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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有无数的梦想，那
些在成人看来荒诞不经的梦想，却
是童年里最五彩斑斓的风景。梦是
有声音的，梦是可以像蝴蝶一样捕
捉的，可以装在瓶子里调和成一个
美好的梦。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
巨人白天去搜集梦，在夜里“巫师出
没的时刻”来到孩子们睡觉的地方。
然后他把好梦放在一支长长的小号
里，从窗口伸进来，轻轻一吹⋯⋯10
月 14 日，由美国迪士尼公司出品、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全新奇幻
冒险电影 《圆梦巨人》 在中国大陆上
映，这部改编自全球顶级奇幻文学
大师罗尔德·达尔经典作品 《好心
眼巨人》 的电影，因其原著小说经
久不衰的魅力而备受期待。

图书 《好心眼巨人》 是由明天
出版社独家引进中文简体版权并出
版的“罗尔德·达尔作品典藏”系
列丛书中的一册。早在 2004 年，明
天出版社就引进并出版了罗尔德·
达尔的作品，无数中国孩子通过这
套 书 认 识 了 这 个 会 写 故 事 的 老 头

——罗尔德·达尔，领略了他笔下
那些奇幻童话的无穷魔力，这魔力
超越了语言和国界，就像他故事里
的人物一样，深深地吸引着一代又
一代的中国孩子。

罗尔德·达尔是英国杰出的儿
童文学作家、剧作家和短篇小说作
家，他的作品曾两度荣获爱伦·坡
文学奖和英国儿童文学最高奖——
英国“白面包奖”。达尔创作的故事
构思新巧，幻想奇特，往往凭借某
一点事实根据，驰骋想象力，别开
生面地推出幻境。他常常从一个小
孩的视角出发，将其在寄宿学校的
经验融入其中，在每个故事的一开
始就打破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常规对
应，给人一种或幽默或荒诞或机智
的美感；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的作
品具有一种让人一读就爱不释手的
魔力。

达尔创作这些有趣故事的灵感
很多来源自他的两个女儿。作为父
亲的达尔，总是鼓励孩子们冒险，想
方设法刺激孩子们的想象力。有一

天晚上，他照常跟两个女儿讲睡前故
事。当他讲到“有一种神奇的粉末，
可以用一根长长的吹管吹进卧室，在
人睡着的时能对大脑产生奇迹”时，
两个女儿追问：“它们是怎么做到
的？谁把它们从窗口吹进来的？”他
解释了几句，道了声晚安，就匆匆下
楼了。过了一会儿，当灯光熄灭，女
儿们几乎睡着时，她们卧室的窗外突
然有动静。她们睁开眼睛，在黑暗中
看见一根长竿从窗帘之间伸了进来，
外面一个人正在大声地吹气，这个家
伙就是她们的爸爸——罗尔德·达
尔，正是这个恶作剧促成了小说《好
心眼儿巨人》的诞生。

《好心眼儿巨人》讲的是一个女
孩和一个巨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表
现的虽然是“弱小能胜强大，善良终
胜邪恶”的古老主题，但达尔却赋予
它以全新的想象，别出心裁地塑造出
一个前所未有的独特的巨人形象，充
满诗意和儿童情趣。达尔在幻境描
绘中自然引入现实生活，融进许多深
邃的人生哲理，既开拓了幻想的境

界，又深化了幻想的寓意。
孩子的理解和感受其实比大人

更加依赖直觉，一位美国14岁小男孩
这样评价：“《好心眼的巨人》的故事
情节很吓人，几乎达尔所有的书都有
这样的气氛。这本书是我认为比较
少有的那种‘让人舒服的书’，它能把
你带到很遥远的地方，牢牢地抓住你
的心。当你读完的时候，你会觉得自
己很不错，自我感觉比读之前好多
了。好心眼的巨人这个人物写得很
完美，我特别喜欢这家伙，他是那么
热情和天真，你会不知不觉喜欢上他
的。”

如今，这个故事在电影院里与
中国的孩子们见面了。这是继 《查
理和巧克力工厂》《了不起的狐狸爸
爸》《玛蒂尔达》 等被改编成电影之
后，罗尔德·达尔的作品再次以电
影的形式与小朋友们见面，足见其
读者基础的广泛与牢固。这些美好
而有趣的故事将会继续用文字、影
像 的 形 式 陪 伴 更 多 的 孩 子 编 织 美
梦，给孩子们带来爱的温暖。

