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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现场

麦田守望

读家报道读家报道

莎朗·E. 麦凯伊是加拿大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绘本作家，她的作品《电
车上的陌生人》获得加拿大童书中心
童书奖，被列入加拿大全国中小学推
荐书目，并入围加拿大图书馆协会年
度推荐读物。日前，她与中国儿童文
学作家童喜喜在书香中国·北京阅读
季主办的国际儿童阅读发展论坛上，
与北京市丰台第二中学初一年级的学
生们分享了这个故事。

《电车上的陌生人》的故事发生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母亲将6岁
的女儿独自留在电车上以保全性命，电
车司机与售票员冒着生命危险将小女
孩带回家中。莎朗女士告诉学生，家庭
的组建由爱而生，并由家庭的关爱中得
到力量、温暖和爱。童喜喜历时5年完
成的《影之翼》也是一本以战争为背景
的作品，该书讲述小男孩王杰练唱时遇
到“大头”影子的故事，大头和一群影子
都是南京大屠杀受害的儿童。童喜喜
告诉学生，故事中的影子是一段历史，
我们要了解历史，不忘历史；通过自己
的过往感知社会，辨明是非对错。

两位作家都擅长用细腻的故事，引
导小读者更深入地思考战争环境下人
与人的关系，歌颂人性的光芒、爱的追
求与真善美，契合了“童书童话，东西方
在此相会”的论坛主题。国际儿童阅读
发展论坛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打造
的品牌活动，旨在为青少年提供优质的
阅读平台和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中外作家与初中生
分享童书童话

刘超

记得从小学到大学阶段，我常常
找来读的书，有先秦的古典文学作品，
像诸子百家、历史传记；有西方大师级
作家的作品，像莎士比亚、歌德、福克
纳；也读一些中国近现代作家的作品，
像莫言、苏童。现在，我时常写一些序
言或评论，对象也多是一些经典作
品。所以，当初拿到这本书稿，看到书
名“云在青天水在瓶”时，就有了一种
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得知作者时潇含
还是一名高中生后，我更对这本作品
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遂找了个专门
的时间，静下心来，仔细地读了一读。

读罢全书，我首先惊叹于小潇含
的阅读范围之广：从仓央嘉措到扎西
拉姆·多多，从鲁迅到三毛，从佛教经
典《六祖坛经》到孔尚任的《桃花扇》，
从余华的《活着》到几米《布瓜的世
界》，从“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到“千
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从“林花谢了春

红，太匆匆”到“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
贪欢”⋯⋯惊叹之余，我又为小作者的
心思之细密、观察之入微、笔触之细腻
而感动，在如今课业繁重的升学压力
之下，小潇含还能谨守本心，坚持阅读
和写作，实属不易。

诚如“云在青天，水在瓶”，云本应
遨游于青天之中，水在瓶中也自有它的
状态。自然万物是如此，人，亦如此。

《礼记·大学篇》里说：“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
所先后，则近道矣。”我们只有知道了自
己的追求，才能坚定志向，坚定了志向
才能镇静自若，镇静自若才能心安理
得，心安理得才能思虑周详，思虑周详
才能有所收获。可知，万事万物的发生
和发展都有其缘由，正所谓“其来有
自”，凡事应进退有度，不可强求。

顺其自然，心自湛然。这正是小

潇含想通过《云在青天水在瓶》这本书
表达的思想，正如她在接受采访时说，
关于写作，所谓技巧和手法这些东西
并不重要，如果没有思想，再华丽的语
言也是白费。文章的立意最重要，写
文章要忠实地面对自己的情绪。她亦
是如此做的。我很欣赏小潇含的文
字，她的文字中蕴含着生命的体验、悲
悯的情怀、经典的气质、阳光的表达，
使我有了一种遇到“少年知音”的感
觉。

这个秉承“我在故我思”的高中女
孩时潇含，站在青春的起跑线上，从生
命个体出发去触碰世界。于她眼中，
一景、一物、一事都饱含着自然的律
动，不论是叙述、行走的亲力亲为，抑
或是读书、叙述的穿梭感悟，始终闪现
着真、善、美的人性底色。这样自在清
明的文字，这样独特的生命体验，无不
提醒着我们——生命，应活出本心。

小潇含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
范，她开了一个好头，也终将不会停下
她努力求索的脚步。

“当我睁眼时，我看见了一个世
界；当我闭眼时，我看见了自己。而我
所找寻的，正是自己。”

