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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现场

本报讯（肖聪）4月23日是第21个“世界图书和版权
日”，也是国家倡导和开展“全面阅读”10 周年，以“阅读
与科普”为主题的京版集团第14届讲坛活动在北京市花
家地实验小学西里校区举行。

讲坛邀请了科幻作家杨平、果壳网副主编吴欧、北京
教育研究院特级教师张毅等嘉宾，从科技融合、科普出
版、科幻创作、科普教育等不同角度诠释了“阅读与科普”
这一主题。活动通过学校闭路电视向花家地实验小学的
另外两所分校进行了现场直播，使全校近3000名师生一
同沉浸在阅读与科普的乐趣之中。北京出版集团还向该
校赠送了最新出版的 VR 图书《大开眼界 恐龙世界大
冒险》，作者孙屹现场演示了虚拟现实（VR）图书的使用
方法，几名同学自告奋勇参与互动体验。“当可穿戴设备
戴在身上之后，无论是VR眼镜还是其他设备，都可以让
我们的图书动起来，变得更加丰富、有意思，这种方式可
以让孩子们更容易地接受知识。”孙屹说。

“阅读与科普”讲坛走进花家地实验小学

本报讯（子依）近日，81岁的著名法国绘本大师安德
烈·德昂携新书《我的三个朋友》现身北京法国文化中心，
分享他的童年成长和绘本创作经历。

安德烈·德昂的一生经历过许多非常重大的事件。
因为二战，他无法上学；长大后考入巴黎工业学校，又因
阿尔及利亚战争，不得不当兵打仗，期间承受了许多痛苦
和磨难。虽然他大器晚成，52岁才推出第一部绘本《月亮，
你好吗》，可是他作品中独树一帜、既温暖又纯真的梦幻世
界，以及每一幅图画里色彩与情境的美妙共振，都强烈吸引
读者的目光。《我的三个朋友》讲述的是一个简单而美好
的故事，主人公是我、月亮、太阳和星星，他们一起玩耍历
险，畅快地挥洒着属于童于的欢笑。安德烈·德昂说，“温
暖、友情和对大自然的爱都是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我想带
给孩子们美好的世界和感情。”

绘本大师安德烈·德昂分享“爱的阅读”

本报讯 （晓舟）“亲子之间丰富的语言交流是一个
家庭最大的财富”“阅读不是修行而是享受，在阅读的选
择上需要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近日，悠贝携手书香
中国·北京阅读季，邀请新阅读研究所副所长李一慢、悠
贝创始人林丹等几位“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在北京举
办“金牌悦读会”，和数十位爱读书的阅读推广从业者一
起共读松居直先生的《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并
就图画书在儿童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如何为孩子挑选优
秀的图画书，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在家庭开展亲子阅读等
话题，进行了品读分享和现场互动。

林丹表示，悠贝悦读会将每月围绕一本或一系列精
选书目推出一个读书会方案，并在全国的 130 多个城市
的400家亲子图书馆，每月定期组织开展悦读会活动，邀
请更多爱书人共同品鉴好书，乐享阅读。

悠贝悦读会播撒“幸福的种子”

“沉重课业压力下，在孩子们
有限的课外阅读时间里，阅读的第
一诉求是什么？”近日，著名作
家、出版人袁敏新推出的儿童三部
曲 《蒜头的世界》 在北京书市上引

出这样一个热门话题。
4 月 22 日 ， 北 京 朝 阳 公 园

里，在此举办少儿阅读讲座的袁敏
被来自北京多所小学的孩子们团团
围住，她看着这些纯真的小脸告诉

记者：快乐是少儿阅读的第一要
义，围绕“快乐”、尊重他们的

“快乐”诉求，才能创作出孩子们
需要和喜欢的作品，才能实现我们
所希望的美育。

在活动现场，袁敏问孩子们
“星期天，你们有时间玩吗”，孩子
们回答“没有，因为要做作业”。
她又问孩子们“双休日你们有时间
读课外书吗”，孩子们说“不太
有，因为要上辅导班”。袁敏认
为，正是在这样的阅读背景下，孩
子们的学习压力已经很大，在有限
的课外阅读时间里所需要的首先是
快乐，作为对紧张学习状态的一种
放松和调剂，这符合人性，也才能
真正引起孩子们的兴趣。而我们的
作家和出版人必须了解并尊重这样
一种阅读心理，在让孩子们“快
乐”的前提下，创作出让他们喜爱
的作品，然后才能完成关于知识和
人生价值的传递。

