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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青年人的精神故乡。”在
近日由《中国校园文学》杂志联合中国
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举办的“中国校园
文学高峰论坛暨‘首届中国校园文学
奖’启动仪式”上，人大附中校长翟小
宁谈到阅读与学生成长的关系，提出
中小学生需要名著和经典来做自己人
生的底色。

著名作家梁晓声回顾了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起，周恩来、陈独秀、梁实
秋、闻一多等人和校园文学创作、校

园刊物发展的紧密关联，论述了学生
课外阅读和写作的不可或缺性，同时
对《中国校园文学》2018 年的改版给
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认为不论从装
帧形式还是栏目内容上，都更加具有
活力，更加亲近学生和校园。素有

“短篇小说之王”称号的著名作家刘
庆邦回顾了自己青少年时期艰苦条
件下的阅读与写作往事，提醒大家在
如今条件大大改善、刊物种类丰富的
情况下，阅读面临的 3 个挑战：选择、
热爱、耐心。怎样选择具有高级审美
趣味的读物、如何持续保持阅读的热

情、碎片化浅阅读环境里如何葆有持
久的耐心，是值得教育工作者注意
的 。 杭 州 学 军 中 学 校 长 陈 萍 则 认
为，“今天的校园文学无论活动还是
载体都更加精彩、更加丰富，希望
学生们不仅徜徉在文学的海洋里，
更希望他们能够学做真人。”此外，
山西省实验中学校长孙秀梅、重庆
西南大学附中副校长刘其宪、云南
昭通一中校长岳玉科、人大附中语
文组名师佟世祥等，就语文教学改
革、学生文学创作、文学社团建设等
话题进行了精彩发言。

据了解，“首届中国校园文学奖”
组委会以《中国校园文学》编委顾问
团、编辑部为基本班底，下设文学专
家组、教育专家组、新闻专家组，高洪
波、翟小宁、吴重生分别被聘为文学
专家组、教育专家组和新闻专家组组
长，梁晓声、陈萍分别为文学专家组、
教育专家组副组长。中国校园文学
奖共设置学生组、教师组、校长组、文
学社团组和作家组 5 个组别，其中学
生组奖项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征文，最
终的获奖作品有望在《中国校园文
学》杂志上刊登并结集出版。

校园文学不仅仅是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却咏梅

“青蛙和恐龙哪个更先出现？”“我
是猴子变的吗？”“地球存在了多少年？”

“星星上面是什么样子？”当孩子眨巴着
写满问号的眼睛问这些问题时，你是怎
么回答的？由英国自然博物馆教授、剑
桥儿童图画书奖获得者联合创作的科
普绘本“万物小历史”系列，会帮助你应
对孩子们这些有趣的问题。

“万物小历史”系列包括《生命小历
史》与《宇宙小历史》两册，由广西科学
技术出版社阳光秀美童书馆出版，北京
天文馆副馆长陈冬妮和北京自然博物
馆副研究馆员金淼翻译。两册书分别
以时间为轴，以两位个性鲜明的儿童为
主角，从138亿年前那颗极端致密的点
开始，一步步目睹宇宙从无到有、生命
从简单到复杂，通过生动的图画，将世
间万物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

本书作者之一史蒂夫·威廉斯是
英国的一名科学老师，他重视知识实
践，了解幼儿心理和学习节奏，曾带领
他的学生与身处国际空间站（ISS）的
宇航员蒂姆·皮克对话，使用夏威夷的
福克斯望远镜观测星系，利用磁强计
探测极光。

好的故事还得好画配。该书绘者
埃米·赫斯本德是英国剑桥儿童绘画
图书大奖获得者，他对儿童图画书充
满热情，画中处处充满着自然清新的
英式田园气息，大面积渲染的灵动色
彩和洋溢着可爱天真的童趣人物，时
刻在唤醒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书中水
彩的鲜艳柔润、彩铅的轻盈跳跃和拼
贴的趣味盎然不着痕迹地结合在一
起，处处显示了英式的优雅与细腻。

