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8月11日 星期五

04读书周刊 校园书香 主编：王珺 编辑：却咏梅 设计：丁京红 校对：冯华
电话:010-82296621 邮箱:queym@163.com·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政编码：100082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电报挂号：81108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1.00元

本报讯（缇妮）“你遇见的任何
一株植物、攀爬的任何一棵树木、
看到的任何一个小动物都是有故
事的，它们身上隐藏着许许多多的
为什么。”近日，广西科学技术出版
社阳光秀美童书馆在国家图书馆
举行了一场“去野外”科普讲座。

讲座由物种网站长、科学松鼠
会成员冉浩主讲。作为《去野外》
一书的审读专家，冉浩从蚯蚓、蜗
牛、蚂蚁等昆虫开始，用生动活泼
的语言为孩子和家长讲述了大自
然中很多不为人熟知的科学知识。

据介绍，《去野外》是 2015 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金奖作品，阳光秀
美童书馆取得了该书中文简体版
版权后，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
牙语系副教授张晓非进行翻译，力
求让文字的准确性和文学性都得
到极大的还原；同时还邀请了葡萄
牙大使馆文化处、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天文
馆等各领域资深专家共同审校，更
是保证了知识的权威和内容的地
道。这本书还获得了 2017 年“文
津图书奖”。

“去野外”发现万物之美

本报讯（子依）《窗边的小豆
豆》简体中文版自 2003 年问世以
来，已连续 10 年位居开卷中国畅
销书排行榜少儿类 TOP5，发行总
量已超过 1000 万册。近日，新经
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在京举行答
谢会，教育专家孙云晓、儿童文学
作家伍美珍、魔法童书会创始人张
弘等嘉宾出席活动，共同探讨了

“关于教育、关于成长、关于爱”等
系列话题。

该书讲述的是作者黑柳彻子
童年时的一段真实故事：小豆豆因
淘气被学校退学后，来到巴学园。
在小林校长的爱护和引导下，一般

人眼里“怪怪”的她逐渐变成了一
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孩子，并奠定了
她一生的基础。

15 年来，《窗边的小豆豆》已
不再是一本简单的童书，书中所传
达的现代教育理念更是潜移默化
地被众多中国家长、教育工作者所
践行。

为庆祝《窗边的小豆豆》突破
1000 万册，新经典在北京三里屯
pageone 书店举行了为期一周的

“窗边小豆豆主题展”，展出了多幅
珍贵的小豆豆版画，以及多年来热
心读者的感人评论、书信、画作等
展品。

中国孩子喜欢小豆豆

本报讯（记者 董少校）在《日
有所诵》出版10周年之际，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在上海发布《日有所
诵》第五版，在保持原有风格特色
基础上加以修订，帮助儿童积累语
言经验，培养心性，养成终身阅读
习惯。

该丛书涵盖小学一年级至六
年级，精选适合儿童的儿歌、童谣、
儿童诗、儿童散文、现代诗歌、散文
等，按照儿童每一个阶段生命成长

的特点分级分类呈现，由此亲近母
语，感悟文学。10 年来，《日有所
诵》已走进全国2000多所中小学，
有超过3000万孩子使用。

新修订的《日有所诵》第五版
替换了少量的、不够经典的诗歌，
选编现代文学作品，并按照时代
顺序排列，五、六年级每个学期选
择 16 篇古代神话原典，从而让

《日有所诵》成为着眼于培育孩子
智慧的当代儿童诗教经典读本。

《日有所诵》发布第五版

阅读现场

种类繁多的鱼儿尽情畅游，
各式各样的航船等待参观者们登
船游览，穿着海魂衫的工作人员
随处可见⋯⋯炎炎夏日，北京展
览馆却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这是
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
出版广电局、西城区委区政府举
办的第七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
季·2017 北京儿童阅读周·中国
童书博览会，由法国场馆设计师、
手绘插画师及国内顶级设计团队
共同打造的“海洋”主题阅读乐
园，复原了年度原创作品中的典
型人物与场景，通过阅读互动、作
家面对面、故事会、阅读戏剧等
300 多场奇思妙想的活动，和孩
子们一起开启阅读之旅。

