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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是我们苦苦寻觅的桃花
源，更是孩子们的精神家园。然而，
成人所创造的童话故事总是难以避
免地站在成人的立场上进行道德训
诫。小作家蔡亦青在九岁时为新一
代读者所创作的长篇童话小说《一
盒巧克力》则表现出了地地道道的

“儿童味儿”，多角度地展示给成人
们一个真实的“儿童世界”和“儿童
立场”。

首先，是小作者对家的认识。
贯穿全书的主题就是奇奇和怪怪两
个巧克力在寻找他们的家。在成人
世界里，家是生活的场所，是避风的
港湾。奇奇和怪怪在遇到了众多好
友之后，也开始了对家的思考。这其
实也是蔡亦青小朋友的思考，她凭借
这个感人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儿童的
世界里，家就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比
如，在《家的传说》这一章里，巧克力
怪怪说：“我们的家是一个有爱的地
方！大家相聚在一起，每天开开心
心！我们一定会找到的！”

再者，是对财产的认识。宣示
自己的所有权，交换获取利益，这
是成人世界的规则。但蔡亦青通过
她塑造的众多人物角色告诉我们，
在孩子的世界里，财产不是用来交
换获得利益，而是为了方便他人以
及帮助他人的无偿赠与。比如在

《瓶盖花的礼物》 这一章，瓶盖花
对奇奇和怪怪说：“虽然我帮不了

你们，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一颗会说
话的种子。”瓶盖花对初次相识并
急于找到家的落魄巧克力倾囊相
助，这就是 《一盒巧克力》 所表现
出的浓浓的“儿童味儿”。

在对知识的认识上，小作者则
表现出机智的一面。对很多成年人
来说，活学活用也不是一件简单事，
但是孩子却表现出了极其适应社会
的一面。比如在《坠入了无底洞》这
一章，奇奇和怪怪在逃跑途中不慎
落入了无底洞，但是怪怪却想到了
利用百宝箱中的工具攀岩出去的好
方法；在《野外求生》这一章，蔡亦青
多次写到运用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
来拯救朋友。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求
在《一盒巧克力》中也有鲜明的体
现，比如在《这里不是我们的家》这
一章中，怪怪一看到书柜，就开心地
喊道：“这里是我的天堂。”把一个渴
求知识、爱好读书的儿童形象活灵
活现地描写出来了。

而在对朋友的认识上，蔡亦青
则表现出八九岁孩子少有的成熟。
最要好的朋友，一旦和自己的父母
比起来，也要位居其次。凌青陪同
奇奇和怪怪找家，一路上共同经历
了风风雨雨，友情可以说是堪比天
高，但是遇到自己的父母之后，她
就不想再陪伴奇奇和怪怪找家了，
她想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在 《误
入了巨人体内》 这一章中，奇奇舍

不得凌青离开，对凌青心生埋怨。
怪怪道出了个中缘由：“爸爸妈妈
还是比朋友重要嘛！”蔡亦青纯真
的“儿童立场”教给大人们，回归
家庭，好好爱自己的父母，这不就
是当代社会所要传达出的爱的正能
量吗？

对权力的认识，是对价值观的
张扬。在古代社会，皇帝可以主宰
生杀大权，然而在蔡亦青小朋友的
价值观中，权力是可以疏忽丢弃
的。比如，《奇奇做了皇上》这一章
中，权力对于奇奇来说只是好玩而
已，当他被大家赶下台后，他只说了
一句：“随你们的便，反正我也不想
当你们的皇上。”地地道道的儿童立
场，着实让读者忍俊不禁。

对困难的认识，彰显了孩子们
的吃苦意识。奇奇和怪怪为了找到
自己的家，在旅途中历经了千难万
险，走过了万水千山，勇敢地和怪
物战斗，让读者多少有一种踏上了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而获取真经的朝
圣旅程的感觉。是的，谁能说找家
不是一种朝圣呢？可贵的是，蔡亦
青笔下的主人公们没有害怕困难，
他们动脑思考，勇敢面对，团结一
致，终于战胜重重阻碍，回到了盼
望已久的家中。

