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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用典》：为典故赋予“新生命”

中华文明文化丰实，底蕴深厚。习近平总书记
在其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中，精心用典，以经典
名句画龙点睛，形成的文字博古通今。为帮助广大
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人民日
报社组织编写了《习近平用典》一书，并于近日由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用典》一书从习近平总书记数百篇讲
话和文章中遴选出使用频率高、影响深远、最能体
现他治国理政理念的典故135则，分敬民、为政、
修身、任贤、天下、法治等13个篇章，推陈出新，启
迪精神，将“故纸堆”里的典故赋予了“新生命”，把
古人治理智慧运用于治理现代化的当代实践。 针
对每则典故， 解读部分阐述了总书记用典的现实
意义，释义部分诠释了古典名句的深邃寓意。该书
由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主持编写并作序。

（缇妮）

《工农兵大学生》：
保留历史真相的珍贵档案

日前，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描写工农兵大学
生的长篇小说 《工农兵大学生》， 评论家贺绍俊、
管士光等人就小说的结构及人物框架进行研讨。

从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
的十年间， 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了近百万以“推
荐”方式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统称为“工农兵大
学生”。 作为时代的产物，工农兵大学生是一个曾
经被羡慕、后来遭到争议、至今则被忽略的特殊群
体。作者王金昌也曾是工农兵大学生，他说：“我不
想批判谁，也不想歌颂谁，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只
想真实地刻画那个时代的一群人， 讲述他们在跌
宕起伏的命运面前，坚持努力与抗争。 ”

作家王蒙在推荐这本书时说：“告诉了我们往
事， 也告诉了我们一种更加平实可信的人生体
味。 ”评论家贺绍俊表示，这部小说是一份没有被
人为破坏的、保留着历史真相的珍贵档案。

（伊梅）

YA是英文Young� Adult （年轻的成年人） 的缩写， 美国图书馆协会将这个年龄段定义在12岁至18岁

中国YA正等待可口的阅读营养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一位多年从事图书报道和评论的记者
最近很是困惑： 不知道该给十多岁的女儿
看什么书： 买来以为适合孩子的书， 女儿
半个小时就看完了， 说“太幼稚”。 而市
面上那些针对十多岁孩子的畅销书， 女儿
看完没有一个问题要问， 也没有停顿下来
进入思考的过程， 感觉那些作品热闹有
余、 沉静不足。

“现在我的孩子乱看， 今年春节在家
里一坐十几个小时， 两天时间把 《简·爱》
看完了。 她并不是神童， 他们班里的同学
阅读能力都很强， 繁体版、 外文版的书都
看。 其实， 青春期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他
们的生命体验、 他们的痛感， 但现在能给
他们借鉴和帮助的读物太少了。” 这位母
亲忧虑地说。

在西方， 教育家、 心理学家、 社会学
家一致认为， 15岁是奠定一个人一生阅
读基础的时段， 如果这个年龄还没有培养
起阅读的兴趣和能力， 今后也很难喜欢阅
读。 所以， 争夺15岁左右的青少年阅读
是全世界都在努力的事情。 但是， 什么书
更适合青少年阅读？ 我们真的了解当下的
他们吗？ 我们认为的“童年” 是不是有很
多是成人想象出来的世界？ 最近， 二十一
世纪出版社集团引进了一套针对13岁至
17岁青少年的经典读物———“零时差·
YA” 书系 (已出版 《托德日记》、 《宠爱
珍娜》 ,今年还将陆续出版 《灵魂的旨
意》、 《夜晚守护人》 等十余种）， 并约请
有关专家、 作家、 评论家、 教育工作者聚
集一堂， 以“YA文学和青少年图书出版
展望” 为主题， 深入探讨青少年阅读的变
化以及如何引导青少年阅读等问题。

YA文学的魅力，价值在哪儿
“那种工厂产品线上出来的东西和独

具匠心的作品感觉是不一样的”

YA是英文Young� Adult （年轻的
成年人） 的缩写。 在国外， 这并不是个新
概念。 它最初诞生于1802年， 美国图书
馆协会把这个年龄段定义在12岁至18岁，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在10岁至24岁。 友谊、
恋爱、 欺凌、 滥用药物、 自杀、 身份认同
等这个年龄段青少年特有的问题， 同时也
成为以青春期读者为对象的儿童文学题
材， 大多带着一种对社会的批判和反思。
现代意义上的YA文学诞生于1920年后，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 《麦田里的守望者》，
为读者熟知的 《哈利·波特》、 《指环王》、
《地海传奇》 等也都属于YA文学。