原创无疑是今年童书出版的
最大热点，展场设置了“中国原创
插画师集结号优秀作品展”，并对
2016 张乐平绘本奖部分已出版
原创图画书、2016 百幅原创图画
书插图进行展示，同时开启 2018
年张乐平绘本奖征集；“年度好书
TOP 榜”汇集了全国儿童出版社
2016 年度出版好书，分年龄推出

“图画书”“科普”“文学”三类共80
本好书。此外，“童阅同享 智造
未来”高峰论坛暨首届中国原创
模式主题大会更是邀请了众多专
家学者的参与，大家围绕中国优
秀原创童书成功案例解析、内容
的数字化趋势等话题进行探讨，
共同挖掘中国原创童书走向世界
的可行性和途径，引人深思。

阅读环境依旧是永远的痛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儿童
文学图书销售呈现了爆发性增
长，年出版童书 4万多种，总量世
界第一。然而在市场繁荣发展的
背后，中国原创童书无论是创造
力、故事品质还是市场表现，与引
进童书还有一些差距。

“教育改革是阅读推广的新
动力，也是推动原创童书出版的
新动力。”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
总社社长李学谦说，“我们在北京
7 个区域作了校园阅读现状的调
研，发现学校图书的数量达标，但
质量堪忧。”而中国出版协会副理

事长聂震宁则从心理学角度分析
了少儿阅读存在的几大问题，包
括家庭阅读方法简单、学校图书
门类不全、学校阅读环境简陋、学
生阅读活动缺乏等。

事实上，为孩子创设一个良
好的阅读环境，不仅是学校所为，
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根据清华
大学环境质量检测中心所做的一
份固体物质检测报告显示，部分
盗版书比同类正版书的铅含量高
出了 100 倍，会对人体造成巨大
伤害。除此之外，盗版书还存在
油墨粗劣、纸张粗糙多有粉尘掉
落、知识错漏、色彩不正等问题。
童博会上，蒲公英童书馆举行了

“给孩子一个正版的童年”活动，
蒲公英童书馆与北京阅读季、中
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一起，牵手北
京方略博华文化、当当网等多家
机构发起反盗版倡议，并与嘉宾、
家长、孩子一起在“给孩子一个正
版的童年”的条幅上签字。

“中国的故事不一定有大灯笼”

“曹文轩为什么能获得安徒
生奖”一直是大家讨论的话题，国
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玛利亚·
耶稣·基尔介绍了安徒生奖的评
判标准，包括图书、文字和插图在
美学和文学上的质量，图书是否
能从孩子的视角出发，扩展孩子
的好奇心等。她说：“《丁丁当当》
是极具冒险性的写作，但很有意
义。因为对于孩子来说，生活有
时候是痛苦的、充满挑战的，而曹
文轩则用美丽的文字描写了面临
巨大挑战的孩子们的复杂生活。”

玛利亚还分享了曹文轩在颁
奖会上的一段话：“成长中的孩子
们需要一所房子来保护他们免受
暴力和残酷生活的影响，而这些
房子中有书，也可以由书来做成，
这些书籍将会在黑暗中给孩子指
出一条明亮的路。”在玛利亚看
来，这是成为一个优秀作者和获
得安徒生童话奖的重要方法。

在“中国原创的故事如何走向
世界”这个议题上，日本福音馆前执
行总编辑唐亚明以《萝卜回来了》

《熊猫的故事》《天亮了》等在日本非

常畅销的童书为例，将包含熊猫、中
国古诗词、24节气、蒙古族等中国
元素一一展示出来，“我们现在过分
强调中国特色，其实，中国的故事要
走向世界，并不一定要换个大灯笼，
或者要表现民间特色”。

