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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中国教育报文化副刊中心
微信公众号：中教文化乐读

徜徉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的展
馆里，有同行的朋友这样形容我——你
是一只老鼠，有种掉进米缸里的惊喜和
不知所措。是的，这个比喻很准确。

温暖微笑

各式各样的童书均以它们最醒目
的姿态陈列着，有些童书的奇特超乎
了我想象，它们被做成各种形状：看着
以为是托盘里的面包，翻开其实是一
本书；合拢着是一本书，打开却成了
树或是城堡；它是斜的，却斜得那么理
直气壮与诱人⋯⋯内容呢，自然更是
精彩纷呈，让人流连忘返。我被其中
的精美牢牢吸引时，又有种深深的遗
憾——我的英语很差，只能边读边猜，
这让我陷入了“甜蜜”的苦恼。

漫步着，我读书的时候，也读人。
一对工作伙伴，男的正往展台上

方挂着一幅插图，女的给他递着工具，
我站在那里看着的时候，女的对我说
了一句什么（可惜我没听懂，也不知道
是哪国语言），看我迷惑着，她忽然笑
着来了一句中文：“你好！”男的也随之
扭转身子，笑着说：“你好！”慌得我赶
紧回答：“你好！”他们对我做出一个请
进的手势，我笑着摇摇手，居然蹦出了
一 个 英 语 单 词“No”把 自 己 吓 了 一
跳。但他们温暖的笑意顿时化解了我
的尴尬，让我走在外语和外文中间时，
少了很多异乡的陌生和隔膜感。

相距不远的一个展位中央，有一
个大大的婴儿车，车里是一个几个月
大的男婴，他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四

处打量着。旁边，孩子的母亲正在谈
事情。我走近了对着孩子笑，他吮着
手指也笑。我和孩子对视着，带着孩
子来工作，同样作为母亲的我，心中忽
然涌动着一些暖流。只觉得这个被童
书环绕的孩子，他的童年一定会很幸
福。这时，母亲谈完了事，发现了我，
就对孩子说了一句什么，然后指指我，
把脸凑近孩子，一起笑嘻嘻地看着
我。我猜到了她的意思——看，宝宝，
那个人很喜欢你。是的是的，我喜欢，
这种氛围，这种书香中有乳香的味道。

像这样的笑很多，当我想拍那些巨
幅的图画时，展位上的人有时以为我在
拍他们，大多会露出很真诚的微笑，像
孩子那样摆出很配合的姿态，搞得我不
拍一下他们都不好意思了。难道做童
书的人都自带一颗更纯正的童心吗？
就这样，行走在陌生的语言中，因了这
许多的微笑，语言也失去了它的陌生。

异乡相聚

今年的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中
国是主宾国。900 平方米的中国展区
布置得典雅大方，4000多种原创图书
静候访客，一个孩子与一只熊猫背靠
背读着书，主题是“梦想”。嗬，走在这
里，便是走进了中国，更觉温馨。

得奖的消息令人振奋，“三毛之
父 ”张 乐 平 获 得 了“ 世 界 无 字 书 大
奖”。张乐平先生创作的“三毛”是我
们这一辈人就喜欢的形象，现在的孩
子也同样喜欢。书展上，2018年国际
安徒生奖也揭晓了，俄罗斯插画家伊

戈尔·欧尼可夫与日本作家角野荣子分
别摘得插画奖和作家奖。我喜欢的绘本
作家熊亮与之擦肩而过，略有遗憾但依
然自豪，因为熊亮入围插画奖，算是真正
地闯入了“决赛”，成为国际安徒生奖插
画奖设置以来，第一位入围短名单的中
国画家，再一次刷新了历史。

我几乎是“贪婪”地翻阅着我们国家
自己的图书，不断撞见熟人——曹文轩
老师神采奕奕地接受着采访，见到汤素
兰老师时我不禁与她热烈拥抱，汤汤带
着童话般的笑容问我身体近况如何，梅
子涵老师还是那样看着严肃其实幽默得
很，还有热情爽朗的刘海栖老师依然真
诚地鼓励我要好好保重、好好写作，海飞
老师、方卫平老师⋯⋯哈哈，我忘了自己
身在意大利了，这么多的“家人”相聚在
异乡，我是何其幸运！

