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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仅仅是一个人的阅读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跨媒介阅读不止于阅
读浏览不同媒介信息，更
要聚合思维和思想，形成
新的跨媒介阅读知识图
谱。
一个成功的、良性的
跨媒介阅读活动，植根于
一种思维模式的构建。如
果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形
态改变，则难以改变学生
的内在思维。

首先改变的是阅读习惯。比如读
《射雕英雄传》整本书时，有的学生无法
在 读 最 初 50 页 时 产 生 足 够 的 阅 读 兴
趣，有的学生甚至根本看不进去。而当
跨媒介阅读需要关注什么
老师转换方式，将阅读分解成不同的小
任务，学生就完成得很好。细细详究，
第一个要关注学生的阅读生理和
现在的孩子生活在多屏的富媒体时代，
心理。为什么学生看不下去《射雕英雄
几乎可以算得上“数字化原住民”了。 传》？因为学生和教师的成长环境不一
样。现在的学生是打着游戏、看着漫画
他们习惯于多种媒介同时呈现在一个
长大的一代，漫画的读图方式和文字不
页面上，阅读时眼球转动速度也是不一
一样，那么背后的思维方式就不一样。
样的。当他们去阅读传统文字印刷的
学生看得懂漫画，却未必看得懂文字，
文本时，就无法快速地进入文本，感受
阅读的快乐。
所以这也是现在语文课显得无趣的原
其次是阅读范围。以“今日头条” 因之一。如果语文教师不好好研究一
下如何有效地应对，那么也许要不了多
为例，如果我们打开一两条娱乐新闻，
久，上课时将会深切感受到和学生无法
以后“今日头条”将只给我们推送娱乐
交流，思维不在一个
“轨道”
上。
新闻；有些商业网站会根据搜寻结果提
第二个要关注阅读载体的变化导
供类似的信息资料，所以人们在选择信
致阅读内容的“游离”。现在的阅读载
息来源时，就已经完成了信息的过滤，
体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变化，是可以集文
所谓的个性化推荐内容，其实读来读去
字、音频、图片、动画、视频等于一体的
只是读到了我们想读到的内容，而非事
超文本载体，会让读者的阅读产生一种
实的内容。由此看出，这种技术正悄然
改变着我们的阅读范围，容易使我们固 “游离”。这种阅读载体的变化虽然可
守在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与意见的阅
以使我们随时随地阅读，但却使我们面
临信息选择的问题，因此教师需要引导
读圈子里，而不同的阅读圈子之间是相
互隔绝甚至对立的，从而导致形成“回
学生形成信息价值判断的审辩思维。
第三个是语文教师应该关注如何指
声室效应”。
再其次，阅读形式越来越协同化。 导学生养成深度跨阅读的那些“技术”。
我们总是埋怨学生“浅阅读”，但实际上
所谓协同化，实质就是从个体阅读越来
越发展成为社交型阅读。过去我们说阅
恰恰就是缺少解决问题的“术”，缺少指
导学生养成深度阅读素养的技术。
读是很个体化的，
拿一本书，
安安静静在
一个地方读。但是随着技术越来越进
步，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也许就像现在看
教师需要掌握哪些“知识”
电影之前先上豆瓣看看它打几颗星一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
样。也就是说今后看书，如果在某一个
平台上不推送的话，你还会不会关注？
版）
》中的
“学习任务群 3”
是
“跨媒介阅读
与交流”
，
旨在帮助学生在跨文化、
跨媒介
是不是会影响到你的阅读习惯？你的阅
读入口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只要你愿
的实践中开阔视野，
在更宽广的选择空间
发展各自的语文特长和个性。跨媒介阅
意开放，别人就可以看到你对这本书的
批注，那么，很多不同人的批注、圈阅会
读，
跨越的是阅读资源组合，
不是单纯的
组合拼接，
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聚
不会是影响你阅读认知的一种因素呢？

最新书事

翔，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
馆馆长韩永进，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
仲谋，以及中央电视台 《国家宝藏》
栏目制片人、总导演于蕾等嘉宾分享
了 《国家宝藏》 节目背后的故事，与
观众共同探讨如何欣赏文物之美、《国
家宝藏》 带给博物馆的深入思考等话
题。据介绍，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
《国家宝藏》 一书内容全部经故宫博物
院等九大博物馆专家亲自审校修订。