作为首届张乐平绘本奖“最佳
作品奖”，《大脚姑娘》以夸张浪漫
的风格在欢快中提示读者，当人找
到自信与洒脱的时候，那些所谓的

“弱点”很可能从某个角度成为优
点。文字作者颜新元在创作中尽
力放大细节，设置悬念，让情节出
人意料。而绘画作者弯弯则在画
面上对文字进行了还原、补充甚至
扩展。比如色彩尽量鲜艳，大量用
对比色表现故事冲突；用一圈小鞋
子围绕一双大鞋子来凸显大脚姑
娘的人物特点等，清华美院教授杜
大恺称这本书开创了中国绘本界
个性化风格的先河。

提起华裔儿童文学作家陆丽
娜，很多小读者是从“胆小鬼阿
文”系列熟知她的，该书曾获得全
美14项童书大奖。此次童博会，
她带来了最新创作的图画书《神
笔》，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唐朝
著名“画圣”吴道子的故事。陆丽
娜花费了两年时间查阅资料，即

使是细微到吴道子画的一只蝴蝶，
也都认真核查。“虽然这是一个中国
的故事、中国的形象，但主题是关于
一个孩子如何喜欢一样东西，并为
之付出了很多，在不断坚持和努力
下，最后他做成了想做的事。所以，
我认为这个主题是全球性的，这也
是小朋友都会喜欢的原因。”

多元化阅读更受欢迎

如今，童书已经成为很多父母的
“育儿神器”，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把
孩子的阅读当成建构良好亲子关系、
进行智慧教育和沟通的重要助手，但
又难免被卷进一个误区：把文学名著
当作唯一推荐给孩子的书，这就势必
造成阅读营养的缺乏。事实上，随着
儿童身心的发展，他们更需要、也更
喜欢看一些“杂”书，比如涉及科学、
历史、美术、艺术等领域的书。

今年童博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
出版总社一连推出了三本原创童书：

“漫画历史故事丛书”、《读故事 学法
律——少儿法律知识读本》、漫画版

《狼王梦》，涉及历史、法律、动物三个
领域，并举办了阅读分享活动，众多
小读者和家长冒着酷暑参加。

在现场，“漫画历史故事丛书”

的主创人员李楠分享了创作期间发
生的趣事，并在画架上现场作画，演
示了漫画绘制的具体步骤。而在

“亲子讲历史故事”环节中，4 个家
庭依次上台表演了卧薪尝胆、鸡鸣
狗盗等小故事。最后在历史知识问
答环节，“春秋时，打仗也要讲礼仪，
以下哪些做法是错误的”等问题，也
让参与者觉得趣味盎然。

《读故事 学法律》是一本少儿
普法漫画书，采用多格漫画和知识
板块相结合的方式，对精心挑选的
24个案例加以讲解。该书的创作团
队在现场开设“模拟小法庭”，将法
律这一抽象的概念生动形象地展示
在了小读者的面前，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是
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作家之一，而

《狼王梦》则是他的代表作。他最
新创作的漫画版《狼王梦》，除了完
整保留了主体故事之外，还设有动
物冷知识、绘者番外剧场等小栏
目，让读者在读完悲情壮烈的故事
后，也能获得相关的知识。《中国卡
通》杂志副主编万智鹃认为，《狼王
梦》富有镜头感，用漫画呈现是非
常好的展现形式，既让经典的动物
小说焕发生机，又能为读者丰富一
种阅读体验。

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2017中国童书博览会为原创童书把脉问诊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译完《来自帕丁顿的爱》（接力

