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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届 上 海 国 际 童 书 展 期
间，我如约去上海泰兴路探望 93
岁高龄的任溶溶先生。任老近来
身体欠佳，一直住在医院，刚获
医生允许回家调养。任老住院期
间，我一直与任老的儿子荣康、
荣炼保持着联络，知道任老身体
渐趋安顺平稳，我们都很高兴。
一日，荣康来电话曰，任老知道
国际童书展期间我会来上海，想
见见我，问我有无时间。探望任
老本来就是我一直很期盼的事，
没有主动提及，主要是怕打扰老
人家静心调养，现在老人家主动
召见我，正遂我愿呢。

荣康引我进到一楼任老起居室
兼工作室，任老正在伏案写东西。
这座房屋我来过多次，很熟悉。卧
榻前是一张方桌，方桌两侧是依墙
而立的两排书柜，任老就坐在两排
书柜中间的方桌前写作。房屋是
1942 年任老上大学那年任老的父
亲购置的，一家人在这里已居住了
70多年。我每次来这里，都得益多
多，收获满满。见我进屋，老人家抬
了抬手示意我入座，并让荣炼取下
他脸上戴着的呼吸器。取下呼吸器
后，任老说的第一句话还真让我有
些始料未及，他说：“孙悟空来见猪
八戒了，哈哈哈⋯⋯”

与任老认识差不多 30 年了，
他常挂嘴边的“口头禅”就是哈哈
哈，无论面对面聊天，还是电话里
说话，时不时就会来句哈哈哈。不
过，孙悟空和猪八戒一说倒是头一
回言及。再一想，可不是吗，我姓
孙，属猴，任老呼我孙悟空，而他
呢，属猪，现在整天戴着长长嘴巴
的呼吸器，就自嘲为猪八戒。任老
的即兴发挥实在出乎意料，不禁让
人暗暗叫绝。我知道，任老向来风
趣幽默，通达乐观，便也跟着任老
哈哈哈了起来。

照顾任老起居生活的荣炼说，

老爷子平时除了吃饭喝水，一直都
戴着呼吸器，晚上睡觉都戴，今天
见我来他很高兴，特意取下呼吸器
说话，他是想把话说得让我听得更
清楚些，竟还开起了玩笑啊，难得
难得。

任老跟我谈了自己的身体状
况和近来的写作。我们还专门讨
论了《给小朋友和大朋友的书》这
套散文的丛书名称，总册数规模和
每册大致的内容分类。末了，任老
说，还有一个序言，这个序言自己
不写了，他朝我看看：“还是你来
写。我知道你又要推辞了，就这么
定了，不变了，你看好不好？”

一直以来，任老都很关心、帮
助、照拂我，也总是放心和信任我，
既然任老发话了，那我也没什么好
说了，努力完成任老吩咐就是。

任老创作和翻译齐头并进，硕
果累累。创作方面以童话和童诗享
誉文坛，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的成
长。但同时，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散
文，尤其是近十来年，他把大量的时
间投入到了散文的写作之中。其散
文后来居上，业已成为他创作中与
童话、童诗并列的另一重要门类。

他的散文辨识度很高，任氏风
格鲜明。简洁，干净，明快，不拖泥
带水，不冗长啰唆，不矫情，不无病
呻吟，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性情
宕开，适时打住，自然天成。熟悉
任老的人都知道，他平时说话就是
这个样子。他的散文不过是把口
中想说的话用笔如实记述下来而
已。说其想说，写其想写。

乍看上去，他的散文似乎不那
么有文采，不那么讲究技巧。其
实，这是一种大智大拙，是一种绚
烂之后的平实，是一种没有技巧的
技巧。这样的叙述应对的是非刻
意化阅读，而这样的阅读效果，恰
恰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我们只要
看看他的翻译作品，看看他的童话

作品，看看他的童诗作品，我们就明
白其中的原因了。为什么他的翻译
作品在译界独树一帜，深得读者喜
爱？除了遵从信达雅，是不是还得
益于他独有的翻译语言？为什么他
的童话童诗让读者欲罢不能，除了
精彩的内容，是不是还有他魅力难
敌的叙述语言？他的文风是一脉相
承的，相对而言，他的散文显得更为
平实。口语化，大白话，自然语言状
态，是任溶溶一以贯之的美学追
求。强调作品让人看得懂，看得明
白，看后又不觉乏味，并为之着迷，
这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需要
经年累月的写作修炼的。