“熠熠文采，谦谦君子”，这是秦文君
老师的论坛，我有幸成为嘉宾。论坛上，
前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玛利亚·耶
稣·基尔表示，她最欣赏秦文君的《男生
贾里》，它幽默新颖而又鼓舞人心。巴西
插画家罗杰·米罗表示，他曾参访秦文君
在上海创建的“小香咕阅读之家”，认为
秦文君以一种独特、极美的方式，为少年
儿童打造了一个国际领先水平的阅读环
境。我最爱秦老师的“贾里”和“贾梅”，
她的作品对我进入儿童文学的世界起着
引路的作用。能在博洛尼亚以这种方式
与“贾里”“贾梅”相聚，真是意外的惊喜。

且行且思

作为一名教师，自然而然会想我的

学生们面对这些图书时会雀跃成什么样
子呢？他们一定比我更“馋”吧！

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中的图画书是
最夺人眼球的，所占比重也是非常大的，
这和图画书在中国家长心中被重视的程
度成正比，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图画书
是最适合孩子阅读的图书形式，对孩子的
审美、心灵等各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在参展中我遇到一位苦恼的朋友，
她告诉我，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重视阅
读，几乎每天都跟孩子一起读书，家里的
图画书多达数千册，但奇怪的是，现在孩
子已经进入小学四年级了，却没有养成良
好的阅读习惯。于是我们探讨起究竟该
怎样阅读图画书。

跟文字书相比，图画书中的文字极
少，但反而要求更高。创作的语言必须
精炼，尽可能用最少的文字讲述最丰富
的故事情节。这样的文字如果老师和家
长在讲述时一带而过，不去引导理解和
推敲，岂不是一种浪费？再者，图画书中
要读的绝不仅仅是文字，而是要从图画
中读出故事，欣赏绘画。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好的图画书中每一页图画都堪称
艺术精品，但是现实中我们往往忽视了
图画的艺术，让那些充满张力与故事的
图画从孩子们眼前一闪而过，看起来读
完了一本图画书，其实只是完成了文字
的粗浅阅读而已。因此，我们在让孩子
阅读之前，自己要先读懂它，甚至是读
透它。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引领者，帮
助孩子去发现、去品味，从而实现高品
质的阅读。

书展中，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那么
多的好书，再想想学校里很多学生的阅

读，很是为眼前的这些图书叫屈。我发
现孩子们的阅读面很窄，因为老师们推
荐的书单往往来源于自己的从教经验，
或者就是当地教育局开的阅读书单，用
以应付检查或考核，而关于儿童文学的
现当代优秀作品，很多老师表示茫然。
教师的阅读断层，造成了学生的阅读贫
乏。无人引导的孩子们，对于“推荐书
目”很可能并不感兴趣，而吸引他们的一
些书，往往是迎合了他们的口味和趣味，
但并不能对他们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引
领，那些书成为了畅销品，给出版社带来
了巨大的利润，可是带给孩子们的，却是
快餐一样的食粮。老师们一味地去禁
止，断了孩子们的快餐，但又提供不了真
正有营养孩子又喜欢的食物，陷入一个
两难的局面。要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也能
经常参与到书展中，多好！哪怕一次就
只喜欢上一两本书，从那一两本书开始，
慢慢了解国内外更多的优秀作品，那样，
语文老师就会成为一座桥梁，让孩子通
过他们，接触到更多更好的作品，得到更
好的精神滋养。

有了好书，若能辅之以好的阅读氛
围，则是好上加好了。当教师自己成为
一个阅读者，也有了培养学生阅读习惯
的意识，教室就能成为最好的“阅读
室”。当然，课外阅读的时间多了，用于
课内作业的时间自然会缩减，对于目光
集中在考试成绩上的老师来说，这可能
是一种“损失”。可是，语文是需要日积
月累的“慢工程”，堤内（课内作业）的“损
失”堤外（课外阅读）一定会加倍补回来
的，我们语文老师千万不能那么急功近
利和目光短浅。

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的展馆外，
熙熙攘攘的街头，坐着一位须发花白的
老人，他守着一个小摊子，卖着一些小
玩意，但是手里捧着一本书，我们路过
时，他的头并没有从书中抬起来。博洛
尼亚美术馆里，角落里一位工作人员，
照应着展馆的工作，他的手中也有一本
看了一半的书。博洛尼亚图书馆门外卖
票的男子，他也正埋首于一本书里。而
那位负责接送我们的旅游大巴司机，在
等候我们的时候，也是安静地沉醉于一
本厚厚的书中⋯⋯这些手捧书籍的成年
人，用自己阅读的模样，给这座城市，
给这座城市的孩子们，做出很好的榜
样。

我期待我们身边的成人们，也能放
下手机，经常去书店或图书馆转一转，
有空闲的时候捧起一本书。特别是语文
老师们，最好是天天有书相伴，让自己
被书香熏染，那样，我们才能成为中国
孩子最好的阅读榜样。

