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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美好的、令人惊喜的遇见
是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馈赠给
我们的礼物。有时候，生活会把自
己装扮成一个童心未泯的孩子，伸
出一只攥着拳头的手，然后猛地打
开，让手心展示的东西换取我们一
声欣喜的大叫——就为这心情雀
跃的一瞬，我们也有理由把每个寻
常的日子过得兴致勃勃！

也许，应该先说说我遇到的一
个大奖。我的一本新作《森林里的
小火车》获得到 2015“中国好书
奖”，4.23世界读书日那天，央视举
行了盛大的颁奖晚会。当时出差
在外，无暇看电视播出，想着以后
补看，一忙也就忘了。只从朋友圈
里的图片知道，儿童文学的四部获
奖名单是由白岩松和另一位“主持
人”宣布的——当时，我真的以为
她是一位主持人：端丽、知性、落落
大方，面带自信、明媚的微笑，手捧
金色封皮的证书，镜片后的眼睛有
着45度角的妩媚斜视。

很快，获奖的喜悦就被日常的
忙碌与琐碎冲淡了、覆盖了。没想
到，半年之后我会遇见她。

我去苏北邳州的“小白果公益
读书社”给孩子们讲阅读，结束时主
持的老师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就请
出了她，并介绍了她的身份，我们都
因着这以书为缘的遇见倍感欣喜。

那次风光无限的颁奖之后，她
回到了苏北一个叫耿庄的小村子，
和那些天天盼着她回来的孩子们
分享她在皇皇央视做嘉宾主持的
自豪和喜悦。没错，那儿才是她最
乐意待的地方，在简陋的教室里，
和孩子们在一起——因为，她其实
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

几 乎 所 有 的 女 孩 在 走 出 校
门的那一刻都怀揣着一个瑰丽

的梦想，关于未来、工作和个
人生活⋯⋯所以我不知道，当她
第一次站在那低矮破败的校舍
前、看着在坑坑洼洼的泥地操场
上嬉闹的孩子时，心里是不是为自
己当初的选择掠过一丝悔意？但
我相信，既便有吧，那也只是如山
间偶尔飘过的一抹雾岚，一会儿就
被跃入山顶的太阳驱散了。

她是倔强的、执着的，又有着柔
软忧思、充满爱意的一面。一周21
节课外加班主任繁重的教学任务，
放学后还要给班里的那些无心学习
的孩子辅导功课。这些孩子都是留
守儿童、单亲家庭的孩子或是孤儿，
父母关爱和陪伴的缺失，让这些孩
子正浑然不觉地一点点放弃着未来
本该属于他们的那些美好。有诸多
遗憾的、不完美的童年，难道还要再
搭上一个无望的未来？

她明白了，仅仅是放学后给班
里的几十个孩子辅导功课是远远
不够的，课余时间、双休日、节假
日，那些散漫地游逛在小镇里、村
道上的孩子单薄孤独的背影令她
痛心揪心，她很想奔过去把每个孩
子都紧紧地搂在怀里，可一个人的
力量又是多么的微弱和渺小！于
是，她想到了书藉，就让那些伟大
的、高贵的书籍把孩子们纯净寂
寥、渴望爱和温暖的灵魂“收容”了
去吧。她相信，轻灵优美的文字、
充满童趣的精彩绝伦的故事，和其
中散发出来的高雅迷人的艺术气
息，会让孩子们找到一个令他们永
不孤寂的精神故乡，而“小王子”

“长袜子皮皮”、会织网的“夏洛”和
那只有音乐天赋的名叫“柴斯特”
的蟋蟀，会成为他们童年最亲密的
朋友。

她在自己家里搭起了第一个

读书的“窝棚”，虽然很小很简陋，
可那亮起的阅读的灯光，吸引着孩
子如夜里驱光的飞蛾一样朝这边
涌来。灯光照亮了孩子们的眼，也
照亮了她的心，她明白，这条路走
对了。于是四处去募集更多的书，
并苦口婆心地“游说”周围有条件
的自然村的村民，又办起了 5 个家
庭借阅室，并正式命名为“向日葵
读点书”⋯⋯10多年过去了，15盏
阅读的灯光在苏北这个偏远的乡
村星星点点地亮了起来，这些光将
凝聚在一起，耸立为塔，为孩子照
亮通向远方和梦想的道路。