任老是一位文化智者，或者说
是一位文化老人，但他又可以说是
一个顽童，一个超级顽童。一方
面，他大智若愚，洞若观火，宠辱不
惊，笑看风云；一方面，他又透明单
纯，无拘无束，爱玩好玩，天真率
性。当这两种属性奇妙地融为一
体的时候，散文的奇妙性，散文这
种最贴近自我的文体的奇妙性，也
就在所难免了。这也可以说是任
老散文最为独特的地方。

在《想到的一点往事》一文中，
任老谈及历史的演进过程。从学
韩文想到韩文、日文单词星期一到
星期日的规律性，回忆了“他”字的
演变、标点符号从无到有、注音符
号为拼音取代等。但我尤其感兴

趣的是作品的结尾：“我今年 90，
感到我这一辈子过得很有意思，前
面几十年正处在变革时期，我亲历
其境，太好玩了！”时代巨变让文化
老人们感慨在所难免，但最后打住
在“太好玩了！”恐怕也只有像任老
这样天生的老顽童才可能吧。而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顽童心态，他
的散文才磁石般吸引住了成人读
者和儿童读者。

每个人都会遭遇生离死别等
沉重的现实问题，但每个人有每个
人的应对方式。通常，作者处理此
类沉重话题，总免不了忧伤和悲
痛。但任老的处理不同，他有自己
的处理方式，在他笔下，我们看到
的往往是明亮光泽和轻松愉悦。
其实，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因为
在他看来，人生背负的沉重太多太
多，唯其太多沉重才更需要一种常
驻心头的明亮光泽和轻松愉悦。正
如他在《老人言》一文中所说：“作为
老人，我只希望电视多播些喜剧和
大团圆的戏，更希望现实生活中开
心的事也多些多些再多些。”

任老对人生看得很开，不纠结，
不为难自己，随遇而安，通达乐观。

在《老人的记性》中，“人老了，
记忆力不好了，这是没办法的事。”
他说记忆力不好，那就找“觉得好
玩”的事做，读旧诗词、听古典音
乐、听京戏，但这些也遇到麻烦。

比如听京戏，现在连哼哼也不行了，
“老是忘词，忘词想词，反而更睡不
着。可是白天哼哼，忘词就看《大戏
考》，把忘掉的句子找回来，再反复
哼，这样‘老友见面’，同样是很开心
的。这就是我如今的记性。”面对记
忆力衰退，任老十分坦然，而且一如
既往风趣、幽默和乐观。

《喝咖啡》说的是任老喝咖啡
的经历。他说自己曾经是个咖啡
迷，早上喝过，晚上接着喝。“文革”
期间咖啡馆关了，就到饮食摊喝咖
啡，外出回来总要带上几大瓶速溶
咖啡。“奇怪的是，我现在一口咖啡
也不喝，这也是前几年生了一场病
以后的事。这么一个咖啡迷，一下
子竟断了喝咖啡的瘾。”他交代了
自己从迷咖啡到戒咖啡的缘由。
可是，最为精彩的要数接下来这句
了：“我如今不喝咖啡，不过写到这
里，对咖啡又有点留恋了。以后还
会喝咖啡吗？走着瞧吧。”真是神
来之笔。“走着瞧吧”，让人不由想
到什么是潇洒，什么是逍遥，什么
是悠游人生。

看得开，想得开，想得明白。
这是一种境界。感谢任老新著带
给人们的思考和启示。

（作者系儿童文学理论家）
《给小朋友和大朋友的书》（共五

卷） 任溶溶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
版社

境境 界界
孙建江

美术画笔下的“蝉”是什么样
子？文学作品中是如何表现“蝉”
的？科学视角的“蝉”又有哪些知
识传递？数学中的“蝉”的知识有
哪些呢？⋯⋯近日，在由北京市
朝阳区教育委员会主办的朝阳区
第十届中小学“阅读课程设计与
实施”学术研讨会上，清华大学附
属小学商务中心区实验小学语文
教师韩笑通过一堂跨学科的阅读
课《蝉》，展示了如何基于“蝉”的
主题，运用项目学习的方式，让学
生学会学习和深度思考，给现场
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教师带
来了惊喜和启迪。