对社会的认识，小说给读者带
来了心灵的震撼和洗礼。人，永远
不是孤立的，人是社会的人，只有

在社会关系中，才能让爱变得更有
作为。在 《大雪封屋》 这一章中，
奇奇和怪怪遭遇了可怕的雪灾，虽
然奇奇和怪怪躲过了一劫，但是看
到被大雪压在下面的人们，奇奇和
怪怪想到的就是“救人”，经过他
们的不懈努力，终于救出了被大雪
困住的所有人。我们所呵护的稚嫩
的幼芽还未长大便已“成人”了，
他们意识到了自身所肩负的对社
会、对他人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是
多么可贵的品质。

“00 后”的儿童立场，让孩子们
更有共鸣，也让家长们更懂孩子。

成人虽然努力想站在儿童的立场上
去思考，但是却永远无法再成为真
正的孩童。蔡亦青的长篇童话小说

《一盒巧克力》所表现的“儿童立
场”，开启了“儿童话语系统”的新篇
章。不论何时何地，要想真正地了
解孩子，就把话筒递给他们，他们已
经不再是那个只能喊出“皇帝没有
穿衣服”的小孩子，“儿童的世界”和

“儿童的立场”所释放出的“儿童味
儿”要更加丰富多彩，他们的内在值
得我们付出更多的关怀与关注。

（《一盒巧克力》，蔡亦青著，现
代教育出版社）

《《一盒巧克力一盒巧克力》》散发出的散发出的““儿童味儿儿童味儿””
蟠枫

读家报道
阅读推荐

阅读行动

一个人在童年时听过的、
读过的故事到底有多重要？或
者说，一个孩子到底能从童年
的阅读中得到多少心理或认知
上的益处？这是一个不可能量
化，也太过功利的问题。不过，
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曾
提出过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叙事的想象力”，即一个人想
象关于他人，以及这个世界的
故事的能力。她认为这是作为
公民应具备的最基本的一种道
德能力。

当父母给一个小孩子讲故
事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学
习获取这种能力。哪怕是一首
最简单的童谣，比如“一闪一闪
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他
不仅会对星星美丽的光芒感到
好奇，还会想象那颗星星背后
也许有着某种内在的神秘世
界，和他自己一样。由此，他学
会如何将生命、情感和思想投
射到外部世界，并使自己随着
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成熟。

阅读启童智，书香立少
年。近日，由全国妇联指导，
肯德基中国、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 会 主 办 的 “ 小 书 迷 王 国
2017 年儿童书单发布会”在
京启动。金波、白冰、朱成
梁、王志庚等众多儿童阅读领
域的作家学者来到现场，共同
推出“小书迷王国书单”，并
同期发布 《小书迷王国儿童阅
读指导报告》。

该报告指出，虽然读书有
益已成共识，但中国儿童阅读
现状仍不容乐观，主要问题首
先是阅读量不够。第十四次全
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
2016 年，中国 0—17 周岁未
成年人的人均图书阅读量为
8.34本，而据美国最大的童书
出版社 Scholastic 的年度调
查，美国6—17岁儿童的平均

阅读量为 23 本。其次是阅读
资源分布不均匀，城乡差异巨
大，农村孩子缺乏系统的阅读
支持。第三是平均阅读素养相
对落后，2016 年，北京、上
海、江苏、广东四地代表中国
参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策
划实施的 15 岁学生的国际学
生评估项目测试 （PISA），考
查学生在数学、科学和阅读三
个领域的核心素养。中国学生
科学测试全球排名第十，数学
测试排名第六，阅读测试排名
仅第二十七，阅读素养得分低
于科学和数学成绩。

基于这样的阅读现状，报
告提出“多元阅读、分级阅
读、快乐阅读、亲子共读”的
四大主张，提倡阅读内容多
元、阅读形式多元，鼓励家长
为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提供适合
其年龄特点的图书，尊重孩子
的天性、心理秩序和阅读节奏，
与孩子一起读书，通过亲子共
读，让家长发现孩子，孩子发现
世界，并分别针对“3 岁以上的
幼儿”以及“6 岁以上的儿童”
推荐了 78 套童书，为公众传播
正确的阅读理念，推广科学的
阅读书单。

