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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干电池、几个小灯泡、一
段 电 源 线 ， 如 此 简 单 易 得 的 材
料，在浙江省丽水市科学学科带
头 人 陈 建 秋 老 师 和 他 的 学 生 手
里，变换出不同的连接与点亮方
式，课堂上，孩子们通过触摸多媒
体 互 动 视 频 便 可 瞬 间 了 解 节 能
灯、普通灯泡甚至人体、荷花等表
面温度的奇妙变化⋯⋯这些丰富美
丽的互动视频，让听课的孩子们兴
致盎然、好奇心被激发出来，台下
数百位老师的科学热情也同样被点
燃，这是一堂普通而又别开生面的
小学科学公开示范课“点亮小灯
泡”。

在近日举办的安徽省科学教育
校园阅读高峰论坛上，来自安徽省
各地科协、教育局代表，以及 200
余所小学校长、科学学科教师、阅
读项目负责人等 500 余人，聚集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围绕“科学点
亮童年，阅读浸润童心”主题，为
如何培育孩子们的科学阅读素养建
言献策。

论坛上发布了美丽科学教育解
决方案，包括美丽科学教学平台、
美丽科学科学素养助学课程等教育
产品，以及基于中科大新媒体研究
院的教师培训、美丽科学进校园公
益讲座等配套服务。“陈建秋老师课
堂上使用的互动视频就是我们美丽
科学开发的。希望我们精心打造的
科学教育内容能够走进更多的教
室，帮助老师上好每一堂科学课，
让孩子发现科学之美，让科学课成
为孩子每周的节日。”美丽科学创始

人、中科大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
副研究员梁琰博士说。

“美丽科学”是一个国际化的
科学教育品牌，致力于为国内外提
供高质量的科学教育产品与服务。
在成立之初，主要是面向大众进行
科普，他们制作的“美丽化学、重
现化学”等化学科普影像曾获得过
国内外诸多大奖，很多网友在看到
这些精美影像时反馈说：“如果当
初在上学的时候可以看到这样的内
容，我的化学成绩就不会那么糟糕
了。”“当时我们就想，我们是否可
以为基础科学教育做一些事，让学
生在上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激发他
们 学 习 兴 趣 的 内 容 。” 梁 琰 介 绍
说。

2017 年初，教育部公布了新
版的 《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把科
学定位成和语文、数学同等地位
的基础课。“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让
优质科学教育内容进入课堂的好
机会，于是便开始研发美丽科学
教学平台。”经过一年半的开发，
美 丽 科 学 教 育 解 决 方 案 终 于 出
台。在之前的测试阶段，美丽科
学教学平台已经在全国 1500 多所
学校使用。测试结果表明，美丽
科学教育解决方案不仅通过融合
科学与艺术，帮助老师上好科学
课，还可以极大地缓解目前学校
因为缺乏师资力量很难开展科学
课的情况。

本次活动是由安徽新华发行
集团、教育科学出版社等单位联
合主办的。

“美丽科学”培育科学素养
本报记者 梁杰

一段跨国恋情，沉醉于悲怆的历
史河流中。古朴精致的语言，行云流
水般的叙述，100多年前的天津风貌
和中西冲撞的惨烈跃然纸上⋯⋯近
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 《单筒望
远镜》 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该书是
冯骥才继 《义和拳》《神灯前传》 后
的又一部长篇小说，30 年的沉淀，
使这部作品呈现穿越历史文化时空的
厚重面貌，也书写了他对历史人性的
透彻思考。

“这部小说很早就在心里。”冯骥
才说，自己一直关心中西文化之间的
关系，在写过对传统文化进行当代解
读的那几部小说《神鞭》《三寸金莲》

《阴阳八卦》之后，就想写这部《单筒望
远镜》，这是一个文化反思的系列。在
那个时代，世界的联系是单向的、不可
理解的，就像隔着单筒望远镜一般，彼
此窥探，却又充满距离感。在最早的
中西冲突的时候，出现了很多悲剧式
的问题，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主
义，也有文化的冲突。