“这不是一堂单纯的阅读课，
而是运用项目学习理念，通过一个
具体任务让学生知道阅读和实践
都是他所需要的，是为他的需要去
读，而不是为了老师和其他人去
读。”清华附小商务中心区实验小
学执行校长李怀源说，学校的阅读
课程是以培养完整的人为价值理
念，以学生核心素养为发展目标，
以“课本”“读本”“整本”为课程单
位，以“读”为基本路径，按照一定
的操作模型加以实施，构建了比较
完善的主题阅读课程体系。

此次研讨会以“阅读课程设计
与实施”为主题，以“基于学科的阅
读课程”“跨学科的阅读课程”和

“超学科的阅读课程”为专题，围绕
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以主题演
讲、课堂展示、专家论坛、课程分享
和阅读体验为一体的多方位的形
式，全面深入研讨学生发展、阅读
能力提升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整场活动分为两个半场。在
上半场，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
窦桂梅、花家地实验小学校长安
海霞、朝阳师范附属小学副校长
王艳霞、陈经纶中学副校长李升
华、八十中学教师覃秀梅就学校
阅读课程的设计进行经验分享。
在下半场，清华附小商务中心区
实验小学各学科教师呈现了 27
堂阅读课程，包括“学科内渗透
式”“学科间融合式”和“超学科消
弥式”，全方位地展示了清华附小
多年来的探索和实践。随后，与
会专家、授课教师进行阅读课程
实施论坛，就阅读课程设计与实
施中的问题进行研讨，为参会学
校提供了阅读活动开展、阅读课
程体系建构的借鉴与参考。

研讨会上，几位老师在发言
中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整合”，
那么，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
题？阅读在学科内部如何与听说
读写进行整合，如何与其他学科
整合？阅读课程做得好，但学校

课时有限，会不会挤占其他学科
时间？怎么借“阅读”做好学校的
规划与实施呢？

“阅读不是孤立的，也不仅仅
限于单本，一定要基于语文、科
学、艺术等专题来综合学习。要
体现我们的阅读和课堂没有分
割，与教材也不是割裂的，这是一
个主题课程群的推动。”窦桂梅
说，“我们是在尊重教材的基础
上，重新发现、编辑、梳理、提取单
篇经典、群文阅读、整本书阅读以
及综合实践活动来完成。在这个
过程当中需要我们走进教材、深
入挖掘、备课研究，更要体现不同
类型课的课堂样态特点，不能变
成‘东北乱炖’。”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
授蔡可认为，在核心素养背景下，学
校阅读课程设计与实施的要素发
生了一些内涵变化：第一是目标变
化，即从过去的知识灌输，转向用知
识和文本去提升素养、去教学生的
语文思维审美和文化的传承等；第
二是阅读内容的变化，过去我们是
读教材、读一篇文章，现在从基于教
材单篇文章的琐碎讲解，转向多文
本的1+X或者是整本书的阅读，以
及课外阅读课程体系的建设；第三
是设计方法的变化，过去我们更多
注意技巧问题，现在要去考虑怎么
引发学生的学习行为发生，而且是
多样化的语言与实践行为发生；第
四是教学过程的变化，过去我们比
较专注于一堂课，现在转变为多堂
课，甚至一个学期课程统整的设计；
第五是评价的变化，过去主要是执
笔测验，现在转向基于核心素养表
现的这种过程性的评价研究。

窦桂梅介绍，清华附小的学
科内渗透式课程占 60%—70%，
学科间融合式和超学科消弥式课
程占 30%—40%。韩老师的课
不一定是精品，属于学科间融合
式整合的一种课堂探索，他以一
种方式告诉现场的老师们，原来
我们语文的学习是母语的学习，
它承载了那么多元素，可以用学
科间整合的课型来完成。

“但是最终我们还要回到原
点上——我是教语文的，我是教
人学语文的，我是用语文教人
的。清华附小的教师团队经常用
这三句话来表现在不同的样本、
不同的语文学习类型、不同的儿
童学习阶段当中是如何实现这三
个梯度提升的。当把阅读当作生
命和语文教学一部分的时候，才
会知道语文老师究竟是干什么
的，让我们与所有语文老师共勉
吧。”窦桂梅说。