《好心眼巨人》：巨人吹梦，捕获童心
刘琮

像米勒那样成为领读者

学生不读书，很大程度上是教师
自己不读书。

米勒老师是一位真正的读者，连
交友也是以书为媒，虽“不是专门研究
阅读的学者，也不是参与政策制定的
专家”，但她属于那种“在被子里打着
手电筒看书，到哪里都会带着一本书，
从不看购书账单的书痴”。她人生最
初的记忆便是学习阅读，从小学四年
级开始，就将每年的纽伯瑞获奖作品
列入阅读计划，自家客厅里有座被戏
称为“米勒山”的书堆——从没变小
过，让她永远不愁没书读。

出于对书籍的痴迷，使米勒在教
师群体中显得与众不同，并把这种痴

迷传递给学生。她熟知书的种种，也
清楚当前学生阅读危机的症结所在。
在她看来，包括全班共读一本书、写
读书报告、记读书日志、学生轮流朗
读和“爆米花阅读”等传统阅读的方
法，看似热闹，每个学生都在参与其
中，效果实则并不大，有时甚至会起
反作用。其背后是没有尊重儿童阅读
规律，没有看到每个学生不同的阅读
经历、阅读能力及阅读方法，更没有
把阅读的趣味放在第一位，更多的还
是自上而下，而非源于个体的阅读推
广。

为了让学生与书籍更近，米勒下
了不少笨功夫，如学期前发放问卷，统
计学生阅读情况，了解学生阅读兴趣，
根据读者类型对不同学生给予特别关
注。她还把自己的藏书一箱箱地拉到

教室，又从图书馆借来大量好书，不辞
辛苦地把教室里的图书分门别类，按
照诗歌、传统文学、奇幻小说、科幻小
说、历史小说、写实小说、悬疑小说和
传记等，放在不同的书架上，并给每名
学生写了一封谈阅读的信。她，就像
一位技艺精湛的园丁，把教室布置成
一座美丽的书之花园，给即将到来的
学生们以惊喜。

帮助学生找到内心的读者

让学生爱上阅读从来不是一帆风
顺的。和很多老师一样，米勒也遭受
了很多挑战，有着很强的挫败感，如家
长不领情，同行看笑话，学生不听话
——“学生们并没有如我预料那样，对
书中的内容及人物产生共鸣，学生们

就像机器人，费力完成本单元学习，做
完规定作业和活动”。事实上，米勒要
改变的不只是学生本人，还包括以应
试为导向、起败坏阅读兴趣作用的传
统阅读教学模式。而引领阅读，首先
要把阅读与功利性的评价剥离开，改
变学生及其家长对书籍、对读书目的
的认识，重塑他们的阅读观。

也就是从让学生放下心理包袱开
始，米勒慢慢让阅读回归阅读，将阅
读变成一种单纯的精神享受。她的阅
读课没有硬性要求，一开始只是鼓励
学生循着自己的感觉和兴趣而读，学
生可以随意选书，肆意阅读，她甚至
允许学生在阅读课上想读什么就读什
么，一本书也可以不读完，不用写读
书笔记，也不必大家同声朗读一本
书。她用自己的经验和行动告诉学
生，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读书，
读书不是为别人而必须完成的任务。

当学生对阅读渐渐有了兴趣，米
勒喜欢和学生一起聊书，无形中让学
生对书的题材、类别、人物、作者、出版
社等有了深入了解。在赢得学生的信
任后，她不时地给学生开一些跟学生
所读书籍有关的书单，启发学生向同
学推荐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为之写广
告词，编新故事，找到自己内心的读
者，因为读者是被读者打造出来的。
她设立了“疯狂借书日”，鼓励学生自
主选书，明白自己有读什么的权利，意
识到只有兴趣才能转化为真正的内驱
力。她还规划了图书馆日，借助图书
馆的仪式性与计划性，让学生对书籍
产生敬畏之心。