书单发布后，肯德基将利
用遍布全国的餐厅网络，推出
餐厅亲子阅读角，并定期组织
免费的店内故事会。同时，将
录制一批优质有声书，通过肯
德基手机 APP 和微信订阅号、
微博公众号，面向社会公众推广
亲子阅读。此外，肯德基与儿
基会还共同宣布，在接下来的
一年中为包括“儿童快乐家园”
在内的全国 1000 个“小候鸟”
图书角捐赠10万册图书，其中
包括推荐书籍，并且在餐厅故
事会中安排“小候鸟”专场，帮助
弱势儿童群体通过阅读获得情
感慰藉，了解广阔的世界。

“小书迷王国”儿童书单发布
四大主张传播科学阅读理念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本报讯 （子依）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在京举办 2017 年“少儿报刊阅读季”
活动启动仪式，拉开了由全国少儿报刊单
位、报刊管理部门、中小学校、少年儿童等
共同参与、历时半年的精品少儿报刊阅读推
广活动的序幕。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司长
李军在启动仪式上致辞指出，今年的“少儿报
刊阅读季”活动从4月23日开始至10月31日
结束。在阅读季期间，总局将组织捐赠优秀少
儿报刊，组织报刊单位开展“中国梦·少年说”

主题征文、征画、演讲等活动，开展“我的悦读
童年”阅读推广活动、“我与报刊的童年故事”

“少年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等活动。为推动青少
年阅读更多报刊，总局还将开展2017年度全国
少年儿童喜爱的百种优秀报刊推荐活动，入选
的报刊将在六一儿童节之前公布。

根据总局发布的 《全民阅读“十三五”
时期发展规划》，少儿报刊阅读季活动已纳入

“少年儿童阅读工程”，成为全民阅读重点工
作之一。启动仪式由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
者协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承办。

2017年“少儿报刊阅读季”活动启动

本报讯 （肖聪）“书香里有诗意，书
香里有光亮⋯⋯”北京小学葵花五班学
生在表演了反映自闭症儿童的舞台剧

《向日葵中队》 之后唱的这首歌，打动了
舞台下的很多观众。这一幕发生在近日
举行的微笑彩虹·关爱特殊儿童公益活
动上。该活动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指导，中
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中国全民阅读媒
体联盟主办，口号是“用阅读的阳光温
暖每一颗童心”。

活动当天播放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金波、曹文轩、沈石溪、伍美珍等对微
笑彩虹活动的寄语视频，还发布了金波
撰写的主题曲 《微笑的彩虹》。一百多名
来自北京的小学生、教师和家长与现场
嘉宾热烈互动，纷纷呼吁广大民众和出
版人在全民阅读的大背景下，共同承担
起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以
阅读带动公益，以公益促进阅读，用公
益阅读行动，搭建起健康孩子与特殊孩
子之间的桥梁。

微笑彩虹·关爱特殊儿童公益活动举行

读书是蔡亦青最喜欢做的事

2016 年 6 月，一场别开生面
的校企深度融合洽谈会在长沙市
电子工业学校展开。据介绍，学
校与日立电梯(中国)湖南分公司
长期深度合作，已成为学校特色
专业的亮点。学生在校学习期
间，企业委派一名管理人员全程
陪同和管理学生，并提供专业培
训教材和专业技术人员给学生上
课；在学生顶岗实习期间，企业
委派每一名技术人员(师傅)带领
两名学生到实地观摩、指导和实
践。

为进一步实现校企深度合
作，学校还与湖南威胜集团、上

海大众、长沙市比亚迪、湖南美
的暖通、北京杏坛等企业深度合
作，对学生实施“在校学习—到
企业教学实习—回校学习—顶岗
实习—直接就业”的“工学交
替”“订单培养”“预备员工”等
人才培养模式。2015 年学校还
在新生中开办了“威胜电子班”

“日立电梯班”“大众班”“比亚
迪班”“杏坛班”。近三年，学校
为湖南威胜集团提供“预备员
工”技术岗位 118 人，为日立电
梯输送机电类专业技术岗位 56
人，为上海大众提供电子类专业
技术岗位 37 人。