“零时差·YA” 书系策划人魏钢强认
为， “不能简单地把YA文学看作儿童文
学和一般文学之间的过渡。 我们可以看
到， 已经出版的 《托德日记》 和 《宠爱珍
娜》 的阅读难度和思想深度明显超出一般
的大众小说。”

美国作家玛丽·皮尔森的 《宠爱珍娜》
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生死的故事： 一场车祸
改变了一个少女的青春， 一年多以后醒
来， “珍娜” 失去了人生的所有记忆， 陷
入了“我” 是谁、 谁是“珍娜” 的寻找和
确认名字的过程。

著名评论家阎晶明认为， 阅读这样的
小说， 足以让读者反思成长的艰辛， 引发
对人生世事的思考。

有着作家和编辑双重身份的彭学军坦
言，早些年自己也编过一些青春文学读物，
那种工厂产品线上出来的东西和独具匠心
的作品感觉是不一样的。经典文学作品《不
老泉》中的塔克说，一个人如果永生不死，
他就像路边的石头一样， 不算是真正活着
的。但在《宠爱珍娜》中，珍娜只有10%的大
脑是自己的，皮肤、头发等等都是凝胶制成

的。当她一点点了解了这个真相之后，非常
愤怒和悲伤地质问父母：“我的灵魂呢？ 你
们把我的灵魂安置在哪儿？ ”

“我读到这里心里有一种颤动的感觉：
你们让我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 那我的灵
魂在哪里？ 我觉得从书中透出来的情怀是
我们所没有的。 我们很多原创作品有精彩
的故事， 很搞笑很抓人， 可是很难读到关
于生命、 成长、 童心、 故乡等富于情怀的
东西， 这是我们很多原创青少年文学作品
缺乏的。” 彭学军说。

《捣蛋鬼日记》 写的是9岁的小男孩，
而《托德日记》中的男主人公是14岁。 中国
作协创研处处长李东华对这两本书进行比
较后发现，读这两本书的时候，就算不知道
这两个小孩的年龄，你看他们做出的事情、
他们的行为所反映的心理， 就可以清晰地
分辨出一个懵懂的、 对世界处处好奇的小
男孩和一个自我意识已经觉醒、有点叛逆、
又有点愤怒的青春期男孩的不同。 这两个
人物都可以作为心理学分析的样本，所以，
真实可信的人物才能使作品立得住。

在李东华看来， 《托德日记》 在轻松
的叙事中并不拒绝生活的重量。 托德的妈
妈是一个缝衣工， 他还有个暴躁的继父，
学校里的生活也不尽如人意， 托德的成长
是植根于非常现实的土壤上的， 让我们看
到了美国社会更为真实的一面。 她说：

“有人说文学的力量就在于说出生活的真
相。 它不应该因为阅读群体的年龄小， 就
减弱作品在艺术上和生活上的重量， 而是
要通过一种更有难度的写作， 把生活中沉
重的东西、 把真实的生活通过一种他们能

够接受的方式呈现给他们。”

中国青少年的阅读，问题在哪儿
“也许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青少年像中国这

一代孩子这样，几乎只看自己同龄人写的书”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执行董事、 总
经理张秋林表示， “零时差·YA” 书系的
推出， 既是对美国图书馆服务协会文学分
级的一种借鉴， 也是基于对当下中国少儿
文学出版业态的调研、 判断。 这种出版业
态比较偏向低龄读者， 而“冷落” 了青春
期的少年读者。 “希望通过YA书系唤起
更多出版人的重视， 弥补当前青少年图书
出版结构上的缺失， 使青少年文学出版进
入更为合理有序的状态。”

其实， 中国儿童文学在上世纪80年
代的繁荣期， 令人瞩目并且最终留下来的
主要是青少年文学， 比如程玮的 《少女的
红发卡》、 张之路的 《第三军团》、 陈丹燕
的 《女中学生之死》 等。 到了90年代，
《花季·雨季》、 《自画青春》 陆续出版，
之后韩寒、 郭敬明、 蒋方舟等“低龄化写
作” 兴起， 形成青春文学的热潮。 可在
2000年以后， 0岁至12岁的读物越来越
多， 分类也越来越细， 从图画书到校园低
幼小说， 再到历史、 童话等都非常发达。
但遗憾的是， 青少年文学开始凋零， 而所
谓的“青春文学” 又几乎变成了物质主义
与消费娱乐的代名词， 一些网络书店的陈
列分类除“青春成长” 外无非是“古代言
情”、 “都市浪漫”、 “仙侠重生”、 “影
视娱乐”、 “虐恋情深” ……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著名评伦家
白烨说： “13岁至17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以
前看的书大多是80后写的， 我觉得那些都是
代用品， 他们对于文学的认知五花八门， 比
如你问他喜欢谁， 他可能给你说一个著名作
家， 一定再给你加上韩寒、 九把刀等等。 所
以，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书更适合青少年
阅读。” 著名文学批评家李敬泽也曾不无担忧
地指出： “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青少年
像我们中国这一代孩子这样， 他们几乎只看
自己同龄人写的书。”