循着学生的阅读兴趣点，由点到面，
由表及里，米勒渐渐让学生阅读做到了
课上与课下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学校与家庭相结合、个体阅读与群体阅
读相结合。正是在这种引领下，班级阅
读蔚然成风，几乎所有学生都能达到一
学年读40本书的任务。很大程度上，米
勒的想法和做法以及小窍门、小方法，都
可以被借鉴，在更广的范围予以推广，因
为她窥见了激发学生阅读潜能的门道，
找到了学生阅读的内在规律。

阅读本身就是最好的礼物

做好示范，巧用方法，就连当初对

阅读最排斥、最讨厌读书的孩子，也渐
渐对书了有兴趣，喜欢上了米勒的阅
读课，成为小书虫。也有学生升学后，
经常回到阅读教室看望她，跟她聊聊
书，聊聊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怀念的
是在一方自由的空间，与米勒共读的
时光——“就是这个气味，我喜欢这个
教室的这个味道，好像是新书和清洁
剂混合起来的味道”。

什么是好的教师？好的老师就是
引领学生将阅读作为终身习惯，和学
生一起向榜样学习，与不良风气抗争，
发现阅读和教育的秘密，即要想让学
生热爱和坚持阅读，老师们就必须给
他们时间和空间，放手让他们去读，并
和他们一起，享受阅读的至乐。从这
种角度看，米勒老师所做的，与其说对
阅读及阅读教学的本质回归，让我们
重新看待阅读，不如说是通过阅读来
改善教育生态，来培育具有阅读力和
创新力的人。

真正的教育就是这样培养的。有
人说，衡量家庭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准，
就是小的时候是否有与书为友的阅读
习惯，长大的时候是否有明确的兴趣
爱好与发展发现。其实，学校教育同
样如此，若没有书声琅琅，没有经典对
童心的无声浸润，学生没有养成阅读
习惯，走出校门再也不愿捧起一本书，
这样的学校教育难言理想，可谓失败
的教育。好的学校教育在本质上不只
是教学生知识，还是引领学生把阅读
和求知作为一种追求，对美好事物总
是心向往之，甚至有着如夸父逐日一
般的九死未悔。

“亚历克斯像一对熊熊燃烧的阅
读篝火，而图书馆和阅读时光就是引
燃他的火种。他摒弃了外界的一切，
忘我地阅读着，甚至时常忽略了我的
存在。”在米勒的阅读教室里，学生
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走出教室，他们
依然有书为友，成为热忱的读者。有
时候，学生调皮捣蛋，惹是生非，让
人觉得教育很复杂、很困惑、很艰
难，但当学生走上阅读之路，安静好
学，博识有爱，其所反馈和表现的又
让人觉得，教育实际上很简单、很快
乐、很享受，只要学生成为终身读
者，因为阅读本身就是最好的人生礼
物。

每个学生都能成为终身读者每个学生都能成为终身读者
——美国教师唐娜琳·米勒讲述如何激发孩子的阅读潜能

本报记者 张贵勇

“我不是一个心理学研究者，只是
一个钟爱成长，对人的心灵充满好奇心
和探究欲的文学写作者。”儿童文学作
家殷健灵在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举行
的 《致成长中的你：十五封青春书简》
作品研讨会上表示，如果说 《致成长中
的你》 还能打动人，那是因为它是文
学，用了文学的表述方式。在风雨飘摇
中，文学对成长中的孩子便是最佳的

‘引渡者’，我会更努力地扮演好这个引
渡者的角色。

《致成长中的你：十五封青春书
简》 是殷健灵于 2015 年创作完成的，
问世以来，深受儿童文学界、评论界以
及社会各界的特别关注，入选央视科教
频 道 和 中 国 图 书 评 论 学 会 举 办 的

“2015 中国好书”，并获得 2015 年冰心
儿童图书奖等。

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
人朱永新认为，伟大的作品都是关注心
灵的，这本书自觉关注青少年的心灵世
界，已将“致孩子”的题材写到了一定
的高度和深度。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
则认为，这本书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青春色彩、社会情怀、传递大爱，
即为青春泼洒色彩、借诗意展现情怀、
真诚传递大爱。

三位儿童文学相关人士以儿童写作
的眼光对作品进行了探讨。儿童文学评
论家束沛德表示，殷健灵胸怀大爱，她
心中永远有少年，她乐意并且善于用自
己的智慧和经验，引导少年度过美好、
青涩的岁月，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情真
意切的少年启示录。儿童文学作家金波
认为，这本书首先是一本心灵之书，倾
心交谈、心灵互通，其次是一本智慧之
书，回忆经验，追问人生。儿童文学作
家樊发稼则说，这本书好就好在作者