10 多年的努力和完善，一些
爱心人士的支持与捐赠，这些读书
点的藏书量和设施都有了一定的
规模。在她的引导下，我参访了两
个读书点。一个是建在一所村小

里，还有一个是在村委会里。孩子
们聚在一起读书、讲故事、写作业，
充实又快乐，陪伴他们的是村小的
志愿者老师。她说，如果没有这些
志同道合的志愿者，她一个人什么
也做不了。而她自己呢，只要有时
间就会泡在这些读书点，和孩子们
在一起，看他们的读书笔记，听他
们谈阅读心得，或是静静地待在一
旁，暗自欣赏着孩子们读书时那如
痴如醉的表情——一个孩子捧着
一本书在读，凝神、专注，脸上神情
随着情节的起伏或喜、或忧、或焦
灼、或释然⋯⋯没有比这更美好更
动人的画面了，这一切让她再一次
相信了阅读的魅力。当然，在她出
现在某个读书点最初的那一刻会
有短暂的喧闹，孩子们会欢叫着，
张开双臂，像一群快乐的小鸟一样

朝她扑来⋯⋯
来时走时都下着小雨，秋雨蒙

蒙的田野里是一片片浅浅的新绿，
那是刚长起来的麦苗和蒜苗，更远
处的杨树林在雨雾中朦胧成了一
幅水墨画。向日葵不是当地的经
济作物，我也没指望“向日葵读书
点”的周围就真的会有大片大片令
人目眩的向日葵花田，我不会这样
去“图解”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具有浪
漫情怀的命名——没错，她是一个
理想主义者，怀揣梦想，身体力行，
永不放弃。那片花田只铺展在、延
绵在她的心里，一朵朵花盘如孩子
洋溢着童真的脸庞，饱满、璀璨，高
高地仰起，面向阳光，盛开！

对了，她的名字和“向日葵读
书点”一样好听，叫郁雪群。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遇见向日葵遇见向日葵
彭学军

提起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芳，
很多人会首先想起著名作家曹文
轩。可以说，是曹文轩引领小妹
曹文芳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近
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在京
举行“纯真的天空——曹文芳创
作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专家学
者从多个角度对曹文芳的创作进
行回顾和展望。

曹文芳的作品自首次出版至
今，已历时 12 年，从“水蜡烛”系
列到“喜鹊班的故事”系列，她把
目光从回忆童年经历转到关注幼
儿的教育和生活，而她的写作不
管在故事架构还是在文字叙述
上，都更趋成熟和老到。正如中
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所言：“曹
文芳对于原生态生活的复现，对
文学质感的寻找，以及温婉的写
作和对苦难的诗意描写都让人感
动。”

在儿童文学评论家汤锐看
来，曹文芳作品有两大特点：一
是童年生活的还原度非常高；二
是文笔非常自然舒适。“喜鹊班
的故事”系列是曹文芳创作的新
台阶，是她从本色写作开始进入
个体化创作的阶段。她不依赖自
己的童年经验，开始向更广阔的
生活探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谈
凤霞则坦言，很多研究者会情不
自禁地比较曹文芳与曹文轩的创
作异同，由于兄妹有共同的乡土
生活背景和家族文学土壤，这种

文学相近性自然存在，这也是具
有吸引力、共生力、延展力的家
族文学的磁场。如何在曹文轩创
作的文学森林之外营建新的文学
风景，这可能是对曹文芳的巨大
挑战，但是幸运的是她找到了属
于她的文学领地。

“我们的作品有互通性，我
们共同使用了一些写作资源，但
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如果说我
处在自觉状态的话，她基本是处
在自由状态，是凭着文学的直觉
在写。”曹文轩对小妹寄语：你
绝对不可以只知道写，必须拿出
很多时间来看书。“我已经给她
作出了榜样，她也知道我是七分
看书三分写作。”

曹文芳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
说到，“水蜡烛”系列书写的几
乎都是我的童年记忆。我在田
野、村庄晃荡，大自然的声音默
默滋养我，在心中永远流淌着，
所以我的作品多多少少都有自然
的 气 息 。 我 在 幼 儿 园 工 作 30
年，碰到过很多形形色色的孩
子，我写幼儿园小朋友们的故
事，就是给孩子们回味他们的童
年。“喜鹊班的故事”系列用两
年时间完成，也可以说用 30 年
的时间来完成，这里面所有人物
都是有原型的，他们的故事曾经
深深打动过我，属于我一个人
的，现在属于大家的，我也希望
能够感动大家。

