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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现场·2016上海国际童书展

“纪念罗尔德·达尔诞辰
100周年”作品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肖聪）11 月 18 日，明天出版社
在上海举办纪念世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罗尔
德·达尔诞辰100周年作品研讨会。秦文君、
梅子涵、方卫平、刘绪源等众多学者、作家就
罗尔德·达尔的作品风格、艺术表现、社会影
响及儿童阅读风貌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罗尔德·达尔的代表作品《查理和巧克
力工厂》《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好心眼儿巨
人》等风靡全球，他幽默、诙谐的创作风格和
对孩子的同情、理解，带给小读者无尽的欢
乐和快慰。据悉，早在 2000 年，明天出版社
就引进出版了罗尔德·达尔的首批 5 部作
品，此后，又陆续推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
2014 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亨利·休格的神
奇故事》，并将其收入到“罗尔德·达尔作品
典藏”中，使丛书更加丰富且完整。

“一年多来，大兴精品阅读工程对
我们触动挺大的，尤其是给学生们拍的
阅读导读视频，没想到孩子们的镜头感
那么强，他们对阅读的兴趣超乎我们的
想象。”北京市大兴区滨河小学校长曾
志国在项目组人员回访时这样说。

大兴精品阅读工程项目是大兴区
教委落实市教委《北京市基础教育部
分学科教学改进意见》和持续推进《北
京市大兴区“十二五”时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的重要举措之一，2014 年
起与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阅读
推广中心合作将该项目引入大兴。

“传统阅读推广活动目标性不强，
不成体系，缺少手段，很难进行个性化
的、深度的、可衡量的阅读促进。”中少
阅读推广中心刘金斌主任介绍，“精品
阅读工程”囊括了书香校园阅读促进机
制建设、校本智慧书单及配套教具、全
媒体导读校园推广、学生阅读活动、阅
读师资培训、校本阅读课程研发、中国
传统文化教育展示平台、成长观察室，8
大项目18个子项目，大兴精品阅读工
程项目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有针对性地选择子项目进行组织实施。

采访中，记者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
是“改变”：孩子们改变了，阅读活动令
他们变得更专注集中地进行自主阅读，
促读教具令他们变得更积极持续地积
累阅读量，戏剧排演令他们变得更加热
爱上课和阅读时光；老师们改变了，师
资培训令他们变得更专业，更加了解学
生；家长们改变了，家长讲座令他们更
加懂得如何和孩子一起成长⋯⋯而所
有的改变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让
学生真正成为阅读的主人。

玩转“戏剧箱子”

“看门边那只大蜘蛛？我们去抓
住它！”

“不，艾弗里，回来！”
“别跑小蜘蛛，让我逮住你！”
“住手。”
“抓到你了！”韦伯跑过来咬住弟

弟的裤脚就往后拽⋯⋯
循着声音，记者走进滨河小学的一

间大教室，一群六年级的学生正在热闹
又欢快地表演着什么，大兴区精品阅读
工程项目组曲雯老师介绍，这是中少戏
剧专家在指导学生们利用戏剧箱子排
练童书《夏洛的网》，为12月份举行的
大兴区精品阅读工程汇报演出做准备。

一个人的阅读素养的形成分阅读
兴趣、阅读习惯、阅读能力三个阶段，
而作为第一阶段的阅读兴趣，发生过
程主要分为需要、动机、行为、需要满
足、积极情绪、产生兴趣六个阶段。中
少戏剧箱子就是将阅读和戏剧进行结
合，运用教育戏剧的手法，将图书作为
符号阅读到表演戏剧的立体化展现。

记者看到，戏剧箱子是一个外表
看起来像冰箱大小的纸箱子，每个箱
子包含一本主题图书（剧本）和 30 本
同主题拓展读物。此外，箱子里提供
了工具箱、舞美箱、服装箱等七八个小
箱子，学生们通过选择图书、编写剧
本、舞台设计、排练、展演等环节来完
成这个主题图书的戏剧呈现，实现从
阅读兴趣向阅读习惯的转变。

饰演《夏洛的网》第三幕主持人的
夏明熙同学谈起角色是如何分配时兴
致勃勃：“我们自己先报名，然后老师
会根据每个人的性格、体型、擅长等进
行角色分配。最开始我是演老鼠，后
来老师说我太瘦了，就由另一个同学
来演，他的性格也比较适合⋯⋯”