《单筒望远镜》 延续了冯骥才独
特的语言风格和精湛品质，也尽显他
描摹生活的扎实功底，对天津这一地
域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群体人格
进行了多角度全景式的直观呈现，将
前三部作品中所写的中国文化的劣根
性、中国文化的自我束缚、中国人对
世界的认知方式进一步深化，并将中
西文化碰撞的反思、对人性国民性的
反省推进到了更深处。他坦言：“我
反对‘文明冲突论’，所以我让我的
主人公在一些章节表现出交流与沟通
的快乐。因为在东西文化之间，交流

才是符合人性的。正因为这样，才需
要对殖民时代文化的历史进行反思，
对文明的悖论进行反思。”“历史存在
的意义是不断把它拿来重新洞悉一
番，从中获得一点未来所需的文明的
启示。”

冯骥才去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了两部作品，《漩涡里》 是他近 20
多年来投身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
而 《单筒望远镜》 的出版则宣示着冯
骥才再次回归文学创作，“我太热爱
文学，我心里有东西要写，必须写。
不是我要写小说，是小说要我写。但
是我不会放弃对文化遗产的关切，有
一些重要的事必须去做，去年做了少
数民族传统村落的田野调查和对传承
人定义的学术研讨，今年还要举行古
村落空心化问题的研讨和一些民间艺
术的学术构建。我说过，我不会放弃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这
不是一句话，是一种思想，是历史责
任”。

“一个作家不会只写一部小说，
写小说的时间不一定要太长，但放的
时间一定要长。”他说，“时间长，人
物才能活起来。20 年来，文化遗产
抢救虽然中止了我的文学创作，反过
来对我却是一种无形的积淀与充实。
我虚构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加
上对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还
有来自生活岁久年长的累积，因此我
现在写起来很有底气。”

“我只有一个问题，是我年龄大
了。如果老天叫我多做事，就多给我
一些时间。”冯骥才的话让现场的读
者为之动容。

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反思历史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本 报 讯 为 庆 祝 改 革 开 放 40 周
年，《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 丛书出版
座谈会日前在京召开。该丛书是中宣部
确定的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重点出版
物，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与人民出
版社共同组织编写。全书共 32 卷，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牢牢把握改革开放 40 年历史的
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全景式地生
动展现了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所取得的
辉煌成就。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丛书具有系
统性、完整性、准确性和生动性等特
点，不仅记录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
进程，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发挥
党史资政育人作用，更能够通过改革开
放的历史激励人民、教育人民、启迪人
民，增进改革共识。 （李明）

《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
出版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在当下碎片化时代，具有
幽默、简单易读等特点的漫画类书籍正
成为读者利用碎片化时间阅读的重要组
成内容。近日，亚马逊中国举办“挚爱
阅读——2018 亚马逊年度阅读盛典”，
发布基于亚马逊阅读数据产生的 2018
年度阅读榜单，《原则》 一举斩获2018
亚马逊中国年度纸质书畅销榜、纸质书
新书榜和付费电子书新书榜三料冠军；

《月亮与六便士》 夺得年度付费电子书
畅销榜及电子书包月服务年度借阅书榜
的榜首，《毅力：如何培养自律的习惯

（漫画版）》 是2018年度阅读完成率最
高的 Kindle 电子书，漫画类作品的畅
销成一大亮点。

在亚马逊中国纸质书新书榜和付费
电子书新书榜前十中，漫画类书籍均占
据了三席，包括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
2》 和 《半小时漫画世界史》，以及纸
质书新书榜的《半小时漫画中国史 3》和
付费电子书新书榜的 《镖人》。有关专
家预测，新颖的漫画创作方式将引领碎
片化时代阅读新潮流。 （刘奕）

新颖的漫画创作方式
引领阅读新潮流

本报讯 近日，“北京校园之夜”——
阅读创新大赛课本剧展演在中国宋庆龄
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未来剧场举
行，活动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
小组办公室、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主办，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
学生阅读联盟、北京中小学校阅读联盟
承办。

本次“北京校园之夜”大型课本剧
目展演呈现了由来自北京市 7 个区的
13 所中、小学校及北京大学、北京联
合大学 2 所高校带来的 15 个精彩表
演，展演全部由在校学生与老师作为主
创人员，紧紧围绕北京儿童阅读周“阅
读创新”的理念，将课本中的经典著
作、历史故事以“课本剧”为表现手
法，通过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将阅读
与教育更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课本打开
想象的空间，让阅读以鲜活方式进行呈
现。 （闫进芳）

