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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春华的幼儿小说新作 《米斗的
大计划》（接力出版社），是首届“接
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唯一一部荣获
金奖的作品，在没有出版之前，就得
到了各位评委和专家一致的好评，可
谓实至名归。天上的星辰，人间的小
孩。“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宠爱，他们
是我们的未来⋯⋯”小说里引用过的
这句歌词，应该就是作家的“文心”
所在。

《米斗的大计划》 用清新和明快
的浅语，讲述了一个过早失去父爱的
小男孩，是怎样依凭着纯真的力量，
驱散了幼年时光里的迷雾，勇敢地走
出了对爸爸的想象与想念，走出了单
亲家庭留在他心里的阴影，向着未来
的日子，迈出了自己坚定和快乐的小
脚步。

小小少年就像被曾经的记忆缠绕
和束缚过的毛毛虫，一点一点咬破了
黑暗和狭窄的茧子，舒展开了可以在
阳光下自由和快乐飞翔的翅膀。在作
者笔下，原本会有点淡淡忧伤的故
事，也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小溪，穿越
过一些起伏、弯曲和阴影，最终流向
明亮与开阔的地方。整个故事就像是
一首献给纯真和明亮的童心的赞美
诗，也是作家对于亲情的失去与寻
找、对于生命和成长的守护与引领的
沉思录。

小说一开头就写到故事的主人公
——小男孩米斗，在合唱的队伍里站得
直直的，抬着头用力唱着，只为了让去
了天堂的爸爸听到他的歌声。但是，爸
爸不在了，他该怎样去面对这个沉重的
现实呢？毕竟，他还只有六七岁。

故事的核心，就是一步步地让我
们看到了这个小男孩是怎样走出忧
伤、走出孤单、走出阴影的。用作家自
己的话说，她真正要展现的，不是米斗
和爸爸一起抓蟋蟀的那些往事，而是
让这些往事，“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从

模糊的泪眼中凸显出来而不是消失，
让米斗去追随、去学习、去长大，在追
随的过程中，米斗从一个懵懂的孩子
蜕变成一个引领大人走向未来的积极
向上的男孩”。

接下来，米斗的“大计划”开始
实施了。第一个大计划：像爸爸那
样剪个板刷头。第二个大计划：学
会像爸爸那样去抓蟋蟀、斗蟋蟀、养
蟋蟀⋯⋯

米斗的“大计划”，看上去都与
一个小男孩的好奇、好胜和渴望自
立、自由行动有关，也十分符合一个

小男孩的心理活动特性，同时，作家
也把这个小男孩对爸爸的回忆、思念
与敬佩，都润物无声一般融入了故事
的许多细节之中，让小男孩用自己的
行动，把爸爸留给他的，诸如勇敢、
智慧、疼爱妈妈、爱护家人的美好记
忆，都变成了积极的作为，变成了鼓
励和引领自己成长的小脚印⋯⋯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小男
孩，不仅自己在一步步地长大，同时
也在引领着自己的妈妈一步步走出生
活中的阴影；引领着他周围的孩子和
成年人，包括他的小伙伴郭再再和他

的爸爸，怎样用一种阳光、乐观的心
态，在生活中更加快乐地向前。

童心不尽然是一张单纯的白纸，童
心也是一部复杂的“天书”，谁能弄懂
它，谁就像弄懂了神秘的天宇星辰、弄
懂了万物有灵的大自然一样。捉蟋蟀、
养蟋蟀、斗蟋蟀⋯⋯这些故事情节既是

“中国故事”独有的元素，也充满了欢
乐的童趣。那种天籁般的草丛虫声，不
时地响彻在米斗的故事里，然而，更重
要的是，在米斗以及许多像米斗这样的
小孩的身体里和心灵里，也有一种天籁
般的声音，有一种如同竹笋脱去箬壳、