作为引进版绘本，图画的特点容
易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端庄的汉字
却不易传达出英文字母的跳脱特点。
绘本讲究图文结合，方正的字体与灵
活的画面出现在一起，往往难逃突兀
之感。“万物小历史”却与众不同，绘本
中大部分的字体灵动活泼，似是孩童
随手写就，与画面融为一体。看起来
是字，它们的本体却是超过两百幅的
图片，是手写出来的字扫描成图后，一
幅一幅地替换了原本的文字，可谓是
一套“写出来”的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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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头大、内涵深、时间少、指导
难，构成了推动整本书阅读核心的几
大难点。在现实环境中，我们的整本
书阅读，特别容易流于形式。为了考
查的需要，一些学生靠简介及下载相
关分析文章应对。教师在推动过程
中，也往往将高贵的阅读演变为对书
中相关情节静态的“知识性”考查。
特别是在阅读过程中，师生缺乏高质
量的“对话”，这样既激发不起一般学
生阅读的兴味，也使阅读程度较高的
学生倍感“寂寞”。

阅读，特别是名著阅读，可能是
艰难的，当然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

“艰难”。因为越是经典名著，作家的
生命突进就越高迈越辉煌，思想进入
就越幽深越别样，心灵呈现就越灵动
越繁复，这一切都可能与我们的“现
实理解”与“现实意识”拉开了很大的
距离，产生了很大的隔膜。经典名著
常常让被现实牢固塑造的人感到尴
尬不安，甚至是难以理解，乃至浑然
无味⋯⋯离我们的意识很远的东西，
我们一般容易不感兴趣，会产生隔
膜。所以，优质阅读其实就是打破在
现实牢固塑造中的自己，不断更新自
己，摆脱眼前，向着优异、卓越、不同
寻常迈进。这是经典阅读之难，这也
是经典阅读永恒的骄傲。

整本书的阅读为我们提供了更为
恢弘的阅读时空，因此，我们要在更宏
大、更持久的世界里，有规模地建构自
己。好的阅读是一种共建：我们构建
阅读，阅读也构建我们。好书要反复
读，并且在作品中反复关联自己；不断
与自身发生作用，这样才能不断推进
自己的体验与思考。而且，我们还应
该在成规模的阅读过程中，逐渐诞生
对自己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因为从
更内在的意义上讲，读书方法可以借
鉴，但似乎并不是别人传授的；“读进
去”，方法渐渐会自得；“读不进去”，别

人说的方法徒多，无用。
要读出作品的、作家的“惊心动

魄”来，这是阅读很过瘾的地方。作
品读到最后，一定会有作家这个“人”
出来，要努力在文字的波海中，读出
作家的生命特质与生命起伏，要读出
他的徘徊战栗，也要读出他的开阔深
远⋯⋯读者优质的阅读个性，常常会
展现出来一种令人震撼的、兼具感性
与理性之美的对作品的“逼近”。整本
书阅读是一次伟大的航行，我们都是
了不起的水手，让我们在无尽壮丽的
海面上出没于文字的风涛之间，去扬
起我们生命的白帆。大海塑造我们，
海天浩瀚，翔鸟飞霞，会融入于胸中，
化为我们的气血；其实，我们也终将塑
造大海。没有圣地亚哥（《老人与海》
的主人公）的大海，将是多么寂寞。

在读一部作品的时候，宏观的主
题叩问与微观的感受体验（细节的、语
言的），二者之间要相互补充，互为表
里，彼此完善。没有局部真切的体验，
整体的感受与理解一定难脱别人的、

概念化的窠臼。缺乏宏观的主题叩
问，所有的细节都会了无生趣，只是一
种固化了的知识，犹如离开了大海的
死鱼。不少人读书，只是停留在对情
节的追逐与再述中，这不是读书良好
的效果。南宋人陈善在其所著的《扪
虱新话》中，讲到读书须知“出入法”。
他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所以
入，终当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
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
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
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入，得尽读
书之法也。”像陈善这样读书，书才能
是你真正的朋友——对朋友，既要有
一份出自心头的敬佩与尊重，又要有
手拉着手的亲近与欢愉。

