7
册），林良著，福建少
年儿童出版社

《周末图书馆》 ，
[美]加里·施密特著， 王
良秀译， 南海出版公司

《大提琴之树》，
伊势英子 /文图， 彭
懿、 周龙梅译， 希
望出版社

一次地铁事故使再普通不过的芳芳具有了在
时空中飘移的神奇能力，她可以来到未来，再回到现
在，这让芳芳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不再是那
个成绩平平、 资质平庸的女生了， 她考了全年级第
一，甚至变成了著名少年作家。 然而，光环笼罩下的
芳芳却变得越来越紧张、焦虑、痛苦……

每个人都会渴望拥有超能力，并梦想通过这一
能力达到理想中的完美人生。然而，当人们拥有某种
能力的同时也往往被这种能力所困， 问题的关键还
是回到了人们对自身的认知， 从而找到自己的使命
（生命的意义）。 少年时期的人正处于开始试图了解
和认识自己， 并尝试性地运用自己的能力创造事物
的关键期，《校园三剑客·超时空少女》无疑会引发孩
子们的共鸣，并使他们从中获得启发。

《校园三剑客·超时
空少女》， 杨鹏著， 大
连出版社

本书是彭学军“男孩不哭”系列的第一本。 爸
爸姓汤，妈妈怀孕的时候读了一本叫《汤姆在深夜
的花园里》的书，于是就给儿子取了一个洋里洋气
的名字：汤木———听上去像是“汤姆”。 一天，汤木
爬到屋顶上去玩， 无意中听到一段从阁楼里传出
来的对话，那些话让汤木陷入了恐怖的深渊，以为
有人要杀他，当然仅仅是以为。 汤木甚至还以为，
只能凭着自己的力量应对步步逼近的“杀身之
祸”。 在应对的过程中，这个10岁的男孩渐渐变得
友善、宽容、勇敢和坚强，内心一点点强大起来。

孩子的成长充满了不确定性，偶然发生的一
件事或许就会改变一个人的成长轨迹。有时候，这
种发生和改变仅仅在内心，旁人浑然不知。男孩的
内心世界更容易让人忽略，可是，生活并不会因此
给他们比女孩更少的挫折和磨砺。

《浮桥边的汤木》，
彭学军著， 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

中国传统戏剧是东方文明的奇葩，是“国粹”
之中的瑰宝。 为了让孩子们领略这门艺术的魅
力，编者从浩瀚的中国传统戏剧海洋中，遴选出
能够真正代表中国传统戏剧最高艺术水准和思
想性的剧目，包括《三岔口》、《窦娥冤》、《牡丹亭》、
《桃花扇》、《空城计》、《西厢记》等。 这些剧目以京
剧为主，并涵盖了越剧、昆曲等地方剧，具有一定
的权威和经典性。

改编后的文字既保存了原剧的精华，又具备
了儿童图画书要求的意趣。 画面采用工笔重彩与
传统水墨画风相结合，设计意识浓厚，完美呈现出
各个时代的市井风貌。 丛书成功地完成了将古
典戏剧“图画书” 化的创新尝试， 有助于增
进孩子们对京剧舞台艺术的了解， 开启传
统文化熏陶的新途径。

30年前， 一位自称哈里斯·伯迪克的画家留
下了14张充满魔幻色彩的画， 数以万计的人对这
14张画迷惑不已。现在，14位世界最富想象力的文
坛大师试图解开哈里斯·伯迪克的谜题，开启了一
连串神奇、有趣、怪异，令人意想不到又惊喜连连
的故事……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众多作者所呈现的风格
和主题多元广泛，他们以很少的图像信息为基础，
却能让故事走上令人惊奇的方向。 根据简单的几
句话和视觉上的线索，发展出一个新的故事。与其
说这些故事是最终的版本， 还不如说它们开启了
更多的对话，也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儿童通过阅
读此书可以发展想象力， 学到更多的构思技巧和
写作创意。

《十四张奇画的十
四个故事》， [美 ]斯蒂
芬·金等著， [美]奥尔斯
伯格绘， 任溶溶等译，
接力出版社

从前， 在埃及街旁的一所房子里， 住着一只名
叫爱德华的陶瓷小兔子。 他的主人阿比林对他关怀
备至， 小兔子却骄傲又自大。 一次意外， 他从船上
落入大海， 开始了一段异乎寻常的旅程———从海洋
深处到渔夫的渔网中， 从垃圾堆的顶部到流浪汉营
地的篝火边， 从一个生病孩子的床前到孟斐斯的街
道上……一路上的见闻令我们惊愕不已———
即使是一颗极易破碎的心也可以失去爱、 学
会爱而又重新得到爱。

该书获得美国波士顿全球号角书金奖、 美国
鹅毛笔童书大奖提名、《纽约时报》 年度杰出童书
奖、《出版者周刊》 年度最佳图书，入选美国教育协
会评定的“教师推荐给孩子的100本最棒的书” 和
美国《学校图书馆杂志》 评选的“100本最棒的童
书”。

《爱德华的奇妙
之旅》， [美]凯特·迪
卡米洛著， 王昕若
译 新蕾出版社

“国粹戏剧图画
书” 系列， 海飞、 缪
惟编写， 刘向伟 、
杨娃等绘画， 新疆
青少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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