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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来的“中国故事”

从某种程度上说，一苇（黄俏
燕）的这本《中国故事》（中信出版
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一
套民间故事，它承载着普通百姓朴
素的智慧和欢乐。从本质上来说，
民间故事是一种大众想象，在局促
的现实和斑斓的幻想之间寻觅着平
衡，给贫乏生活增添传奇色彩和诗
意。相比诗歌和小说，它们流传更
广，影响也更深远，因为故事深深扎
根民间，也在每个人心里。

小时候即便最没有文化的长
辈，也会给我们讲故事，狼外婆、傻
姑爷、八仙过海、牛郎织女——在几
千年文明发展中，这些故事为一代
代人传授了最基本的生活教育、文
学教育和品德教育。最经典的故事
往往具有经典范式，而这些范式具
备启发心智的形式感，深深嵌入在
文明内核中，用最朴实直接的方式，
加深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

由于源头众多，不断演化、变
异，民间故事随时间发展越来越芜
杂，这就阻碍了故事更好地流传。
这时，对故事的整理就成为必不可
少的一环。诸如施瓦布的《古希腊
神话故事》、格林兄弟整理的德国童
话，或者卡尔维诺整理的《意大利童
话》，都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经典故
事。这些故事是老的，核心没有变，
但以现代思维进行系统加工整理，
特别是以现代手法来构建它的结
构，以现代语言讲述它的内容，令它
们获得了文学性，使之具备了文学
所具有的恒久、稳定的根基，得以以
经典的形式流传。

令人惊讶的是，故事题材极其
丰富的中国，一直缺少一本这样的
经典故事书，一本深入每个家庭的
公认的经典故事版本。文明和语言
的断裂并没有成为契机，反而变成
了一种阻碍。国家层面雄心勃勃的
大规模整理工程，多为资料性的收
集，对大众阅读帮助不大。这就造
成当前这样一个叫人尴尬的局面：
在真正的阅读中，我们的孩子始终
和中国自己的故事隔着一层，它成

了阅读中缺失的那一部分。
我们并不缺少故事，缺少的是

一个经典版本。出版业日趋繁荣，
这么多年也面市了不少类似的书，
但直到我读到一苇这本新作，才终
于觉得接近实现了。

一个人的战斗

一 苇 将 自 己 的 工 作 定 位 为
“述”，以体现比编写更准确的概
念。但实际上，考虑到她强度极大
的劳动中个人意识所发挥的作用，
对文本的反复修改，以及在技艺上
做了如此多的努力，她的工作毫无
疑问是一种创作。

民间故事源于大众，而经典版
本是个人创作。在浩繁的资料中
做系统性整理，赋予它们文学性，
是现代观念实践的过程。一苇对
这本故事书的创作，出于真正的热
爱。像荷马一样的特别能讲故事
的盲眼祖父，给了她一个充满生趣
的童年。当她长大读到同样的故
事时，发现远没有记忆中精彩，于
是 她 立 志 和 丈 夫 共 同 完 成 这 件
事。丈夫意外离世，她一个人坚持
了下来，这一坚持，就是十年。

比之原来心口相传，她这个故
事版本，令人钦佩的努力首先就体
现在文学性上。她在语言的有效
性上，在结构的建设上，在节奏的
把握甚至韵律的控制上，都下了很
大功夫。这是一个漫长的摸索实
践的过程，她利用自己做老师的便
利，专门开设故事课，一遍一遍给
孩子们讲，寻找最合适的语言、最
合适的结构。我们知道，故事对孩
子要能起到最好的效果，需要不一
样的语言和节奏。在这一点上，我
觉得她取得了很大的、很特别的成
功。她的目的也是如此，首要就是
简洁明晰、生动有趣地讲好故事。
她的语言非常干净、凝练，在民间
口语的基础上有一种文雅之气，这
是典型的文学语言。有了这种文
学性的保证，这些故事便具有了个
性，不再单纯是一个来自民间的故
事，而是一苇讲的民间故事。

在系统性上她所做的也正是一
个经典版本需要的。在万千故事中

选出最典型的，本身就是一项巨大
的工程。同时，对每一个故事来说，
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个百衲本，而
是在相同或相似的故事间进行梳
理、辨别和取舍，形成一个最平衡的
版本。这种取舍有时甚至会牺牲一
些版本中精彩的细节，但更重要的
是她以这种博采众长的方式，让很
多故事焕发了真正的光彩。

