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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现场

教孩子学会“爱与被爱”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在所有艺术门类里， 离哲学
最近的就是图画书。 它可以横着
看， 竖着看， 都有不同的讲读方
式。” 近日，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
团在京举行了“曹文轩绘本馆”
《夏天》 的新书发布会， 曹文轩就
如何做好一本图画书以及阅读推广
人如何解读图画书表达了自己的观
点： “如果一本书是100分， 那么
通过阅读推广人的二次创作， 可以
让它变成150分， 只要不是太离谱
的解读，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图画书的讲读本来就是一次再创
作。 如何让它变成150分， 这是阅
读推广人的使命、 责任与乐趣所
在。”

《夏天》 讲述了在炎热的夏天，
一群动物在大荒原里急切地寻找阴
凉地。 为了争一棵树， 动物们争吵
打闹了起来。 最终， 大象赢了。 不
过， 当它们回头看才发现， 那是一
棵几乎已经死亡了的树， 只有几根
枝条上还有一两片耷拉着的叶子。
就在这时， 动物们看到了穿越荒原
的一对父子。 为了给孩子一丝阴
凉， 父亲用他巨大的身影笼罩着瘦
小的儿子。 看到这个场景的动物们
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细细品味，
《夏天》 的故事中有专属于曹文轩
本人的风格与趣味。 该书的绘者是
英籍华裔青年画家郁蓉， 她用中国
传统剪纸加上国际化的创作视野来
表现作品， 极具艺术性。 有人说，
东方哲学与剪纸艺术的奇妙融合，
诞生了这本教孩子学会“爱与被
爱” 的有趣图画书。

著名书籍装帧师吕敬人先生
说： “童书传达价值是没有任何障

碍的， 能够有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为
孩子们提供这样的精神食粮， 我对他
们感到由衷的敬重。 我们在文学作品
当中注入了视觉传达的艺术， 这就是
绘本和动画片。 中国需要好故事， 中
国绘本需要好故事。 郁蓉近些年在国
际国内获得了很多大奖， 这些作品的
造型、 色彩、 故事的表达方式很新颖，
她创作的 《夏天》 插图给我们带来了
一种美好和温暖的感觉。”

在现场， 两位特殊的小嘉宾小爱
和尤利分别用中英文朗诵了 《夏天》。
小爱从小就喜欢各种各样有趣的书，
一下子就爱上了 《夏天》 这本书。 尤
利是郁蓉的小儿子， 《夏天》 里童真
可爱的手写字就是尤利亲手书写， 再
由郁蓉剪出来的， 郁蓉鼓励孩子们发
挥艺术天性， 在她的图画书里常常留
下孩子们的笔迹。

郁蓉说： “曹老师的文字给了我
很多想象的空间， 可以让我的灵感自
由发挥， 而且让读者看完了书能去回
味。 《夏天》 的第一页是文字最多的，
它是我童年生活的缩影，《夏天》的创作
就从这页开始了。” 谈到具体创作手法
时， 郁蓉说：“《夏天》 画面的表现形式
是剪纸和线描的结合。 剪纸很直观、
平面， 颜色也很抢眼， 但是缺乏细节
气氛的营造。 我一直喜欢铅笔在纸上
摩擦的感觉， 铅笔线可以创造深浅、
粗细的质地， 可以丰富画面的内容，
增添很多的细节。 这两种创作形式都
可以让我的思路在不同的方位自由地
释放。”

据了解，“曹文轩绘本馆”是二十一
世纪出版社集团与著名作家曹文轩共
同打造的图画书品牌，已出版《烟》、《笨
笨驴系列》 和《夏天》，《鸟和冰山的故
事》和《一根绳子有什么用》也即将面
世。