曲雯老师说，自戏剧箱子入校以
来，学生们惊喜于戏剧阅读这种新奇
形式，参与热情度高，变化巨大，比如
演员组的学生们在语文课上做课文朗
读时会自带感情色彩，配以微表演的
形式；导演组的学生们通过对戏剧班
底的统筹和管理，班级管理能力也有
所提升；舞美组及服装组的学生增强
了美术涵养，对艺术及美学的审美及
标准形成了不同的敏感度⋯⋯

“不要把书硬塞给孩子，成为他们
的负担。”在曾志国校长看来，让孩子
们在表演当中产生阅读的兴趣，并加
深对书的理解和思考，这是一种特别
好的阅读方式。

无压力阅读大受欢迎

毕加索有一句名言：“每个孩子都
是天生的艺术家。”如何鼓励孩子，为
他们创造舞台和空间，使他们在意识
到自己的天赋之前就能散发出潜质、
解放出天性，是每一个校长和教师都
应思考的问题。

滨河小学每一层教学楼的墙上都
有一台液晶大彩电，循环播放着师生
们推荐图书的视频，经常有人驻足观
看，这就是曾志国校长提到的“阅读导
读视频”：师生们手里拿着要推荐的图

书讲述“我和书的故事”，按照自己对
于阅读的理解，尝试在镜头前表达和
对图书进行推荐，不仅增加了学生的
阅读兴趣，也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了
解到一些好书，更有效地增强学校的
阅读文化氛围。

六年级三班田欣宇推荐的书是叶
冰伦写的《逆蝶》：“它讲的是一个女孩
子破茧而出的心酸过程，有一种让人
过目不忘的魔力。我非常喜欢书中的
一句话：美好如蝴蝶的女生，叛逆的青
春以及相互逆转命运的轨迹，都是我
们成长的考验。这让我对未来有了很
好的憧憬。”

“我最爱看科幻类的书，基本上一个
月读一本书，比如《哈利·波特》已经看了
七本，还有福尔摩斯系列的《血字研究》
和《四签名》⋯⋯”提起大兴精品阅读工
程，夏明熙开始如数家珍地说起来：老师
给每个人都做了一个阅读能力测评，还提
供了阅读建议和个性化书单。“给我的建
议是：除了看科幻小说之外，也要读一读
历史小说和名著。我觉得挺有道理的，读
书不能太单一，所以我现在开始听《老梁
故事汇》，里面有好多有趣的老故事。”

曾校长告诉记者，录制导读视频
时，有的学生一开始非常羞涩，舌头也
打结，导演和老师会耐心地指导和鼓

励；还有的学生家长用手机一遍遍录
孩子的图书推荐，反复与孩子进行沟
通演练。整个录完导读视频下来，学
生的表现力和阅读量都得到了提高，
从上语文课的朗读到发言上都有明显
的体现，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有改观。

让孩子随手摸到书

阅读兴趣激发起来了，推荐书目
及个性化书单也有了，但是书从何而
来？读什么？怎么读？这些都是老师
们困惑的问题。

中少校园阅读促进项目是中少阅
读推广中心联合北京师范大学、香港大
学、美国伊力诺依大学等国内外一流教
育科研机构力量，自主研发的一套校园
阅读综合解决方案。作为中国少儿报
刊工作者协会和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
童读物工作委员会的会员单位，以及国
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在中国的总代
表，中少总社有丰富的图书资源库和一
套专业系统的图书筛选方法。大兴精
品阅读工程项目组在入校实施过程中，
发现学校图书馆建设及环境营造中存
在一些普遍问题，比如图书馆利用率不
高，藏书量及品质需要升级、阅读功能
性和图书借阅率需提升；图书馆建设区

域、位置及规模需要加强人性化考量；
图书馆老师非本专业或图书馆专职人
员，往往身兼数职，对图书分类的基本
原则不太了解。而大部分学校也表示，
迫切需要提升图书馆的软硬件建设，增
强阅览、上课、研讨等功能，打造更专业
的图书馆。

据了解，在大兴精品阅读工程中
滨河小学配备了17万元的优质图书，
分放在各个班级的图书角，以满足学
生随时取阅，书架上所有的书都按照
中少分级分类法，将文学、科普、哲学、
综合、艺术等类别贴上不同色彩的标
签。滨河小学的办学理念是本真教
育，即尊重教育的规律、尊重学生的发
展规律。