“把自己摆进去”，把自己的亲身经历、
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感情波澜、自己的
真实思想，毫无保留地说出来，细节血
肉丰满，可感可触，从而让读者从中得
到有益于自己成长的启迪，而且各个章
节针对青少年成长所面临的问题有的放
矢，具有重大的现实针对性。

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本书在形式上
表达了传统文体的“尺牍之美”，内容
上诠释了现代书信散文的“诗与真”，
是一本引领青少年拥抱人生、热爱生
活、追求理想的启蒙读本，也是一部具
有独创性的优秀文学作品。

文学是孩子成长中的
最佳“引渡者”

肖林

夜幕降临，妈妈温柔地把孩子
揽在怀里，轻声细语为他 （她） 讲
一个童话故事，这样的时光成为很
多人长大后最美好的记忆。快6岁的
小男孩米尼尤其幸运一些，除了那
些经过一代代人传诵的童话、神话
之外，他的妈妈还专门为他自己创
作了属于他们母子的“爱的童话”。
这个妈妈叫粲然，这本凝聚了妈妈
对儿子的爱的童话就是 《妈妈菩萨
孩子佛》，它是粲然用来表达对孩子
爱的一种补充。

近日，育儿专家粲然的新书 《妈
妈菩萨孩子佛》（蒲公英童书馆出
版） 在京首发，粲然、该书插图作者

马鹏浩、畅销书作家苏小懒就童话阅
读与创作的话题进行对谈，今日头条
还在现场发布了其围绕“童话”所统
计的大数据，该数据全面扫描“童
话”主题词的相关数据，揭示了童话
阅读群体的兴趣趋势。

粲然说，写童话能将说“我爱你”
不足以表达的情感，和说完“我爱你”
就开始减弱的感情存储起来，像导线
一样延续和延长，孩子在不同年龄阶
段都能体会到不同的爱，自己也爱上
了这种“爱的童话”的方式。粲然把
这些童话称为“妈妈牌童话”，这也是
她写给孩子未来的“情书”。

该书是她创作的 12 篇暗含佛理

的“妈妈牌”童话集，在这 12 篇童
话故事里，她以灿烂的文字营造出
气象万千的童话场景，揭示孩子给
予父母的珍贵启示，以及现代父母
的执念和迷障，参透童心和成长的
奥秘。这些故事不止适合父母、教
育工作者阅读，也适合大人读给孩
子听。

提到书名，粲然认为，妈妈就
像一个菩萨一样，菩萨给人的感觉
是非常温暖的，在苦难当中她总是
会用宽容的态度去怀抱你，去呼应
你。孩子的爱则是充满佛性的，他
们是用非常宽广的，非常自由的，
一片挚诚的心灵去看待这个世界，

去包容这个世界上的万世万物，充
满惊喜和好奇。

随书附赠的还有一本做得非常
漂亮的童言笔记本，这个笔记本里
记录了很多粲然儿子米尼小时候讲
的一些特别古灵精怪的话。粲然认
为，父母把孩子小时候讲的古灵精
怪的话抄录下来，其实就是一首一
首的诗，“在这些诗里我们发现文字
是多么美妙，发现孩子看待世界的
眼光是多么地丰富和多元”。她希望
所有的妈妈一起来写“妈妈牌”的
童话，把所有孩子感悟世界的言语
记录下来，永远去温暖我们的心，
去温暖这个世界。

“妈妈牌”童话是写给孩子未来的“情书”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读家报道

新书架 麦田守望

中篇系列童话丛书
“怪怪国”出版

本报讯（记者 余闯）由儿童文学
作家宗介华创作、清华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中篇系列童话丛书“怪怪国”近日
在京发行。

许多小朋友在生活中都犯有懒
惰、淘气、马虎、偏食等毛病，影响着他
们的健康成长。如何来帮助少年儿童
去认识自己的缺点呢？训斥、强迫，甚
至打骂等手段显然是不可取的，而通
过形象的艺术感染，使他们在生活实
践体验中认识到这些毛病的危害，才
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这个习
惯不好”的印记，从而自觉地加以改
正。

