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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用布与线拼贴、缝制而成
的绘本，一打开，就与曾经看过的大多
数绘本有着不一样的质感。用布与线进
行创作，远不如画笔那般自如，然而绘
本中的形象却或憨态可掬、或玲珑精
致，展现了一个仪态万千的世界。

绘本作者玛尼卡·K.穆西尔来自斯
洛文尼亚，原本是一名建筑师、设计
师，曾获得“莱昂纳多国际建筑设计竞
赛”之“年轻建筑师”的最高奖项。但
她觉得那是一个群体合作的系统工程，
不是个人能够掌控全局的。绘本不一
样，她可以一个人从头到尾独立完成，
这是她喜欢绘本创作的重要原因。在她
创作的系列绘本里，你可以看出一个建
筑师的痕迹：用线的精到、块面的力度
与布局的合理。在幽默生动的形象设
计、丰富多层次的色调搭配、独特的毛
毡布纹理处理中，也许你可以发现一个
设计师的匠心；或者，仅仅欣赏异国布
艺的美好，更有一种自己动手做一本绘
本的冲动。

近日，著名插画家玛尼卡·K.穆西
尔来到中国，首次为读者们现场分享自
己创作绘本的动力和源泉，以及她在一
针一线的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她告
诉记者，自己是在一次为女儿缝制包包
的过程中，萌生了用手缝的方式创作绘
本的想法，于是通过剪裁、钩织、拼
贴、缝纫的方法，将颜色各异、纹理不
同的布块组成了一幅幅趣味盎然的画
面。三个多月后，第一本绘本 《山羊塞
西亚》 诞生了。可她不曾想到，这种独
特的创作绘本的方式开创了布贴画的先
河，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一致好评。

在创作出 《山羊塞西亚》 的续集
《谁喝光了我们的水》 后，穆西尔的个
人风格日趋成熟。第三本绘本作品 《捣
蛋小猪》 屡获殊荣，荣获 2016 年塞尔
维亚“创意插画特别奖”，2015年斯洛
文尼亚“最美图书”等国际大奖，而她
这次带来的最新作品 《魔力贝壳》 是首
次以儿童形象作为主角而创作的绘本，
充满了她对残疾儿童的人文关怀。

为了最大化地还原原书的味道，江
苏凤凰美术出版社根据原书的字体风
格，用针线在毛毡布上绣出了中文版书
名。同时，为每一本书设计了一份亲子
艺术课程，将艺术体验融入绘本阅读
中，让书中充满北欧风情的形象和图案
成为生活中最舒适、自然的拼布小物。

布一样的绘本
不一样的故事

本报记者 却咏梅

童话是什么，有什么用，能当饭
吃，能治病，还是能考个高分？

当有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会回
答，童话就是童话，它伴着我们长大，
成为内心温暖的存在。当我们孤独或
难过的时候，童话里那些有爱的、有趣
的人物与故事，会悄悄从心灵深处的
一隅走出来，和我们对话，为我们抚慰
创伤，让我们满怀希望地继续前行。

我相信身为儿童文学作家的张弘
也会这样回答，甚至比我回答得更精
彩。她热爱童话，童话伴随她的成长
历程，也融入她的血液与全部身心。
为了让更多的人拥有和她一样的感
受，她借助《英伦童话地图》（福建少年
儿童出版社）这本书，带我们穿越时
空，就像一次热切期盼却有点怯怯的
还乡，一步一步地回到那一个个经典
童话诞生的地方。

张弘带我们走过的地方，她写下
的文字、拍摄的照片、所讲的轶事，让我
们领略了彼得兔的世界，见证了充满
魔力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爱上了肯
辛顿公园的那个小男孩，听到了拂过
柳林的风声，似乎也听到了百亩森林
里小熊维尼和小伙伴们的欢笑。这些
颇为熟悉的实物与声音，传递出一个
温暖的信息：童话不是冰冷的空幻的
存在，它们就在现实中、大地上，至今依
然在讲述着影响了几代人的故事，并
将继续点亮更多孩子的童年。从这种
角度看，《英伦童话地图》与其说是英国
儿童文学经典的朝圣之旅，不如说是
在童话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相互对接与
印证中，重新认识童话的意义与价值。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总在想，我们
的童话之乡在哪里，还能找到吗？神
笔马良的那支神笔遗落何处了，孙悟