小麦返青拔节一般的力量，在等待人们
去唤醒、去发现。

小说的结尾是：一个夜晚，米斗先对
妈妈讲了很多他和郭再再（小名叫蟋蟀）
堆沙堡的事，然后他盯着黑暗中的妈妈
说：“妈妈，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蟋
蟀说要帮我找一个爸爸⋯⋯”

“呵呵呵呵⋯⋯”妈妈忽然大笑起
来，她的笑声像一列火车轰隆隆隆穿过
黑暗⋯⋯米斗怔住了：他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听到如此熟悉的妈妈的笑声了！于
是，这天晚上熄灯以后，米斗躺回到靠门
的单人床上，心中立刻又有了一个崭新
的大计划，他坚信这个大计划一定能够
实现的，因为他的好朋友蟋蟀说过一定
会帮米斗的忙⋯⋯

妈妈晚安！爸爸晚安！米斗闭上眼
睛在心里轻轻地说。

这是一个多么温暖、真实而有力的
结尾！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也有一
句名言：“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他的意
思是说，一个人在孩提时代，就像刚刚从
大自然里诞生的宁馨儿，等到他慢慢长
大，就逐渐离开了大自然，而陷入尘世纷
纭、复杂的人情世故当中，把原来的天真
纯朴抛掉了。所以华兹华斯认为，不是
成年人教会了儿童，而是儿童可以教会
成年人怎样回到自然，找回“初心”，怎样
重拾人生最宝贵的纯真与快乐。

当《米斗的大计划》故事结束的时
候，我再次体会到了华兹华斯这句关于
儿童的名言的深刻性与合理性。

几乎所有的儿童文学，更不用说是
“幼儿文学”了，都是一定意义上的“母性
文学”。冰心老人也说过：“从事儿童文
学的人，必须要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慈
母的心。”郑春华是一位充满“母性”的儿
童文学作家。

在这本小说里，她一直在用一种温
柔的、充满母爱的目光，寻找着和发现
着，同时也在欣赏着和守护着小米斗身
上的童心的光芒、天真的力量。她相信
这种光芒和力量，足以照彻人心、改变
世界。

（作者系著名作家、诗人、出版人）

天上的星辰天上的星辰 人间的小孩人间的小孩
——《米斗的大计划》赏读

徐鲁

暑假里的一天，6岁的Jason（詹森）
特别兴奋，因为爸爸要带他去参加在北
京兰境艺术中心举行的“超越万里，因为
有你”VIPKID 师生见面会，去见从美国
赶来的Nancy（南希）老师。

半年前，Jason 的爸爸在 VIPKID
上为他选择了北美外教一对一班，并结
识了 Nancy 老师。每天，Nancy 老师不
仅耐心地教英语，还会给他读绘本故事、
讲述美国文化，并交流彼此的爱好、喜欢
的动画片。虽然相隔 10 多个小时的时
差，但两人的关系却越来越亲密，Nancy
坦言：“与传统教学方式不同，我可以在
网上教这些孩子，经常是从早上工作到
晚上，但很有成就感，我非常享受和孩子
们在一起的时光。”

与 Nancy 一起来到中国的还有另
外 7 名教师，他们都是从 VIPKID 平台

上选拔出来的优秀教师。目前，VIP-
KID 已拥有 6 万多名北美外教，为来自
全球 63 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50 万名学
生提供在线教育。

VIPKID 创始人及 CEO 米雯娟表
示，阅读是帮助孩子们学习语言的重要
途径，该公司先后推出了首家数字图书
馆，为孩子们量身打造分级阅读体系；与
悠贝亲子图书馆合作，在北京、上海、广
州等 6 地联合建立了 100 家悠贝 VIP-
KID 社区阅读体验中心；还在“4·23”世
界读书日举行“21 天阅读节”，鼓励孩子
养成坚持阅读的好习惯，激发他们英语
学习的兴趣，帮助孩子在阅读中认识世
界、了解世界。