《平凡的世界》阅读中有一个涉
及到全篇非常重要的关键词，那就是
——世界。何为“世界”？对“世界”
一次内涵的核心性理解会涉及到我
们对整部作品的解读。

改编自路遥同名小说、由毛卫宁
执导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里，有

关少平，编剧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重要情
节。少平高中毕业返乡务农，做了乡村
教师。一次他上课的时候，原本讲授的
课程内容是郭沫若的《水调歌头 粉碎
四人帮》，但脑子一分神，他记起了与晓
霞交往的诸般情景。在回忆中，晓霞一
次次将少平的思绪与内心导出现实的乡
村，引向了广袤无限的远方。是的，在
他们的交流中，那个无尽开阔的远方，
已经深深地被注入了这位农家青年的心
中。少平在心底深处萌生了要做一个有
另外“世界”的人的强烈愿望。少平的
心中，波涛起伏。想到这里，他脑海里
便一下子涌现出了很多要紧的话。面对
自己的学生，他郑重地、有力地在黑板
上写下了两个大字——世界。他庄严地
向学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希望他们不
要等到他这个年龄，才能理解“世界”
这两个字的深刻含义。

这里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世界。何为“世界”？这仅仅是个
地域性的概念吗？具体上课的情景在
原著里是没有的；但原著里有这样的

表述：“在田晓霞的影响下，孙少平一
直关心和注视着双水村以外广阔的大
世界。对于村里的事情，他决不像哥
哥那样热心。对于他二爸跑烂鞋地

‘闹革命’，他在心里更是抱有一种嘲
笑的态度，常讥讽他那‘心爱的空
忙’。他自己身在村子，思想却插上翅
膀，在一个更为广大的天地里恣意飞
翔⋯⋯”（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年4月第一版）

原著中少平并未直接表述“世界”
的概念，但“世界”确是这些具体内容最
核心的一个概括。我们在这里所强调
的“世界”指的是“人”不被现实彻底限
制、占领乃至征服，不向“现实”彻底交
出自己的不屈与抵抗，不让“现实”在自
己的身上显示出强大的力量。不去主
动充分地适应“现实”，也不会不断促进
与帮助这个“现实”。“不因为世界错了，
也跟着错，甚至还为此沾沾自喜，以为
自己不孤独，以为自己沐浴了堕落世界
的荣光”。（熊培云《我改变不了世界，我
能做什么？》）

一个心中有世界的人，就是能够在
人与苦难较量的过程中，展现出人类内
在心灵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强韧与广阔，
自由与伟力，展现出人内在的尊严。就
是在逼仄困窘的现实中，在精神上具有
的那一种突破力、爆发力、强韧力。小
说中 3 个主要人物少安、少平、兰香，他
们都是有自我“世界”的人，他们都没有
对自己眼前的“现实”俯首称臣，更没有
主动迎合献媚。这部作品于此处，诞生
出了抵于内心的大颤动。

优质的阅读是能直抵内心的，一个人
即便是“平凡”，也应该是有“世界”的。我
想这或许就是孙老师特别想与他的学生
交流的内容。在我们立体、深度走近别人
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更大更深的程度上
照见我们自己。这正是小说阅读（整本书
阅读）之于人最重大的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

立体深度地走近别人立体深度地走近别人，，才能照见自己才能照见自己
——整本书阅读策略及阅读举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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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阅读”系列④

阅读现场

角野荣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魔法”
《MOE》杂志

时间的礼物
——读《银汤匙》

徐榕

北京时间 3 月 26 日，在意大利举
行的第五十五届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
上，2018年国际安徒生奖揭晓，俄罗斯
插 画 家 伊 戈 尔·欧 尼 可 夫 (Igor
Oleynikov)和日本作家角野荣子(Eiko
Kadono)分别摘得插画奖和作家奖。