在曾志国看来，推广阅读与学校
的办学理念非常契合：“作为教师，我
们是一群理想的追逐者，也是前行路
上的一群学习者，时代赋予我们新的
使命与责任，我们应该对自己提出更
高的要求，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思
考力，有创造力、有执行力、有影响力
的人。”他坦言，“阅读的效益是潜在
的，不可能立竿见影。我们不想搞那
些花架子，就是想让孩子们安静下
来，踏踏实实看些书，体验书中的精
华，这对他们的影响是一生的。”

改变改变，，让学生真正成为阅读的主人让学生真正成为阅读的主人
——走近北京市大兴区精品阅读工程中的滨河小学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殷健灵的作品我读的并不多，之
前只读过《纸人》《甜心小米》《爱——
外婆和我》《轮子上的麦小麦》，这四
本书几乎是不同的领域，有幼童文
学，有少年文学，有青春文学，有纪实
文学；我被可爱的小米感动过，同“纸
人”一起伤感过，陪“外婆”一切笑过、
哭过，陪麦小麦一起奔波过，每一本
都直抵心灵深处，而《野芒坡》（天天
出版社）与她之前的作品相比，又透
出许多不同之处，是作者第一本涉及
历史题材的少年成长小说。

这本书写的是个叫“幼安”的男
孩，这个名字——“幼安”让我感觉好

熟悉的，后来读着读着我想起了《城南
旧事》里“惠安馆”中的那个疯子“秀
珍”，两个都是身世可怜的人。就遭遇
来说，幼安的身世则更为悲惨——从
出生就背负着克死母亲的恶名，父亲
的冷漠、继母的非人虐待使小幼安生
活在深深的黑暗里，黑暗里唯一的一
束温暖的光就是姥姥，就是那个有兔
子灯照亮的元宵节，他是幼安一生的
温暖的牵挂和寄托。人类的丑恶可以
到什么地步，当继母将油淋向幼安时，
小小的幼安知道，他在这个女人手下
会活得很艰难，于是离家出走，去找爱
他的外婆。结果迷路，被人送进了圣
母院，走进了野芒坡，之后走出一条活
路，走向了追日的阳光大道。

野芒坡的历史背景是清末民初，
王朝灭亡、变法、维新、租界⋯⋯那样
一个朝代更迭、战乱纷繁的年代，竟
然还有这样一个现世的世外桃源，我
读着读着，甚至恍惚地认为是一个中
国版的“夏山学校”，这样的教育在那
个年代几乎是理想化的。而创造这

样一个奇迹就是法国的传教士安仁
斋，以我对“传教士”和修女的浅薄了
解，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来我们中国

“洗脑”的，但《野芒坡》彻底纠正了我
的无知浅见。原来在那么多年以前，
那些个“传教士”也许真的是上帝派
来到人间来庇护和拯救那些可怜的
国人的。这些历史的真实，以一篇小
说柔软地颠覆了我几十年的认知。
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力量吧！

这是一个孩子的成长史，更多的
是心灵的成长史。这是一个孤儿，除
了同龄人的“友谊”他几乎一无所有。
而同龄人也不能有足够的智慧去点拨
和指引他。因此，当发生了足球事件
事，他被“内疚”让人利用到几乎压
垮。当他被若瑟带去沐浴上帝之光，
冥冥之中他皈依了艺术之光却浑然不
觉，那种感受没有人去指引他，当他被
严厉的葛修士分派去认为最适合他的

“鞋作”，他也只有木然的顺从。
明白自己的特长和追求，在今天

本来是多么容易的事，可是那个年代

的孤儿幼安却是好不容易才顿悟过
来，当然，事情远远不是顿悟过来就
能那么简单。一次次的被拒，一次次
的努力，一次次的创造奇迹，都是源
于对艺术之光的追求。没有人告诉
他怎么去做，他凭着本能去热爱，去
喜欢、去表现、去争取。“神父，我在绘
画里找到了我的心，我不想让我的心
死去。”终于他通过了最苛刻的“考
试”，打开了通往艺术的大门。“艺术
有着至高标准，它是唯一，不应该像
任何力量妥协。”当年扔下这句话的
人在意大利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幼安是可怜的，又是幸运的，他
的幸运来自若瑟，来自卓米豆、艾玛
嬷嬷、安仁斋教授，甚至来自缪斯之
吻，来自姥姥的“兔子灯”，但他的幸
运更来自于他自己的勤奋和乐观，就
像野芒坡的芒草生生不息，他就是那
个追日的夸父，不过他比夸父幸运的
多，因为他这颗星星落在了野芒坡。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高新
区第一小学）

