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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野荣子的“魔法
魔法”
”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事中得到的安慰有关。孩子看起来天
真活泼，但内心总有些烦恼，我 5 岁
时母亲病故了，曾是个爱哭鼻子的孩
子，难过的时候自己会编故事来安慰
自己，父亲讲的故事也缓解了我心中
的悲痛，我感受到了故事给予人的力
量。
角野荣子告诉记者，
这些小读者如
果不喜欢阅读短小绘本故事的话，
等他
长大了以后，
很难去阅读长篇的文章。
因此她在创作短小绘本故事的时候，
会
下很多功夫。
“如果我的作品能让不同
的读者体会到
‘心怦怦跳’
的感受，
那我
就很开心了。
”

“时间不多了，我得抓紧写”

银白色的俏丽短发、草莓色的连
衣裙配上同色系的长筒袜、布艺珠串
项链、硕大的草莓色戒指，眼睛从红
色镜架后面透出少女一般活泼又狡黠
的目光……当 83 岁的角野荣子现身上
海国际童书展时，几乎所有人都被这
位艺术气十足的老奶奶迷住，让你相
信她真的有魔法，好像随时可以拿出
扫帚飞走。
角野荣子是日本著名儿童文学作
家、2018 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毕
业于早稻田大学英语文学专业，曾在
出 版 社 工 作 ，之 后 随 家 人 在 巴 西 生
活。她 35 岁才写了第一部作品，至今
已出版 200 多本书，代表作《魔女宅急
便》曾被日本著名导演宫崎骏改编为
同名动画片，并获得日本野间儿童文
学奖、小学馆文学奖，成为几代人的童
年记忆。
在童书展现场，
她分享了自己和书
背后的故事，
还与中国国际安徒生奖获
得者曹文轩以及儿童文学作家、
研究者
对话交流，
让读者体味着不同的文化和
际遇，
重新思考人生。

找到喜欢的事就找到了魔法
《魔女宅急便》的故事从小魔女琪
琪 13 岁那年的一个满月之夜开始，她
离开了父母，和好伙伴黑猫吉吉一起
来到陌生城市独立生活，并用自己唯
一 擅 长 的 飞 行 魔 法 ，开 了 一 家 宅 急
送。在帮人快递东西的过程中，琪琪
不断成长，开启了一个又一个温馨感
人的故事。角野荣子说，魔女琪琪的
诞生非常偶然，源于自己女儿的一幅
涂鸦。在涂鸦中，一个魔女骑着扫帚
在天上飞，扫帚一端还挂着收音机，收
音机四周满是跳动的音符，于是故事

就这样开始了。
国际安徒生奖评审委员会如此评
价：
“ 角野荣子的作品温暖感人，有着
难以言说的魅力。她笔下的小魔女琪
琪极富主见和开拓精神，
积极进取，
能
坚定应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带给读者
强大的力量，正是如今能为孩子带来
激励和鼓舞的榜样。
”
确实，
《魔女宅急
便》不仅是充满想象力的童话，
更是一
部成长小说。宫崎骏认为，
《魔女宅急
便》
“用温暖的语词，描写了站在独立
与依赖夹缝中的少女们的愿望和心
情，是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
“一说到魔法，
大家肯定想到魔法
世界里会有各种各样的魔法，我决定
只限定一种魔法。这是因为我在创作
的时候会想到，假如这唯一的魔法突
然 不 能 使 用 的 话 ，那 琪 琪 会 怎 么 办
呢？她肯定要想方设法地去渡过这个
难关，这样的话故事会更有趣。虽然
她只有一种骑着扫帚在空中飞翔的魔
法，但她也凭着这个魔法一直生活了
下来。”角野荣子说，我认为人的想象
力给予了这个人魔法，因此大家从小
到大最主要的是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事
情，找到一件能停留在自己心中的事
情，并进行各种各样的想象。
“ 其实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魔法。即使不能飞
翔，不会隐身术，
只要坚持自己所喜欢
的东西，那就是魔法。
”

