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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华人最犀利的一支笔，她
的文章大多犀利恣肆、锋芒直露。但
即使是一颗无所畏惧的心，遇到了自
己的亲人孩子，也不自觉地柔软了。
读她的人生三书，就像在读人生一程，
情思或浓或淡，光影或明或暗，犹以
《目送》凭人生哲思与感悟著名。

《目送》 是一本生死笔记，深
邃、忧伤、美丽。字里行间满是幽幽
而复杂的情丝，父亲逝世、母亲痴
呆、儿子离开、兄弟携手共行。目
送，身影在目之所及处远去，到了目
力之外，用心去牵绊。

两代人，母亲和她，她和儿子，相
同的血缘关系，不同的相处方式。母
亲是那个一直在孩子背后默默看着的
人，起初，她会踮脚张望，目光企图在
人潮中紧随着你的身影，渐渐地，你彻
底消失了……她不动了，仿佛一幅静
止的画，她的目光没有焦距，那么悠
远，她在想什么，是从你小时蹒跚学步
到成年独自远行的点点滴滴吗？或许
她会红了眼眶，只是你从不知道……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她喃
喃感叹。大儿子华安21岁，她已54
岁。父母老了，比孩子还无助，她显得
无措；儿子大了，别扭着、冷漠着，她心
底伤感。米黄色的纸张上，小心翼翼
地触碰着这样或浅或深的情感。明明
她从未直接表露自己的情感，只是“一
只邮筒”“巴士站牌”这样简单的景物，
只消她写“一直看着”“深深的凝望”，
我便似能体会她那时的情感。人生的
又一个阶段，茫然若失，倏忽平静地接
受了一切，继而平静地说：“有些事，只
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
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她的每一句话都不长，文字蕴含
着宁静的气息，像她所向往的境界：
慢。不刻意遵循时间表，不去想何时
抵达，不在乎飞机是否晚点，好比追求
桃花源那般可望而不可即。然，她就
是去了，去寻了。她和小儿子华飞出发
去了东南亚，短短15天，走过看过听
过。脚踏过老挝贫瘠的土地，凝视着黑
皮肤、亮眼睛却衣不蔽体的孩子，列举
了一串残酷的数字——死于地雷炸弹
的老挝人。痛心使她的笔触变得寒气
逼人，如刀光剑影，对准了为打越共，在
老挝丢了八千万个集束弹的美国。但
她不全然如此，静默流动的河水，沙滩
上晒太阳的水牛，阳光在芦苇白头上刷
出的金线，从山坡上奔下来的活泼天真
的孩子。这个世界没有喧嚣，契合了她
的所思所寻。愈痛心，愈感受到宁静
美好；愈宁静美好，愈是痛心。

“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
影”，淡淡的哲思在她的文章中，使人
不自觉地就放慢了速度，细细品味。
杜鹃、猴子、黄独、普通人等在她的笔
下诗意了起来，生活就是哲学的扮演
者，而她就是总导演。一部充满欢笑
与悲伤，梦想与残酷，感动与漠然，真
实与虚假的人生大戏铺陈开来。此时
此刻，历经沧桑繁华，感悟蜕变，是她
的蜕变，亦是读者的蜕变。

转而想，无论多么智慧沉静，她面
对父亲的去世也慌了，只能紧握着父
亲的手，亲亲他的额头，凑近他的耳
旁，压下翻滚的痛说着宽慰的话。久
久注视着他，要记得他此生此世最后
的容貌。世间大小起起落落的事，最
后还是沉寂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朦
胧的泪意，是为逝去的亲情，挽留不住
的是匆匆的岁月，能留下的只有回
忆。所以对于生命，最好的态度不是
挽留，而是珍惜，再多的遗憾不舍都不
过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只能往前走，用
现在来填补过去的空白和伤口，带着
爱和释怀与生命和解。

几十年后，你渐渐懂得了目送的
真谛：你目送你的孩子远去，你也被
迫学会了目送你的父母远去，目送你
身边的人一个个地远去，最后只剩你
自己。可你也已经学会了笑着面对一
切。

她用50年的时间学会了这生死
的一课。

人生本来就是旅程。夫妻、父
子、父女，情再深，义再厚，也是电
光火石，青草叶上一点露水，只是在
我们心中有万分不舍……我们只好相
信：蜡烛烧完了，烛光在我们心里，
陪着我们继续这旅程。