在博洛尼亚在博洛尼亚，，我看见什么我看见什么？？
——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漫记

郭姜燕

封面·故事

阅读现场

本报讯 （肖聪） 哪些技术可以更简
易、更快捷、更有效地帮助图书内容进行
再造、增值和提效？阅读读物如何才能
贴近教育实践与需求，成为可以密切与
书香校园对接的可用、爱用的阅读资
源？近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在京举
办第三届“教育·出版·互联”高峰论坛。
论坛由“大势解析”“教育、阅读与出版”

“技术与出版”“创新与发展”等几大部分
组成，邀请了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中国
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人民教育出版社
原副总编辑朱明光等教育、出版、技术领

域的专家以及数百位一线教师代表，围
绕教育改革政策解读、教育装备供需特
点及趋势、教育信息化热点及资源需求
分析、阅读教育一线实践与研究、互联
网+教育解决方案解析等展开深入对
话，力求为教育、出版、技术三大领域搭
建融合共享的跨界服务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论坛还专设了
“书香校园建设和阅读教育研训分场”，
围绕特色书香校园的打造、阅读教学的
实施、阅读校本课程与教材的开发等进
行了研习分享。

第三届“教育·出版·互联”高峰论坛举办

最新书事

如今，以各种名目向孩子推荐书
目的活动、机构越来越多，说明大家越
来越重视阅读，我们正把阅读的意义
上升到与民族昌盛之间的绝对逻辑关
系上。但是，如果只谈建设、畅想小康
生活和现代化国家，看不到这一切的
实现与全民阅读的逻辑关系，最终只
能流连于永不能落实的畅想上。

“其实，我们谈论和需要解决的一
切问题无一不与阅读有关，现在我们
这些作家、出版人、知识分子以及推
广阅读的机构，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将那些经典和具有经典性的图书从浩
如烟海的书的丛林中选取出来，推荐
给那些不具有完备的判断能力、面对
书山书海一筹莫展的成人大众和未成
年人，使他们不至于盲目读到三流末
流的书，甚至可能是败坏心灵和损伤
心智的垃圾书、有毒书，而将寸秒寸
金的时间虚耗掉。”在近日由深圳市爱
阅公益基金会举行的第一届“爱阅童
书 100”入选书单发布会上，国际安
徒生奖获得者、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
如是说。

此届入选图书来自2017年1月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首次在国内
出版的新书，邀请儿童文学、教育、阅
读研究、心理等领域的专家，历时一
年，经过初评、终评和现场辩论，终评
委员会从 11106 册童书中评选出 100
册优秀童书，《翻开海洋生物》《阿兔的
小瓷碗》《阿诗有块大花布》《艾达的秘
密》《封神榜》《给孩子讲量子力学》《国
富论》等入选，这些适合6—12岁儿童
阅读的优秀童书，将为学校、社区、公
益组织、家庭提供重要参考。为了让
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开拓视野，了解前

沿的教育思想，此次评选还选出了 10
本教育类图书，其中包括《如何爱孩
子》《教书·读书》《一本小小的红色写
作书》《绝非天赋：智商、刻意练习与创
造力的真相》等。

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李文表示，“好”的童书筛选标准为：
既关注作品的价值观，也强调多元思
考；既尊重孩子的兴趣，也强调书目
的引导性；既尊重市场的选择，也强
调作品的适切性；既关注作品的趣味
性，也关注作品的思想性；既凸显本
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强调国际视野。
此次入选图书中，1-2 年级、3-4 年
级、5-6年级的童书数量占比为30%、
35%、35%；文学、人文、科学的童书数
量占比为 61%、14%、25%；入选图书
涵盖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
18 个国家的出版物，其中中国原创图
书占比为 33%；入选图书出版社共计
60家。

面对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阅
读如何不被海量的知识所淹没？在中
国海洋大学教授朱自强看来，我们要
靠优质的阅读来培养判断力、思考力
和批判力。有了这些能力，知识才备
于我，而不是我备于知识，才可以在知
识时代、信息时代，成为永不“毕业”、
永不“出徒”的终身学习者。

“我特别赞同胡适先生的一句话：
‘人有日常生活中的日常语言，同时还
有文学语言。’任何国家的母语都不是
专家学者规定出来的，而是文学家创
造出来的。和日常语言相比，文学语
言是最好的语言。”朱自强说，“我们可
以想象一下，一个刚刚学说话的孩子，
你每天不给他读故事，天天打开电视