就像她自己最喜欢的《范丹问
佛》中那句——但行好事，莫问前
程。十年间默默做这样一件事，她
并不知道最终会有怎样的成果。
现在书出版了，也许她并不是能够
做好这件事的人中文学水平最高
的那个，但她是做了这件事，并做
得非常好的那个，这足以赢得我们
的敬意。毕竟，写作是一个人的事
业，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意义、代价
最大、回报最少，也最孤独的事业。

童年与阅读

童年是阅读的开端，不带任何
功利，却带有最多的欢乐。孩子们
的好奇让他们如饥似渴地通过阅
读来了解世界，激发想象，潜移默

化的知识和认识自然而然像泥土
里的种子一样在心里生根发芽。
当我把这本最新出的《中国故事》
带回家时，迅速成了儿子的睡前读
物。他那自顾自突然爆发的大笑，
让我想起了当年沉迷于《365 夜故
事》的自己。笑声，发自内心的笑
声，平静的生活中突兀的笑声——
那种最忘我的欢乐，给了如今被孩
子教育中各种竞争搞得有些焦虑
的我一个非常直接的警醒。有时
候我们不得不让孩子陷入了自己
不喜欢的东西，却忘了从根本上什
么是他最该拥有的东西。

对阅读来说，孩子永远应该读
最好的书。一方面，孩子还没有很
强的鉴别力。流行的《哈利·波特》
和《查理九世》，或者功利一点的

《作文写作大全》，文学性和品味都
不太高，甚至更差的一些低俗漫
画，一味追求有趣而灌输恶趣味，
对孩子有害无益。不是一直在呼
吁让孩子接触传统文化吗？故事，
既有传统的根基，也是最容易潜移
默化的形式。比较《中国故事》和

《意大利童话》，会发现我们自己的

故事中很少有粗俗、无厘头、怪异
的东西，这是中国传统中一些最核
心的品质。真正有趣，不讲那么多
道理，让善和美慢慢滋润孩子心
灵。孩子们肯定不喜欢情节乏味
却满口大道理的书，这也就是一苇
为什么要立志重写一套中国自己
的故事书的缘起。现代性在这种
阅读中依然至关重要，因为孩子在
浸润传统的同时，依然要树立宝贵
的现代意识。

另一方面，孩子阅读的时间很
宝贵，在他有限的阅读时间里，读
最好的书才能给他最好的精神成
长。每本好书都只是万千好书中
的一种，都无法替代别的好书，但
也都有其不可替代之处，这本《中
国故事》也一样。当我们的孩子读
到这些故事，沉浸在他的小小自我
中笑出声来，然后记住这些故事，
在多年后的某个时刻，回想起这个
故事——那是一个多美好的时刻。

童年的阅读，是每个孩子留给
未 来 的 一 份 礼 物 。 就 像 这 些 好
书，是时间能带给我们的最美好
的礼物。

传统故事与现代阅读传统故事与现代阅读
王志军

在很多和小读者见面交流
或演说的场合，我无数次朗读美
国诗人惠特曼的诗句：“一个孩
子朝前走，他看见最初的东西，
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就变成
了他的一部分⋯⋯”

一个孩子每天长大，每天朝
前走。那孩子遇见了谁，遭遇了
什么，他就变成了谁，他就成为
了什么。

在我学业的一头一尾，分别
遇见过两个老师：小学时代的吴
宗奎老师，大学时代的梅子涵老
师。结果在小学这头，爱上儿童
文学；在大学那头，走上儿童文
学的道路。

很多很多年前，我在上海西
郊一个古镇上生活，遇到了慈爱
热情的老爷爷一样的老吴老
师。他宿舍里的湘竹书架是我
童年最好的图书馆。每次去，老
吴老师总是一边推着眼镜一边
循着那些旧旧的书脊热切地搜
寻。忽然，他眼睛一亮，指尖轻
轻一捅，一本书应声而出。他飞
速地翻到某一页，用充沛的感情
为我朗读一些句子或一些段落。

老吴老师也会念自己写的
散文诗。有次他写到了蒲公
英，读到蒲公英飞翔又降落
时，他突然停下来，揉揉鼻子
对我说：“雨君，你也有一对翅
膀。噢，不用找，它们不在你
的背上。哈，也不在你的胳肢
窝里，它们是看不见的！有一
天，你会突然一下打开翅膀，然
后飞得很高很远⋯⋯”