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和平时代来临
失了》
《尼斯水怪的上门新郎》等作品
以后，
我一直作为一个读者生活着。后
的引进出版，我们更看重的是书里传
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
我从读者的身
达出来的力量，
而不是简单的故事。
”
份转为创作者的身份，在 1985 年的时
候，
我创作了《魔女宅急便》。
”
好奇心是永葆美丽的秘诀
在她最难过的时候，是父亲一个
又一个的故事让她走出了阴影，那些
当记者问道：
“您为什么一直这么
讲故事的场景也成为她在成人之后最
美丽？听说您晚上两点钟才睡，
睡前还
难忘的回忆。这样的童年经历也影响
要读历史小说或者悬疑小说，
是什么让
了角野荣子作品的风格：温暖中透露
您保持这样旺盛的精力？
”
角野荣子说，
着忧伤的底色，
让人感动，
也给人前进
只要不睡的时候，
脑子就在转着。如果
的力量。她说：
“ 在童年灰暗的环境
睡了的话，
好像时间有点浪费了。
“也没
下，能够找到一些空隙体验到快乐是
有什么特别的秘密，
但是一般来说，我
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也想通过
只要看到好吃的东西就会去尝试，
看到
作品传达这种喜悦和快乐。”
一些新鲜的事物就会去挑战，
我觉得保
《爷爷的肉丸子汤》可以说是角野
持一种好奇心是非常重要的。
”
荣子献给父亲的一本书，这是一曲从
说到好吃的东西，
角野荣子的
“小妖
脆弱转向坚强的生命之歌，讲的是一
怪童话系列”
里就写了一个名叫阿奇的
位失去伴侣的老爷爷，如何从煮肉丸
妖怪男孩，他是百灵鸟餐厅的厨师，会
子汤的过程中，
慢慢敞开孤独的心扉，
做好吃的菜，
但做出来的东西跟普通的
找回生命活力的故事。而《外面消失
菜有点不一样，
比如有长长的、整个盘
了》则讲述了一个相对艰涩的话题：
今
子只有一根的意大利面，
有辣得让人翻
天城市空间的拥挤和逼仄，以及人心
白眼的哭泣咖喱，
还有弹弹的、黏糊糊
所受到的禁锢。希望让读者明白，当
的青虫奶汁烤菜……
生活不够明亮的时候，只要你的心够
在由中国和平出版社主办的新书
“明亮”
，
日子总不会失去希望。
发布会上，
角野荣子朗读了《一日厨师
作为角野荣子多部作品的出版
小阿蕾》里经典的一段：
“嗞地煎好后，
人，蒲公英童书馆总编辑颜小鹂告诉
嘭地翻面，
啪地一下抛到盘子里。嗞，
记者：
“ 我第一次认识角野荣子，就是
嘭，啪……嗞，嘭，啪……”她回忆说：
看到《爷爷的肉丸子汤》这本书，她的 “我喜欢写小妖怪，
小时候，
虽然看不见
作品中不乏生活苦难的描写，但始终
这些小妖怪，但却能感受到他们的存
透露出生命的温暖色彩。从此，我开
在，
他们时常围绕在我的周围，
有时安
经历过磨难的成长更有能量
慰我，
有时吓唬我……他们给了我无穷
始关注角野荣子的作品，发现她的故
“我 5 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后来
事里还有许多的童趣，每个故事都短
无尽的想象。时至今日，
那些小妖怪依
然会邀请我继续写他们的故事。
”
跟继母一起生活。10岁的时候，
第二次
短的，精致细腻。我可以界定的是她
世界大战结束了，
但当年因为遭受了空
的作品有东方气韵，故事细节描述生
在日本，
“小妖怪童话系列”
受到
读者的广泛喜爱，甚至成为陪伴三代
袭，所以对我们小孩子来说，
基本上没
动，生活化很强，但又不失幻想，情感
有吃的东西，
更不可能有阅读的书籍。 含蓄中也不乏热烈，
于是便有了《爷爷
人成长的儿时读物。角野荣子表示，
我想为小读者写作，跟我小时候从故
在那段时间里，
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书籍
的肉丸子汤》
《一二一动物园》
《外面消