中国版协少儿读物工作委员会前主任海
飞告诉记者， 他曾与相关媒体作过一个持续
三年的调查， 结果显示， 买书最多的年龄是
7岁， 最难选书的年龄是13岁至17岁。

“我在美国的外孙也是十多岁， 去年暑
假， 他带回来的课外书就是 《托德日记》 英
文版。” 海飞说， 美国的分级阅读是非常清晰
的， 尤其对高中生的阅读很重视， 教育部规
定高中生阅读的21本书， 对其实行免费发
放， 其中有 《圣经》、 《共产党宣言》、 《奥
德赛》、 《罪与罚》、 《战争与和平》、 《麦田
里的守望者》 等， 构成一种准青年阅读的、
全人类的文明素养。

不让阅读输在转折点，办法在哪儿
了解青少年的内心世界， 帮助他们实现

自我意识的建构

十年前，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曾举行“彩
乌鸦系列” 图书引进和出版座谈会， 用临摹
的方式进行学习， 让我们知道了儿童文学的
世界潮流是什么样， 它在别的国家是什么样。
图书引进促进原创， 七年后“彩乌鸦中文原
创系列” 20册出齐， 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
今天， 在同一间会议室里， 各方专家学者对
YA文学的出版同样充满了期待， 希望能够重
新唤回青少年读者， 更期待原创青少年文学
再度繁荣。

“中国儿童文学的每一次长足发展都和西
方的影响有关， 图画书是这样， 童年文学创
作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要倡导原创的话， 首
先要做的还是引进，因为青少年文学关注的是
一群非常特殊的青少年的心灵成长，但是我们
的原创作品在了解青少年的内心世界方面是
缺失的。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朱自强认为，13
岁至17岁在心理学上称之为“疾风暴雨的年
龄段”，这阶段最有价值的是自我意识的建构，
这种建构靠青少年自己在生活中追寻，进而在
内心世界中形成。在《托德日记》里就能看到他
建构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和周围环境的
矛盾冲突相当激烈。 没有艺术上的独创性，怎
么能表现出思想的独创？像《托德日记》这类经
典YA文学的思想内涵、 艺术形式， 与幼儿文
学、童年文学都有很大的不同，值得我们借鉴
和学习的东西非常多，这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家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周作人曾说： “先要有学术的根底才会
有思想的正确”。 比如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学、 荣格的心理分析等这些心理学成果的了
解， 对于洞察青少年的内心世界都是重要的
学术资源。 在李东华看来， 我们失去一部分
青少年读者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儿童文学
创作者对他们生活不了解。 “因为你对他们
的生活经验是如此地隔膜， 你所提供的那种
智慧、 生活的经验和思想的穿透力， 还不及
他们在网络上随便下载的一篇网文， 他们为
什么还要花时间亲近你？”

如今的儿童文学阅读推广活动风生水起，
但大多止步于小学阶段。 阅读没有输在起跑
线， 会不会输在转折点呢？ 经典阅读怎么强
调都没有错， 但动辄四大名著也未必合适。
专家认为， 传统的“名著名篇” 并不能满足
当下青少年的阅读需求， YA文学的前瞻性、
探索性和时尚性等是其他阅读难以替代的，
至少能让青少年多一些别样的阅读选择。

（题图选自 《托德日记》 封面）

■本报记者 王珺

只要一声“可里可里可里，巴巴变”，巴巴爸爸
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身体的形状，变成大坝，变
成桥，变成帐篷……相信许多读过“巴巴爸爸”故
事的孩子或大人， 都曾经幻想自己也有这样一位
可以变来变去的爸爸。

2月19日，“巴巴爸爸” 故事的作者达鲁斯·泰
勒在法国巴黎去世，享年85岁。让我们重温这个给
全世界孩子带来温暖与爱的艺术形象， 缅怀达鲁
斯·泰勒这位伟大的老顽童。