阅读推荐

重温现代书信散文的“诗与真”
■徐鲁

现在几乎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都是那
么匆忙和快速，飞机、高铁、互联网、手机
短信、微信等，让每个人互相交往的距离
都拉近了，整个世界也变成了小小的“地
球村”，再遥远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容易
到达，所以，古人所说的“鱼雁往还”、“鸿
雁传书” 这种曾经流传了数千年的书信
表达形式， 到今天已经快要失传了。但
是， 把自己最想说的话尽情地倾诉在好
几页素净的信笺上，然后装进信封，贴上
邮票，投进绿色的邮筒，没过几天，“绿衣
天使”就会把这封信送到收信人手中……
这样的表达形式曾经带给人们多少想
象、好奇、盼望和期待！我记得，在《汤姆·
索亚历险记》里，汤姆还把自己的书信放
在秘密的树洞里，等待收信人来收取。这
是一种多么古老却能够给人们带来无限
惊喜的情感传递！

古今中外有许多情理并茂、 文采斐
然的书信， 已经成为了脍炙人口的散文
经典。例如《傅雷家书》向亿万读者袒露
了这位大翻译家热爱人生、 忠于艺术和
苦心教子的一腔深情， 有人称这部家书
是“一座洁白的纪念碑”，是一本最好的
艺术修养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父爱、苦心
孤诣的教子诗篇。此外，像里尔克的《给
青年诗人的十二封信》、 马·巴·略萨的
《给青年小说家的信》、朱光潜的《给青年
的十二封信》、柯岩的《写给寻找幸福的
孩子》、林良的《爸爸的十六封信》等，也
都称得上是辞采斐然、 深入浅出的书信
体“人文读本”。

殷健灵是一位擅长“书信体” 的作
家，《致成长中的你———十五封青春书
简》（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她继《致未
来的你——给女孩的十五封信》 之后，
为正在成长中的少男少女们所写的又一
部书信体散文集。 这部书信集的语言清
丽优美， 在平和明亮、 不焦不躁的叙述
中， 透出淡淡的抒情意味， 读来真是令
人感到“暖暖的， 很贴心”。 也使我想
到现代诗人应修人年少时收到小恋人的
情书时的感受：“行行是情流， 字字心”。
除了每一篇书信里所表达的内容本身，
我们从这本书中可以充分领略到传统文
体中的“尺牍之美”，重温现代书信散文

的“诗与真”。
少年时代是每一个人最宝贵的欢

欣岁月， 也是属于每个人的“黄金时
代”。张爱玲小说里有一句话：“你还年
轻吗？不要紧，很快就会老了。”这说
明，时光的脚步总是匆匆的，每个人的
少年时代只有一次， 而且无一例外都
是那么的匆促和短暂。 健灵在这本书
信集里，从第一封信“请从镜子里面对
自己”开始，不仅抒写了少年时代如何
珍贵和美好，抒写了成长中的喜悦、灿
烂与骄傲， 同时也让读者清醒地看到
了成长的艰辛与不易， 抒写了成长中
的疼痛、焦灼、纠结、疏离和孤独。每个
人的成长过程， 也都是为了争取和保
卫自己的天赋权利与生存空间而进行
的一场“圣役”，就像高尔基所说的那
样：人，是在不断地反抗周围的环境中
成长起来的。同时，成长也是一个人在
不断地战胜自己， 无情地否定和超越
自身的过程。

虽然成长是美好的， 但是成长也
会伴随着“恶”，伴随着自私、谎言、欺
骗、冷漠、背叛、甚至死亡。当然，成长
中还会伴随着少年身体里那些“蛰伏
的小兽”。在书信中，女作家并没有掩
盖这些东西， 而是用她真诚的文字和

亲历的故事， 揭开可能会遮蔽着那些少
年人面孔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让我们看
到了一些更真实、 更凌厉、 更残酷的东
西， 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些心志高远的少
年，他们也一直在飞，一直在找，却总是
无法起飞， 无法找到———就像一首歌里
唱的那样，他们要找的那些幸福、那些真
理，在一片更高的天空，要想到达那里，
他们的翅膀往往会卷起更大的风暴。