相比于之前轻扬快乐的作品，角
野荣子在 80 岁高龄之际创作的 《隧
道的森林》 则是一本稍显沉重的现实
主义儿童小说。该书讲述了以她自己
为原型的小女孩伊子的童年经历，还
原了战争年代普通人的生活遭遇：因
为战争的原因，伊子被撤离到千叶的
一个小村庄，和不熟悉的继母光子以
及新生的弟弟小广一起生活。随着战
争的进展，粮食紧缺、得到食物成为
一件难事，然后又有消息传来，被征
召入伍的父亲在一次大规模空袭中被
击中，无法忍受的孤独和饥饿，几乎
要把这个小女孩压碎了。上学的路
上，伊子必须穿过一条周围有着大片
森林的可怕隧道，更有传言说，一名
逃兵在这片森林里自杀身亡。伊子在
努力适应着环境的种种变化，对于世
道人心和人性的认识，也像是穿越一
条“隧道的森林”，逐渐走到有亮光
的出口……
“战争比较难写，
作为一个亲历过
战争的人来说，
如果从大人的身份或旁
观者的身份来写都不好，
所以我就从一
个 10 岁小女孩的视角来写《隧道的森
林》。故事的结局并没有答案，
因为并
不想强加于读者，
而是希望读者在阅读
中自己去感受、
自己寻找答案。
”
角野荣
子坦言，
故事的重要之处是，
一旦你将
故事交给读者，
那就是他们的了。随着
你不断阅读，
会在大脑中渐渐建立属于
你自己的字典，
当中的那些文字将成为
你人生中的能量。
在角野荣子看来，把书的第一页
称作为“扉页”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扉页这个“扉”就是推开一个大
门，
只要翻开这一页，
就相当于推开了
通往一个未知世界的大门。
“读书的人
和不读书的人之间的差异其实就在这
里吧：藏书丰富的人可能就是一个非
常有魅力的人，
从书中，
这个人拥有了
自己的魔法。读者通过阅读产生各种
想法，才开始真正走上自己的人生之
路。这就是故事所拥有的强大力量，
希望大家一定要阅读。
”
“为什么您 83 岁还在写故事？”她
微微一笑：
“因为喜欢，
仅此而已。
”
角野荣子坦言：
“我的年纪大了，
留
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经常在想是不是
还有应该写但没有写的东西。现在最
想写 5 岁母亲去世时的故事，
还有在巴
西生活两年间的事情，
我得抓紧写。
”
喜欢一件事，就会永远做下去。
这是属于角野荣子的魔法。

苏霍姆林斯基与中国教师⑤

致敬那位在教育田野里精耕细作的人
陈文
1982 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
所山区中学任教。刚满 19 岁的我站
在学校门口向里面张望，只见一个不
规则的泥沙场边横竖卧着几栋平房，
平房的墙上大跃进、
“ 文革”时留下的
标语隐约可见。学校后勤主任领我来
到一栋平房前说，这就是我的住房。
我环顾四壁，
靠门边有一张简易床，木
格的窗户前有一张办公桌，桌上还有
一盏煤油灯。在一个失落与惆怅的晚
上，我拿起笔向分配到城里的一个最
要好的同学倾诉，两个星期后，我收到
了同学寄来的一个包裹，我迫不及待
地打开它，没有信，只有一本书——
《给教师的建议》，作者苏霍姆林斯基。
就着昏黄的煤油灯，我有意无心
地看了起来。作者的第一条建议便吸
引了我：
“ 请记住：没有也不可能有抽
象的学生。”
嗯，联系自己近段的工作，
真是那么回事！慢慢地，我喜欢上了
这本书。我觉得苏霍姆林斯基就像一
位邻居大哥，在推心置腹地和我对话
交流。
“一个真正的人应当在灵魂深处
有一份精神宝藏，这就是他通宵达旦
读过一二百本书。”我记住了这句话，
心头哀怨逐渐消散，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每天，和学生黏在一起，他们起床
我起床，他们读书我读书。为了让语
文学习丰富多彩，我创办手抄报，
排演

课本剧，组织烛光诗歌朗诵会。我跟
话，
和老师们交流时经常挂在嘴边，
这
苏霍姆林斯基学做教师，渐渐地对教
就是
“收入再少也要买书，
房子再小也
育教学有了一些真切的感悟，我把感
要藏书，
时间再短也要读书，
交情再薄
悟写成一篇篇文章，寄给省内外的报
也要送书”。并专门刻印了一枚送书
刊，有的还真见报了。我又把这些见
章，这章上刻有两行字：
“ 读书是人生
报的文字读给学生听，学生爱上了语
最 美 的 姿 态 ，送 书 是 人 间 最 真 的 情
文，喜欢上了我这个语文老师。
谊。”我建议教师们把年收入的 2%用
感谢老同学的赠书，
让苏霍姆林斯
来买书，
我自己做到了把年收入的 5%
基在我职业生涯起步的时候，
就来到我
用来买书。我在任教研室、教育局领
身边，走进我心里，
引领我走上了教育
导的 18 年里，
只要有学校领导、
老师走
教学之路。在读完《给教师的建议》后，
进我办公室来交流教育教学工作，都
我又通过买、借等方式读了他的《巴甫
要送书给他们，
从不让他们空手而去。
雷什中学》
《育人三部曲》等著作。我从
跨入 21 世纪，我向当时的教育局
他的著作里吸取着丰富的营养，
滋润着
党委建议，在全市中小学教师中实施
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在农村中学工作 “新世纪读书工程”，并提交了详细的
10年后我调入浏阳市教育局教研室，
担 “读书工程”
实施方案，
局党委于2001年
任中学语文教研员，
平台更大了，
视野
在全市启动了
“教师读书工程”
。引导教
更宽了。我从古今中外的教育典籍中
师读书，
从读什么书开始呢？我想到了
寻找智慧，
向国内著名的语文教育专家
苏霍姆林斯基。这一年，
我向全市教师
请教，与本市教育同行切磋，
和老师们
推荐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育人三部曲》及
一起成长。不停地研究、实践、总结之
其他5本教育专著。由于有伟大教育家
后，
我赢得了一系列荣誉副产品。
的书出场打头阵，
全市教师从他的著作
成长路上一直感恩苏霍姆林斯
中读出了自己。很多教师在年底上交的
基，特别记得他有关教师阅读的提醒，
读书心得中，
深情地写下对《育人三部
每次下校调研，我喜欢到教师家里坐
曲》的认同，
字里行间表达了对苏霍姆林
坐，不为别的，就想看看教师家里有没
斯基的崇敬和感谢。所以，
“教师读书工
有一个书房，或是一个书柜、书架，如
程”
进展顺利，
一直坚持下来，
2013 年，
果看到教师家里积书满房（满柜、满
我因在一个区域内持续推动教师读书，
架），
我确信这个教师不久的将来肯定
被《中国教育报》评为
“推动读书十大人
会成为一个好教师。我总结了四句
物”
。因为读书，
我结交了全国很多教育