让他看新闻联播，那种语言他能不能
学得会，能不能通过那种语言建立他
自己的心灵世界。我觉得儿童文学的
阅读是发展儿童语言最好的资源，也
可以说是他心智发展的一个最好的资
源。儿童阅读对他的精神成长应该是
最有推动力的。”

作为红泥巴读书俱乐部的创始
人，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阿甲谈起
2000年刚创建时的情景：当时最糟糕
的就是书太少了，感觉能推荐的书摆
一桌子就差不多了。而现在最大的挑
战是书太多了，选择起来确实非常茫
然，自己有时候感觉也是需要一些书
单。

阿甲坦言，特别害怕别人说：“这本
新书你没读过吗？”没读过，就是没水
平。“事实上，有时候你会面临一个刚刚
开始接触图书的孩子，或者刚刚开始进
行教养的父母，或者是刚刚带孩子走向
阅读之路的老师，其实你并不需要把新
的书都读过。我们的书出版得太快了，
儿童阅读推广实际上是面对不同的地
区、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情况，千差万
别。所以，议题的复杂性、多元性，导致
我们现在需要非常灵活地去处理这些
问题，确实是任重道远。”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市爱阅公益
基金会在现场还发布了“爱阅童书
100”千所小学图书捐赠计划——今
年至少为 1000 所符合条件的乡村小
学图书馆捐赠“爱阅童书 100”书盒

（包含评选出来的年度 100 本童书和
10 本教师图书），带动资源匮乏地区
小学的书香校园建设，激发乡村孩子
阅读活力和乡村老师阅读指导能力，
让更多的乡村孩子享受阅读的乐趣。

学会选择，是优质阅读的第一步
本报记者 却咏梅

阅读，在加拿大是一项基本能
力、爱好和素养。如同礼貌、爱心、公
益心、对家庭的关注一样，如果说“晒”，
加拿大人向朋友“晒”的是这些方面。
在此只列举人们对阅读的重视。

我曾在飞机上与一位跳现代舞
的女士相邻，她染发、打着耳钉鼻
环、穿着很嬉皮，但是落座后，她从
随身包里拿出书来读。一路 4个小
时，她几乎都在阅读，偶然聊了几
句，她说她家里没有电视机，平时
有空就是读书。不仅是她，飞机上
很多乘客也在阅读。温哥华机场
里、火车上，经常能看到阅读的
人。有一次在温哥华东区开车等红
灯时，我见到一位女士捧着书，边
读边过马路。在房价飙升前，温哥
华东区被认为是“平民区”，那位
过马路看书的女士的服装也很随
意，绝对不像白领、金领。更有甚
者，我数次见过街边的无家可归者
低头看书或者看报，旁边放着纸杯
讨钱。路人给了钱，他们一般会致
谢，但有时候他们沉浸在阅读中，便
完全没有反应。

他们不是作秀，阅读是他们从
小养成的习惯和爱好。我曾采访过
一位88岁的老先生，老先生做了一
辈子公益事业，我就这个话题和他
聊天。聊天快结束了，老先生说：

“你还没有问我的兴趣和爱好呢。
我喜欢阅读，每天都会抽空读书。”
我问他读什么书，他说历史、文学，
还有他喜欢的羽毛球和机械修理。
我的朋友 J 很贫穷，靠低保度日。
他唯一的消遣就是阅读，每年可以
读几十本书。他常常只能吃面包度
日，可他不觉得凄苦，因为阅读带给
他丰富的感受。他从来不认为自己
需要同情，活得相当有尊严。

他们的阅读习惯是从小培养起
来的。首先，整个社会都充盈着鼓
励孩子读书的气氛。图书馆有舒适
的儿童阅览区，有大量的可供借阅
的书。图书馆没有的书，读者可以
申请让图书馆购买。借阅书的数量
没有上限，只规定还书时间，如果没
有读完，还可以提前续借。迪迪二
年级就办了自己的阅览证，每次去
图书馆都会提十来本书回家。学校
的图书馆内容也很丰富，还有各种
各样鼓励孩子们读书的手段。比如
有的学校会放很多毛绒玩具，孩子
们去读书时，可以抱着玩具读。小
学的教室里有老师自己准备的图书
角，这些书都是老师自行购买或学
生捐助的，老师代课的时间越长，书
本数量会越多。学生们在完成课堂
要求、有空余时间时，都会去图书角
找本书自己读。老师们花费心思，
想了很多鼓励孩子们阅读的手段。
低年级时，每周有一天早晨邀请家
长去班里和孩子一起读书 30 分
钟。放学或周末，很多家庭都会带
孩子去图书馆消磨时间，帮助孩子
借书、买书，家长陪孩子一起读书。