这十五封信涉及了少年成长中的不
能绕开、不可回避的许多重大问题，如认
识自己、自我认同，如何善待他人、接纳
外界，为什么必须拥有知识和智慧，如何
与人沟通和交际，如何以乐观、健康的心
态对待生活，“喜欢”与“爱”到底有什么
区别，如何完善个人的人文修养，如何培
养自己的优雅气质， 少年人如何应对对
异性的好奇， 如何控制那些“蛰伏的小
兽”，如何学会说“不”，拒绝“让魔鬼附
身”，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校正自己的
健康心态，培养自己开阔和包容的情怀，
养成善良和感恩之心， 完善自我个性与
周围环境的关系，等等。圣埃克絮佩里在
他的《小王子》里告诉我们：爱护和拯救
一个人，就是要教给他口渴的感受，然后
再给他一条通往泉水的道路。 他借小王
子之口说：“沙漠所以美， 是因为在某个

地方藏着一口水井。”我感觉，殷健灵不愧
为一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她在一封封娓
娓道来的书信里，正是先让那些处在饥渴
期的、正在成长的少年们“认识你自己”，
让他们懂得了口渴的感受，然后再指引给
他们一条条通往涓涓清泉的道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性格特征， 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精神追求。 但无论是处于哪个
时代的少年人， 有一点则是共同的， 那就
是，都崇尚青春，都富于理想，都钟情于浪
漫、高尚的幻梦。而且，都富于朝气，富于力
量，都渴望在天上飞翔！成长是美好的，青
春是无敌的。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的
一段话说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今日
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
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
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
进步则国进步， 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
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致成长
中的你》这本书的“文心”和精神支撑，正是
出于这种崇高的情怀。一本好书可以暖心，
可以润身，也可以启智，可以养德。 从这个
意义上说，这本书信集真称得上是一部“心
灵成长书”，既呈现了汉语书信之美，也是
献给青春与成长的礼赞。

（作者系著名诗人、作家、出版人，现
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幻想故事的“武林秘诀”
■孙莉莉

儿童文学不是我的专业， 但我是
个文学爱好者。 作为一个喜欢瞎琢磨
的读者，我看了不少幻想小说、幻想故
事，于是，我总结出了幻想作品的“创
作六步法”。

首先要有一个现实的生活场景，
要普通而真实，比如就在家里，普通的
房间、普通的院子，然后有一件普通的
事情发生，比如孩子和妈妈怄气了。接
下来要出现一个“任意门”———可以是
一扇门，也可以是一个洞，也可以是其
他任意什么东西。总之，只要穿过这个
任意门，一切都会变得不再普通：孩子
可以变成妖怪，动物可以登门拜访，小
青蛙会和小男孩抢妈妈……在这个穿
越后抵达的世界里， 必定隐藏着一个
冲突，需要主人公付出努力、开动脑筋
来解决。此外，也常常会有一样神奇的
物件，陪伴着穿越而来的主人公，比如
跳绳。当然在最后，主人公还是要通过
任意门回到现实世界的。 但这种返回
并不是如梦初醒般的诀别， 主人公往

往还会和幻想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似幻似真。比如，失踪一年的女孩
平安返回，但是个子没有长高；比如，
青蛙又来找男孩比赛溜溜球……

我得意地用我自己发现的公式去
检验了很多幻想故事， 竟然几乎都能
套上。于是，我似乎得到了隐秘多年的
武林秘诀一般， 以为自己瞬间就可以
跃身顶级高手行列， 开始进行幻想故
事的创作，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是当我提笔之时才发现，即使有
了“武林秘诀”，我还是写不出像《妖怪
山》《不要和青蛙跳绳》这样好玩、有趣，
又打动读者的故事。 我到底缺了什么
呢？爱思考的我再次开启研究模式……
终于，我发现了那六步只是“武林秘诀”
中的招式，而我缺乏的却是最重要的三
条内功心法。

首先，我需要发现孩子的想法。就
在那个普通的场景、 普通的生活事件
中，真的去观察孩子，理解他们的所思
所想，我要敏锐地感受到他们的快乐、
忧伤、恼火、嫉妒、胆怯……那些掩藏
在他们行为背后的东西。就像壳壳，他