理论研究有成果、
教育实践有实绩的同
中国教育也像中国足球那样，那这个
道者。每年，
都以教育局的名义组织一
国家的希望在哪里啊？
！
两场大型报告会，
把一些全国知名的教
我又捧起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著
育人士请到浏阳为全市老师讲学。朱永
作。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理论家，
更是
新、
李希贵、
田慧生、
冯恩洪、
李镇西、
程
一个伟大的教育实践家。中国目前不
红兵、
肖川、
檀传宝、
吴非、
闫学等以及本
缺各种教育理论，
缺的是对教育常识的
省的大学知名教授、
中小学名优教师都
认知和普及，
缺的是像苏霍姆林斯基这
到过浏阳。因为读书，
《中国教育报》
《中
样在教育的田野里深深扎根、辛勤耕
国教师报》
《教师月刊》等都对浏阳教育
耘，
把论文、
专著写进师生心田的人，
缺
有长篇报道。时至今日，
浏阳市中小学
的是像他那样安安静静、认认真真、扎
教师读书工程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
每
扎实实办学的实践者。今年正好是他
个教师的书柜里都有 50 多本教育教学
诞辰 100 周年，我想写点文字以示纪
专著。很多教师都享受到了好好学习、
念，
我联系当前中国教育的情况，选择
久久为功带来的红利。
他的一些箴言加以阐释，
冠以
“重读经
时光荏苒，苏霍姆林斯基离开我
典、
回到常识”
之名，
发到个人的公众号
们已经 47 年了。但他从未走远，因为 “布衣村言”
上。也许我的一些体会戳
他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在当今中国的
中了当下中国教育的某些痛点，
引起了
中小学校园里，
在很多教师的文章里，
同仁的共鸣与关注，
包括教育局长、大
苏霍姆林斯基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仍
学教授、中小学校长、教师等微信好友
然很高，而且我们今天读他的有关教
纷纷转发。
《人民教育》等多个公众号转
育的论述丝毫没有违和感。他的“培
发了其中的文章，
有的文章读者点击量
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的思想，过去、
超过 10 万，这让我有了沉沉的责任感
现在乃至将来都是我们教育的追求目
和满满的获得感。时间无法掩盖苏霍
标。面对当下中国教育屡禁不绝的乱
姆林斯基教育论述的光芒。我想，
千千
象、层出不穷的
“奇葩”
，
作为一个教育
万万教育工作者若能重读他的经典论
人深以为忧。前段时间，听到这么一
述，
谨记他的谆谆教诲，
不辱使命、
砥砺
个论断：中国教育不见得比中国足球
前行，
中国教育一定大有希望！
有希望。作为一个教育人，我当时哑
永远的苏霍姆林斯基——感激依
然了，内心在流血。中国教育可比中
然无尽，崇敬山高水长！
国足球重要一千倍、一万倍啊！如果
（作者单位：湖南省浏阳市教育局）

