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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童书推广人马库斯日前
应奇想国童书邀请，在杭州、上海、北京
三地举办阅读交流会，分别与台湾资深
儿童文学作家“花婆婆”方素珍、魔法童
书会创始人张弘、国内知名推广人阿甲
等人探讨了中美童书的阅读特点和差
异，与大家分享亲子阅读的正确方法，
推荐了好童书、分享了好故事。

马库斯认为，被一代又一代读者
喜爱、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下
都能广为流传的图画书就是经典图画
书。这些书拿在手里就像实物一样有
趣，有的书被设计成特定的形状，比一
般的书更长也更窄，或呈平行四边形；
有的图画书画家特别注重在页面上营
造一种视觉上的幻象，美国插画家伦
道夫·凯迪克就是这种创作手法的先
驱者，最具代表性的是他 1978 年创作
的“飞驰的骏马”，仿佛他十分渴望马
儿从书页上呼之欲出；还有的书用其
他材料代替了纸，比如早在 20 世纪
初，意大利艺术家布鲁诺·莫那就创造
出了最适合婴儿的布书——上面没有
字，只有鲜艳的颜色让婴儿看，柔软的
布让孩子去摸，甚至用嘴咬。

在马库斯看来，图书的开本、尺寸、

大小等外在形式其实都是在为故事服
务，其作用是让故事有灵魂并保有持久
的生命力。马库斯还用四本中国读者
熟知的经典图画书《彼得兔》《野兽国》

《穿靴子的猫》《勇敢的小象》来详细解
读“经典图画书为什么经典”。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定要了
解阅读其实是一种经历，这样一种经历
是连接你和孩子的一种方法，所以我们
用哪种媒介其实并不是重要，但不要把
孩子丢给这个媒介，比如动画片，让孩
子看动画片，然后你自己就离开这个房
间了。小朋友跟你在一起阅读图画书
的时候，他感觉自己也在里面，因为他
在翻动书页，所以他也是阅读过程中的
一部分，所以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让
他知道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和父母在
一起，有这样一个连接。”马库斯说，如
果你发现自己也被孩子的图画书深深
吸引，并且急切渴盼下一次亲子共读时
光的到来时，不要感到惊讶。真正优秀
的图画书不分国界和年龄，能提供给我
们人类文明、人生智慧、日常生活的体
验。这些精妙的故事和美丽的图画所
提供的无与伦比的阅读享受，能够满足
所有人的需要。

马库斯：经典图画书
为什么经典？

“请推开家门勇敢地走出去，那
里有一个广阔的世界在等着你。”这
是《去野外》给我的最大触动。世界在
进步，科技在发展，但是我们去野外的
机会和时间仿佛越来越少了。推开家
门，亲近自然，正是这本书最大的主
题。该书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
女孩结伴而行的自然探索之旅。书中
不仅有好看的图片、丰富的知识，更有
两小无嫌猜、竹马绕青梅的纯真情愫，
让知识和情怀得到完美融合。

人类与大自然的故事，要从远古
时代人类在地球上出现讲起。然而，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和大自然的关
系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我们不再有
那么多的敬畏之心，便感觉不再需要
像以前那样与大自然沟通；由于我们
已经多多少少控制了大自然，便想随
心所欲地利用它，而不去考虑后果。

犯过许多错误之后我们才明白，地球
经受不住我们无止境地破坏和挥霍，
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可以生存。

在《去野外》一书中，并没有花笔
墨描述对地球可能消亡的恐惧，而是
通过美丽的文字和图画，教会人们如
何发现和欣赏大自然的美，通过孩子
的视角去观察、体验身边的花鸟鱼虫、
河流湖泊、月亮星星，从而产生保护我
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信心与决心。因
此，这不仅是一本科普书，更是一本向
大自然致敬之作，一文一图表达的都
是对生命的热爱和敬畏。

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往往觉得去
野外很难，没有时间和精力。通过
阅读 《去野外》 一书，我们就能知
道，大自然其实无处不在，就连我
们房前屋后的花园和空地里，也有
许多秘密等待着我们去发掘。比如

说，花园里居住着多少种动物？这
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足够我们探索一
整年。当然，我们也可以不带任何
学 术 目 的 ， 只 是 纯 粹 地 去 享 受 一
番：看一看云卷云舒，感受一下清
风徐徐，随意爬一棵树，画几笔花
花草草⋯⋯如果想进行一次更深度
的探险，可以尝试着去探索一处自
然景点或某种生态公园。中国各处
的 风 景 迥 异 ， 动 植 物 资 源 尤 其 丰
富，从探索自然的视角来看简直像
一座挖掘不完的宝藏。

到野外探索大自然是一种奇妙无
比的经历，但是为了避免危险，必须
提前了解注意事项。该书同时也是一
本兼具百科书和工具指南的读物，列
出了探索大自然的必备工具，让我们
了解大自然的危险，提前学习自救知
识。此外，从书中，我还发现了众多