曹文芳:以文学守护纯真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本报讯（子依）30 年前，一部
儿童科幻电影《霹雳贝贝》让当年
的小观众大开眼界，那个“带电的
小男孩”也成为一代人童年的神奇
回忆。近日，原著作者、著名儿童
文学作家张之路携同系列的第二
部《霹雳贝贝：乖马时间》（中国少
年儿童出版社）归来，现身北京青
少年阅读体验大世界与大家分享
新书。

《霹雳贝贝 2 之乖马时间》延
续着《霹雳贝贝》的故事，当年的贝
贝已经长大，他如愿成为一个不带
电的普通人，成了一家宠物医院的
医生。他和“小伙伴”杨薇薇结了
婚，还有了小贝贝。有一天，贝贝
在为一只小狗做手术时，取出了一
个奇怪的东西，这个乖马球给自己

和家人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
张之路坦言：“这个故事具有新奇
和科学的元素，同时又有接地气的
有趣细节，能引起少年儿童的想象
和欢愉。30 年来，贝贝始终在我
的惦记中，就像惦记一个出行在外
的孩子。我知道所有人在成长中
都会出现坎坷和困难，所以，我把
我的担忧、期望和理想都寄托在贝
贝的成长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新版《霹雳贝
贝》特邀德国插画家迪尔克·斯坦
雪佛绘制封面和插图，3D版绘画
风格为中国小读者带来全新的视
觉体验。时光荏苒，当年的小读
者已为人父母，他们正在像如今
的贝贝一样，带着自己的孩子，开
启一段新的成长旅程。

《霹雳贝贝》30年后再归来

2000年后出生的一代人被称
为“数字化原生代”，他们从出生
起，就在各种智能手机、平板数字
设备的环绕中长大，当到了知识启
蒙和学习的年龄时，如果仅凭传统
的文字、图表、书本，很难真正激发
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这对这
一代人的教育提出了新的命题和
挑战。

近日，北京大学出版社携母
语科技邀约拥有AR(增强现实)底
层技术的美国参数技术公司和北
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游戏化
学习领域的专家尚俊杰，一起探
讨 AR/VR、出版与未来教育之间
融合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什么 AR（增强现实技术）？
在《钢铁侠》电影中，主角托尼·斯
塔克经常使用一种很酷炫的技术，
虚拟数据和虚拟形象直接显现在
空气中，没有了电脑和手机这类显
示屏，直接和虚拟世界进行互动，
还能实时对现实世界进行分析。
类似的场景也常常出现在其他的
科幻电影中，这种将虚拟世界和现
实世界叠加的技术就是AR。

事实上，AR教育即通过把不

同的学科、知识点通过更具表现力
的设计融入增强现实技术后，通过
三维重构，真正地再现一个全新的
知识的世界，更直观、更易懂。这
种探究式教育理念从表现形式上
吸引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提升对事
物的兴趣，从而以互动的方式探
查、研究更多层次的内容。据国际
权威机构调查显示，通过AR教育
的儿童记忆效果高达70%。儿童
使用AR进行学习，不仅能促进脑
细胞数量迅速增长，还会增强左右
脑细胞的连接，促进左右脑协同发
展，全面开发儿童潜能。

论坛中，专家们以《魔法星球》
系列（AR 互动英文语感启蒙）为
例，讲解如何利用增强现实技术

（AR）、虚拟现实技术（VR），为孩
子提供未来场景教育模式，让他们
更多维地接触语言学习，边玩边培
养基本音准的形成。该套书内含
56张立体单词卡，分为游乐园、星
球、农场、数字、聚会、房间、交通7
个场景，比如拿出单词卡Plane，用