空的花果山现在是什么模样，那队娶
亲的老鼠在哪里留下了脚印⋯⋯没有
人能告诉我。那些带给我们无数感动
的童话原型或发生地似乎都找不到
了，只能在记忆中苦苦追寻。某种程
度上，《英伦童话地图》善意地给我们
提了一个醒，那些历史名胜固然要保
护，跟童话有关的温柔乡也要保护，这
不只是保护童话，也是留出几代人共
有的记忆。

书中一个片段很有意思，张弘在
探访彼得兔时，遇到生活在湖区的那
个神采飞扬的 90 岁老妇人。老妇人
说：“是的，我们是读着彼得兔慢慢长
大、慢慢变老的。”在童话诞生的地方读
着童话，慢慢变老，这本身就像是一个
童话。童话，不能从现实消失，也不能
在心里抹去。有人说，从来没有读过童
话或者对童话毫无感觉的孩子，未来一

定是有某种缺陷的。的确，一个人小时
候如果没有受到童话的熏陶，没有读过
维尼熊、安徒生、格林的童话，没有遇见
卖火柴的女孩、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其
精神世界该是多么贫瘠与荒芜，未来又
怎会被善良和美好所感动。遇到童话，
沉淀在心里的，不只是故事，还有对这
个世界的热爱，对崇高人格的追求，即
便遭遇了悲伤、不公，却依然相信这个
世界是好的，人是好的。

现在想来，也只有张弘能写出这
样的书来，因为她从小就痴迷于童话，
热衷于童话创作。当她有机会来到诞
生那么多童话作家的英伦大地，便以
最虔诚最热切的姿态融入其中，并把
她对童话的认识和知道的与童话有关
的一切，都真诚地告诉我们。她还让
我们明白，童话不只在心里，在远方，
还旺盛地生长在这片大地上。

童话，不只在远方
本报记者 张贵勇

诗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动听
的心声。为了让经典诗词和现代诗文
走进校园，培养学生鉴赏和创作诗歌的
能力，提高师生的人文素养，日前，由北
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对外合作办学部
主办、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协办的“中
国儿童阅读提升计划”项目培训总结活
动暨首届校园诗歌节在广州举行。

此次活动既是对“中国儿童阅读提
升计划”项目的总结，又是一次以诗歌
阅读教学研讨为主题的培训活动，分为
诗歌阅读与儿童教育、诗歌文本的阅读
与教学、儿童阅读教师的成长、书香家
庭氛围建构、文学审美的新启蒙五大板
块，邀请了台湾现代诗人林焕彰、儿童
文学作家谭旭东、杜梅、张菱儿等专家
学者，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近百所学校
的500余位老师参加。活动中，老师与
学生们一起吟诵、读诗、写诗，同学们亲
近大师、与作家面对面聊诗歌，共同撞
击出无比曼妙的诗意火花⋯⋯让大家
领略到了诗歌的魅力，以及诗歌赋予人
类心灵的美好与感动。

用童诗唤回童心

在以“童声雅韵 诗意飘香”为主题
的开幕式上，广州开发区二小、萝峰小
学、汤村小学等六所实验校的师生进行
了诗歌诵读活动展演，其中广州开发区
第二小学学生表演了吟唱诗经《鹿鸣》

《追忆·童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由李
悦新校长带领语文组老师进行的诗歌
朗诵《我有祖国，我有母语》，他们声情
并茂的演出，掀起了活动的一个高潮。

在诗歌文本的阅读与教学板块
中，广州开发区二小的史丽霞老师、罗
峰小学的钟巧萍老师、九龙一小的刘
有梅老师和开发区二小的余雪云老师
分别执教《花的组诗》《我的祝福》《让