其次，学校的语文课是以阅读为
主要教学方式。语文课没有课本，老
师通过读小说来提高孩子们的词汇
量、语法水平，增强孩子们的阅读能
力、写作能力。老师会选定几本书课
堂集体阅读，学生自由阅读时就更没
有限制了。课外辅导的老师自己有
相对固定的阅读书目，她会让迪迪一
本本在补课时或课下阅读，完成后便
进入下一级书目的阅读。

单词学习主要靠学生自己查
阅，语法比较容易，很多是潜移默化
地学习，不像我们在国内学习中文
要做大量的练习题。阅读时也会讨
论，却绝对没有标准答案，不用去归
纳、背诵段落大意、中心思想。

迪迪六年级时去上比较强调学
术教育的“天才班”。他们第一年开
展的写作训练是参加一项在线写作
活动，在一个月内最少写5000个单
词，多多益善，题目、内容都是自己
确定。老师在课堂上带领他们看了
两集《哈利·波特》电影，大致分析了
小说引人入胜的技术层面原因，仅
此而已。迪迪说，他打算写一个男
孩在青铜时代的历险记。这样自
由、没有限制的语文教学，是保证
阅读在学校教育中占主要地位、长
盛不衰的根本。

加拿大人为何
普遍爱阅读

辛上邪

编者按：3月26日至29日，为期4天的第五十五届博洛尼亚国际
童书展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会展中心举行，聚集了超过 100 个国家的
1300 多名出版商，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参观者。今年，中国作为主宾
国盛大亮相，在主场馆的入口，中国原创插画展引人驻足停留，图画
以“中国梦”为主题，用红色打底，搭配女孩与熊猫背靠背阅读、共同
入梦的画面，旨在强调阅读能给孩子带来梦想和希望。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语文
教师郭姜燕（左图），也是一
位儿童文学作家，她创作的

《布罗镇的邮递员》曾获“2016
中国好书”、第十届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等多项大奖。此
次她作为参展者参加书展，
让我们跟随她的脚步，去看
看教师眼中的博洛尼亚国际
童书展到底是什么样。

本报讯 （伊湄） 随着统编三科教材
的推广使用，我国已形成了统一与多元相结
合的教材编写使用格局。近日，中国版权
协会主办的远集坊第八期邀请人民教育
出版社社长黄强发表“新时代 新教材”主
题演讲，来自国内教育教研、出版及相关
单位负责人共议新时代的教材建设。

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认为，
如何坚持正确导向、培育核心价值观、培
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一代新
人，是教材编写和出版人的使命与担
当。黄强表示，加强教材建设必须坚持

原则。教材建设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
与时俱进，并始终体现时代性。既要使
经典世代相传，又要及时反映思想文化
建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社
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最新成果。在全国政
协常委朱永新看来，教材格局不是固定
不变的，需要根据时代发展不断拓展；同
时，仅有教材是不够的，要完善各学科书
目、推进各学科阅读。与会专家呼吁，建
立有情怀的、集课程专家与学科专家为
一身的教材编写队伍，合力在优秀教材
编辑的表彰和推广上多做工作。

专家学者共议新时代的教材建设

本报讯 （子依） 近日，由人民出版
社、天天出版社、京东图书文娱主办的“曹
文轩《萤王》新书发布会暨京东曹文轩馆
开幕仪式”在京举行。

承续了曹文轩一贯的美学风格，《萤
王》以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一个诗意浪漫却
又充满人格力量的故事：望不到边的芦苇
荡挡住了男孩回家的路，5只小小的萤火
虫闪烁着、飞舞着，为他点亮了希望的光
芒。从此，男孩与萤火虫的命运交织在一
起，共同谱写出一曲绮丽绚烂的生命组

曲。在《萤王》中，曹文轩将写作的格局从
江南水乡拓展到更加广阔意义上的“灵魂
与生命”，通过“爱与美”诠释出生命的尊
贵与高洁。

作为京东在儿童文学领域的首家人
文馆，“曹文轩馆”将通过搜索引擎、
大数据算法匹配等技术，向广大读者全
面深入地介绍曹文轩的作品，同时也是
他和读者的一个互动空间，读者可以第
一时间了解到曹文轩的动态和新的文化
理念。

曹文轩新作《萤王》：守护生命的点点萤光

书海观潮

近日，东方出版社推出《最好的
时光留给你——加拿大教育亲历
记》，该书作者辛上邪讲述了带 6 岁
孩子移民加拿大、参与基础教育的
全过程，其中关于培养阅读习惯的
内容颇具启发性，本版特摘编并与
读者分享。

书展现场 郭姜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