（作者系西南大学附属中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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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小欢）“影响孩子一
生的魔幻数学”丛书是湖北教育出
版社最新推出的数学科普书，该丛
书以基础数学思想为内核，以充满
东方文化气息的绘本为载体，通过
一个个生动的原创故事将基础数学
的思想方法直观地呈现在小读者的
眼前，为8至13岁的孩子营造一个
奥妙无穷的数学世界。

在作者胡志峰看来，文艺范儿的
“数形结合”不仅让枯燥的数字变成
漂亮的图形，还让远方的快递精准地

落入妈妈的手心；就连历史故事中曹冲
称象里的“代换”、草船借箭里的“逆推”
都有数学的影子……于是，这位“魔数
师”就将这些概念收集起来，形成了10
个故事，种在了“影响孩子一生的魔幻
数学”这套丛书的土地上。他说，书名
所要表达的是：为孩子营造一个魔幻的
数学世界，当他们沉浸其中时，首先能
深刻把握课本上的知识点，进而能洞悉
知识点背后所蕴含的基础数学思想，体
会到这些思想与现实生活的相互呼应，
最终激发出对数学的认同感。

数学科普书演绎“魔数”世界

本报讯（子依）北京图书订货
会期间，“《老鼠记者》销售1000万
册庆典”活动在北京举行。据介绍，
目前全球已出版“老鼠记者”系列图
书3700余种，先后被译为49种语
言，在150个国家和地区竞相出版，
全球销量突破1.42亿册。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表
示，“童书是没有国界的，好书是可
以跨越民族和年龄界限的”，《老鼠
记者》继承了意大利优秀儿童文学
的风格，在培养中国孩子的价值观、

幽默人格、冒险精神等方面注入了新
的力量。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梅子涵
教授认为，这是一套“干干净净”的童
书，是可以让孩子们包括成年人“学会
干净、学会乐观、学会向上”的，是可以
陪伴他们“慢慢地、成功地、优良地长
大”的。

据悉，今年《老鼠记者》全球版将
推出10册新书；以探寻历史文明为主
题的全新的《时光之旅》系列也将与读
者见面。《老鼠记者》同名动画片将于
春节在各大视频网站上线。

《老鼠记者》销售1000万册庆典举行

本报讯（伊湄）近日，安徽少年
儿童出版社2018年新春发布会在京
举办，宣布今年将在主题精品出版、名
家原创、品牌畅销书、品牌常销书、图
画书、注音书六大板块深耕细作。

据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张
克文介绍，在主题精品出版板块，安
徽少儿社推出了《街口的幼鹿》《逐梦
量子世界》等突出时代主题、反映时
代精神的新书，努力通过报告文学、
儿童小说、散文等多种形式讲好中国

故事，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另外，图
画书板块将推出由童书作家杨红樱
与法国艺术家艾莲娜·勒内弗联袂创
作的《杨红樱童话绘本》，文字与图画
的绝妙结合，为孩子们带来文学与艺
术的双重体验。而《蜘蛛先生的葬
礼》则是一本让孩童认知生命的绘
本，作家李姗姗用一场游戏的狂欢去
消解成长中的烦躁忧愁，经历蜕变的
阵痛才能迎来新生的喜悦，给孩子另
类独特的生命教育。

安少社发布2018年重点图书

2017年的6月，苏州中考结束。
从4月开始，我就让学生做大量的语
文模拟试卷。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们
做得辛苦，我讲得辛苦，学生整理和归
纳答题套路的时间也不够，课上读书
观影的时间几乎没有，但他们的应试
能力没什么变化。

我和同事说，要是下一次再教毕
业班，就算到了初三下学期，学生读书
观影也一定要坚持，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提升学生的能力，才能帮助他们有
效应对考试。8月底，接到学校电话，
通知我接手两个初三毕业班，有个班
级的学生整体基础特别弱，学习习惯
也不太好，但最终我还是决定做整本
书的阅读课程实践——共读莎士比亚
的《麦克白》。做一个教师，总要应对
恐惧，用教育的方式最大可能解决学
生的实际问题。

整本书的阅读实践已成当下教育
热点，对此已有很多的探索和思考。
以自己的实践来看，无论如何，我都觉
得不能任由学生在整本书的信息里挣
扎，一定要给学生明确扎实的抓手：进
入文本的切口要小、呈现的问题要大；
文本的交流讨论要随时进行，因为学
生会遗忘、失去最初的阅读体验；整本
书的经典阅读最好能和原著改编的电
影相结合，这样趣味更多，能以不同的
阅读形式来激发学生的体验和思考，
莎翁悲喜剧的篇幅都不算长，适合作
为初中生整本书阅读的材料；莎翁总
是能敏锐洞察人性的挣扎与分裂，呈
现人的矛盾和复杂，为区分文学作品
的杰出和平庸树立标尺。