太阳长上翅膀》《童声雅韵，诗意飘
香》，从“诗歌阅读指导”“诗歌阅读推
荐”“诗歌阅读交流”“诗歌阅读与写
作”等方面对诗歌阅读的课型进行展
示。在文学审美的新启蒙板块中，儿
童阅读推广人安鹏辉（小酷哥哥）、张
旭燕与孩子们进行了《我们一起来“吃
书”》《谁是故事大王》《美好的生活从
阅读开始》等互动交流⋯⋯丰富多彩
的活动多层次、全方位地向大家展示
了诗歌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的应
用，以及诗歌阅读和创作在儿童成长
及其品德构建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刚才史老师讲到我的童诗《花和
蝴蝶》，因为断句的地方不同出现了几
个版本。在我看来，诗歌里的标点符
号也是文字，甚至胜过文字。在视觉
上，这些标点符号就像文字的翅膀一
样，所以我们要学会运用它们。”林焕
彰爷爷与学生们面对面地交流，用亲
切的语气和孩子们一起分享了自己诗
歌创作的经历，让孩子们感受到写诗
就是一件好玩的事。

“我们首先应该读懂儿童，理解
儿童，然后再教他读诗或写诗。”北
京教科院课程教材研究中心课程室主
任朱传世说，儿童和我们成年人不一
样，成年人有时候太沉重、太坚硬，
有很多的壳背在身上，但儿童对自然
有天然的亲近感，对事物有好奇心，
能够持续地专注一件事物。对此，北
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副校长白玉
玲颇为赞同，她认为，从小读诗、写
诗能培养丰富的感情和想象力，让我
们有一双寻美的眼睛、向善的心灵和
求真的勇气。“如果我们每个老师的
内心充满了真善美，充满了童真童
趣，带领孩子与诗为伴，那么，就能
提升他们对诗歌的意识，用诗意的方
式去表达自己的童年。”

“提升计划”引领教与学

三年前，广州市萝岗区教育局（现
合并到黄埔区）与北京师范大学基础
教育对外合作办学部合作开展“中国
儿童阅读提升计划”项目，开始在广州
开发区二小、萝峰小学、汤村小学等六
所学校实施。从对参与实验学校和非
实验学校的学生、语文教师、学校干部
进行的阅读状况测评的数据上可以看
出，在语文积累能力、阅读主动性、阅
读策略、阅读氛围等方面，项目校的优
秀率普遍比非项目校高，学生阅读兴
趣和教师教学水平及学校的阅读氛围
得到有效提升。

不仅如此，项目组的专家们还引
导各实验校教师开展儿童阅读的小课
题研究，以科研为助推力，深化儿童
阅读的研究。广州黄埔区教研中心语
文教研员曹利娟介绍，六所实验校都
申报了小课题并顺利结题，比如开发
区二小进行的是 《基于儿童阅读提升
计划的培养学生诗歌课外阅读能力的
实践研究》，编印童诗校本教材 《诗
歌创作集》，探讨出了诗歌阅读不同
课型的有效教学模式；萝峰小学进行
了 《童话推动智慧教育——童话在小
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课题研究与实
践⋯⋯三年来，教师的专业素养得到
明显提升，培养了一大批“种子”教
师，他们在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获

区级以上奖项，在教师阅读教学大赛
中获奖等，黄埔区语文教研员还组织
实验校编选了 《教师诗歌论文集》

《诗歌教学设计集》 和 《师生诗歌作
品选》，出版了 《小学语文课外阅读
课型》《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读写结合
策略研究》 等图书。

啃下诗教这块“硬骨头”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每
一个儿童，就其天资来说都是诗人。”
因为他们有着最纯真的童心，最美好
的情感、最强烈的好奇心，以及令人忍
俊不禁的无忌童言⋯⋯但是现在这些
天生的诗人却不会作诗。事实上，无
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语文课本里，诗
歌的比例都比较大，但是大多数语文
教师却不知道如何处理教材中的现代
诗歌、儿歌和儿童诗，更不知道怎样给
学生进行诗歌教育⋯⋯这些是广州开
发区第二小学曾海清老师的困惑，也
说出了很多老师的心声。那么，如何
让语文教学散发诗意的馨香，让孩子
们携着童真、童心，在诗歌的园地里轻
舞飞扬呢？