老师鼻音很重却很洪亮的
声音 （他有经久不愈的鼻炎），
高低错落地交织在无数个踮着
脚尖倾听的小学生的日子里，
纷纷扬扬落进了一个小姑娘的
心田。

在松江二中我度过了一段怏
怏不乐的少女期，图书馆成了我
最好的避难所。我像现在的女生
一样，对着电影杂志上的明星发
傻，或者一头扎进某本言情小说
悄无声息地念啊念啊，整个人跌
入少女想入非非的白日梦里。

大一的新生大会，我习惯性
地坐在角落里。就在那个下午，
梅子涵老师站到了讲台上，说要
招收一个小说班。他讲话时没
看任何人，只看着半空中的某一
点，语调平静。其中好像有这么
几句话：你们中间肯定会有作家
的种子，等待被浇灌，然后发芽、
生长。

我报名参加了梅老师的小

说班。我记得第一堂小说课，梅
老师用柔和明亮的男中音朗诵
蒲宁的小说《轻轻的呼吸》。

蒲宁笔下那个十五岁的俄
罗斯少女奥丽雅对女伴说：“我
爸爸有很多滑稽可笑的古书。
我在他的一本书里读到，女人怎
样才算美。比如说，要有油亮油
亮的眼睛⋯⋯还有漆黑漆黑的
睫毛，柔嫩红润的脸蛋，苗条的
身材。但主要的你知道是什么
吗？轻轻的呼吸！我就是这样
的——你听我怎么喘气——真
是这样吧？”

那个被朗读激活的故事击中
了我的心房，忽然觉得这辈子如
果能写出这样一篇小说，就是幸
福的。从此，少女“轻轻的呼吸”，
就一直弥漫在我的生命里了。

我交出了第一篇作品，还不
是一篇小说，只是一篇诗歌评
论。可是，老师看着看着，点着
其中一段兴高采烈地读出声
来。我的文字在老师的声音里
忽然生出一对曼妙的翅膀，活生
生地飞起来啦！

“雨君，你也有一对翅膀。
噢，不用找，它们不在你的背
上。哈，也不在你的胳肢窝里，
它们是看不见的！有一天，你会
突然一下打开翅膀，然后飞得很
高很远⋯⋯”那一刻，我听到了
吴老师慈爱的声音。我确信自
己终于“突然一下打开”了那对

“看不见的翅膀”！
现在，我算飞起来了吗？我

算飞得很高很远了吗？
我不知道，可是两个老师

和他们朗读的声音，让我笃信
了这样一个奇妙的真理：“故事
是活在讲述中的。假如故事没
有被人类的声音大声朗读过，
没有被一双睁得大大的眼睛在
毯子下随着手电筒的光追寻
过，它们在这个世界就不算真
正地活过！”

所以，每次写作，我都会轻
轻朗读我写下的每一个字，用不
标准的没有前后鼻音的上海普
通话。我还想象它们被某一个
声音朗读，想象它们像蒲公英的
种子，落在泥土里，一点点鲜活
起来。

这时，两个老师和他们朗读
的声音，就会穿越时空，一左一
右，在我四周轻轻扑扇⋯⋯

（本文摘编自“我的小时候”
系列（经典美图版）·《天使落
在头发上》，郁雨君著，浙江少年
儿童出版社）

我的朗读课
郁雨君

本报讯 （肖聪）绘本作为一
种 0 到 99 岁都可以阅读的文学
读物，越来越受到业内的重视和
大众的喜爱。近日，一场以“绘
本时光，‘阅’见未来”为主题的

“绘本时光”全民阅读推广项目
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
举行。

该项目由四大板块组成：秒
拍平台发起的明星领读绘本,在
秒拍、启蒙听听 APP 和“影像中
国”平台上同步进行的“绘本超
人大挑战”全球海选,由“京东图
书”与“京东公益”支持开展的 1
分钱绘本助捐活动,以及季播节
目《绘本时光》。

发布会现场，演员陶昕然接
受了主办方颁发的“绘本时光”
活动公益大使证书，并领读绘本

《和妈妈一样》，与现场的孩子们
亲密互动。此外，项目承办方海

豚传媒已捐赠出价值 100 万元
人民币的绘本用于项目的首批
公益配捐，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叶柏公益基金则为这些绘本捐
赠了数百个配套书柜。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秘书长肖隆君表
示，该项目捐赠的首批绘本将分
别捐赠给在四川凉山、江西罗霄
山、云南红河、重庆三峡库区及
甘肃庆阳等地的 200 多所贫困
地区小学，惠及数万名困境儿
童。