不仅如此，VIPKID 近日还宣布了
以教育、科技、服务为核心的“V+战略”，
打通 K12 年龄层的四大课程体系，推出

行业首个家长契约服务和全球首个第三代
教育技术引擎等一系列举措，面向全球提
供一站式、覆盖 0—18 岁青少儿的英语学
习方案。

在发布会上，VIPKID 与微软中国达
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就智能约课、学生
老师课堂行为和教学质量分析等应用层
面展开进一步研发，推动更多孩子个性
化学习的实现。目前在 VIPKID 在线课
堂，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判别教学双方的
情绪和表情，以及对教学内容进行质量
分析，并通过各种互动形式，强化双方
教学效果。

“我们希望打破时空之限，以语言为起
点，连接全球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帮助孩子
建立认知和探索世界的平台，培养他们成
为面向未来，具备国际化视野的‘世界小公
民’。”米雯娟说。

阅读带你飞：习得语言，读懂世界
肖杨

阅读推荐

读家报道

麦田守望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坚持育人为
本，德育为先，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
中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成
果。这些成果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
展，实现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教育目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
前，国际环境风云变幻，国内社会矛盾
明显增多，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
了诸多新情况、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
战，这就客观地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必须回答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
样创新发展这个时代性的课题。实践证
明，要想科学地回答这一课题，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回归到思想政治教育
活动本身，寻找其前进发展的内生动
力。因此，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
展的内生动力，是一个十分具有理论和
现实意义的研究范畴。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冯刚所著的《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一书，立
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从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入手，在各项具体工
作的创新发展中探索其中的内生动力，进
而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质量
提升和创新发展，为广大读者呈现了新颖
独到的学术成果。总体来讲，本书的主
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扎根中国大地，追寻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发展内生动力的时代之基

从写作的方法论来看，书中对于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内生动力的探
讨，是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放置于中
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这一宏大的历史背

景中予以考察的，力求追寻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发展内生动力的改革开放这一
时代基础。明确提出，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今天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的
坚实基础，没有改革开放 40 年的积淀，
也就不可能有今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积极成效。应当说，扎根中国大地，
追寻改革开放时代之基，不仅是本书探
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内生动力的
历史背景，更是全书深入探究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发展内生动力这一问题的方
法论。

二、诠释思想引领，探索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发展内生动力的理论之源

从写作的思路来看，书中对于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内生动力的探讨，
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思想
引领贯穿始终，尤其注重结合对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论述、新
要求的学习和贯彻，着重分析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发展内生动力的科学理论源
泉，使全书的写作形成了与时俱进的风
格。鲜明指出，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
述、关于高校党建的重要论述、关于青
年成长成才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网络
建设管理的重要论述，是开展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强大动力
和丰富资源，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
题，为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
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可以说，诠释思想引领，不仅是全书探
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内生动力的
重要理论内容，更是贯穿全书写作的清

晰思路和明确主线。
三、聚焦前沿问题，分析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发展内生动力的实践之要
从写作的框架来看，书中对于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内生动力的探讨，
深度聚焦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校园文化建设、实践育人、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党建
与组织育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等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诸多前沿性问题，
力求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内生
动力从理论到实践有一个全方位的分析
和探讨，在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结构布
局合理、层次清晰的研究框架的同时，
有利于读者对关系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发展内生动力的前沿性问题，有一个
全面的认知、理解和把握。

四、坚持以文育人，把握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发展内生动力的文化之根

从写作的内容来看，书中对于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内生动力的探讨，
把为什么要坚持以文育人，怎样以文化
人，筑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内生
动力的文化根本作为重点内容，进行了
分析和阐述。比如：在第四章坚定青年
学生的文化自信中，分析了为什么要坚
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从何而来，如何
坚定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在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总而言之，《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发
展的内生动力》 一书在立意、内容、方
法等方面均具有一定高度，整体研究具
体而全面、专业而系统，值得一读。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寻找大学生思政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
艾四林

本报讯 （肖聪） 近日，由中国
文化和旅游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共
同主办的 2018“汉学与当代中国”
座谈会在京开幕。来自24个国家
的 28 位汉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
家和智库学者，以及 11 位中方学
者，围绕“改革开放40年——中国
与世界”这一主题进行深入交流与
对话，与会中外学者的演讲稿将汇
编成文集出版。