路虽漫漫，终点的风景，却甚可期
待。

（作者系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

顺其自然 心自湛然
邱华栋

假期里的一天，阳光灿烂，我和 8
岁的儿子浦澄暄一起，坐在书桌前，开
启了愉快的阅读“海龟老师”系列（程
玮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之旅。

我们一口气读下来，一天一本，一
边读，一边笑得合不拢嘴。暄儿觉得
书里写的就是他身边的人和身边的
事，活脱脱就是眼下的生活。“一个晚
上，爸爸和妈妈什么也没干。他们坐
在沙发上，捧着手机，把这个视频转发
给各种朋友，请求他们点赞，再转发。
大人迷上手机，比孩子还可怕。因为
孩子有大人管，大人根本就没人管。”

“哈哈哈⋯⋯”暄儿读到这里，眼睛斜
瞄着我，趴在桌子上笑了好久，我也忍
俊不禁，写得太真实了！难怪暄儿觉
得亲切，超有共鸣了。平时，我们读的
儿童读物大多是外国作家的作品，总
觉得与孩子的真实生活有点儿脱节，
而且，翻译的语言也难以媲美纯正的
汉语。

“海龟老师”系列目前出版了 6
本，分别是《校园里的海滩》《十字路口

的汽车》《天上的声音》《带弓箭的小孩
子》《窗外有秘密》和《明星猫》。每本
书围绕一个主题讲一个故事，情节并
不复杂，以一年级小男生多莱的视角
展开，娓娓道来，结局总是出人意料，
却又在情理之中，让人捧腹之余，不由
不叹服作家程玮的高明！

作家在人物的塑造上也十分成
功，每个人物都生动鲜活，令人难忘。
其中，海龟老师可谓是作品的灵魂人
物。他善良、有理想、热爱学生，总是
能站在孩子们的角度思考问题，尊重
孩子们的想法，还喜欢讲课文以外的
内容，在轻松民主的气氛中教给孩子
们人生的道理。印象尤深的是，海龟
老师让大家举手表决他的新车应该买
什么颜色。结果，全班一半同学同意
红色，一半同学同意黄色。海龟老师
有点为难，但他真的按表决结果，把车
子漆成一条红一条黄，远远看去就像
斑马一样。这样的老师哪个孩子不喜
欢呢？暄儿读后无比羡慕地说：“我也
好想有一个像海龟老师这样的老师！

做他的学生好幸福啊！”
海龟老师的幸福学生有：爱哭的

主人公多莱、聪明机灵的娜苗、能力极
强的班长能能、害怕上学的贝奇⋯⋯
而最萌、最出彩的人物当推班上年纪
最小的毛毛，他总是出其不意地提出
各种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不断闹出
笑话，当你以为他只不过是个懵懵懂
懂的小屁孩儿时，他却能在关键时刻，
一语道破天机，惊艳到你！这群活泼
可爱的孩子在作家程玮笔下，时而为
能到海边露营而努力学习；时而操心
海龟老师的交规考试，热心地出题帮
老师复习；时而为参加市里的歌唱比
赛苦恼；时而自以为是地安排海龟老
师在情人节与美女老师一起看电影；
时而对自称是太空人的新同学充满好
奇；时而为拯救小区的流浪猫各出奇
招⋯⋯

读着读着，你不禁疑惑，作者莫不
是真的化身为多莱，观察着、捕捉着、
抒写着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了？如若
不然，她怎么知道孩子们开秘密会议

的地方在操场角落里，那里有一排矮
矮的树丛，春天的时候上面会开出一
片白色的小花，很香？她怎么知道孩
子们最喜欢被老师派去办公室拿东
西，因为“谁都想在上课的时候到静悄
悄的走廊里大摇大摆地走一走，从窗
外向坐在教室里的别班的同学做个鬼
脸”？这些充满童真和童趣的童言，这
些生动丰富的细节，看似漫不经心、随
手拈来，毫不费力，实则是怀有一颗可
贵的童心的作家多年积累、厚积而薄
发的结果。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的，优秀的作家也总是与
时俱进、笔墨随时代的。“海龟老师”系
列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属于这个时代
的孩子。相信，当这个时代的孩子渐
渐长大、慢慢老去的时候，再次捧读这
套书，一定会让他们重回那些最幸福、
最快乐的时光。是的，这是值得你一
读再读的好作品，在生命中的不同阶
段，它会带给你不同的感动。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

“我也想有一个海龟老师”
黄倩

“洗完脸，刷完牙，娃娃上床读书啦，
爸爸妈妈快来呀，给我讲讲吧⋯⋯”近日，
在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一群活
泼可爱的孩子用清澈稚嫩的声音演唱着