袁敏说，自己将“暖心教育读
本”《蒜头的世界》改编成“彩图版三
部曲”《蒜头的世界》过程中，也深深
感受到了这一点。据悉，《蒜头的世

界》原主旨是“快乐妈妈教育笔记”，
定位于“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话
题，但事实上，众多妈妈把这本书带
回家后，发现孩子们都和家长抢着
看，他们喜欢的是书中一个个妙趣
横生的小故事。

这引发了作者和出版社新的创
意和思考，因最初版本的叙事风格
和编辑定位还是偏向成人的，其主
题、理念也更面向成人的深度模式，
能不能将其话语方式、编辑风格进
行“少儿化”、“趣味化”的重新包装
设计，突出适合少儿“快乐阅读”的
需求？这一崭新思路让袁敏和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都很兴奋，他们携
手90后的新锐设计师陆骏璇，以及
年轻的插画师张启明，用活泼风趣
的插画，多彩明亮的版式，重新打造

“蒜头的成长故事”。
彩图版《蒜头的世界：我和小动

物》《蒜头的世界：我的商基因》《蒜
头的世界：成长的烦恼》，以一套三
本的彩图模式和轻快的编辑风格，
重构蒜头成长过程中那些耐人寻味
的点滴，以儿童视角塑造了一个调
皮、可爱，满脑子古怪念头、特立独

行，但却创意无穷的小男孩蒜头，颠
覆了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下对好学生
的评判标准，让一个具爱心、善思
考、有追求、会创造的崭新少年形象
走到孩子们的面前。

“我觉得自己算不上个好孩子，
从小父母总会因为我犯下的各种各
样的错误而被老师唤至学校⋯⋯和
那些总是直接被家长纠正人生道路
的孩子相比，我或许多走了一些弯
路，但却因此少了很多偏激和叛
逆。”书中除了有妈妈啦啦的叙述之
外，在每个章节之后都附有小蒜头
自己写的一段文字，这些文字写得
真实、内敛、低调，完全出自一个拥
有很高自知之明孩子的手笔，使该
书更接地气，也更能引起小读者的
共鸣。

据了解，不久前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携这套《蒜头的世界》（彩图
版三部曲）出征意大利博洛尼亚国
际童书展，该书引起了外国同行和
读者的关注。少儿教育从快乐阅读
开始，理解、宽容、爱心等在该书中
娓娓道来的一切，其实也是世界性
的教育话题。

快乐，是少儿阅读的第一要义
《蒜头的世界》（彩图版三部曲）引发少儿阅读话题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比起将其捧上神坛，让万人膜
拜，毛泽东可能更希望我们能够真
正走近他。”在近日由中国少年儿童
新闻出版总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
合举办的《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
读毛泽东》新书分享会上，北大中文
系教授韩毓海如是说。

《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
泽东》是韩毓海继《伟大也要有人
懂：少年读马克思》之后的又一力
作。他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让读
者从毛泽东的人生经历出发，去真

正了解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理想与
追求，他的苦闷与彷徨、爱与恨、生
与恋、满腔的热情与透彻的智慧，懂
得一个伟大灵魂的伟大之处。

此次新书分享会是北大博雅讲
坛第 47 期活动。在分享会上，韩
毓海围绕毛泽东是战略家、思想
家、革命家的三个身份重点展开论
述，不仅回顾了他波澜壮阔的革命
生涯中的重大历史节点，还深入伟
大领袖的内心情感、思想轨迹和人
生抉择等私人领域进行研究和探

讨，还原了毛泽东伟大又真实的历
史形象。

韩毓海先从林毅夫教授的“新
结构经济学”讲起，分析了古代及近
代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历史根源
以及新中国在建立要素市场和商品
市场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并指出
毛主席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突出贡
献，打破民间及学界有关“毛主席不
懂经济”的刻板言论。

围绕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韩毓
海认为，在政治考量中的敌我区分

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基点，准确地
判断和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和

“谁是我们的朋友”是毛泽东能够
正确地分析国内国际形式、把握中
国革命及建设发展的走向并提出正
确的行动战略的基础。基于此，韩
毓海进一步阐述了“一带一路”战
略与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关系，指出毛泽东思想在当今中国
的政治外交及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重
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

中的两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变了中
国的命运。对于‘中国为什么是中
国’‘中国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等
问题，如果不学习马克思、毛泽
东、邓小平，就不能了解中国的历
史命运、文化传统、基本国情，也
难以理解中国、读懂中国，难以建
立当下中国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
觉。”中少总社社长李学谦说，“作
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孩子们应当
尝试从根本上理解自己的国家。”

伟大也要有人懂
伊湄

读家报道

选自《会飞
的雅各布》插图

SEAC 第六届新道教育年会
——探寻创新创业教育，领航商科实践教学

● 汇集近 1000 位来自国内外的教育实践专家齐聚
一堂，国际化&本土化视角探讨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教学
领域的重大机遇与变革！