此次座谈会分设了“中国发展
新理念与国际合作新前景”“‘一带

一路’与共同发展”“中国文化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三个议题，鲜明体
现着中国与世界的共性和特殊性。

白俄罗斯文化部前任部长斯
维特洛夫·鲍里斯表示，如果说
从前人类的交流是战争先行，之
后才是商贸往来，文化价值在此
之后才被转化，那么今天的文化
则成为先行者，促进了经济和贸
易，这种软实力促进并加强了人
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增进了彼此
的了解。

2018“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举行

最新书事

阅读现场

本报讯 （武青） 朱大可在当
代文坛上历来是一个备受关注的
焦点，关于电影、文学、文化、
心理乃至音乐、美剧和 AI （人工
智能），所有这些问题的探讨现
场，你都可以听到他与众不同的
声音。近日，他又推出了有关经
典神话传说的小说 《古事记》 系
列，包括 《字造》《神镜》《麒
麟》 三部作品，分别对应的是关
于仓颉造字、李阿护镜、郑和下西
洋的经典故事。朱大可用一支魔
幻的笔，给这三段传说披覆上了一
层神幻诡丽的色彩，并引入了大量

的历史和考古知识，增补了这一类
传说故事的依据性与合理性，使阅
读的流畅建立在知识的平稳建构
之上，这是朱大可神幻小说完全不
同于流行的穿越故事之根本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事记》中，
朱大可依然贯穿了他标签式的话语
风格，无论是仓颉造字的困惑疑虑，
还是李阿镜阵的扑朔迷离，抑或麒
麟眼中的荒诞离奇，都在他的话语
中得到了流畅舒展的表达，读者甚
至常常可以在紧张的故事情节中停
下脚步，只为欣赏他这风格独特的
语言。

朱大可《古事记》演绎经典神话

本报讯 （伊湄） 如何有效地
深度阅读，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学生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近日举
行的“2017—2018 年度中国数字
出版年度推介活动授牌仪式”上，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研
制的“基于数字出版大数据的协同
备课与分类教学系统”荣获创新技
术奖，开创了学校个性化教与学的
新模式。

该系统通过云服务，打破了时
间和空间，克服了个人知识能力的
不足，在阅读教学中，为教师集体
备课、教研、学生学习讨论时，提供

期刊、工具书、论文等权威数字出版
资源数据库，并共享名师资源、教学
资源、课程资源和科研资源，还可把
研究成果通过电子书自动排版、富
媒体教学内容编创、个性化课程展
示设置等功能，编创成具有深度的
个性化电子书。除了语文教学，该
系统还可应用于数学、英语、生物、
音乐等各学科。

目前该系统已在北京陈经纶
中学等中小学、职业院校推广应
用，为教师专业化、学生个性化学
习提供了交流空间，也提升了相关
数字出版物的传播与应用价值。

协同备课与分类教学系统激发深度阅读

本报讯 （子依） 继麦家的谍战
题材长篇小说《暗算》获得茅盾文学
奖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日又推
出余之言的长篇小说《密码破译
师》。与《暗算》不同的是，《密码破
译师》所讲述的是在历次革命战争
中，我军密码破译师为前线将士作
战胜利而提供密码情报保障的故
事。这部小说与革命战争史一脉相
承，对上世纪30年代初到解放战争
时期诸多战役中密码破译师的战斗
生活，进行了全景式艺术性描写，塑

造了多个崭新而鲜活的幕后英雄形
象，也揭示了他们在全身心投入密
码破译工作的过程中，个人所付出
的心血、名誉、爱情、亲情等代价。

据悉，根据《密码破译师》改编
的同名电视剧正在筹拍中，由余飞

（《永不消逝的电波》《重案六组第
三部》编剧）担任本片编剧，安晓芬

（《人民的名义》出品人、总监制）担
任本片制片人。计划今年拍完，明
年播出，作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的重要作品。