追日的少年
——读殷健灵的《野芒坡》

王爱玲

由海豚传媒主办的“凯特·格林
纳威大奖得主威廉·格利尔《喀伦坡
之狼》新书发布会”近日举行，从英国
远道而来的威廉·格利尔就《喀伦坡
之狼》的创作过程和内容进行了深入
解读，并和深圳市园岭小学的李祖文
老师一起，就《喀伦坡之狼》的主题、
特点与儿童的阅读习惯等议题展开
了热烈的探讨。

《喀伦坡之狼》 是威廉·格利尔
继 《极地重生》 之后的第二部作品，
该书讲述了发生在 19 世纪末美国西
部的真实故事：在新墨西哥州辽阔的
喀伦坡，几十万的狼群因为人类的杀
戮渐渐消逝，猎狼人西顿近距离接触

了最后一个狼群并与狼王再三交手，
狼王为了生存展示出来的智慧极大地
震撼了西顿的心灵，狼王被杀死后，
西顿从一个专业猎狼人变身为狼群的
保护者，并在随后引领了影响整个美
国的野生动物保护运动。可以说这不
仅是一个动物故事，更是对人与自
然、人与动物共存关系的一次深入思
考。

威廉是一位90后，是个非常直率
的人，他诚实地告诉大家：“我不喜欢
读书”，引得了在场一片善意的笑声。
他认真地说：“图画可以达到文字没有
讲到的东西，我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
人，尤其是文字特别多的那种书，但我

很喜欢看纪录片。所以我想创作用图
画讲述的图书，送给所有不喜欢读书
的孩子，将那些原本没有色彩又非常
长的故事，像影片故事一样在视觉上
打动孩子，让他们愿意主动去读，去接
受书中那些好的东西。”

在名家对谈环节中，李祖文发
现了威廉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叙事
方式，那就是占满整个页面的大幅
插图之外，还有大量类似电影分镜
头的排列小插图，在绘本作品中这
是非常少见的。威廉解释道：“小图
是细节的一种延伸，可以让故事缓
缓地展开，内容也更加丰富，同时
也可以调节阅读的节奏。我想尽可

能用不同的方法，用大图展现时间
的快速流逝，同时用分镜头一样的
小图展现更为详细的发展过程。通
过大图和小图讲述不一样的内容，
使这些图画共同讲述一个更完整的
故事。”

李祖文以自身丰富的阅读教学
经验指出，学生们在小图上停留的时
间最长，会仔细地去推敲和发现那些
故事的细节。在该书责编奇奇看来，
威廉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气质，都是
借助真实的故事传达成长需要的精
神和能量。“一个好的故事需要有引
人思考的力量，显然，小威正是一个
好的故事人。”奇奇说。

“这本书送给那些不爱读书的孩子”
本报记者 却咏梅

“白猫生了好多可爱的小猫，猫再
也不说我呀，我死过100万次了。猫喜
欢白猫和小猫们，胜过喜欢自己⋯⋯”
在悠扬的旋律中，一位妈妈与孩子朗
读着《活了 100 万次的猫》这本书，妈
妈的声音缓慢而有力，小朋友的童声
俏皮可爱，引来台下阵阵掌声。

这部被赞誉为“读了100万次也
不会厌倦，超越了世代名作”的《活
了100万次的猫》是日本著名作家佐野
洋子的图画书代表作，从2004年引进
中国后迄今已销售超过100万册。近
日，接力出版社在京举办了“真情、真
爱——经典的力量”佐野洋子作品赏析
会。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已故日本女
作家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情缘。佐野洋
子的生前好友唐亚明也是这部书的翻
译者，他向大家透露：“佐野洋子 7 岁
之前都生活在中国，她生前曾提到儿
时住北京小四合院，父母出去工作时
就把她和哥哥关在院子里，于是每天
都看到猫在房顶上、围墙上走来走
去。所以她看到的第一只猫是中国的
猫，她印象里的猫、她对猫的感情都是
源自中国。”

佐野洋子笔下的猫，虽然被国王
养活、被魔术师养活、被水手养活，最
终在遇到白猫后找到了真爱。最后它
不再活了，真正的死了，是因为它真正
的爱过，而且这次流了 100 万次的
泪。佐野洋子用夸张的手法完成了一
只猫或者是一个有人格特殊魅力的猫
所走过的生命历程，她用绘本的形式
塑造了一个有趣的童话形象。