“妈妈导读师”主题歌《再讲一个吧》，台下
的观众有节奏地挥动着手里的手机灯光
与之互动，有如星光灿烂，美好又温馨。

这是由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中
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妈妈导读
师”2018中国亲子阅读大赛黑龙江赛区
决赛现场，16组家庭通过亲子阅读和原创
亲子情景剧两个环节展开角逐，最终刘宇
森家庭夺得幼儿组一等奖，宋奇轩家庭夺
得了少儿组一等奖。

此次比赛于 8 月 1 日启动，历时近 3
个月，黑龙江省12个地市80多家新华书
店组织了比赛，覆盖了哈尔滨、齐齐哈尔、
牡丹江等12个地市的百余所学校和数万
家庭。与去年相比，今年的人气更旺，也
更具专业性。参赛家庭不再仅仅是给孩
子读一本书或表演一个节目，而是更关注
孩子的需求，根据他们的心理特点，选择
适合的书、用正确的阅读方法与孩子交
流、引领他们自己去发现和思考⋯⋯

在现场，4 岁的刘宇森特别投入，和
爸爸一起读《猜猜我有多爱你》，还表演
了情景剧《雪花小海盗》。刘宇森爸爸
说，他在一所大学担任辅导员，孩子一岁
多就开始听爸爸妈妈讲故事，特别喜欢
神话故事和中国历史。

“妈妈导读师”形象代言人、北京电
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小雨姐姐孙怡非常赞
赏宋奇轩妈妈的做法，因为“读妈妈选的
书还是小朋友选的书”这个难题是亲子
阅读中常常出现的，而宋奇轩妈妈通过

“石头剪刀布”的游戏方式解决了，给人
以启发。

来自鹤岗市萝北县的王清扬和妈妈
表演的情景剧是《冬天里的快乐》，和他们
一起演出还有另外5个孩子，都是平时和
王清扬一起读书的小伙伴。王清扬妈妈
说，除了亲子阅读之外，孩子也需要和同
龄小朋友分享读书的快乐。儿子从小特
别喜欢看书，却苦于没有同龄人交流，所
以3年前她成立了“萝北爱阅团”，把爱读
书家长和孩子聚集起来，一起读书、学
习、旅行等，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并带动
了更多家庭，目前爱阅团已有300多人。

“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孩子通过
阅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良好
的价值观，对他们的成长和未来至关重
要。”黑龙江出版集团董事长李久军表
示，养成阅读习惯、培养阅读兴趣一定要
从小抓起，从家庭做起。希望更多家庭
行动起来，用阅读点亮生活，让书香浸满
龙江。

一颗颗爱读书的
种子在发芽……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我们在做阅读推广或者幼儿园阅
读课程的时候，不能再不清不楚地做阅
读了。要适合孩子不同年龄阶段、不同
发展水平，不是所有孩子都用相同的方
式和方法。”在近日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广
电局、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妇联主办的

“2018北京全民阅读工程——书香童年
项目说明会暨培训会”上，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儿童早期阅读与学习研究中心
主任李甦坦言，很多幼儿园教师面临的
困惑，就是拿到图画书的时候不知道从
哪里入手，包括怎么选择和分析图画书，
怎么教，怎么跟孩子互动，怎么开展集体
教学活动⋯⋯教师们很渴望去教，但对
孩子的特点了解很少，不知道孩子读起
来效果怎么样。

李甦认为，幼儿园教师在教育实践
中使用图画书有两种取向，一种是专门
做的阅读课程，另一种是把图画书作为
课程资源。这两种方式没有对错，但是
大家要明确目标，因为不同的取向，重点
不同，教育策略也不同；图画书的类型不
同，其功能也不同。

此次活动是书香童年系列主题阅读
活动的首场大型活动，也正式拉开了
2018—2019 年度北京阅读季·书香童
年系列活动的帷幕。北京幼儿园阅读联
盟秘书长、《父母必读》杂志主编恽梅介
绍，“书香童年”项目旨在深度链接与儿
童早期阅读相关的出版社、幼儿园、阅读
推广机构及个人，在有效整合阅读资源
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大家积极参与，共
同促进北京市儿童早期阅读水平的提
高，合力构建儿童早期阅读氛围。截至
目前，已开展了近百场与阅读相关的主
题活动，之后将陆续在全市16个区开展
书香童年主题阅读活动，构建权威荐书
体系、评选“幼儿读书经典”及“童书排行
榜 50 本优秀图书”；创建完善的培训体
系和种子阅读人工程，开展“原创之美”
儿童阅读月等多方面的活动。