窦桂梅：主题课程群
不是“东北乱炖”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本报讯 （子依） 近日，由中
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办的

“中国原创奏响天籁之韵——《婴
儿画报》《幼儿画报》 百城插画
展”在京启动，旨在通过开展丰
富多彩的落地活动，以插画展的形
式，推动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
100 幅插画均来自月发行量超过
200 万册的《幼儿画报》和月发行
量超过80万册的《婴儿画报》，由
著名国际插画大师罗杰·米罗、皮
亚特·格罗布勒、郁蓉等人创作，画
面充满想象力，风格多变，构建了
一个个奇妙的童话世界。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展示了
原创图画书在幼儿园、绘本馆、
社区所开展的落地实践活动。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认为，图画

书中的插画和文字一样，没有高下
之分，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在
郁蓉看来，原创需要深植于传统文
化之中，她创作的《我是花木兰》插
画便采用了中国传统剪纸艺术，展
现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故事；北
师大教授陈晖则表示，从孩子的视
角来解读插画和故事，易于培养孩
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原创图画
书展示出民族文化的精华，用它们
来进行落地活动，进行潜移默化的
审美熏陶，激发他们对于美好事物
的认知最合适不过。

本次插画展一直延续到 12
月，将陆续在江苏、浙江、上海等
地近百个城市的悠贝亲子图书馆
开展，并且穿插讲座、沙龙、论坛
等活动。

《婴儿画报》《幼儿画报》百城插画展启动

爷爷对一诺说过：“我希望你
们任何时候都信守诺言，哪怕很小
很小的事，你只要答应了就去做。”
爷爷还引用《论语》中“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和《弟子规》中“凡出
言信为先”两句话，来进一步讲述
话中所包含的深意。这也是兄妹
俩名字“一诺”和“一言”的由来。

兄妹俩生在一个普通家庭
中，爸爸是大学后勤部门里没有
正式编制的合同工；妈妈一会儿
在报社当校对，一会儿在小公司
做会计。她最想去城里的一个学
校当老师，可是她的第一学历是
中师，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妹
妹一言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为了
方便给妹妹治病，一家四口人告
别了乡下的爷爷奶奶，搬到城里，
租住在城中村的大杂院里。一诺
的家中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他
用的乒乓球拍都是父亲自制的。

然而，当读者为一诺家的沉
重负担而皱眉时，也几乎同时感
受到了这个家庭中无处不在的温
情与体贴。一诺生日这一天，爸

爸跟同事换班带领全家人做了一
顿丰盛的饭菜，还送了一本《弟子
规》给一诺当作生日礼物。妈妈
在报社做校对，有一次回到家已
经是晚上 12 点多了。兄妹俩还
没上床睡觉，小饭桌上整整齐齐
地摆放着六样东西：一个馒头、一
份咸菜、两块饼干、一个橘子、一
杯凉白开和挤好牙膏的牙刷。为
感谢一向帮助关心自己的班主任
罗老师，一诺送给罗老师一张贺
卡，上面有爸爸妈妈的签名，还有
八个字：“您为小苗浇灌泉水。”

父母亲撑持着家庭，孩子们体
贴着父母亲。这个家庭的家风平日
里是温和柔软的，在艰难困苦面前
却是坚韧刚毅的。爷爷说过，吃亏
是福。爸爸说过，一个人只要当过
农民，以后苦和累都算不了什么。
一诺把爷爷和爸爸的话牢记心中，
暗暗为自己加油，用力挥挥右拳。

一诺的家风是吃苦耐劳，是坚
韧不屈，是乐观向上，是一切与美好
有关的品质和情怀。一个家有没有
希望，不在于家中有没有高档的家

具、高价的装修，高雅的装饰，而在
于家风中蕴含的精神是否高贵。一
诺、一言、爸爸、妈妈，都是高贵品质
的传承者与给予者。家中每一个
人，平日里总是尽己所能地帮助身
边的人，这些在他们看来是举手之
劳，却解决了邻居的燃眉之急。