户外活动建议，包括观鸟、看星星、
制作植物艺术品等详细步骤，它为全
家一起出游、探索亦或默默观察这令
人惊奇的大自然提供了动力。

阅读 《去野外》，我们可以充分
感受拥有丰富生命的大自然带给我
们的惊喜。兴趣才能带来激情和勇
气，《去野外》 正是这样一本激发我
们探索大自然兴趣的宝典。书中一
幅幅诗情写意的插图，更让我们迫
不及待地想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去
亲身感受野外的一点一滴。我相信
读 完 这 本 书 后 ， 大 家 都 会 推 开 家
门，勇敢走出去。

（《去野外》 [葡]伊内斯·特谢拉·
多罗萨里奥、[葡]玛利亚·安娜·佩谢·
迪亚斯著 [葡]贝尔纳多·卡瓦略
绘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阳光
秀美童书馆）

去野外感悟生命
聂青

本报讯 （伊湄）“我们所处的是一
个无限延展的时代，《哈利·波特》 不
仅是本书，还是电影、主题公园，它
的衍生品不胜枚举。现在的文学作品
成了一个脚本，是可以用声音、图
画、视频及无数不可预料的形式来演
绎的大剧。”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
轩说：“我会努力写作，不断提供让读
者喜笑颜开的作品。”近日，曹文轩作
品“全版权”拓展大会在京举行，他
的多部作品将被搬上舞台，走进荧
屏，进入广播，以更丰富多样的形式
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天天出版社社长管士光介绍，目

前市场上已形成品种最齐全、形式最
多样的曹文轩图书集群，覆盖学龄前
至小学阶段共计 7 大产品线、54 种图
书。“中国种子世界花”图画书系列
活动频频走进各大国际书展，《火
印》《青铜葵花》 等作品的动画、儿
童剧的改编也正在进行中，电子版权
合作项目也取得较好成果。

本次会议由中国出版集团、人民
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主办，与会
专家认为，曹文轩的作品不仅充满童
真童趣，更有着深入孩子心理、视角
独特的特点，非常适合于改编创作成
其他艺术形式，进行精彩的再呈现。

曹文轩作品将以更多艺术形式呈现

获得接力出版社《捣蛋鬼心里的
小天使》这部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邀
请时，恰巧自己的孩子正处于心灵的
成长期。作为一个母亲，也需要学习
各种教育孩子的方法，于是便一边翻

译一边学习，经过精心的阅读，我和编
辑部的同事们都认为，这部小说不仅
仅是一部儿童读物，同时也是一部儿
童心理学的经典之作，值得每一位家
长、孩子与教育工作者阅读和思考。

作者玛丽娜·阿罗姆什塔姆1960
年出生于莫斯科，是俄罗斯知名的作
家、媒体人和教育工作者。她 1981
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幼儿
教育专业，1997年获得教育学博士学
位，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教师竞赛中
脱颖而出，获得俄罗斯“年度教师”的
最高荣誉称号。

《捣蛋鬼心里的小天使》既像作者
的自述，也像是一位教师未成形的回
忆录，曾荣获俄罗斯国家儿童文学
奖。该书主要描写小学低年级学生的
生活，但同时也穿插了成人的世界，涉
及了人生、友谊、幸福与苦难等多方面
的内容，对该年龄段孩子的心理发展
特征给予了透彻的分析。

作者在讲述故事前用“天使会

飞，那么他们可能有翅膀。但天使是
否有腿和脚呢？可以用‘腿脚发软’
来形容天使的疲惫吗？还是应该用

‘双翅发软’来形容呢？”这几句让人
深思却又俏皮的话引入主题，勾起人
们继续阅读的欲望。

书中通过描写三位主角的爱情，向
读者展示了少年时期孩子对男女情感
的懵懂和困惑，中年人面对孩子、面对
爱情、面对家庭和自己必须作出的或正
确或遗憾终身的选择。主角之一的少
女阿琳娜一直被同班的别佳所喜爱，可
她自己却爱上了另一位叫伊戈尔的男
生，由于腼腆与羞涩，在生日那天错过
了选择心上人的机会，因而让自己在生
日当天哭哭啼啼、伤心不已。另一位主
角奥利娅的丈夫因为工作原因，在妻子
怀孕期间便离开了她，奥利娅经历多年
的单身生活后，遇到了一位非常绅士的
离异化学教师，让她再一次萌生了对一
段新的爱情和婚姻的憧憬，可前夫的再
次出现让不久之后可能举行的婚礼泡

了汤。第三位主角玛尔秀姆老师在瑞
典学习期间，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对该
校一位着装、行为古怪的园丁产生了爱
慕之情，最终由于对方的正直、由于天
使的故事，终止了一场即将发生的出轨
行为。

该书既是一部讲述爱情的青春
故事集，也是一部教育启发家长的指
导用书。书中几乎每个章节都穿插
着玛尔秀姆的日记，记录了这位教师
的真实想法，每一个父母和教育工作
者都可在其中寻找到自己需要的东
西。另外，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那
就是它自始至终都在描写集医生、作
家、记者、社会活动家、军官为一身的
雅努什·科扎克，几次提到去特雷布
林卡德国纳粹集中营路上发生的事
件，还特别描写了他的著作《玛特国
王一世》。以至于译完此书，我与作
者在小说末尾提到的南萨哈林斯克
的小姑娘犹莉佳一样，迫不及待地
想阅读这本著作。

可以当心理学读的儿童文学
温健

本报记者 却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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