“伟大也要有人懂”
系列出版论坛举行
本报讯 （伊湄） 近日，由中国少年
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尼泊尔当代出版公
司主办的“伟大也要有人懂”系列出版
论坛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
据了解，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创作
的《伟大也要有人懂：
一起来读马克思》
《伟大也要有人懂：
一起来读毛泽东》已
输出到美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家，在国
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电影《头号玩家
头号玩家》
》剧照
合，
更是一种深度阅读，
所以教师指导跨
媒介阅读需要掌握以下几种
“知识”
：
第一种：不同媒介语言之间如何转
换。在跨媒介阅读中，比较容易形成的
形态是文学阅读与影视阅读相结合，因
为很多影视作品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
成，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使得影视
成为跨媒介的首选。然而，
“跨”之后如
何成功地阅读是一道难题。在许多实
践活动中，语文教师演变成专业影评
家，对专业的影视术语如数家珍。但这
样指导欣赏几部影视作品，就算是指导
跨媒介阅读了吗？那么语文课中基于
影视的跨媒介阅读和一些地区开展的
影视教育活动有何区别？在文学与影
视结合的跨媒介阅读中，绝不应该只是
影像知识的专业讲解、指导与阅读。
第二种：协同建构。新媒介技术发
展的趋势导致以新媒介为载体的阅读
作品呈现出一种动态生成的状态。和
按照传统纸媒印刷惯例生产阅读作品、
通过互联网传播不同，在生产方式和美
学特色上有很大的差别。它更加追求
声像光影的协同建构效果，因而体现出
更加强烈的跨媒介和技术化特征。
阅读越来越群体化、社区化，读者
与作者、读者与读者之间像头脑风暴一
样互相促进。这种互动协作也会产生
内容，这些内容又和作者创作的内容产
生互文性，这样的阅读形态是不是也带
来了一种思维的变化？
第三种：阅读元素分拆和关联，形
成图谱化个人阅读知识。跨媒介里面有
很多元素，
戏剧有戏剧表现语言，
绘画有
绘画表现元素，
数字艺术更是元素众多，
这恰恰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注意的。这
种分拆和关联背后，
实际上是分类思想，
先分类再建立关联,然后重新将关联以
后的知识结构化，
形成一种思想，
让阅读

成为一个体系。跨媒介阅读不止于阅读
浏览不同媒介信息，更要聚合思维和思
想，
形成新的跨媒介阅读知识图谱。

跨媒介阅读体验的思维之美
跨媒介阅读背后实质是思维的表
达，要想通过跨媒介阅读，读懂思维之
美，首先要读懂不同媒介语言是如何转
化的，就像在专业的编剧练习课上，据
说有一门课是训练学生对着已有的电影
画面，
依次按镜头写出剧本，
以理解叙事
的结构和节奏。每一场故事都能通过画
面和声音精确地进行转化，
只是这样产生
的剧本，
其实并不是最初的编剧作品，
而
是一个导演文字版影像。这样的文本本
身就是一种画面—词语之间互为转化的
实践，这就是一种跨媒介阅读的思维表
达，
是用文字表达影像，
用文字翻译影像
语言，
因此，
实现
“跨”
的基础是不同媒介
语言的相互转换。指导时，
需要找出这两
种媒介不同语言表达的形式整合点，
方可
有效指导学生进行此类阅读。
例如：沪教版初中课文中有一篇
《爸爸的花儿落了》，节选自林海音的
《城南旧事》。文学作品本身是一部短
篇小说集，小说是自传体，通过一个
六七岁的小姑娘英子的眼睛，映出了
在上世纪 20 年代北京南城的几个小人
物：失去孩子后得了疯病的秀贞、命
运多舛的宋妈……作者寄托的离愁中
包含着对童年的怀念。
作为一部自传体的小说集，它本身
过于零散，在情节性和紧凑性上可能并
不太符合电影的要求；文本中残酷的现
实与纯美的语言意境二元对立。表现
北京南城风物容易，可是想要表现出这
些情感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导演采
用连珠串的模式，把三段看上去毫无因