谭旭东认为，儿童诗教育是语文教
育的重要一环，不要轻视诗歌的教与
学，教师首先要选适合儿童阅读，也能
激发儿童学诗兴趣的诗给学生读。不
少学校动不动就让学生诵读古诗词，尤
其是《诗经》、唐诗、宋词。古诗词诵读

是可以的，但不要一味强调古诗词之价
值，尤其没有必要用古腔调、穿古服
饰。其实，古诗词只是语文教育的一部
分，老师应该选择一些优秀的、有儿童
趣味、贴近儿童心理并能激发学生想象
力的儿童诗给他们阅读。其次，要把诗
歌当诗歌来读、来教，不要一味地挖掘
其主题内涵，陷入了“主题教学”的陷
井。在语文课堂上，一定要告诉学生：
文学作品的不同魅力，很大程度是因为
作品有不一样的语文与形式。

“儿童诗一定要单纯要干净，不但
语言单纯干净，意境也是单纯干净，不
能因为童年的丰富性就把儿童诗写得
五花八门。”谭旭东坦言，学好语文一定
要有诗，因为只有读诗才最能够体现一
个人对语言的敏感性。“我自己也有这
样的体会，如果从诗歌进入文学，那么
再去创作童话、寓言、儿童小说等其他
形式的文学，就会相对容易得多。”

如今，广州黄埔区的老师们啃下
了诗教这块硬骨头，老师们不再害怕
诗歌课教学，而且还主动开设了诗歌
读写结合课。以自信的姿态，刷新了
传统语文教育教学。

“只有拥有诗意的童年，才会有诗
意的人生。”张菱儿说，诗是能够带给
孩子们美育，这些跟分数无关，跟应试
教育孩子的模式也无关，但是它对一
个孩子的成长，就像昙花一现一样，
虽然是一点点的小美好，但能够影响
他的一生。

广州黄埔区开展“中国儿童阅读提升计划”——

诗意的童年诗意的童年从这里起步从这里起步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如今，科普读物已成为儿童文学和
低幼读物之后，最受家长与小读者青睐
的童书品种。但是，与儿童文学中原创
作品比例占绝对优势的状况不同，畅销
科普读物几乎一边倒地由进口书唱主
角。原创科普难已经成了业内的共识，
不仅获得好文本难、体例创新难，还有
获得高品质绘画、图片作品难等一系列
的操作之难。创刊于 1960 年的 《我们
爱科学》 杂志是中国少儿科普第一刊，
目前月发行量突破140万册，在充分的
市场调研基础上，确定以科普图书“定
制服务”，充分满足小读者阅读需求，
于是，一部“趣味科学图画书·有趣的
动物故事”丛书应运而生。

该套书是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
总社期刊中心出版的一套原创性动物科
普图画书，面向5至9岁的小读者。全套
共 10 册，每册分别以河马、北极熊、
狗、袋鼠、大象、骆驼、吼猴、树袋熊、
黑猩猩、松鼠为主角，通过生动有趣的故
事介绍这些动物的身体特征、生活习性。
书中蕴藏着丰富的小知识，每当故事中的
小动物作出一些特别的举动或遇到稀奇有
趣的事时，就会出现相应的小卡片来补充
说明所涉及的知识。每本书的故事之后还
有“认识动物”“了解动物”“动物大家
庭”等内容来配合该册动物主题进行详细
讲解，最后设置的“知识小测试”来帮助
小读者检验自己的阅读成果。值得一提的
是，每本书根据动物和故事的特点，用不
同的绘画风格进行创作，以“一本一画
风”的方式，让读者获取不同的视觉体
验，感受艺术的魅力。