幼儿园教师
怎么使用图画书？

李明

说起科幻，大家可能就会联想到青
少年，因为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跟科幻
初次接触，大部分都是在青少年阶段，
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有很多的奇思妙
想，想象力丰富且充沛，这都是对这个
年龄的孩子而言最重要的一些素质。

近日，由活字文化、未来事务管理
局、中信出版社、西西弗书店联合主办
的“科幻的未来”——《给孩子的科幻》
新书首发式在京举行，该书是著名诗人
北岛主编的“给孩子系列”丛书第 11
本，由刘慈欣和韩松选编。在现场，刘
慈欣与韩松、戴锦华一起畅谈编选初
衷、中国科幻的发展现状、科幻文学的
发展前景等。本文摘编其中部分对话，
以飨读者。

韩松：科幻小说的特点是，我们想
的东西是宇宙最边缘的事情，像《三
体》。在《给孩子的科幻》编选过程中，
我们一直在寻找经典，并把那么多年来
真正打动心灵的科幻小说放了进去。
同时我还在思考一件事，就是什么是北
岛能认可的科幻小说？他编的第一本
书是《给孩子的诗》，他认为在当代，很
多书籍、包括教材课本里给孩子读的诗
是不完整的、有残缺的，不能体现诗歌
的精神价值。所以，他主编了诗歌、散
文、书法等，给儿童文学打上了新的烙

印。整个选编过程中，我受到了北岛的
精神感召，即追求极限、纯真与完美，甚
至包括简单的行为方式，这些都是科幻
小说所具有的诗意美。

刘慈欣：诗本身从人类历史诞生
之初，从远古到现在，它都是一种美学
的表达。但是我们所熟悉的美学都是
文学的美，包括大自然的美、人的精神
的美等。其实宇宙、大自然中还有其
他的美学，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科学的
美和自然规律的美，它的这种美和传
统的美有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它的美
表现在简洁、对称、规律等。

科幻小说就涉及这方面的美学，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它处理的
是人与大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它展
现出更为广阔的美学，这种美学也是
充满诗意的，只是这种诗意在我们传
统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涉及和体现吧。

戴锦华：为什么会编选专门给孩
子的科幻？大概是因为未来对于今天
来说，突然变得非常真切和急迫。科
幻是人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思考、
寻找和选择我们未来可能的一种文
类，我非常喜欢一种说法，就是实际上
早期的科幻之于美国文化，之于美国
社会，之于美国政府是应用文，而不是
我们所想的、完全是想象力飞扬的文
学体裁。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
在思考我们的现实、思考我们的可能
性、思考未来的东西。

我最近经常读到刘慈欣谈科学或
者谈今天世界的选择的文章，谈到关
于外太空开发的主题的消失，和整个

外太空开发在世界范围内的放缓停
滞。刚刚读到你最新的消息是《流浪
地球》的电影改编，请你先谈谈在这方
面的思考，对自己的创作和在这本书
选编的时候是不是有影响？

刘慈欣：现在，“未来”的概念确实
已经迫在眉睫，当代中国社会最强烈
的感觉就是未来感，而未来也从来没
有像现在这样充满吸引力。这样的时
代症候给科幻小说提供了肥沃的土
壤，所以科幻小说比以前更受关注。
你提到的美国科幻是应用文，这种现
象在中国也出现了，自鲁迅先生提出

“科幻是精于科学，委以人文”这个概
念以后，科幻小说在相当长时间被作
为一种应用文，作为普及科学的功能
性文体存在，这个现象大概在上世纪
50 年代最为突出，从 80 年代开始，才
回到单纯的文学体裁。现在承担科普
功能的科幻作品基本消失了，我选的
这几篇肯定都不是那个类型的。

提到外太空开发，与上个世纪 60
年代相比，它确实渐渐地边缘化了，也
没有往前推进。因为整体来看，外太空
开发的文化和我们现有的文化相矛盾，
因为它是一种在短期之内，只有投入没
有回报的一项事业，并且投入是相当巨
大的。在重商主义的文化之下，在市场
经济的文化下，它和主流价值体系是相
矛盾的。所以人类想大规模地开发太
空，首先得大规模地改变我们的文化，
很可能在人类社会发生第二次文艺复
兴、启蒙运动时才有可能大规模地开发
外太空，但是现在很难。

我们现在像启动 IT 市场一样，用
经济手段启动太空市场，也是可以的，
但是目前还看不到这样的迹象。所以
我觉得，这就给科幻小说提供了表现
的空间，因为科幻小说的空间是不断
地被现实所蚕食的，任何科幻小说描
写的东西只要变为现实就平淡无奇
了。太空开发被停止了，科幻小说还
保留着想象的空间。