果关系的故事，通过色彩、音乐等手段
进行切换，层层递进，形成了一种以心
理情绪为内容主体、画面与声音造型为
表现形式的散文体影片。通过这些艺
术处理方式，导演将一种“淡淡的哀愁，
沉沉的相思”感情，自然地、朴素地、不
露痕迹地传达给观众。
在具体教学中，教师可以比较一下
文字和镜头是如何表达“淡淡的哀愁，
沉沉的相思”的，旨在让学生循环往复
品味两种媒介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背后
的审美意趣。这种媒介语言的转换其
实也构成了“他者的眼光”，进一步拓宽
学生媒介的素养。
一个成功的、良性的跨媒介阅读活
动，
植根于一种思维模式的构建。如果仅
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形态改变，
难以改变学
生的内在思维。但是现在很多时候跨媒
介阅读只是电影归电影、文字归文字、戏
剧归戏剧、声音归声音，
何谈
“跨”
字？更
别提
“跨”
字之下还有
“融合”
之意。
关于上述的《城南旧事》的阅读，我
们还可以设计“点亮童年”跨媒介阅读
主题学习活动。以设计制作“点亮童
年”的微视频为主题学习任务，要求小
组合作完成制作主题微视频。微视频
内容至少包括与“童年”主题有关的多
种 媒 介 内 容 ，如 整 本 书 阅 读《城 南 旧
事》、欣赏电影《天堂电影院》、聆听罗大
佑音乐《童年》和设计一幅“点亮童年”
微视频海报等。在主题学习任务表达
完成过程中，需要阅读多种媒介内容，
使整个主题学习经历，融多种媒介阅读
后“输出”审美思维。这种结构化跨媒
介阅读是知识图谱化，将使学生在今后
面临各种丰富媒介呈现出的信息化浪
潮时，
不至于失了分寸，
迷茫了方向。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二实验
学校副校长、
跨媒介阅读研究者）

我与书房

央视文博节目同名新书《国家宝藏》出版
本报讯 （缇妮） 中央电视台 2017
年重磅推出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 《国
家宝藏》 一经播出便受到观众追捧，
6 月 7 日，节目同名新书 《国家宝藏》
在“匠心守护、文化传承”—— 《国
家宝藏》 主题文化论坛上正式发布。
论坛由中信出版集团联合中央电视台
《国家宝藏》 栏目组、清华大学经济文
化研究院共同举办。
论坛邀请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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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媒介阅读改变了什么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 ，国家 图 书馆
“VR 诵经典”古诗词虚拟现实体验等数
字阅读的多媒介互动展示，用引人入胜
的沉浸式体验带来创新阅读方式。像
这样的“VR+书”的跨媒介阅读场景正
逐渐泛在化，我们目前面临的阅读是多
种媒介融合的，随着智能化发展越来越
迅速，我们的身体本身也许也会成为一
种媒介。比如，有考场规定考生不允许
戴谷歌眼镜，因为谷歌眼镜可以自动摄
录试卷内容并联网解答，影响考试公
平。当我们还在感慨数字化的阅读方
式已经悄然超越传统方式时，似乎忽略
了这种跨媒介阅读其实已经改变了我
们的阅读
“姿势”
。

星期一

中少总社总编辑张晓楠表示，
这两
本书将充满思想的专业研究与充满激
情的通俗讲述结合起来，
寻求到了适于
青少年阅读的思维方式和叙事风格。
中国有句话叫“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
相亲在于心相通”。心相通，就要从青
少年抓起，让两国青少年在文化交流中
志存高远，为本国人民谋幸福，为人类
进步事业而奋斗。

原创绘本《我妈妈真厉害》举办首发式
本报讯 （晓雯） 目前，少儿图书
日前，北京出版集团为这套书举行
成为出版界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板块，
了首发式，
曹文轩、
梅子涵等儿童文学界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作为北京出版集
大咖前来祝贺。该书文字作者沙沙曾经
团旗下的专业少儿社，除具有传统优
是一位
“空姐”
，所以这个讲述飞机上的
势的少儿文学与少儿科普出版外，也 “厉害”
妈妈的故事让人读来
“很亲切”
。
一直致力于为中国原创绘本的出版发
该书图画作者姚佳是一位资深插画师。
掘优秀作者，为广大适龄儿童提供优
据了解，《我妈妈真厉害》 的作者
质的儿童读物，推动绘本的普及。原
沙沙将拿出部分版税捐赠给中国肢残
创绘本 《我妈妈真厉害》 就是在这样
人协会“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
的背景下诞生的。
金，用于帮助肢残儿童。