● 邀请 100 余位重磅嘉宾出席，直击全球化创新创
业教育与实践教育新理念、新模式！

● 首启3大国际合作项目 （2017-2020年），中国院
校率先在师资培训、示范建设、精品课程开发与国际接轨！

● 首发全国 200 家院校优秀校企合作成果分享，发
力教育供给侧改革，汇聚众多创新创业教育与商科实践教
学成果。

● 依托全球10大教育技术的方案演示和产品体验，
现场感受数字化、互联网化的前沿教育技术与内涵建设。

● 收录 19 个奖项荣归中国创新创业教育与商科实
践教学领域，联合数十家媒体一同向世界发声！

● 近 300 位院校校长共同开启“教育复兴中国”系
列活动，覆盖青海、川藏、云贵等地！

新道教育5年的成长与沉淀，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全球化创新创业教育与商科实践教学发展将从这里开

始新的启航！
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指导，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的“SEAC第六届新道教育年度盛典——探寻创新创
业教育，领航商科实践教学”将于5月28-29日在广州盛
大开幕。

诚挚期待您的莅临！

一、会议主题

SEAC 第六届新道教育年会
——探寻创新创业教育，领航商科实践教学

二、时间地点

时间：2016年5月28-29日
地点：广州

三、参会对象

教育主管部门、全国本科、职业院校专家及媒体代
表。

日期

5月28日
上午

荣耀与梦想

5月28日
下午

5月28日
晚上

文化拓展

5月29日

时间

8:30-8:35

8:30-8:35

8:35-9:00

视界

9:00—10:00

10:00—11:00

11:00—11:40

启航

11:40—11:45

11:45—12:00

12:00—13:30

13:30—13:35

13:35—14:35

14:35—15:05

15:05—16:05

16:05—16:15

16:15—16:55

16:55—17:30

17:30—17:35

18:30-18:45

18:40-21:00

8:30-20:30

内容

会议签到，敬请关注新道科技公众微信号，扫描右图二维码添加关注：
创新创业教育体验/商科实践教学体验/教学师资服务体验/
院校成果馆体验

主持人开场

致辞

德国应用型人才培养与中国
本土化创新实践

美国创新创业教育成果与校
企合作分享

产教融合，教育发展新十年
——连接，时代，奔跑

新道“创新创业教育与商科实践教学全球领航者”启动仪式

合影

自助午餐及午休

开场

商科实践教学领域颁奖

实践教学的改革与创新发展

创新创业教育领域颁奖

创新创业教育联盟成立仪式

硅谷企业对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的需求与建议

特别单项奖颁奖

结束

“教育复兴中国”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晚餐

广州大学城校企运动联赛

嘉宾

指导单位领导致辞
承办单位领导致辞

Thomas Hug
德国教育专家

Rajiv Sharma
斯坦福大学全球项目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郭延生 Albert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主持人

获奖嘉宾

姜大源
教育部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

获奖嘉宾

嘉宾

Anne Dwane
美国GSV加速器联合创始人／合伙人

获奖嘉宾

嘉宾

演讲嘉宾介绍

Thomas Hug
德国著名职业教育专家
在德国过去十多年的全国性课改中，独创“能力

模型+课程大纲+方法大纲”三位一体课程和教学模
式，称为“胡格教学模式”，形成了一套适合职业教
育特点的能力导向、自主学习、任务驱动的可操作教
学体系。在德国闻名遐迩，教育探索极具先锋性。

Rajiv Sharma
斯坦福大学全球项目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客座讲

师，教授创业精神和运动商业化金融，曾参与斯坦福
大学的一系列创业企业课程，了解其创新创业教学体
系；英国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的访问学
者；受聘于全球机构投资者会员组织而成的主权投资
机构资深顾问。

郭延生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高等教育学会财经分会副理事长、职业教育综合

改革组工作组专家、中国职教学会常务理事、中关村
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副理事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中国民盟盟员，被业界誉为“会计电算化教
学奠基者”之一。

姜大源
教育部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
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十一五”国家教

育部门重点课题“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研究”组
长；在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的理论、实践与创新上有深
厚造诣；关注如何在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大目标下人
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教育的本质属性问题。

Anne Dwane
美国GSV加速器联合创始人／合伙人
哈佛大学 MBA 学位，在美国硅谷有着出色的创

业经验和教育及互联网行业关系。曾在美国Chegg集
团任职首席商务官。Chegg是美国最大的互联网教育
集团之一，致力为高中生和大学生提供升学、大学学
习、实习及就业方面的服务。

（以上嘉宾以实际到会为准）

指导单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主办单位：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5.28-29 ● 广州

http://seac.seentao.com/

拟定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