角野荣子是日本儿童文学作家，
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作品是《魔女
宅急便》系列——1989 年，著名动画
导演宫崎骏将其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其他代表作有《裤子船长的故事》和

《大盗布拉布拉》等。安徒生奖评审
团在对角野荣子的评价中称，她的作
品具有强大、自由的想象力，充满幽
默感和对青少年读者情感的洞察力，
使她成为一个结合了卓越的文学品
质和可读性的作家。本文摘自日本
杂志《MOE》对她的专访：

琪琪的形象来自女儿的画

Q：可以讲讲最初您是如何开始
创作《魔女宅急便》的吗？

A：大概是在女儿 12 岁的时候，
她画了几幅魔女的画，其中一幅扫把
后面坐着一只猫，还挂着收音机，魔

女边听边在天空中飞，很有意思。
那时候的孩子不管干什么都习惯

听着音乐。虽然我做不到这样一心二
用，但觉得这样的魔女形象也不错。
而且我喜欢鸟瞰图，这个角度的风景
充满了故事感。如果能写出这样的故
事，自己也会感觉飞起来了吧。

Q：琪琪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A：是有了这个想法，但一直没

有机会动笔。之后，《母之友》找我写
小故事，我说想写长篇，之后的一年
间就开始了这个魔女故事的连载。

Q：12回连载长篇故事怎样写成的？
A：主人公一旦定下来了，之后

再稍微考虑一下角色的设定，就可以
开始了。根据琪琪的性格，考虑发生
各种事情时她会有什么反应，一边想
一边写，琪琪的形象就渐渐鲜活起来
了。她有作为魔女的自豪感，有时也
会自卑。虽然有魔法，但其实就是一
个普通的女孩。

飞行了24年

Q：连载结束后，1985 年出版了
《魔女宅急便》的单行本。

A：是的，最开始只打算写这么
一本，但后来收到很多读者来信，问
琪琪回到柯里柯镇之后又发生了什
么事。4 年后，故事还被拍成了动画
电影，就以此为舞台继续写下去了。

Q：宫崎骏的电影也好，前五卷书
也好，都记录了琪琪的青春时代。最后
琪琪结婚了，还生了一对双胞胎，故事
在此终结。这是之前就设定好的吗？

A：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

事。写第一卷时，我就在想魔女为什
么只能是女的，而不能是男的。对于
人类来说，魔法到底是什么？我想尝
试去写写这些东西。

Q：琪琪的孩子中有一个就是男孩。
A：是的，24 年过去了，第六卷的

故事迎来了大结局。24 年真是飞一
般就过去了。

从小就喜欢故事

Q：您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十几岁
的少男少女。

A：嗯，孩子 12 到 15 岁正是让人
无法理解的年纪，倔强任性，还有些
小孩子气，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

Q：他们介于孩子和大人之间。
A：是的，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写

的是关于《心是孤独的猎手》的主人
公，就是个 12 岁的孩子，大概是受到
了其中的一些影响。

Q：您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A：英语语言文学，读了很多美

国文学作品。老师是当时翻译界的
大师龙口直太郎。

Q：您从小就爱看书吧？
A：是的，小时候读谁都看得懂

的《小公女》和《秘密的花园》，大学时
大家都读让-保罗·萨特这种深奥的
书，可我看不懂，哈哈。

Q：看来您更喜欢故事书啊。
A：是的。大一时，“岩波儿童之

书”系列刚刚出版，我想翻译这种可
爱的书，老师却说“你还是不要做翻
译了”，其实他是想劝我写书，但当时
我觉得自己被否定了，觉得很沮丧。

比起翻译，我对怎样做出一本书
更感兴趣，所以毕业后就去了纪伊国
屋书店的装帧部。一年半后结婚，和丈
夫一起移民去了巴西。回国之后，以巴
西的生活体验为基础开始写书，也是从
那个时候，我知道了自己喜欢写作。当
时感觉自己好像也有了魔法。