我计划将电影《麦克白》和原著交
叉阅读，用读书报告单作为学生个人
阅读的基础，配以学习小组的合作与
分享，让学生深入理解文本，最后希望
引导他们进行剧本的编写和戏剧表
演。这样的实践可以使读思写演全方
位结合，充分调动学生的生命体验，和
杰出文本展开深入对话。

上课
学生用的是朱生豪译本的《麦克

白》，我先印好了读书报告单，发给学生：
第一幕第三场，邓肯称麦克白为

英勇的壮士，后来又说好大的幸运，为
什么邓肯会有这样的变化？邓肯为什

么封长子马尔康为亲王？为什么又当
着麦克白的面称赞班柯？邓肯为什么
要去麦克白家赴宴，而不是和麦克白
一起去王宫庆祝？班柯为什么不向国
王说明女巫的预言？3个女巫和赫克
忒为什么向麦克白讲述未来的预言？
麦克白夫人为什么会梦游？邓肯的悲
剧和谁有关？为什么？麦克白的悲剧
和谁有关？为什么？麦克德夫的悲剧
和谁有关？为什么？马尔康继位后，
会是一个仁慈的君王吗？

这个读书报告单的编写，我依照
文本的顺序来设计问题，既有部分章
节的深入发掘，也注意了以整本书为
基础的梳理和思考。

学生首先独立阅读、填写读书报
告单。为提升学生阅读的专注和投
入，学生第一次读了30分钟，然后独
立交流分享有关邓肯的问题；遇到障
碍，我就组织学生小组讨论交流。梳
理完有关邓肯的问题，学生观看电影
《麦克白》。以此类推，交替进行，随时
捕捉学生生成性的问题和思考——讨
论麦克白夫人，有学生提到了麦克白
残酷无情，不去看望自己的妻子。我
组织讨论了20多分钟，学生又有了新
的发现：麦克白不去看夫人，是因为他

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只是工具；他害怕
见到夫人、想起了杀人为恶的往事，他
不敢去见夫人，其实是害怕面对自
己。经典文本的张力十足，学生总会
有超乎教师预设之外的发现，只要观
点言之有理，符合逻辑，教师一定要敏
锐地捕捉发现、进行文本的发掘。

学生观看名著改编的电影，就是
二次阅读文本，可以引导学生探讨导
演对于文本的理解和细节的把握，这
是学生深入思考的绝好契机。电影
《麦克白》的结尾，麦克白不想杀死麦
克德夫，我问学生：“为什么麦克白不
杀麦克德夫？”学生讨论之后，认为这
是麦克白想掌控自己的命运，不愿意
再被操控。但最后还是被杀死，可见
他的悲哀和无奈。

写作
用了一个星期的语文课，我和学

生一起完成了《麦克白》的初步阅读。
随后，我布置了读书笔记的写作，因为
读书笔记可以让学生又一次地深入思
考且内化为自己的理解。

季宁萱：麦克白追随邓肯多年，但
为了谋取王位、满足野心，丝毫没有顾
及主仆情分。麦克白为了权力和欲望

变成了杀人如麻的恶鬼，表面上掌控着
一切，拥有强大的力量，其实他早已落进
命运设下的“甜蜜陷阱”里，天罗地网、无
处可逃。麦克白一开始犹豫，但妻子的
刺激、女巫的挑拨、自己的贪婪坚定了他
通往死亡的步伐！

再强大的人也有脆弱的一面，麦克
白也毫不例外。杀掉班柯后，他在晚宴
上看到班柯的鬼魂并出现精神失常的症
状，人性中软弱的一面暴露出来。与其
说这是麦克白的愧悔与良心不安，倒不
如说是他潜意识里害怕失去权力、恐惧
被人报复，这又是人性中的另一个阴暗
面。命运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总能抓
住人性中的弱点。在恐惧的驱使下，麦
克白又去找女巫，在女巫的蛊惑下，麦克
白喝下蛊汤，在陷阱里越陷越深。

闫铭歌：命运也没有对一个女子手
软。谁都想获得高尚的荣誉和地位，但
身为女儿身，麦克白夫人也只能寄希望
于自己的丈夫。她很残忍，作为女人，她
竟能有杀死自己尚在襁褓中婴儿的狠
心，她也不甘丈夫屈于将士的地位，一次
次怂恿麦克白去夺王位，面对丈夫不时
的懦弱，她倒强硬得像个战士。