为什么对妈妈丢掉一盒旧跳棋如此恼
火？这不仅仅是因为那是他儿时的玩具，
是爷爷送给他的礼物，那更是他的财产。
妈妈未经允许丢掉他的东西， 在他看来
是对他所有权的挑战， 是对他独立性的
轻视。那些我们不经意做的事情，在孩子
看来可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我们却
往往轻描淡写地说：“多大事儿啊， 不就
是一个破玩具。”然而，这对孩子们来说，
却是成长过程中的一次巨大挑战。

其次， 我要细心理解儿童的逻辑。被
忽 视———生 气———故 意 挑 衅———犯
错———内疚———挣扎———原谅， 这是壳
壳的心路历程，也是他的思考逻辑：妈妈
犯 错———我 讨 厌 妈 妈———我 不 要 妈
妈———我爱妈妈———我原谅妈妈。 原来，
这个充满童趣的故事讲的竟然是宽恕。我
们总是以为，我们是在包容、宽恕那些犯
了错的孩子。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孩子是
在用对我们的爱和强大的想象力，在不断
地宽恕我们的自私、愚蠢和武断。

再其次，我还需要非凡的想象力，想
象出任意门背后到底会发生什么， 那里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那是属于儿童

内心的，不设限且无边际的精彩天地。他
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世界里，
用想象力安慰现实中遇到难题的自己，
让自己更加强大。于是我明白，在成为作
家的道路上， 我还需要不断修炼自己的
“内功心法”， 倾听、 观察、 思考、 想象、
沟通……或许， 多年以后， 我也可以成
为一个了不起的儿童文学作家， 就像彭
懿和九儿那样，让我和我的小读者们“从
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作者系幼教专家、儿童阅读推广人）

《伟大也要有人懂》英文版全球首发

近日， 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
版总社和美国奔驰教育出版社共同
主办的 《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
读马克思》 英文版全球首发活动在
京举行。

该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青少
年介绍了马克思的个人成长轨迹，
马克思代表性著作的主要观点， 恩
格斯、 黑格尔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
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关于人
类劳动、 现代文明、 资本与金融等
重要论述， 以及马克思对人类社会
尤其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影

响。
该书作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韩毓海说， 在当今世界， 人们都已接
受了这样的观点： 即把全部人类活动
描述为物质生产、 精神生产和社会再
生产， 而这种思想正是马克思所发明
的。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
李学谦认为， 马克思的立场、 思想和
方法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没有马
克思和他的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就不
会有今日之中国。 作为少儿出版人，
我们有责任把这些告诉今天的孩子
们。” （伊湄）

“我是书虫”让阅读“演”起来

对于英语学习来说， 阅读既可
以培养和增强语感， 又可以扩大词
汇量，还能有效提高写作水平。而如
果让孩子先进行阅读， 然后再将故
事的内容通过短剧的形式表现出
来，这种阅读+表演的形式，不仅可
以激发孩子的兴趣， 还能释放他们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同时培养他们
的团队合作意识。

近日， 第三届外研社亚马逊杯
“我是书虫” 全国校园英文短剧比赛
全国总决赛颁奖典礼在京举行，来自
全国的300多名选手参加了双人赛
和团体赛的全国决赛。经过激烈的角
逐，北京市史家小学的《彼得·潘》剧
组、新思维书虫俱乐部的《爱丽丝在

秘密花园》剧组和黑龙江大庆一中的《绿
野仙踪》剧组分别获得小学低年级组、小
学高年级组和中学组的冠军， 比赛还产
生了各个组别的双人赛冠军和最佳男女
主角、最佳男女配角等多个单项奖。

据悉，“我是书虫”阅读漂流活动是
由外研社联合全国基础外语 (课程)教
育研究培训中心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发
起的一项面向小学至高中学段的全国
性赛事。 本届大赛共有全国25个省的
32个地市的500所中小学校参加，收到
千余份英文短剧参赛作品。比赛分为团
队赛和双人赛两种形式，团队赛在选定
剧目表演之外增设了“剧情大闯关”环
节的比赛， 双人赛增设了即兴表演环
节。 （肖聪）