学校党委书记李志彬说，学
校提供场地和配套设施，日立电
梯提供了三十多万元的教学仪器
设备，在校共建“日立电梯联合
培训中心”实习实训室，实现了
对学生进行“现代学徒制”的培
养，真正做到了校企零对接合作
办学，实现了学生、学校、企业
三方共赢。

百年名校竞风流，历久弥新谱
华章。现在，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
的全体师生正以新的英姿、新的举
措、新的战略，向着新百年的办学目
标续写着新的辉煌⋯⋯

（彭 涌 王 忠）

百年名校竞风流 历久弥新谱华章
——湖南省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创新发展纪实

“南有雅礼，北有福湘”。湖南省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是一所国家级别重点职业学校、湖南省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省中职学校德育先进单位。学校
创办于1914年，前身是福湘女子中学，也是新中国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革命伴侣杨开慧烈士及其好友李淑一同志的母校，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办校
历史，更是享誉三湘的一所历史名校。

长期以来，学校秉承“文行忠信”的校训，以“求实、求索、求精、求新”为校风，以“自信、自立、自主、自强”为学风，以“立德、立业、立
言、立行”为教风，把学校打造成了电子信息类技能型本科院校的生源基地，电子信息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训基地。如今，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传承
百年传统，秉承“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办学宗旨，坚持“德育为先，人格为本，理实并重，技能精湛”的办学理念，走出了一条
“把学生培养成技术技能型，服务本地经济的实用人才”的发展之路，在新百年的征程上，扬帆再起，续写了新的光彩华章。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指
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牢固确
立人才培养在教育工作中的中心
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
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
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党的十八大明确将大力发展职业
教育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何为地
方产业升级提供更多支持，已成
为全国职业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近年来，作为长沙市一所国
家级别重点职业学校、湖南省示
范性中等职业学校的长沙市电子
工业学校，紧紧围绕区域产业转
型升级的需要，紧贴市场、紧贴
产业、紧贴职业需求，合理布局

专业设置，打造出了“三大”特
色品牌，有效地为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目前，
学校开设有以弱电为主的电子技
术 类 、 以 强 电 为 主 的 机 电 技 术
类、以计算机为主的信息技术类
三大类专业群，培养了一大批适
应电子信息、工程机械、汽车制
造等行业需要、具有良好职业精
神，又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用
型高素质技能人才。

据介绍，该校电子技术应用
专业为国家级别重点建设示范专
业，湖南省特色示范专业；机电
技术类的电气运行与控制专业重
点为长沙乃至湖南省培养电梯的
维护、保养、安装人才，机电技

术应用专业主要为长沙的机械行
业培养高技能的焊工和钳工；信
息技术类的平面设计专业重点是
培养广告设计制作、图文处理、
网页制作方向的专业人才。

据统计，多年来长沙市电子
工业学校学生就业率达到很高的
水平，在长沙地区就业的学生达
到 80%以上，对口就业率 60%以
上，社会用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
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职业素质给予
了很高的评价。学校自 2011 年开
始，推出了校部两级管理运行机
制，形成了“三部一中心”的管
理模式。现在，学校根据专业设
置特点，设置电子技术部、信息
技 术 部 、 机 电 技 术 部 和 实 训 中

心，由省级专业带头人担任专业
部主任，负责引领专业建设，毕
业生整体素质得到了明显提升。

近年来，学校参加国家省市技
能竞赛，取得国家二等奖 2 项、三
等奖 4 项，省级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市级一等奖 10
项、二等奖 10 项、三等奖 6 项。吴
锋宇老师的 3 项电子产品发明，还
申请了国家专利。2017 年学校参
加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能
源与新能源”“加工制造”“信息技
术”3 个专业取得 5 金 4 银 10 铜的
优异成绩。这些成果的取得很好
地服务了地方经济建设和产业结
构的转型升级，也为职业教育的
创新发展探索了新路。

在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有
一种教学模式被形象地称为“模
力超市”，这是学校突破传统，推
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过
程导向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它
是强化教学、学习、实习相融合
的 教 育 教 学 活 动 的 一 大 创 新 举
措，也是这所学校强化内涵建设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秘诀。