除此之外，中少社还将推出面向
4 至 7 岁儿童的“趣味科学图画书·奇妙
的人体”丛书，面向小学中低年级的“精
品科普漫画丛书”，面向小学中高年级、
注重培养动手能力的“创意科学实验室
丛书”，面向中小学生读者的“探秘大自
然丛书”，面向少儿摄影爱好者的《用镜
头看世界》等多部图书，旨在将可读性、
趣味性、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激发孩
子们的好奇心，培养孩子们的科学兴
趣，提升科学素养。

一本科学与艺术
共生的科普书

伊湄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
2016 中国数字出版年会日前在京举
行，来自国内外的业界专家齐聚一
堂，围绕“创新、引领、融合、发
展”的主题，就“互联网＋”时代下
中国数字出版如何实现转型升级等问
题进行研讨。

年会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
布的 《2015—2016 中国数字出版产
业年度报告》 指出，2015 年，以在
线教育为主要形态的数字教育出版领
域热度持续升温。在线教育是数字教
育出版的核心部分，去年收入规模

180亿元，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童之磊介绍了一项正在上海中
小学中进行的数字教材实验项目，该项
目计划通过共享数字化教材、建设配套
应用环境、提供教学支持系统三步走，
推动数字化课程环境建设与学习方式的
改革。“未来希望能构建一个数字教育
的新生态，提供多元化、多角色的共同
发展。我们相信，在线教育将为传统的
教育模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童之
磊说。

据有关数据显示，在线教育用户

规模在 2015 年达到 9650 万，预计
2016 年将突破 1.2 亿。但正如创新工
场创始人李开复所说：“在线教育不是
纯粹做技术、做产品，它还要需要懂教
育、懂内容、懂用户体验，要会结合、要
有耐心，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发展起
来。”

专为 5 至 12 岁孩子提供北美小
学课程的在线教育公司 VIPKID 日前
完成 1 亿美金 C 轮融资，这是迄今为
止全球少儿英语最大的一笔融资。该
公司同时宣布进行师资、教程、平台
以及体验等方面的重大升级，包括参

与全球 ESL 英文老师教学标准的制
定、打造“课前翻转课堂＋北美外教
1 对 1＋游戏化课后作业”的全新课
程体系，以及实现教学内容在手机、
IPAD、电脑等多平台联动。

“通过网络视频，孩子不仅能提高
英语，还能学习地理、历史、文化，甚至
编程等，并提升包括动手、演唱、逻辑
思维等综合能力。希望便捷、专业、个
性化、趣味性强的学习体验，帮孩子插
上语言的翅膀，自由行走于这个星
球。”VIPKID公司创始人兼CEO米雯
娟说。

“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出版新生态
肖聪

《无尽绿》

宋乐天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本以植物为主角的江南风
物散文集，涉及回忆、考证、风俗与工
艺。在植物的自然属性与所给人美的
愉悦之外，突出的是植物与人的日常
相关的“物用”，以及这种“物用”和人
发生联系以后，在人的生活中所产生
的情感。

春日连绵照眼的紫云英与新绿茶
树，于合适季节亲手制作出的乌糯米
饭与木莲豆腐，还有秋日香气沉沉的
桂花晴雨录，这些都是我们置身其中、
日常生活里鲜明的“无尽绿”。

《托尼诺成长记》

[意大利]法比奥·通
巴利 著
王干卿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

该书是一本讲述孩子成长心路的
小说。故事的主人公托尼诺和姐姐科
拉拉、弟弟帕利诺以及爸爸妈妈生活
在意大利安静祥和的一个小镇里。小
镇里的孩子们与自然为伴，与亲友为
邻。他们在菜园、山谷里探索自然，在
家庭聚会中了解欧洲的历史文化，在
学校中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小说最终
以托尼诺小学毕业为终点，展现他最
终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阅读现场

林焕彰与学生面对面聊诗林焕彰与学生面对面聊诗 周思周思 摄摄

在首届校园诗歌节开幕式上在首届校园诗歌节开幕式上，，学生们在表演诗朗诵学生们在表演诗朗诵。。 李琳竹李琳竹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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