读家报道

《《致致成成长长中中的的你你》》插插图图

《不要和青蛙跳绳》 彭懿 著
九儿 绘 接力出版社

昔人云：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

也，有大师之谓也。

中小学亦如此。没有名师、名校

长，学校占地再大，建筑再豪华，也只

是“摆阔”，而与良好的教育无关。

学校的灵魂，在于校长、教师身上

的教育气质。

作为一校之长，要领导好一所学

校，就要有：时代的眼光，社会的良

知；正确的理念，独到的见解；坚韧的

品格，广阔的胸怀。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

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教师是学校

发展的第一要素，教师是学校发展的首

要动力。教育教学是学校工作的核心，

教学目标靠教师实现，教育任务靠教师

完成，学生智能靠教师培养。因此，我

认为，教师是学校真正的主人，依靠教

师是学校管理的基础。

学校的进步与发展凝聚着教师的汗

水与智慧，让教师的每一份付出都能得

到回报，才能真正体现教师的主人翁地

位。学校应是一方心灵净土、一处精神

特区，我们通过完善一系列评价机制，

竭力打造公平校园、和谐校园，教师付出

了劳动，就能收获尊重，收获感动。在营

口实验学校，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高

于一切，高于人情，高于权力。没有人为

因素，没有人情偏颇，没有暗箱操作，没

有远近亲疏，教师们的拼搏与奋斗变得

自然与纯净。无须谨小慎微，不用阿谀逢

迎，只要愿努力，只要肯付出，教师就受

尊重，就得赏识。没有“费力不讨好”，不

会“无用武之地”，在营口实验学校，

教师忙碌并快乐着。

在我们学校管理中，我体会最深的

是：作为校长，必须强化服务意识，坚

持以人为本，把服务管理理念渗透到工

作的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提升师生幸

福指数，充分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使教育资源得到最优配置，进而获得最

佳的管理效益。

去年9月，我提出“教育是一种服
务”的理念。我想，真诚服务的基本点

应是：领导以为教师服务为主，教师以

为学生服务为主，后勤以为一线服务为

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全体实验人为学

校教育、学生成长服务。

领导为教师服务，应抓住四个基本

点：工作上，努力创造舒适的工作环

境，优质的工作条件；发展上，为教师

提供学习、进修、培训、科研、提高的

场所与机会；心理上，创设一个民主宽

松、积极进取的精神氛围；生活上，满

足教师的各种合理需求，为教师创造展

示才艺、陶冶情操、愉悦精神的丰富校

园生活，让教师享受校园幸福。教师为

学生服务也应抓住四个基本点：学习

上，努力创造温馨的学习环境，优质的

课堂教学；发展上，为学生提供自主、

主动、探究的时空场所与机会；心理

上，创设一个民主、宽松、和谐的育人

氛围；生活上，关爱、关注、关心学生

的生活状况，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困难，

同样要为学生创造学习才艺、发展特

长、陶冶情操、愉悦精神的丰富校园生

活，让学生享受校园幸福。教师为学生

服务，最为重要的是：不伤害一个学

生，不漏掉一个学生，不放弃一个学

生，为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发展服务，在

服务过程中让学生深深感受到教师的

爱。后勤为一线服务，也有四个基本

点：服务学校发展，服务队伍建设，服

务教育教学，服务校园生活。三个服务

做得好，全体实验人为学校服务也就水

到渠成，瓜熟蒂落了。

当然，服务的最终目的是成就，成

就教师，成就学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家欧文说过：“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

在于获得幸福。”科威特著名女作家穆

尼尔·纳素夫说：“真正的幸福只有当你

真实地认识到人生的价值时，才能体会

到。”正如他们所说，人生的最高追求是

获得幸福，而幸福的源泉在于个人价值

与成就的实现。我觉得，给师生“发放”

的最大“福利”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有

效的成功平台，或者说给他们搭建一架

攀上成功之巅的爬梯，给师生提供一切

展示才能的机会，为教师提供提升自己、

成就自己的巨大空间。

有一种态度叫享受，有一种感觉叫幸

福。当我们投身教育事业，用心去享受教

育，把教育工作做到极致，你就会发现，你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无穷的活力

和自信，你就会因为享受教育而幸福！

（辽宁省营口实验学校 邵增洪）

辽宁省营口实验学校

治校之道 贵在陶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