戴锦华：在我的阅读经验里，我们
到“太空歌剧”作为一种趋向的话，您
的小说一方面相对来说是向深处或者
是向内部开掘。但另一方面，我感觉
这样的一种“太空歌剧”，它带来的是
一种强烈的现代主义乐观，人有无限
的能力和可能。而我在韩松的作品中
读到对这样哲学思路的某种质疑，对
那样强大的人定胜天似的过度掌握有
很深的怀疑和警惕。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面前坐
着的这两位代表中国科幻最高成就的
作家，他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美学风
格，也代表了科幻不同的趋向和价
值。一种是在真正的想象力意义上的
应用文，而另一种则是社会预警者、思
考者的科幻小说。另外，作为“粉丝”
我要说一句，韩松老师最近打动我的
是《再生砖》当中的场景和段落。我想
请韩松自己谈谈。

韩松：我的小说，包括收录到《给
孩子的科幻》里面的小说，都带有一种
对太空、对遥远宇宙的关注，也有对人
内心的关注，这都是科幻小说很典型
的主题。您刚刚说到“未来感”，“未
来”在当代，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变得不是很确定。我接触到的很多人
都有对未来的焦虑，甚至是世界末日
的一种焦虑。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我第一次见到北岛开始商量做这本书
的时候，北岛一开始谈的不是这本书，
不是诗歌，他谈到的是他的焦虑。他
说如果这个世界这么下去，如果核武
器的威胁仍然在，那么我们会怎么
样？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中国会怎么
样？中国会不会又倒退回几十年前的
样子？我们还写什么诗啊？

现在我觉得又到了这个转折的节
骨眼上，更大的不确定随着技术、互联

网、生物学、人工智能，甚至是更多不
熟悉的文化现象，譬如虚拟现实、动
漫、二次元等新概念而出现，面对这样
的东西，我们怎么去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的精神去什么地方？上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现在不能完全回答这些
问题，很多年轻人在科幻里去寻找答
案或者共鸣。我觉得这是现在科幻小
说变得比较热门的原因之一，也是我
希望在小说里去解答的问题。

戴锦华：刘慈欣、韩松把今天我们
要给孩子读科幻的意义引到了一个深
处。我一直说科幻自身在 20 世纪构
成了很大的光谱，最直接的一端就是
叙事形式的创新。它允许我们讲故
事，允许我们建构人物情景、展示我们
的想象力。但是另外一端，科幻就是
哲学，关于未来的哲学，让我们释放出
肉体和物质世界所形成的种种束缚，
让我们真正地去触摸和思考未来的真
实状态。

现在世界上只剩下两个东西：一
个是外太空，一个是潜意识。而今我
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清晰地开发人类
潜意识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
的社会文化是完全毒品化的，直接作
用于神经元，给你提供快感，给你提供
满足，这是所谓二次元、宅文化，在这
样的文化环境之中的个人主义有了完
全不一样的意义。

大概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所共享的
个人主义，多少带有英雄主义的味
道，它是在社会意义上的个人；而今
天的“个人主义”是在一个没有参数
的意义上、绝对的个人。所以我有一
个观点，我认为其实科幻写作中始终
有一个主题，就是人类究竟作为社
群、还是作为种群延续下去，我们在
什么意义上可以延续人类的社群。今
天我们还是一个彼此相关的、有社会
意义上的存在吗？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科幻
的，同时是现实的和日常生活的。所
以再次回到我们这本书，为什么要给
孩子读科幻，为什么大家都在读科幻，
我们在科幻当中读什么？我觉得没有
比科幻更恰当的镜子，把我们的现实
表现出来，因为现实主义如此苍白。

英国知名作家埃米莉
读者见面会举行

本报讯 （伊湄） 埃米莉·格雷维
特是英国的知名绘本作家，她的作品
以古灵精怪的构思和富于内涵的设计
享誉绘本界，处女作《大灰狼》发表即获
英国凯特·格林纳威大奖。近日，她应二
十一世纪出版社之邀来到中国，与读者
交流创作技法、理念以及书背后的故事。

埃米莉表示，英国的传统故事、古
典传说以及个人成长经历，为她的创作
提供了灵感与动力。在谈及创作过程
时，埃米莉经常提到女儿的影响，她
的作品中也有很多亲子互动的故事，
她关于创作的理解、与孩子相处的方
法以及对世界的认识给人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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