从那时开始，拥有了魔法

Q：啊，魔法！
A：对，在此之前，我一直对自己没

有信心，总是感到不安。5岁时，我的母
亲去世了，当时就觉得死亡真可怕啊。
虽然不会总是想着死亡这件事，但内心
还是很恐惧。爱上写作之后，可以做真
实的自己，每一天过得很安心。

Q：写作的想法至今也没变吗？
A：是的，写作是一件很快乐的

事。当然，也有写不出来的时候，会觉
得自己是不是没有能力再写下去了，
但之后还是想继续写。不写作的话，
仿佛自己也就不存在了，内心很不安。

Q：这种魔法一直没有消失呢。
A：是的，我写《魔女宅急便》的

时候就在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魔
法”吧。喜欢一件事，一旦开始就不
会放弃，要永远做下去，这就是魔法。

Q：《魔女宅急便》完结篇中，琪
琪结婚了，还有了两个孩子妮妮和陶
陶，他们的未来会是怎样的？

A：女儿妮妮今后的发展比较好
说，看看琪琪曾经的生活就可以预
见。读者可能会更关心男孩陶陶。还
有很多读者来信问琪琪的婚礼是什么
样的。关于此我正在写一些番外。

专家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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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守望

《银汤匙》（[日]中勘助著 中信出版集团）
这本书，是在细碎的时间里慢悠悠读完的。

上班乘坐地铁的途中，慢慢读几页：
“我一生下来就身体孱弱，出生不久又饱受
肿疱的折磨。”“怕生又没出息的我，常常一
看到陌生人，就把脸埋在大阿姨的背上哭
泣。”读到这里，我想起地铁车厢里经常遇
见的一对母子，那男孩大约四五岁，总是把
头埋在妈妈的怀里。每到一站，妈妈都会
大声念出站名，大声招呼男孩跟着念。看
到窗外有趣的景致，妈妈也会一字一顿地
说给男孩听，男孩怯怯地跟读，声音低回，
含糊不清，可每次妈妈都说：“嗯嗯，念得
好！”有一次我正好坐在他们旁边，才看到
男孩的耳朵上戴着助听器⋯⋯

冗长的会议间隙，慢慢读几页：“由于
我不经常上课，一到考试，就发现自己几乎
什么都不会。其他人很快就作答完毕回
家，我却独自一人好像烫熟的章鱼般脸红
懊恼，真是痛苦万分。”读完这段后，恰好听
到会上一位老师分享的课堂观察故事。在
观摩一堂小学语文公开课的全程中，她一
直坐在一个男孩的旁边，观察记录他在小
组学习中的状况。男孩游离在课堂之外，
玩笔、咬红领巾、象征性地举手、有限地与
同伴交流，还用字典和尺子搭了一个架
子。下课了，执教老师说：“今天大家的表
现已经是100分了。”这个孩子却自言自语
道：“太搞笑了。”一堂课静默观察一个孩
子，这位老师含着泪水说：“面对孩子澄澈
的双眸，忍不住想要去呵护帮助他们。我
因为自己教了20年的书，才第一次近距离
观察孩子，了解到孩子真实的学习状态而
感到难过、愧疚。”

日本作家中勘助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
创作的小说《银汤匙》初版于 1921 年。时
光流转近百年，书中的叙述，属于一个人的
记忆，但却联结着所有的成长，对应着当下
真实的孩子。病弱的孩子，学习困难的孩
子，缓慢的成长，“我这个没出息的家伙”逐
渐融入大千世界，走出了独具魅力的真实
人生。这样的故事，芬芳隽永，闪烁着启初
的光芒；这样的故事，抵御了时间的力量，
成为可以长久咀嚼的温暖与甘甜。