据了解，该活动除了邀请到
陶昕然作为公益大使参与外，易
烊千玺通过活动官方平台秒拍
为大家领读绘本《晚安，黛西》，
受到众多网友热追。此外，还将
有超过百位的明星、名人参与到
领读绘本的行列，带动更多的人
参与到“读绘本，做公益”全民阅
读推广中。

“绘本时光”全民阅读推广项目启动

在今天，书写记忆深处、观念
形态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价值已经
得到充分的彰显，而关注当下鲜活
童年生命状态的现实题材儿童小
说的文本价值和写作难度，尚未得
到充分关切。事实上，越是对日常
题材和日常经验的书写，越是考
究作家的写作功力和思想厚度。
近日，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携新
作 《宝塔》 亮相书博会，与儿童
文学作家张之路、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王泉根、资深童书出版人刘
海栖等专家学者一起，针对中国
原创儿童文学的走向与使命展开
了对谈。

《宝塔》是一部长篇儿童小说，
它以上海为故事发生地，叙述中带
有浓郁的语言特色，这种凸显地域
文化特色的创作丰富了当下儿童
文学样貌。相较秦文君之前的校
园家庭题材，《宝塔》中生活的空间
更为辽远，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更为
集中。“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关注丰
富的童年现实，力求写出会“发光”

的书，带有作者独特的气息与体
温。”秦文君说。

小说中，男孩嘉庆 13 岁生日
的这一天，一个神秘男子突然闯入
了他的家。从此，家族里那些曲折
而隐秘的过往彻底改变了嘉庆、嘉
麟和虎子这三个男孩的生活。在
经历了最初的错愕与绝望后，孩子
们和他们的家人最终选择了用爱
与宽宥弥合生活的裂痕⋯⋯该书
以从容而极富韵致的叙述，向少年
读者展现了人生的丰盛与起伏，通
过细致的小说纹理凸显生活的无
尽况味和宽厚坚韧的人性基质，有
力地拓展了当代儿童小说的叙述
视角与艺术空间。

“清灯一盏，潜心写《宝塔》，只
觉灵光频闪，设定好的故事框架被
不可知的力量打散，一种高贵的能
量在主宰小说的起伏。小说走向
变了，惊喜来了，不少情节像涌泉
一般冒了出来⋯⋯”秦文君说，小
说的最终格局颠覆了起初设定。

“构思时原想一个同龄女孩也不出

现，聚焦男孩之间难以割舍的信
义、无法排遣的怒气、对成年男
子的怀疑和敬仰等。但写着写
着，独特的小孤女不可避免地出
场了，本想删去她的篇幅，却发
现她的匆匆一现，竟是灿烂。”

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朱自强看
来，“这部作品给人以启示：如果
将儿童的生活与成人的生活割裂开
来，儿童将难以实现真正的成长；
如果将儿童的生活与成人的生活割
裂开来去描写，儿童文学也将难以
表现真正的儿童的成长”。张之路
认为，“儿童文学绝不是幼稚的文
学，它是经过作家们感受过的生
活，融入了他们对童年和生命的
深刻洞见”。刘海栖则从资深童书
出版人和作家的双重角度强调了儿
童文学作家立足本土、立足现实，
心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孩子们创
作的重要性，呼吁作家关注当代儿
童真实的生存状态，写出贴近孩子
心灵、引领孩子精神成长的优秀作
品。

在现场，廊坊市第六小学的同
学们朗读了《宝塔》片断，并向秦文
君提出了许多问题，秦文君从阅读
方法、写作技巧等各个方面进行了
回答。她告诉小读者，早期阅读非
常重要，鼓励他们多读书、多思考，
并与他们分享了自己创作《宝塔》
时的心路历程。

“每个少年的心里都有一座宝
塔，里面暗藏着多少秘密和动人之
处。”秦文君认为，生命的艰辛之
处，也是生命的精彩之处。因为每
一次无法抗拒的挫折与磨难，都是
对成长最好的邀请。

秦文君：力求写出会“发光”的书
本报记者 却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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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子依） 近日，《剑
桥彩虹少儿英语分级阅读》 新
书发布会在京举行。该书是一
套引进自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的体系完整的英语分级读物，
由伦敦大学学院的英语分级阅
读专家休·博德曼博士和格
伦·富兰克林博士共同主编，
汇集了世界各地著名儿童文学
作家、插画家和摄影师倾情打
造。全书分为 10 个颜色等级，
共计90册，适合幼儿园至初中
学生使用，旨在通过科学的读
物分级，引领孩子循序渐进，
从最初入门级别，最终培养起