出版社） 这本书后，我又把书稿读
了几遍，不是为了校对或修改，只
是出于喜欢。这让我自己也有些
好奇，是什么东西让我对这个故事
着迷呢？

故事本身确有趣味，从秘鲁偷
渡到英国伦敦的小熊又萌又憨，

“无知”而率真，带着小聪明、小机
灵，做了糗事又能及时找到安慰自
己的理由；闯了一连串的祸，运气
却好得惊人——但如果仅仅是这
些，可能有点不够，毕竟写小动物、
写童心的作品已很多，而一本能被
全球那么多读者喜欢的书必然深
藏着某种独特的魅力吧！

在想这个问题时，故事中的另
一些人不知不觉地从背景中浮上
来，布朗一家、格鲁伯先生、露西婶
婶、帕斯图佐叔叔⋯⋯不得不说，
帕丁顿实在是太幸运了，凡出现在
他的世界中的人，都那样可亲可
爱，令人心生温暖。虽然这只突然
闯入异乡他国的小熊不断地遇到
一些麻烦和坎坷，但他的世界没有
指责，只有宽容。无论他干了什
么，都能得到谅解。

我们可以注意到，围绕着帕丁
顿的，没有差劲的人，只有性格迥
异的人，甚至爱占小便宜又脾气大
的柯里先生也那样有趣可爱——
这是小熊的视角，一个孩童的视
角，也是作者的视角——孩子珍贵
的童心经常是作家灵感的源泉，最
伟大的童话作家从来不是仅仅写
童心，他们总是透过童心写人性。
无论世间万象如何不同，人性总是
相通的，而人性中最吸引人、打动
人的莫过于“真”和“善”。当一本
书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两样感受的
时候，它就拨动了我们的心弦，让
我们的心境变得绿草茵茵、花朵绚
丽——这大约就是我愿意翻译这
本书，总想去读它的原因，也是它
深受全球读者欢迎的奥秘吧。

关于对这本书的解读就简单说
这些。作为译者去看待一本童书，就
好像帕丁顿的世界里人们去看小熊
的一举一动，或许，不做过多解读，把
故事留给孩子，才是最好的选择。

《来自帕丁顿的爱》是我译的第

三本童书，前面两本是《小王子》和
《空冰箱》。在我翻译《小王子》时，
因为是公版书，当时市面上的译本
已非常多，但很多读者反映看这本
世界名著时读不下去，甚至有些地
方读不明白。所以我在翻译中对
一些有可能引起理解偏差的说法
进行了修改或还原。而且尽量用
短句子，词汇量尽可能丰富，避免
了一般译著中常出现的阅读“口
感”差的弊病，赢得了读者的喜欢。

在译《空冰箱》时，面对那样一
个简单的故事，我大胆地采用了“打
油诗”的译法，以最地道的中国语言
给孩子们讲一个外国绘本的故事。
很多读者反映这本书的语言太有趣
了，能吸引孩子一遍又一遍地读。
此书获得了出版社颁发的年度“翻
译奖”，这是我没想到的，也让我进
一步意识到好的翻译必须把读者的
阅读感受放在第一位。

所以，在译这本《来自帕丁顿的
爱》时，我同样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
在文字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使文字更
具魅力，相信读者，尤其是小朋友们，
在读这本书时能感受到这一点。同
时，基于我们的社会背景、话语习俗
或小朋友的理解力，某些地方为了说
得更明白，我适当地增加了句子。比
如第十封信中第一段原文只说了帕
丁顿需要站着写那封信，并没有解释
为什么。从下文来看是因为小熊前
一天骑马时间太长，屁股被磨痛了，
坐不下来，所以我加了“到现在屁股
还疼得没法坐下”。

有时甚至需要加一个小自然
段，比如第十二封信中进剧场过安
检过程中小熊感觉不爽，此处突然
提及柯里先生发脾气的事，上下文
没关联，有点令人莫名其妙。事实
上，帕丁顿是在表达对英国人做事
的不理解和自己小小的委屈感，所
以我加了一小段“英国佬总是多事
儿，你根本不知道怎样做才是对
的，一不小心就感觉做错了”。这
样就说明了为什么他会突然在那
个时候想到柯里先生。