《银汤匙》 这本书，是在信赖和怀念
的心境中慢慢体味的。白天，“我”很想
躲开别人的视线，一个人独处，所以常常
躲在书桌下或柜子里，只有躲在那些地
方，才能让“我”获得一种无法形容的满
足；夜晚，“我”对着天空发问：“月亮你
几岁呢？”把双手比成眼镜的样子，这样看
月亮，就可以看到一只兔子在捣麻糬⋯⋯
这是作者中勘助的童年，却让我恍然如
昨，因为也曾这样经过——我也特别喜欢
初夏的夜晚，看着夕阳把云朵染成淡红色
后，夜幕渐渐低垂，想到回家却又依依不
舍；我也会爬上离家不远的山岗瞭望风景消
磨时间，摘下山路上白色的小花，把它贴在
自己的嘴唇或放在脸颊上摩擦⋯⋯文学不是
为了表现自我，而是为了交流和共鸣，中
勘助怀念平静度过的童年，也平静地保持
着“现在”和“过去”的距离，和悦地讲
述，仁慈地回望，把答案还给生活，没有道德
教化的责任，不去评判逝去岁月里的人和
事，只是恰当地回忆和感怀，叙事的口吻始
终是“我”，这种克制和独立，反而让我们更
加容易投射自己，潜入自己的童年记忆中，
而不用担心受到意外的伤害或是非的烦扰。

《银汤匙》这本书，是为了纪念那些难
以挥别的关系。小说缓慢地叙述成长，也
许，人生没有什么迫切的事情，只有那些难
以挥别的关系，让人驻足和惦念。在书中，
中勘助先生惦念着曾经的遇见、曾经的别
离；惦念和阿国一起摸合欢树、望着月亮唱
歌；惦念与同桌岩桥打打闹闹的友情；惦念
初识阿惠时“如同女王君临，不过我很满足
这种情势，也下定决心要服从新女王的指
挥”；惦念 17 岁那年和朋友的姐姐面对面
而坐，心动如水⋯⋯那些聚合离散，在记忆
中沉淀下来，如吉光片羽。“两人就这样相
互手接手，好像在编织我们的友情般相亲
相爱，永不厌倦地一直玩下去”，每个人心
中，都留驻着这样纯美的相遇，也期待过这
样永远的相聚。

故人归来，天真作少年。中勘助先生在
序言中特别说明，书中的叙景，没有进行过
粉饰，而是写生：“如果是让现在的我来看，
我也不会觉得那是写生。但作为一个孩子，
当时在我眼中的风景的确是如此的。”中勘
助的老师、文学家夏目漱石指出这部作品描
写小孩的世界得未曾有。这就是童书的模
样，也是这个世界本该有的美好！而在当今
快节奏的生活中，速度和效率成为衡量尺
度，真实的成长不见了，真实的生活不见了，
阅读这样一本安静的书，时间仿佛停了下
来，好像盛宴过后，什么也比不上一碗简单
的白米粥让人觉得舒服清爽。

“我”在书箱抽屉的小盒中找到一把银
汤匙，汤匙是大阿姨为了给体弱多病的

“我”吃药时使用的，是为了把汤药喂到婴
儿小小的嘴里而特意找来的，所以不知不
觉中对这把银汤匙有种怀念感，小说就此
展开。当作者27岁写下这部自传小说时，
这把初生时使用的银汤匙，仿佛变成了时
间的礼物、记忆的馈赠。在时间的长河里，
跟随这把银汤匙，我们也回到了心灵起飞
的地方，那里，也是我们永远的栖息之处。

优 质 阅 读 其 实 就
是打破在现实牢固塑
造中的自己，不断更新
自己，摆脱眼前，向着
优异、卓越、不同寻常
迈进。这是经典阅读
之难，这也是经典阅读
永恒的骄傲。

整 本 书 的 阅 读 为
我们提供了更为恢弘
的阅读时空，因此，我
们要在更宏大、更持久
的世界里，有规模地建
构自己。 路遥纪念馆一景路遥纪念馆一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