“魔法星球”APP扫一扫，立即呈现
AR立体飞机模型，通过屏幕下方
左侧的“方向盘”操控 3D 模型，比

拟飞机遥控的真实体验；点击屏幕
下方右侧按钮，可看到飞机呈螺旋
式上升的动态过程，从每个细节中
开启孩子的想象力与好奇心。

同样是做英语教育，面向5至
12 岁少儿的在线英语教育公司
VIPKID采用的是纯北美外教1对
1在线学习模式，运用浸入式教学
法，为中国小朋友提供高效的英语
学习和美式教育，实现“美国小学
在家上”。孩子上完课，家长第一
时间就能收到外教老师发来的上
课反馈和成绩报告，还可通过课程
回放观看孩子上课的表现。截止
目前，共有超过75万的注册用户，
北美外教团队超过 6000 人。近
日，该公司正式宣布 2017 年三大
核心战略——深耕国际化教育战
略、斥资1亿启动VIPKID全国奖·
助学金计划、全面覆盖少儿学习年
龄段的产品升级战略。

据调查数据显示，1 对 1 在线
学习模式已经被大多数家庭接
受，高品质的产品正在受到家长
们的青睐，超过 70%的家长认为
孩 子 应 从 3 至 5 岁 开 始 英 语 学
习。基于此，VIPKID将根据不同

年龄段的孩子不同学习特征，来
设计更符合他们特点的课程内
容，并将于今年推出全面覆盖少
儿学习年龄段的全新产品。

一位家长分享了孩子学习英
语的趣事，“孩子之前从来没上过
英语课，也不敢大声说话，但是上
了 VIPKID 之后，课堂内容的丰
富多彩让孩子战胜了说英语的恐
惧，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孩子现在
可以主动的跟老师互动，距离感
也再慢慢消除，阅读能力和理解
能力都提高得非常快。”

“除了语言，我们同样注重培
养孩子的创造力、表达力和独立
思考的能力。”该公司创始人兼
CEO 米雯娟表示，今年将专注师
资、教材、学习体验和服务品质的
全面提升，并依托 VIPKID 北美
教育研究院成立，继续展开与国
际化教育组织和拥有全球领先教
学标准的企业的深度合作。“我们
不仅要通过互联网为中国小朋友
搭建通往世界的桥梁，让孩子能
够接触国际的优质教育资源，更
要为他们连接理想的未来，成为
小小的世界公民。”

“数字化原生代”学习的N种可能
肖聪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与上海
高谈文化共同打造的图书品牌

“金麦田童书馆”最新读物——
《金麦田国际大奖小说》（第一
辑），精选了获得世界著名儿童文
学大奖作品，其中包括纽伯瑞儿
童文学奖金奖（《夏日天鹅》）、美
国图书馆协会青少年十大好书奖

（《公主传奇》）等。该套书的题材
多种多样，涉及冒险、校园、动物
和励志，让孩子学会勇敢与自信、
感恩与分享、接纳与宽容等。

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倾情推
荐：“这些金麦田里的金颗粒都是
干干净净的，你可以慢慢嚼碎，安
心咽下，它们能给孩子今天的营
养，还能很可靠地营养后来。让
金麦子般的儿童文学来引导童
年，那么童年的路途、一生的路途
很可能会绕开悬崖而安稳，对此
我们可以很信任。”

《金麦田国际大奖小说

》（第一辑

）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读家报道

阅读推荐图书角

阅读现场

郁雪群郁雪群（（中中））与孩子们在一起与孩子们在一起 图片由郁雪群提供图片由郁雪群提供

本报讯 （伊湄） 1 月 5 日，
由掌阅科技联合完美时空、蜻蜓
FM 主办的首届“掌阅文学创作
大赛”在北京闭幕。在总奖金超
过百万的颁奖环节中，两位长篇
作家摘取大赛，各自获得 15 万
元。掌阅科技创始人张凌云表
示，好的文学作品能够经久不衰，
大赛旨在为了鼓励大家多创作优
秀的作品，给有文学梦的人一个
好的平台来实践。

此次大赛于 2016 年 7 月启
动，共收到 3.7 万篇稿件，网友总
投票超过2600万，总评论数超过
58万，稿件分情感、文学、武侠、科

幻、推理等类型。此外，还发掘出
一批好IP（知识产权），比如，鹿拾
尔的悬疑作品《鱼在水里唱着歌》
已经被长沙大鱼文化正式签约并
准备实体出版；获得长篇大奖的
作品《尘风志》，也已经被达达影
业看中并预购，计划和掌阅联手
开发成影视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赛与
各个高校的社团合作紧密，许多
文学社团给作者营造了良好的文
学氛围，对他们形成一种正向的
激励作用。为此，掌阅向成都师
范学院——采薇文学社等优秀社
团颁发了奖项。

首届“掌阅文学创作大赛”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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