绿城书香满校园
——“书香中国万里行”走进郑州
伊湄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平凡的世
界》，很喜欢故事中的田晓霞，她虽然出生
在富裕家庭，
但却是那么纯真善良，
当看到
她在洪水中为了救人不幸去世的时候，我
很长一段时间都很揪心。
”
郑州市第五十二
中学九年级（1）班张婷婷说，其实每个人
的命运都受制于这个时代，但是我们能够
掌握的是手中的幸福，所以不必说世界多
么不公平，
我们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因为这
是一个努力就有收获的时代。
张婷婷告诉记者，
上小学时，
自己并不
喜欢老师布置的那些书目，觉得那是为了
应付考试。当她进入中学后，班主任邱老
师就开始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
通过看《朗
读者》
《中国诗词大会》
《见字如面》等，
她慢
慢地发现，那些经典流传到现在一定有它
的价值所在。
“读书不是为了知道故事梗概
或应付考试，
而是要读到自己心里去。
”
校长张好武介绍，学校的学生 70%是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家庭藏书不多，
无法满
足孩子的阅读需求。所以他从营造学校的
阅读环境入手，
让阅读随手可得，
并积极推
动亲子阅读，转变家长的观念。
“初中的孩
子阅读能力增强了，
阅读内容更丰富了，
家
长除了和孩子共读一本书，还要在交流中
及时掌握孩子的阅读情况，帮助和引导他
们汲取书中的精华，
摒弃糟粕。
”
在郑州，
人们称这座城市为
“绿城”
，
因
为绿化覆盖率达到 35%，居全国省会城市
第一名。更让他们自豪的是，郑州人的阅
读在全国名列前茅。在亚马逊中国发布的
2016、2017 年中图书排行榜之“最爱阅读
城市榜”
中，
郑州连续两年获得亚军。而今
年 4 月 23 日，由郑州市新华书店发起、郑
州市推广阅读志愿者团队（简称毅加志愿）
实施的
“郑州年度市民阅读状况调查”
结果
显示，2017 至 2018 年度，郑州市民人均纸
质图书阅读量为 8.9 本，比全国人均纸质
图书阅读量的 4.66 本高 4.24 本。
近日，
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中国
全民阅读媒体联盟和郑州市全民阅读指导
委员会共同主办的
“书香中国万里行·郑州
站”
活动在郑州启动。活动期间，
举办了郑
州市第十五届绿城读书节总结表彰会、
“红
沙发”高端访谈、
“ 中国出版——传承弘扬
中华文明”
讲座等活动，
记者跟随中国全民
阅读媒体联盟走进郑州的学校、企业、图书
馆、书店等地，
亲身感受这座城市尤其是学
校里不一样的阅读气息。
郑州市二七区培育小学是一所农村小
学，
但重视从小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
从经
典诵读，
到班级最美图书角、
阅读分享课、
书
香班级评选，
再到
“书香马寨城市会客厅”
阅
读空间的营建，
书已经成为师生最贴心的朋
友；
郑州市经开区实验中学的图书馆与经开
区图书馆并网共建，
实现了学校和图书馆的
通借通还，
学校大厅、
连廊、
各班级门口都设
有
“漂流书屋”
，
推行
“每天一节名著共读课，
每周一节自由阅读课，
每月一节读书成果分
享课”
；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一小学秉持
“学校是一座开放的阅读社区”
的理念，
与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书局合作建设的
“校园
阅读中心”
是郑州市一道亮丽的风景，
中心
面积 1600 多平方米，
藏书约 5 万册，
前后有
两扇门，
一扇门面向学校校园，
另一扇门面
向街道，
对社会大众开放，
形成了以校园阅
读中心为主场馆，
以阅览室、
乐阅书吧、
班级
图书角、
教师阅读社区等零距离书吧为副馆
的全时阅读网络。
阅读，
是一座城市的精神血脉，
不同的
城市有着独一无二的气质，也饱含不同的
阅读特性。据介绍，从 2004 年开始，由郑
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广新局共
同主办的
“绿城读书节”
，
着力推进
“书香郑
州”建设，形成了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以
阅读为主题的“书店+”新兴实体业态不断
涌现，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参与到阅读推广
中，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阅读的行列，
让绿
城书香四溢，
愈发充满生机。

最新书事

首届诸子学博士论坛
聚焦“新子学
新子学”
”
本报讯 （刘奕） 由华东师范大学、
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
诸子学博士论坛——‘新子学’专题”近
日在浙江省浦江县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
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40 多所高
校的 120 名博士及青年学者参加，探讨了
诸子学的复兴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诸子
学术的革新、浦江诸子学的脉络与成就等
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
方勇教授认为，诸子学发展面临着发展良
机，
诸子学者需要协同一致，
摆脱单打独斗
的研究方式，
加强联系，
深入交流，
本着对文
化、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把
“新子学”
研究推
向纵深，
为中华文明的复兴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