该套书通过丰富而大胆的想象，
为孩子们营造出 4 个虚拟的“国家”。
通过各种机缘巧合，4 个小主人公分
别来到了“大闹国”“大马虎”“大馋国”

“大懒国”，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经历
了惊险刺激的事，在啼笑皆非中深深
地领悟到自身的“毛病”，从而在他们

“返回”现实生活之后，自觉地克服缺
点，以乐观积极的态度拥抱明天。

“长征绘本”丛书面世

本报讯 (曹舒雅)为纪念红军长
征胜利80周年，解放军出版社策划出
版的“长征绘本”丛书近日正式出版。

该书以儿童的视角，讲述了长征
中的孩子们的经历，首创了用绘本形
式讲述长征故事的先例，是一套以少
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革命传统
教育的读物，也是该社在去年成功策
划出版了“和平鸽绘本”系列的基础上
的再次创新。丛书包括《红军柳》《远
去的马蹄声》《爸爸的木船》《在一起》

《小太阳》《大郭小郭行军锅》《亲人》
《迎春花开》，著名作家高洪波、贺捷
生、谢倩霓，以及画家沈尧伊、王祖民
等参加了这套丛书的创作。今年 9 月
1 日央视“开学第一课”上，贺龙元帅
的女儿贺捷生将军和著名主持人撒贝
宁分别讲述了 《远去的马蹄声》 和

《红军柳》 里的故事。

孩子不爱阅读怎么办？如何打造书香教室？怎
样让每个学生都成为爱书人？许多人能说出一二，
但方法要适用于所有的孩子，让所有学生乐于参与，
内化为行为习惯，毕业多年后依然愿意捧起一本书，
或许就不敢轻易接招了。

但美国教师唐娜琳·米勒就敢于作出承诺。在
《书语者》中，她从改变孩子及其家长的阅读观入手，
梳理传统阅读方法的误区与弊病，并给出自己的领
读策略，使阅读成为伴随孩子一生的习惯。

近日，为庆祝“开车出发”系列销量突
破200万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邀请
该书作者、日本知名绘本作家间濑直方来
华访问，并在北京举行“打开绘本去旅行”
主题活动。活动中，该书译者、儿童文学
作家彭懿请间濑直方用中文为大家朗读

《开车去兜风》，令人惊喜的是间濑直方的
中文非常流利，赢得了阵阵欢呼和掌声，
他笑着说：“我说得不好不许笑。”他还表
示，中文最难发音的是“瀑布”，这个词练
习了很久。

“开车出发”系列在中国被称为交通
工具绘本，间濑直方表示，他不是只想画
电车，他想画的是旅行，如果看书就会发
现，书里都是一家人去旅行。他说从小
就喜欢旅行，会把小时候或者全家旅行
时在心中、脑海中留下的印象画出来，也
正是因为画中倾注的情感，才让孩子特
别喜欢“开车出发”这套书。

随后，间濑直方与彭懿、周龙梅共同
解读藏在“开车出发”书中的很多小秘
密。比如书中常常出现戴帽子的画家，
那其实是画家的自画像，灰蓝色的小汽
车在所有书里都出现过，这是他的爱
车。彭懿说他们翻译《坐电车出发》时，
最难翻的是电车的声音，因为这种电车
中国没有，只能根据发音来写译文。间
濑直方说，他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模拟
电车声音的拟声词是自己创作的。

画家和两位译者还探讨了“开车出
发”系列中的情节设计和“开车出发”第
一辑不同，“开车出发”故事列车系列充
满幻想色彩，间濑直方说这些不是幻想
小说，而是民间故事。很多人很喜欢故
事列车系列，因为书中会遇到非常多可
爱的动物。在很久以前，人和动物相处
得非常融合，他将这些美好的民间故事
融入了创作。

此次活动由悠贝亲子图书馆协办，
也由此带拉开了间濑直方中国行的序
幕，他在北京、上海、苏州三地停留，举行
了“打开绘本去旅行”系列主题讲座和绘
画工作坊以及大 V 店、蜜芽网直播等形
式丰富的活动，与彭懿、周龙梅等为中国
读者带来了一场绘本创作与解读的盛
宴，共同品味全景式交通工具绘本“开车
出发”系列的独特魅力。

打开绘本去旅行
伊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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