欲望使麦克白夫人失去了理智、冲
昏了头脑，一刀下去，血溅落在她身上，

成了烙印。麦克白登上王位，她也得到
了她想要的一切。但那被深深掩埋的良
知终会露出，电影里的她看到麦克德夫
妻儿被杀，她眼神流露出的悲伤也许她
自己都不知道。夜不能寐，她见到一个
小孩就坐在她前方，那么洁白安详，她想
伸手去摸摸他，但她又愧疚地缩回了
手。她看见自己满手是血，怎么都洗不
掉，像是敲响的警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
她犯下的那些罪过，她的良心使她终日
沉浸在恐惧不安中。最终，她还是为自
己的错而付出了代价，走向死亡。

孙亚婷：这部悲剧最可恶的就是 3
个女巫和赫克忒，她们拥有至高无上的
魔法，却把人们的生命当作儿戏，把麦克
白耍得团团转。尤其是赫克忒，得知 3
个女巫给麦克白制造悲剧没有带上她，
她竟然要证明自己的地位——魔法的总
管。赫克忒让麦克白认为任何人都无法
杀掉他，使他达到一种丧心病狂的病
态。如果说3个女巫是这场悲剧的“导
火线”，那么赫克忒就是剧中的“汽油”，
让“火”烧得越来越旺。如果没有她们4
个，也许就不会发生这场悲剧。

反思
剧本的改编和表演，无论是对于写

作和表演具备的有形教育价值，还是学
生合作分享组织带来的生命体验，都具
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因为时间关系，《麦
克白》的整本书阅读并没有完成剧本的
改编和表演，这是非常大的遗憾。

整本书的阅读，我设计了读书报告
单，学生固然有抓手，能切入和深入理解
文本，但是思维的开放性稍显不足。我
以后编写读书报告单，要专门划出学生
自我发现和自我疑惑的板块，进一步开
掘经典文本的空间。

对于学生读书笔记的问题，我没有
及时组织教学。上文孙亚婷同学说“如
果没有她们（3个女巫和赫克忒）4个，也
许就不会发生这场悲剧”。我觉得这是
一个很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相较于记
叙文，初中生读书笔记的写作也许问题
更大，主要是逻辑混乱，无法做到基本的
言之有据。但这是多种原因的结果，重
要原因是中小学生缺乏基本的逻辑训
练。接下来，我想把教女儿写读书笔记
的方法在两个班级试试：给出评价词，找
出依据，分析原因。学会说理，清楚严密
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不仅仅关乎写作，
更是基本的素养。
（作者系江苏省张家港市第八中学教师）

毁灭毁灭，，缘于自己还是他人缘于自己还是他人？？
——整本书阅读之《麦克白》

殷国雄

“怎样才能让孩子喜欢英语？想学
好英语除了上培训班还能做什么？”童
趣出版有限公司近日联合国内外英语
教学专家、儿童心理专家、阅读推广
人，围绕“迪士尼英语分级读物”共
同研讨如何帮孩子打开英语阅读世界
的大门。

据童趣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聂政介
绍，“迪士尼英语分级读物”将《义务教育
英语课程标准》和美国主流英语分级读
物紧密结合，通过对“语义难度”“句法难
度”“篇幅长度”“内容接近性”“课标词比
例”等维度的考量，进行科学分级。全套
书共分为“预备级”“基础级”“提高级”三
个大级，每个大级按照难易程度再分为

三到四个小级。
迪士尼英语教学运营高级经理西

蒙·哈罗德（Simon Harrold）说：“良好
的英语阅读能力在孩子未来的发展中有
很大优势，迪士尼精彩的插画和故事能
让孩子们对英语阅读产生兴趣。”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连仲提出，今
天孩子们需要的英语教育，光靠课本是不
够的，还需要更多的课外读物。一套好的
英语读物要做到四点：第一要有“情”，要
让孩子喜欢；第二要有“义”，要有一定的
意义和价值；第三要有“境”，学习要有情
景，让孩子在情景中学习；第四要有“声”，

“迪士尼英语分级读物”有迪士尼电影作
为基础。

巧用分级读物打开英语阅读之门
本报记者 王珺

“这本书写的是对自行车的怀念，
写的是人生之中坎坷、悲欢离合的故
事。我在感恩自行车的时候，实际上我
是在感恩自行车后面的人，在感恩人
生，而友情就是在感恩过程里面一个必
不可少的基础和积淀。”在近日由天天
出版社举行的2018年新作发布会上，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携最新幻想
小说《金雨滴》亮相并发出如此感慨。