我的流动书房
王爱娣
读书人最得意处莫过于拥有一间
够规格、上档次的书房。“书房”一
词，在 《辞源》 里的解释是：“藏书
室……泛指读书的房间。”于是，关
于最佳书房的理想蓝图立刻浮现在我
的眼前：
一间敞亮的屋子，
一张宽大的书桌，
墙壁空隙处的中国字画，四壁上顶的书
橱，
里面满满当当的图书，
它们是构成书
房的基本元素。一人端坐其中，满目琳
琅珠玉，
透着墨香；
眺望窗外，
满眼风光，
生机无限。此时，
整个人置身其中，
浸泡
在文字书香里，全身上下逃不脱一股浓
浓的文化味道。春来，
看窗外花开花落；
秋去，
望庭前云卷云舒。得意时，
引壶觞
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局促中，倚南窗
以寄傲，
审容膝之易安。人生至此，
夫复
何求！
而我的书房却有别于此，常常处在
变换之中，故称其为“流动书房”。我的
书房倒与英语里的
“书房”
（Study）一词
不谋而合，即家中用作读书和写字的房
间。30 年来，我的书房一直与我随行，
四处流动，且能与时俱进。吾心安处是
桃源；
有我之处即书房。
记得那年，师范毕业，初涉教坛，幸
运地住上了学校新盖的二层小楼。10
多平米的房间，隔成前后两间，前屋生
活起居，后屋便是卧室兼书房了。一张
桌椅，一本书，一支笔，便是我的书房。
江南的春天，莺歌燕舞，一派生机。那
时，夫君求学在外，思念游丝一般，常常
萦绕心底，诉诸笔端。每当春意悄悄地
爬上枝头，新的希望随之来到人间，令
人欣喜、激动、欢呼。欣喜之余，难免独

自神伤，心里一边念着“忽见陌头杨柳
此开始了我的境外母语教育研究历
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一边感叹盛唐时
程。此时，我的书房依旧是流动的。白
代那些铮铮铁骨的边塞诗人，连“七绝
天，在学校上班，办公室是我的书房；晚
圣手”竟也如此这般的似水柔情。在这
上，在家里读写，卧室里的一张书桌、一
简陋的小屋里，我心静如水，读着书，写
台手提电脑就是我的书房。这时候互
着字，徜徉于古典文学的世界里，并且
联网已经普及，世界成了地球村，我
越陷越深，
终生难以自拔。
的藏书除了书架上的纸质图书以外，
5 年之后，
迁居芜湖，
住进大学筒子
网络成为我研究境外语文教育巨大的
楼。依然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屋，一家三
信息资料库。我 35 万字的书稿 《美国
口读书、写字、生活、起居全在一屋。床
语文教育》 就是在办公桌和互联网这
前一张书桌、
一盏台灯，
就组成我们的书
样的书房里完成的。
房；
床边一道布帘隔开，
外边就是生活起
10 年后，我们终于搬进了自己的
居，
会客、
麻将、
弈棋，
生活乐趣一样都不
房子，拥有了真正的书屋，但我仍然喜
少。在这张书桌上，我陪着儿子读书成
欢流动的书房。卧室里一张圆桌，摆上
长；
在这张书桌上，
夫君研究他的历史华
电脑，是我的读写处；客房里没有客住
章；
在这张书桌上，
我也连续发表古诗研
的时候，也是我的书房。家里所有的书
究小文章，
《语文新苑》还为我开辟专栏，
柜里都塞满了我的书，还有很多研究资
稚拙的文字让我在市语文教学界崭露头
料存储在互联网的云端，能够及时更
角；
也是在这张书桌上，
我的中文专业课
新，方便检索，随时提取。我的几本拙
程和英语学习得以进阶，顺利考取了南
著、百篇论文及游记随笔共计 100 多万
京大学全日制研究生。此后 3 年，大学
字的文稿，
皆出自流动书房。
的图书馆、中文系的资料室是我的藏书
“容膝易安随处可，不须三径羡归
室，留学生部的阅览室就是我的书房。 来”。流动书房最大的好处是随处可
每天听完老师的课，自己给留学生上完
读，随时可写，而且不断地教你如何知
汉语课，我就坐在这里读书学习。在冬
止，练就你的定力，让你体会并且懂得
无暖气、夏又火炉的南京，这里有空调， “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冬暖夏凉，
条件比别处好。
虑，虑而后能得”的真正意味。一本新
又过 7 年，举家南迁，住进深圳大
书，一杯清茶，让你随时随地享受读书
学教师公寓，一住就是 10 年。我们从
爽口的滋味，毕竟读书乃天下第一等好
云凤楼搬到读月楼，房子渐渐地大了，
事。
从独立的两间到三居室，终于有了一间
如今，走过不惑，已知天命。洗尽
可以称作书房的屋子。
铅华，去除芜杂，抛却累赘，轻装上路，
来到深圳，苦干 3 年，小有成
做一个纯粹的读书人，在流动的书房
绩。2004 年我以骨干教师的身份被深
里，
且歌且行且从容。
圳市教育局选派赴美国学习考察，从
（作者系深圳市宝安中学高中教师）