1970年，“巴巴爸爸系列”首次在法国“开心
学校”出版社（Ecole� des� loisirs）出版，图书甫一
问世就广受赞誉。 1975年，法国和荷兰将巴巴爸
爸的故事改编成动画片，随后在比利时、瑞典、德
国、意大利等11个欧洲国家播出，很快风靡全球。
截至目前，“巴巴爸爸系列” 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
言，推出上百集电视动画片。

“巴巴爸爸”的灵感来源于棉花糖。 1970年5
月的一天，泰勒和妻子安娜特·缇森在卢森堡公园
散步。 泰勒听到一个孩子嘴里喊着：“巴巴~巴巴
哒~巴巴……” 听不懂法语的泰勒问妻子是什么
意思， 妻子告诉他是法语里的棉花糖（barbe� à
papa）。 不久以后，在位于巴黎第十四区阿尔萨街
62号的“祖尔”咖啡馆用餐时，他们用了这个灵感，
在桌布上画了一个粉红色圆圆的、 柔软的像棉花
糖一样的小人，小人的名字就取名为巴巴爸爸。

巴巴爸爸与巴巴妈妈和7个巴巴宝宝（巴巴布
拉伯、巴巴利波、巴巴拉拉、巴巴祖、巴巴波、巴巴
布莱特、巴巴贝尔）是一个全球性的成功。 他们造
型奇特、色彩丰富、相亲相爱，能任意变成各种形
状，显示着超前的环保理念。 45年来，巴巴爸爸一
家向成千上万的孩子传递着正面的价值观， 用宽
容、爱和尊重，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播出动画片《巴
巴爸爸》。 2010年，接力出版社开始引进出版“巴
巴爸爸”图书，先后推出“巴巴爸爸经典系列”、“巴
巴爸爸新故事系列”、“巴巴爸爸认知故事系列”。
很多“80后”父母跟孩子一起捧起“巴巴爸爸”故事
书重温童年， 使得这一系列图书在不到五年的时
间里便达到360万册的销量。

2011年、2012年泰勒先生两次来到中国，和
喜欢“巴巴爸爸”的读者交流。 泰勒先生很喜欢中
国，当时已经80多岁的他正在学习中文，每遇到
一个中国读者就试着用尚不熟练的中文向人问
好。泰勒先生像他作品中的巴巴爸爸一样，是一个
快乐的爸爸， 他总是用和蔼的笑容和幽默的话语
向人们传递温暖与爱。

那朵可爱的棉花糖飘走了， 但留下了可以继
续流传下去的好故事。

发现你身边的推动读书榜样
中国教育报2014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评选启动 即日起征集候选人

2014年世界读书日， 我们评出了中国
教育报2013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至此， 这一持续十年的品牌活动成为众多
读者的一种期待与盼望， 于每年世界读书
日举办的揭晓仪式也成为教育界爱书人的
一个重要节日。

今年， “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评选进
入了第二个十年， 在不断变化的阅读趋
势、 不断发展的时代环境中， 我们将发现
什么样的推动阅读榜样？ 这些榜样又以怎
样的精神品格标记这个躁动的时代？

由中国教育报主办， 商务印书馆、 全

国中语会阅读推广中心协办的2014度“推
动读书十大人物” 评选即日启动， 面向全
国读者征集候选人， 欢迎广大读者推荐或
自荐您身边积极参与阅读推广并取得一定
成效的“推动读书人物”。

推荐内容包括：被推荐者姓名、单位、
联系方式、事迹介绍（阅读主张，阅读推广
事迹简介，阅读推广持续时间、推广效果及
影响力等），推荐者姓名及联系方式。

欢迎使用电子邮件投稿， 请在邮件主
题 处 注 明 “读 书 人 物 推 荐 ”， 发 至
dushuzhoukan@163.com。手写稿请寄：北京

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中国教育报《读
书周刊》，邮编100082，信封注明“读书人物
推荐”。

“推动读书人物” 征集活动截至2015
年3月31日。

中国教育报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
物” 评选自2004年开展以来， 已评出了
100位关心教育， 在引领读书、 推广阅读
方面功绩显著的读书人， “推动读书十大
人物” 评选业已成为教育界一个颇具权威
性和影响力的品牌。

读书周刊启

那朵棉花糖
飘走了

封面·话题

最新书事

“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特刊封面

▲2014年4月3日版样

荩2014年4月23日版样

达达鲁鲁斯斯··泰泰勒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