孩子的独立阅读能力。
据了解，新东方在线将与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一起，对《剑
桥彩虹少儿英语分级阅读》进行
二次开发，推出音频产品、录播
视频课程；《剑桥彩虹少儿英语
分级阅读》的系列内容将用于

“多纳学英语”APP 中分级阅读
课程开发，针对孩子的阅读难
点，提供更多的在线辅助和互动
训练。新东方在线还签约央视
主持人董默涵，录制分级阅读
的视频课程，未来还将提供完
备的“外教在线教育”，最大化
满足中国孩子的学习需求。

《剑桥彩虹少儿英语分级阅读》发布

“如果价格不再成为困扰，你
会考虑使用电子书阅读器吗？”当
数字阅读品牌掌阅发起这个调查
后，答案出乎意料，81%的用户选
择“会”。近日，掌阅在北京发布了
iReader Light，一 款 重 量 只 有
142 克的 6 英寸电子书阅读器新
品，其重量轻于市面上所有阅读器
产品。同时，这也是掌阅首款杀入
600元价位的阅读器。

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国
内大众对于内容的需求比以往任
何时期都更强，而对内容的呈现形
式也有着多元化的需求，纸质书、
电子书、电子书阅读器、知识付费、

视频栏目等形式都成为传播内容
的载体和渠道。

从掌阅大数据研究院公布的
一组用户数据发现，iReader 电子
书阅读器用户的ARPU（每用户平
均收入）较APP（手机软件）用户更
高，显示出更高的付费热情。用户
年龄分布中，47%的用户为 30 岁
以上用户，25—30岁用户占 26%，
18—24 岁用户占 20%。其中，25
岁以上用户占总用户比例达到
73%，显示出阅读器用户鲜明的年
龄特点。在使用区域上，广东、北
京、江苏、上海、浙江五个省市的用
户数量名列前五，山东、四川、河

南、湖北、河北位列六至十位。下
载量方面，《万历十五年》《明朝那
些事儿》《白鹿原》《三体》等作品经
久不衰，而法医秦明新作《守夜
者》、现象力作《追问》，以及《阿衰》

《爆笑校园》等漫画也受到读者的
喜爱。从 2016 年起，掌阅连续引
入《哈利·波特》《冰与火之歌》等世
界级大作，把优秀作品推向大众。
此外，还引入了《唐人街探案》漫
画，第一时间上架了微软人工智能

“小冰”的诗集，引发不断关注。
“最好的阅读，是让用户忘了

设备的存在，沉浸在字里行间。”掌
阅 CEO 成湘均表示，新推出的电

子书阅读器的理念在于“自在轻阅
读”，即提供给读者自由舒适、轻松
愉悦的阅读体验，还提供了很多实
用的功能，例如 Wi-Fi 传书、扫码
登录、手机支付、便捷管理等。据
了解，掌阅书城目前拥有海量优质
图书、杂志、漫画等数字版权，与
600 家国内外出版机构建立了密
切的合作关系；还对VIP用户提供
部分出版书 8 折优惠、海量作品免
费阅读的服务，书库包含众多名家
作品。

在成湘均看来，之所以进行这
些创新和优化，是因为他相信“阅
读是最重要的小事”。

如果价格不再是困扰，你会使用阅读器吗？
伊湄

阅读现场

《宝 塔》 秦 文 君 著
明天出版社

《怎样培养孩子的关键社会
能力》（手绘实例版）（共六册）

朱慕菊 文 唐妍 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套供 0—6 岁儿童家

长阅读的手绘家教读物，由学前
教育专家和动画导演联袂创作，
360个案例漫画，清晰直观地告诉
家长怎么培养孩子的交往能力、
情绪能力、自律能力、自尊心、积
极主动性和亲社会行为，科学养
育快乐、能干、自信的孩子，为孩
子的人生幸福奠定重要的基础。

《去旅行》
【法】阿梅莉·卡斯唐等 著

【法】卡米耶·拉杜斯等 绘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童眼看世界，童心撞地球，小

孩子总是对这多彩的世界充满好
奇，尤其是对地球另一边的国家
兴趣满满。《去旅行》从孩子感兴
趣的几个方面，配以彩色图片和
简笔手绘，加上简短的介绍和知
识小贴士，带领孩子游览六国：英
国、美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
日本。这不仅是一本属于孩子的
小小旅游手册，更是一本关于六
个国家的人文知识小百科。

《中国故事

》书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