何谓“模力超市”？学校李正
祥校长如是说，“模力超市”就是
以模块化的形式，培养学生的职
业能力、创新能力和社会能力。
就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
格 ， 围 绕 各 种 能 力 选 择 教 学 内
容，将具备相关能力所必须学习

的知识与技能组建成一个个子模
块，每个子模块对应人才培养项
目中的某个能力，由传统的以课
程为中心的课程体系转变成以能
力为中心的能力体系，模块以项
目为载体，项目以作品为载体，
将具备人才培养方案中所规定的
某个能力所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
与技能融合到各项目中，着力培
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创新型人才。

“模力超市”在教学过程中，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学
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完成项
目中各个任务获得相关专业知识
与 技 能 ， 将 理 论 教 学 与 实 践 教
学、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有机融

为一体，做到了教学做合一，将
课堂由传统的教室搬移到了“理
实一体化”实训工场，专业课中
的实践课达到 60%以上，打破了
传 统 的 先 理 论 后 实 践 的 教 学 模
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被动变
主动，学习态度有较大的改变。

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校
按照“面向全体，分层实施”原
则，全校师生形成合力，坚持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推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
过程导向教学等教学模式，为学
校的特色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全
国中职学校教师“创新杯”说课
比赛中 3 人获一等奖，2 人获二等

奖；3 人获国家级别培训说课及
竞赛一等奖、二等奖。在省级职
业院校信息化教学竞赛中 2 人获
二、三名；在市级职业院校专业
的竞赛中 4 人获得一等奖，1 人获
得长沙市芙蓉标兵称号，2 人获
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学校还主持完成了国家教育
部门规划课题，并荣获一等奖；完
成 4 项“十一五”“十二五”省级规
划课题研究，获湖南省教育教学改
革发展优秀成果一等奖，获省市奖
励论文 120 多篇，还主编了中等职
业学校电子类专业“新课标”规划
教材 12 本，充分发挥了学校作为
国家重点职业学校的引领示范作用。

职业学校姓“职”，是确保
人才培养的先决条件，李正祥校
长说，为突出职业学校这一特
点，学校根据当今电子工业发展
现状，结合学校专业建设的需
要，以适应湖南SMT电子制造产
业为导向，以面向珠三角、长三
角以及国际电子制造产业为目标，
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投资1100万
元，新建了一座高标准的、真实企
业环境的生产性实训基地，为创
新型人才的培养保驾护航。

走进学校，这里有全省一流
水平的 SMT 生产性实习实训基
地，引进了湖南威胜集团的智能
电力控制模块生产业务，还有长
沙科瑞特电子 FPGA/SOPC 扩展
模块生产业务，开展校内实习实

训基地和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参
与真实运营的学生达 1000 余人
次。这个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贴
片日产能达到了 40 万点，插件
日产能达到了 20 万点，可以容
纳 200 名学生同时进行生产实
训。学生通过在校内一年的实习
实训，走入企业后能够胜任 SMT
操作员、生产工艺管理员，THT
生产操作员、PCB 制板员等前沿
工作岗位。

不仅如此，这里的电商实训
室还是华唐集团“百校万店”工
程在校内的实训基地。该工程是
华唐集团联合北京杏坛互联电子
商务、国家教育、商务部门和清
华大学等众多相关机构和企业，
发起的在全国范围内为每个省选

择 100 所职业院校。通过“百校
万店”工程，学校电商实训室已
成为培养电商人才的主要基地，
助推了湖南省的电子商务经济发
展，让长沙本地的优质产品走向
了全国，走向了全球市场。

梁锴，是长沙市电子工业学
校 1993 届的毕业生。他毕业后
以精湛的专业技能成为了企业佼
佼者。2002 年自主创业成立的
首家公司，2009 年中泰电子进入
香港，2010 年立足台湾，2011 年
进军韩国。现在，他的公司终端
客 户 包 括 SAMSUNG、LG、HP、
DELL、LENOVO 等 全 球 知 名 品
牌, 产 品 占 全 球 市 场 15% 的 份
额，成为了一名走向国际市场的
企业家。

“三大品牌”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建功立业

“模力超市”为教学做一体化探索新路

“孵化基地”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保驾护航

“校企合作”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铺路架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