善良高贵的心灵，永远进取
的精神，总是能带给周围的人一
种特别的感动、一份特别的警示、
一种特别的震撼。如果说一个和
睦美好的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细胞
的话，那么家风就是这个细胞中
的精神内核，它有着无言却强大
的感染力。在一言的手术费用不
够时，邻居们都捐出了干力气活
挣来的不多的钱。于老爷爷来
了，教育局的女副局长来了，报社
的秦副总编也来了，更多无名的人
都来了，他们用自己的爱心和温
暖，把这个正处在严冬的小家庭紧
紧包裹着。作者孙卫卫想告诉读
者的是，良好的家风本身就是一笔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自助者天助，平凡的日子可以过得

充满诗意，苦日子也可以当成歌来
唱。唱出的是感恩之歌，唱出的是
自信之歌，唱出的是人间大爱之
歌。于老爷爷说得真好，“命运掌
握在每个人手里”，每个人的未来
都需要自己去创造。

我一直记得的是，一诺给自己
加油时，总会在空中用力地挥一挥
右拳，他让我看到了一个少年的强
大斗志。我热泪盈眶之余，也备受
鼓舞。既然认准了目标，就要不顾
一切地风雨兼程，永不退缩。这是
一诺良好家风的精神传承，也是他
给自己的承诺。

（作者系福建省惠安高级中
学教师）

把苦日子当歌唱
张家鸿

读家报道

麦田守望阅读推荐

阅读指导

本报讯 （金本） 为庆祝六一
国际儿童节，《少年诗刊》 出版

“百位诗人庆六一”专刊。
活跃在当今儿童诗坛的一百

位诗人，每人献出一首代表作，作
为珍贵节日礼物献给孩子们。一
百位诗人中，有老一代诗人屠岸、
乔羽、袁鹰、金波、樊发稼、圣野等，
有中年诗人高洪波、傅天琳、王宜
振、徐鲁、钱万成、薛卫民等，还有
青年新锐诗人张牧笛、慈琪、高璨、
苏笑嫣、卢梓仪、王雪莹等。袁鹰
的《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表达了
对和平的深深敬意，是当年影响极

大的诗作；高洪波的《我想》表达了
孩子们的美好愿望，激发了他们超
常的想象力；张牧笛的《你说我是
一朵黎明的花》是对美丽的诠释，
给予了孩子们高尚的情怀。诗人
们的每一首诗都是一颗滚烫的心，
为孩子们的节日祝福，为孩子们的
成长礼赞。

《少年诗刊》由中共江苏省委
宣传部、江苏省文明办指导，共青
团江苏省委《风流一代》杂志社编
辑出版。“专刊”将免费赠予全国
各地及外国的一万名小朋友，它
是献给孩子们的珍贵礼物。

《少年诗刊》出版“百位诗人庆六一”专刊

贾德这本《青蛙城堡》的书名
乍看之下像是童话，其实是一个让
青少年了解生命意义的故事，只是
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童话写作技
巧。但对作者而言，生命意义这个
重要的哲学课题才是真正要表达
的，如果大家读过贾德另一部作品

《苏菲的世界》（1991），就不难了解
作者为何如此偏好这个主题了。
所以，把这篇小说看作是进入贾德
小说哲学境地的敲门砖，应是恰如
其分。

贾德虽曾为高中哲学老师，
但说起故事来丝毫没有教条味，
他用虚构的故事情节诱导读者，
进入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涵

（大多围绕着哲学主题），使读者
渐渐领悟到故事的深层意义（对
哲学起共鸣），在很自然的情境下

发现：哲学其实是融合在日常生
活中的。

小说情节部分可分两条线来
看：虚幻梦境（主线）与现实生活

（副线）。前者是主角在梦中发生
一切事件的串连，后者则是主角内
心的独白陈述，两条线交错编织推
动情节发展。副线很简单却断断
续续，讲有一天主角小男孩克里斯
朵夫的妈妈应邀去法国朋友的城
堡中做客，去了没几天，小男孩的
外公却死于心脏病，由于克里斯朵
夫怪妈妈没带他一起去法国城堡
玩，而连带把外公的死归咎于妈
妈。小男孩相当爱外公，对妈妈不
能谅解，对生死别离也不知所措，
因而深陷忧愁迷惘之中。