愿真与善充盈我们的生活，愿
爱和美成为孩子灵魂的底色。

（作者系畅销书《好妈妈胜过
好老师》作者）

愿爱和美成为灵魂的底色
——译《来自帕丁顿的爱》有感

尹建莉

读家报道 麦田守望

一个男孩正兴致勃勃地翻看立体书 关贺予 摄

以“深化转型、创新发展”为
主题的第七届中国数字出版博
览会近日在京开幕，由新成果展
览、高峰论坛、圆桌会议、主宾企
业系列活动、年度推介与专题活
动等6部分组成，集中展示了我
国数字出版新产品、新技术、新
方案、新模式，来自政府部门、高
等院校、出版集团等相关负责人
围绕数字出版标准规范、数字出
版人才培养、知识产权（IP）运营
等话题作专题演讲。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
魏玉山发布了《2016-2017 中
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报
告显示，2016 年我国数字出版

产 业 总 收 入 5720.85 亿 元 ，比
2015年增长29.9%。融合发展内
力比拼时代即将来临、人工智能技
术重塑出版流程、IP运营实现从量
变到质变的跨越、数字教育出版生
态圈逐步形成、学术期刊集群化向
纵深发展、知识付费渐趋兴起、网
络直播成为新的社交方式和营销
模式等成为数字出版的新趋势。

随着人们对实用性、个性化
的内容需求的日益旺盛，知识型
直播成为网络直播发展的新方
向，网络直播有望成为知识变现
的新手段，直播+游戏、直播+新
闻、直播+体育、直播+教育、直
播+电商等模式将不断发展并且

日趋成熟。另外，在线教育在垂
直领域的模式顺利发展，将带动
细分教育领域的变现；行为数据、
学情数据、评价数据大爆发，让个
性化的学习成为可能，直播在数
字教育领域广泛应用，将拓展在
线教育应用场景和模式。

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离不开人
才的培养，作为大会邀请的唯一高
校主题演讲代表，北京印刷学院党
委书记刘超美在主论坛上作了《顺
应产业融合发展趋势，培养数字出
版应用人才》的演讲。此外，北京
印刷学院还主办了大会分论坛
——“高校数字出版人才培养论坛
暨数字出版人才校企战略合作”。

北京印刷学院、武汉大学等全国高
校数字出版联盟中的6家高校，与
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北京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等全国 7 家国
家数字出版基地签订了《共建“数
字出版人才培养基地”战略合作协
议书》，并举行了“数字出版人才培
养基地”的授牌仪式。

根据协议，高校数字出版联盟
与签约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在人才
培养、学术交流、项目建设等个方
面展开合作。协议签署将推动高
校与企业合作的深化，促进数字出
版转型升级步伐，提高高校数字出
版教学科研水平，最终为数字出版
人才培养创造良好条件。

阅读推荐

《读书的力量》是一部由全国全
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指导，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历时 3 年精心制作的大
型电视纪录片。今年世界读书日期
间，在央视纪录片频道和湖北卫视
同步播出，广受好评。

长江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以
该纪录片为蓝本的同名图书。据介
绍，长江文艺出版社 4 年前就和电
视片同步启动了图书的策划和编辑
工作。

电视片总导演、该书主创夏骏
说：“简单罗列一些读书成就人生的
典型事例，这样的报道体例可能一
时讨好，而且更容易操作，但时过境
迁，难免褪色。”于是，主创团队选择
了一个费力但有雄心的主题定位，
就是把书籍与读书放在人类文明史
的宏大脉系中，梳理出一个存之久
远但始终未明的主题：人类文明史
在相当意义上看，就是书籍与读书
塑造的。没有书籍的发明、进化、传
承，就没有近两千多年来人类生活
日新月异的进化，就没有所谓的文
明史。摄制组以跨越大半个中国的
现场采访、丰富的历史素材、权威的
学术观点，从文明、精神、人生、强国
4 个层面，对“读书的力量”进行深
入、全面地发掘与展现，还原了人类
通过书籍改变命运的文明史诗。同
时，深刻阐释了倡导和开展全民阅
读的重大现实意义。