《金雨滴》是由一辆凤凰自行车引
出一段少年往事，从而道出了一个关
于友情、感恩与自我救赎的故事。张
之路以犀利而精准的笔触，描写当下
的社会、人心，鲜活而极具典型性。在
这部幻想小说中，老张与自己的少年、
青年和中年时光劈面相遇，其救赎的
主题观照了人性中复杂的一面，延续
了张之路作品理性严谨的风格。

谈到“救赎”这个主题，张之路认
为复杂性和丰富性是好小说的魅力所
在。“救赎始终是我小说里面一个很沉
重但非常重要的主题。人的一生活得
要有意义，但是要活得像一个人，要有
尊严，同时要给别人尊严。当你陷入
了深深的忏悔的时候，那也是人生最宝
贵的一刻。”他希望通过这个有关“丢失
与寻找”的故事告诉读者，“让我们走得
慢一点，等一等自己的情感”，让人生“过
得丰富一点，有情怀一点”。

此次发布会，除了张之路的新作之

外，还推出了曹文轩的《萤王》、常新港的
《尼克代表我》、汤素兰的《时光收藏人》、
安武林的《噗噜噗噜蜜》和殷健灵的《废
墟上的白鸽》等作品，可谓各具特色，既
有对永恒主题的探索与阐释，又有对童
年生活的创意表达与深邃思考，字里行
间流露出的是作家对儿童成长的关照以
及对自身创作的突破。

同样涉及“救赎”主题，殷健灵的
《废墟上的白鸽》以语言和想象驾驭了
宏大的场面，并且将更多哲思融入新
作中。作品讲述了少女白鸽在地震前
后的心路历程，书中对灾难中人的极
端遭遇和心灵世界的描写既细腻传
神，又生动深刻，呈现出牺牲与救赎、
执着与放弃、死与生等残酷和美好并
存的人性矛盾。

谈到创作初衷，殷健灵说：“这部

小说写了大地震发生前后两天两夜的历
程，写了母女，写了诀别，写了她们的自
我拯救。主人公白鸽经历了客观上的大
地震，同时更重要的是她经历了心灵的
灾难和地狱。我只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故
事的设定，来寻找我们每个人人生当中
都会经历的困境和谜题的答案，同时我
也想帮助我的读者在人生和成长困境当
中，找到自我的认同、自我的实现。”

常新港在《尼克代表我》中是用一只会
说话的小狗尼克串联起整部作品，刻画出
当代孩子自我的觉醒和突围，下笔不俗。

“书中的小狗尼克就像是60岁的常
新港，我把我的人生阅历告诉了尼克，再
通过这个故事传达给孩子。我最想表达
的是，在当今的社会中，孩子们其实都过
分地生活在真空里，而成人世界又附加
给孩子一个虚伪的词语——安全。我觉
得孩子真的应该从真空里走出来，我很
庆幸小说当中的主人公真的从现实生活
中的真空里走出来了。”常新港冷峻犀利
地勾勒出大人们强加的各种“期待”对孩
子的伤害，叙述视角已不仅仅局限于对
家庭关系的剖析，而是深入探讨社会各
种力量如何共同发力，使孩子的教育剥
离浮躁喧嚣、回归本真。

在这些新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
们在创作上的严肃与勤奋、坚守与突破，
看到他们对感恩、生命、人性等永恒主题
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追问。这些作品不仅
是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也同样具有触动
成年人心弦的强大力量。

儿童小说：不仅仅为了孩子而创作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整本书阅读”系列①

阅读推荐

阅读现场

青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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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肖扬）由安徽科学技
术出版社主办的“我的世界”系列图
书发布会近日在京举行。

该套图书是以益智游戏“我的世
界”为背景创作的，计划推出20个系
列，超过130种图书。首批将推出2
个系列、12本图书，即“我的世界·冒
险图画书”系列和“我的世界·史蒂夫

冒险故事”系列。前者讲述了一个可
爱活泼又富有挑战精神的女孩小凤
与朋友在未知的世界中不断探索的
故事；后者则是纯文字小说，针对7
至12岁的小读者，讲述游戏初始人
物史蒂夫为保卫家园而携手朋友共
同战斗的故事，让孩子们领略冒险
和创造的乐趣。

“我的世界”系列讲述不一样的探险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