主线中克里斯朵夫在梦中展
开了一连串的冒险。先是他和小

矮人乌皮捉到的一群蝌蚪竟变成
了风度翩翩的王子。王子为表感
激之意而邀这两位朋友到城堡中
做客，岂知这是连续噩梦的开端。
在邪恶将军的策划下，守卫蝾螈发
动叛变挟持了城堡中王室一家人，
随后克里斯朵夫也被关入黑牢
中。梦境中的黑牢其实暗喻小男
孩在外公过世后晦暗无助的内心
世界，后来主角借由善良小矮人的
魔法引导逃出黑牢，更重要的是小
矮人的教诲，使主角提起勇气面对
危险，最后终能克服一切困难，拯
救了王室一家人。相对的，在现实
生活中小男孩已能坦然面对外公
的死，不再错怪妈妈，因为他已了
解只要心中保有一份对外公的爱，
外公就永远活在自己心中。

生命不一定带来喜悦，死亡

也并非仅带来伤痛，要看个人如
何去面对生活、看待生死。作者
在文中不时提到“时间”的观念来
呼应生命这个主题，时间本是抽
象的东西，并不会因人类把它具
体化后就能控制它的行动。所以
时钟虽停摆，但时间仍在流动。
小男孩外公的心脏虽停止跳动，
但外公的一言一行都深深烙在了
小男孩心中。

我们可以发现，贾德是以乐观
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世界，对未来满
怀希望。而他喜用童话的形式写
小说，除了本身的嗜好外，无非是
要吸引更多读者的目光，尤其青
少年阶层是特别为作者所关爱的
一环。

《青蛙城堡》 [挪]乔斯坦·贾德
著 丘光 译 接力出版社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座青蛙城堡
丘光

阅读现场

《一诺的家风》 孙卫卫
著 希望出版社

“温妮女巫魔法绘本”系列是英
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倾力打造的一套经
典作品，自1987年出版以来，已经被
译为30多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个角
落。画出了女巫温妮的科奇·保罗
是一位享誉全球的英国插画大师，
多次获得各种重量级奖项。近日，
在外研社少儿出版中心和国家图书
馆少儿馆的共同组织下，科奇·保罗
走进国家图书馆，在温妮女巫“30
岁生日”之际，为中国的大小读者们
开展了一场题为“一笔一画一故事”
的公益讲座。他说，从一张白纸到
一幅画的诞生需要经过五次稿纸的
处理，因此，创作一幅画是一个循环
往复的过程。有时候在创作的过程
中，还会突然迸发一些小灵感，比如
给恐龙的身上画上各式各样的花
纹，而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图画里
会隐藏着那么多细节的原因，每一
个细节都讲述着一个故事，不知不
觉间又为阅读增添了几分乐趣。

之后，保罗与多位从事图画书创
作与推广的业界专家进行了一场“温
妮女巫魔法绘本与绘本创作专业沙
龙”。当大家谈到书中别具一格的前
环衬和后环衬这一特点时，他高兴地
说，这个环衬页是从无数个孩子的作
品中千挑万选出来的，也是他想要和
越来越多的孩子一起创作一本图画书
的美好心愿。

面对国家图书馆少儿馆馆长王
志庚的提问：“中国儿童和国外的小读
者有什么不同呢？”科奇·保罗笑答：

“我发现虽然孩子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对图画书
的热情和喜爱是跨越文化、跨越地区
的。”北京师范大学陈晖教授则表示：

“‘温妮女巫魔法绘本’系列受到小读
者的普遍欢迎，不仅因为故事新奇热
闹、场景变化万千，更因为其塑造的女
巫有孩子气，塑造的魔法世界有儿童
精神，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儿童的任
性率真、无拘无束，以及儿童特有的动
感活力、生命力及创造力。”

“温妮女巫魔法绘本”系列的中
文版和中英双语版由外研社出版，
目前在中国已经出版了17册，今年
下半年还会引进第18册《温妮与捣
蛋骑士》。科奇·保罗表示，希望以
后创作出温妮用着中国的筷子或者
站在长城上的画面。

插画大师为你
揭开图画书里的秘密

伊湄

任溶溶先生（左）和本文作者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