在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
看来，《活了 100 万次的猫》可以是一
本常读常新的书。佐野洋子的儿子佐
野弦告诉我们，“在母亲画的所有绘本
中，这本书是我最喜欢的。”如今它已
经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经典图画
书，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跨越了成人
与儿童藩篱”的图画书经典。

100万次的感动

实习生 张红涛

2016 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 11 月 18 日至
20 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参展的中外
最新童书超6万种，吸引了来自300余家中外
童书出版和文化创意机构、1000 余位中外童
书作家、插画家和出版专业人士聚集上海，
9500 余位专业观众和 4.2 万多位小朋友及其
家长现场观展。

美国“动物女王”对话
中国“草原之子”

本报讯（伊湄）11月19日，有“动物奇幻小
说女王”之称的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凯瑟琳·拉
丝基携新作“危境马王”系列，和有“草原之子”
之称的中国动物文学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在上海就“动物与儿童”的话题进行了对谈。

凯瑟琳·拉丝基在讲述自己为何专注于
动物奇幻小说的创作时说道：“动物给了我写
故事的自由，让我能写出其他人没有写过的
故事，因为动物可以跨越文化的边界。”而黑
鹤的动物小说则探讨了人类与生灵间的相处
方式，更缅怀了日渐消失的草原游牧文化和
北方山林的原始狩猎文化。此次凯瑟琳·拉
丝基带来的新作“危境马王”系列，是以欧洲
移民进入美洲大陆的真实历史为背景，以一
匹小母马成长为马王的经历和马群回归家园
的冒险之旅为线索，将特立独行的马群形象
融入真实的历史背景和壮丽的自然场景中，
作品清新细腻，充满诗意和激情。

作家翻译家对谈
儿童文学译文之美

本报讯（肖丹）11 月 19 日，由蒲公英童
书馆主办的一场主题为“儿童文学的译文之
美”的对谈在上海举行。蒲公英童书馆总编
辑颜小鹂、翻译家马爱农、阅读推广人方素
珍、儿童文学家殷健灵出席活动。

颜小鹂表示，近10年来，大量国外优秀的
童书受到关注，但是我们的很多翻译还只停留
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应将作品的文学价值挖
掘并体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的译者对原文进
行二次创作，并且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关于什
么是好的儿童文学译文，马爱农认为，好的儿童
文学就是能够打动你内心最深最柔软的地方，
而且一直会留下深刻的印记。她还表示，要想
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儿童文学翻译工作者，除了
有深厚的英文和汉语的功底，以及文学素养以
外，还必须要有一颗童心。只有葆有童心的译
者，才能翻译出儿童文学的魅力。

国际插画双年展
获奖书系绘本首次登沪

本报讯（子依）11 月 18 日，由山东教育
出版社举办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获奖书系新书发布会在上海召开。
发布会上，《惊喜》《白雪公主织怪物》《我和

耀眼的黄》《来自海洋的漂流瓶》《深夜入睡》《赛
马的故事》6种获BIB大奖、金苹果奖等奖项的
绘本首次亮相国内，王祖民、熊亮、黑眯等中国
插画界活跃的插画家，围绕BIB获奖书系、中外
艺术交流及中国原创图画书等方面展开对谈。

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始于1967
年，是国际间重要的儿童图画书插画原画展，
至今已举办 25 届，展览了来自世界各地 110
多个国家 7580 位插画师的 59860 幅原创作
品和9500多册书籍。据了解，BIB获奖书系
是国内首次获得BIB官方授权并成系列引进
出版的高端绘本童书系列，由苏珊娜·加洛索
娃及方卫平担任顾问，刘海栖担任主编。

读家报道

阅读推荐 麦田守望

《小马宝莉之
友谊就是魔法》首发

本报讯（叶紫）11月19日，浙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在上海举行《小马宝莉之友谊就是魔
法》新书首发式，该书是根据美国孩之宝公司

“小马宝莉”的漫画作品改编而成，专为小学
中高年级的读者打造，改编者是儿童文学作
家伍美珍。该套书延续了伍美珍一贯的轻松
幽默的语言风格，让孩子拥有更加亲切的阅
读体验，与小马们一起冒险。书中紧紧围绕

“友谊”这一主题，每一册都集合了不同主人
公的冒险故事，展现不同性格的小马如何面
对危机、烦恼，并围绕冒险故事，由每一个故
事的主人公总结提练出友谊箴言，让孩子在
阅读中有所收获，学习如何友善地对待每一
个人，如何乐观勇敢地生活。

正在利用“戏剧箱子”排练的学生们 曲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