《密码破译师》揭秘战争背后的传奇
《教育管理的理论与研究》
傅树京 著 人民出版社

该书围绕理论与研究两个主题阐
述了教育管理理论，展示教育管理实
践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举例说明了
教育管理理论的功能与源流，明确了
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些范式。从纵向与
横向两个角度梳理了教育管理理论，
还展示了学校组织行为、教师职业生
涯管理和学校领导方式等方面的研
究，既有实证方法的运用，也有理论分
析与解释。

新书速递

一口气读完《你看到的不是我看到
的——亲子阅读中的秘密》（辽宁美术
出版社，李峥嵘、于光著），我的第一个
反应就是赶紧推荐给表弟，他的宝宝刚
3 岁，正是亲子阅读的最佳启蒙年龄。
书里50个亲子阅读故事，被作者写得
妙趣横生，读的时候就像在看一出出幽
默温馨的情景剧：

妈妈让明仔用“因为⋯⋯所以⋯⋯”
造句，宝宝不假思索地说：“因为小猫钓
不到鱼，所以去抓蝴蝶。”

妈妈在网上找了一段生命诞生的
纪录片，从受精卵一直拍到婴儿降
生。明仔看后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
回事，很多小蝌蚪去追一个蛋，最后
——我赢了！”

妈妈给明仔讲孟母三迁，明仔听
后很艳羡地说：“这孩子可真学了不少
东西！会在坟地玩耍，会卖东西，真是
不错呀。”

对最经典的《白雪公主》，明仔最
大的感受是：“这个女孩子太不听话
了，怎么什么人的东西都吃呢？坏了
吧，把自己吃死了吧。”

妈妈对明仔说：“我当妈妈很没有
经验，经常因为自己的原因对你发脾
气，对不起。”明仔大度地说：“没关系，
我当宝宝很有经验，你有什么不明白
的就问我吧。”

我一边看一边乐，看着看着便咂
摸出滋味来了。这不就是一本讲述如
何捕获一只智能宝宝的书嘛！你看，
作者用一种神奇的方式捕获了一只叫
明仔的智能宝宝，并将她与智能宝宝
的亲子生活编成了 50 个小故事放进
这本书里。这些故事涵盖了一个家庭
在亲子生活中都会遇到的诸多问题，
比如如何看待流行，如何进行性教育，
如何自我保护，如何与孩子沟通，如何
进行情绪疏导，如何对待恐惧等，甚至
包括了宝宝偏食不爱吃蔬菜这样的问
题。而且，除了《不上幼儿园有多可
怕》和《比读书更重要的事儿》两个小
故事，作者在其他48个小故事后面都
给出了相应的阅读图书和推荐书目的
介绍，还贴心地标明科学阅读年龄、阅
读游戏，以及宝宝语录和妈妈感悟。

我将书里推荐的书单抄录下来，
数了数，大约有 145 本。有着 18 年书
评经验的李峥嵘，阅书无数；如果一本
书能入她的慧眼，那一定有它的价值,
正如她自己说的，“这份推荐书单非常
精要”，“涉及了图画书、儿童文学、人
文艺术、科普，甚至还有心理学著作”，

“推荐的书都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阅
读检验”。书单里有些连我自己都没
有读过或者没有认真读过，看了她的
介绍和推荐，赶紧上网下单补课。

最后，我一定要说一下这本书带
给我的阅读体验——那真是太舒服
了！其实刚翻了没两页就发现了,不
仅纸质光滑，插图是童趣盎然的动漫
风，更让我心生欢喜的是这书随便往桌
上或腿上一放就能读了，根本就不需要
双手伺候，做笔记时也不需要找东西压
住。观察后发现，哈哈，原来这本书是
裸脊锁线装帧。这种装订方式最大的
优点是图书可以平摊开来，放在桌面或
腿上，不用压东西，也不用担心内页会
掉下来，极其适合亲子共读。

（作者系童书作家）

亲子阅读中
有秘密

叶军

几米几米 绘画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