“我坚持了很多年，
每天早上
4点半至6点半写作6000字，
其他
时间都用来维权了。
”
著名作家郑
渊洁笑着说，他亲历了我国版权
保护事业的发展，
“ 最初面对盗
版，
真是叫天天不应，曾无奈多次
声明罢笔，
但后来感到版权保护环
境在不断好转。
”
郑渊洁是一个传奇人物，
他创
办并独自撰写《童话大王》月刊 33
年，
创作作品达2000万字，
笔下的
皮皮鲁、鲁西西、舒克和贝塔等已
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文学角色。
他也是版权保护的积极践行者，
曾
荣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届版权
创意金奖，
被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授予
“反盗版形象大使”
称号。
在近日远集坊第十一期活动
上，
郑渊洁以《作家最好的理财是
维护版权》为题发表演讲，
用生动
的语言回顾了他遇到的侵权问题，
“《童话大王》每期杂志都发表律师
声明，
遍布全国各地的小读者就是
我的卧底，
时常就盗版盗印情况给
我通风报信”
。2011年，
郑渊洁得
知一个印刷厂正在盗印他的图书，
就和助理火速赶去，
但盗印者不但
不认错，
反而武力相逼，
情急之下，
机智的助理通过微博报案，
“仅仅10
多分钟，
警察从天而降，
我深深体会
到国家对版权保护的力度，
我自问，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创作？
！
”
“我觉得有好的环境，
原创作
者才能越来越有信心；保护知识
产权对于鼓励原创作者的积极性
非常重要，
只有这样，
我们国家的
文化实力才会越来越强大。”
郑渊
洁说。
谈及他的另类教子经验，
郑渊
洁坦言，
一是阅读，
早期阅读怎么强
调都不为过；
二是兴趣，
一门课的学
习是否成功，
要看受教育者对其兴
趣是越来越大还是反之；
三是超越，
他说，
“写作最享受的事是超越，
学
习也必须体会到超越的快乐才会
真的进步，
才可能真的学有所成。
”

金波：
金波：
儿童文学之路
儿童
文学之路
伟大而艰辛
伟大
而艰辛
本报记者 王珺
“我试着给孩子们写点东
西，我死而无悔。
”
大文豪托尔斯
泰 80 多岁回到家乡时开始写幼
儿文学。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
由此认为，幼儿文学既是启蒙文
学，也是大文学。在日前举行的
首届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首
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下
文简称首届
“双奖”
）颁奖典礼上，
他勉励年轻的幼儿文学创作者：
幼儿文学之路伟大而艰辛。
接力杯“双奖”的设立旨在
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创新精神的
幼儿文学、儿童小说新人。“双
奖”奖杯以“荒林春雨足，新笋
迸龙雏”为立意设计。露珠滋润
春笋，春笋破土而出，既体现对
新人成长、文脉传承的美好祝
福，也体现了写书育人、出书育
人、用儿童文学的露珠滋养少年
儿童心灵的崇高追求和美好愿
望。
据
“双奖”
主办方接力出版社
总编辑白冰介绍，
首届
“双奖”
一年
前开始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作品。
来自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
1025位作者参与投稿。在参加投
稿的作者中，
既有知名的儿童文学
作家，
也有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儿
童文学创作者。此次投稿的作者
年龄段跨度为18至87岁。
经过 28 位知名儿童文学作
家、评论家、媒体人历时两个月
的认真评审，最终投票产生两大
奖项共 16 部获奖作品，代表了当
今幼儿文学创作和儿童小说创作
的较高水准和创作潮流。郑春
华、陈琪敬、吕丽娜、刘丙钧、王璐
琪、许廷旺、马三枣、庞婕蕾等 16
位作家的原创新作分别荣获首届
“双奖”
的金、银、铜奖。
著名作家、国际安徒生奖获
得者曹文轩说：“一个儿童文学
作家最大的幸福就在于当年的读
者在晚年依然能感激地回忆起他
的作品。”他鼓励获奖者向着这
个目标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