相比于电视片，图书充分发挥
了纸质出版物的优势，加入了更为
丰富的史实资料，更多生动的读书
故事和深度的文字解读，更新增了
超级访问、书里有话、阅读大事记、
书中锦句等趣味单元，多元、生动
地诠释了读书的力量。

《读书的力量》：
新时代的“劝学”篇

本报记者 王珺
一项有全国各地高校 200

名大学生参加的阅读训练营，开
出了“2个月读完10本书”的训
练计划。“结果让我们很意外”，
此项训练的发起方“湖南大学中
国全民阅读研究中心”主任刘舸
说，只有一名学生完成了该项计
划，大部分参与者反映“自己的
阅读速度无法在 2 个月内完成
10 本书的阅读量”，更有甚者，
个别参与者一本书都没读完。

而在该中心近期举办的首
届“全国阅读与人才培养研讨
会”上，公布的一组抽样调查结
果显示，在受访的近40所大中
学校的 3000 多名学生中，有
42.1%的人在回答“关于哲学、
历史、法律等方面的课外阅读，
特别是一些经典书籍的课外阅

读，你的看法和现状属于哪类”的
问题时，选择了“这些书籍应该多
读，但我缺乏指导和帮助，不知道
从哪些书籍开始读起”。

缺乏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阅
读引导、支撑和保障体系，没有掌
握必要的阅读技巧、阅读习惯和
兴趣培养不到位，是造成现阶段
学生“不知道读什么书、不会读
书”的主要原因。中国社科院研
究员张炯表示，“面对浩如烟海的
书籍，学生不可能每本都读，如何
帮助他们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情
况下多读书、读好书，需要教师的
阅读引导和阅读技巧训练”。

用发放“阅读福利”的方式，
引导学生进行选择性阅读，是湖
南省郴州市一中高中语文教师周
圣荣的多年坚持。趣味性与学术

性并重，侧重学术性；内容多样，
视角多维，侧重文史哲；篇幅短
小，学生可在 10 分钟内读完；时
文与经典并重，侧重精粹的时
文。这些，是周圣荣在综合考虑
高中生的学业、心理等因素后，制
定的阅读材料入选标准。

在将“阅读福利”发放给学生
后，周圣荣会和学生一道写出阅读
心得；读书会上，他不仅分享自己
的阅读心得，还会将上一届学生对
同一份阅读材料的心得分享给本
届学生；当学生对某一类文章或某
一位作者产生浓厚兴趣时，周老师
会开具更专业的阅读书单供学生
选读。这种有计划地循序渐进式
培养，有利于教师和学生形成阅读
的良好互动。湖南大学教授彭兰
玉觉得，在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

中，教师和学生两端都不能忽视。
一方面，教师在作出阅读指导时，
要从学生的视野来考虑“我为什么
要读这本书”，并依据此列出阅读
书目。另一方面，学生在阅读过程
中，最好是带着“这本书如何在实
践中运用”的问题，边思考边读。
遗憾的是，类似周圣荣这样的老师
在中学和大学还不够多。无论是给
学生开列书单，还是形式多样的读
书分享，又或者是针对学生的阅读
训练，目前大多都出于某一位教师、
某一所学校的自发自愿。

“我们希望从小学到大学，能
够开设一门成系统的‘阅读引导
课’。”基于近几年对全民阅读现
状的研究，刘舸觉得，建立全学
段、成体系的阅读引导、支撑、保
障体系，很有必要。

从第七届数博会看数字出版新趋势从第七届数博会看数字出版新趋势
伊湄

““阅读很重要阅读很重要，，可我不知道从哪儿读起可我不知道从哪儿读起””
本报记者 赖斯捷

阅读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