“北京校园之夜”
为课本打开想象空间

最新书事

本报讯 （记者 梁杰） 由国内专
业阅读公益研究机构新阅读研究所组
织评选的第六届中国童书榜日前在国
家图书馆揭晓，24 种年度最佳和优
秀童书获奖，年度童书100佳书目同
时发布。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童书
榜评委会主席朱永新、中国出版协会
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国际儿童读物
联盟主席张明舟等出席发布会并为获
奖者颁奖。

据朱永新介绍，2018 年度中国
童书榜获奖童书，是从全国 100 余
家出版社参评的近千种童书中经过
初选、复评、专家推荐、终评四轮
次精心甄选产生的，其中 《我们的
汉字——任溶溶写给孩子的汉字书》

《耗子大爷起晚了》《博物馆之夜》 等
12 种童书获年度最佳童书奖，《资本
论 （少儿彩绘版）》《去冒险》《鬼娃
子》 等 12 种童书获年度优秀童书称
号。

“中国童书榜”秉承公益性、纯
粹性、权威性的传统，从 2012 年发
起至今的 6 年中，每年评选出 100 本
本年度出版的优秀童书，已经成为国
内兼具公信力、影响力和专业品质的
知名童书评选活动。

颁奖典礼上，新阅读研究所执
行所长李西西宣布启动“中国好童
书月月领读计划”。即在2019年，新
阅读研究所将与各出版社合作，组
织最优秀的“领读者”，为每月最新
出版的优秀图书进行领读活动，第
一 时 间 在 优 秀 童 书 与 目 标 读 者 之
间、出版社和阅读示范学校间搭建
桥梁，目前该计划正面向社会公开
招募阅读基地学校。

2018年度
“中国童书榜”揭晓

视觉中国 供图

本报讯 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 《中国教育改革开放 40 年》 丛书
日前在京首发，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
授、丛书编委会主任顾明远，丛书各分
册作者以及教育界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教
育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进行专题讨论。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教育取得
了辉煌的成就，《中国教育改革开放 40
年》 丛书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为主
组织编写，汇集了我国教育学领域著名
学者，围绕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教育发
展历程，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
教育、高等教育、教师教育、职业教
育、民办教育、终身教育、教育技术、
课程与教学、政策与法律、关键数据与
国际比较 12 个方面系统梳理了中国教
育改革开放 40 年的成就，对于研究中
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教育发展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缇妮）

《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
梳理教育改革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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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的大地，从北到南，由西
向东，风开始肆虐起来，连太阳都
失去了往常的强悍，变得苍白，阳光
暖暖的，人也变得软绵绵的。树叶在
不断的挣扎中耗尽力气，无奈地凋落
到大地，万物如同树木变得萧条，毫
无生气，不少地方铺上了厚厚的积
雪。冬天来了，是该阅读一些关于冬
天主题的书籍的时候了，让孩子增长
知识的同时，收获到不一样的快乐和
感悟，读出不一样的味道。

阅读大自然的脚步
只有熟悉大自然的人，才会热

爱大自然。大自然是有规律的，蕴
藏着独特的运行节奏。古人说“春
播，夏长，秋收，冬藏”，然而，身
处水泥森林的我们对于大自然已经
越来越陌生，渐渐失去了对于自然
真正的认识，在高楼大厦中长大的
孩子根本不知道春夏秋冬代表着什
么？人们该做些什么？也就渐渐失
去了洞悉自然和辨别自然的能力。

在盖瑞·伯森所著的 《冬天的
小木屋》 里，作者是这样描述的：
冬天，我们家的食物可丰富了，有
肉 、 胡 萝 卜 、 奶 酪 ⋯⋯ 下 雪 的 时
候，我们几个孩子就爬到树木上，
往下跳，厚厚的雪地上就制造出了
大大小小的“小人儿”。星期六的晚
上，爸爸就从外面弄了很多冰块，
把冰块放到盆里，然后把盆放到火
炉上给孩子们准备洗澡水，迎接礼
拜天。作者还说到他们冬天存储食
物，包括熏麋肉、做腊肠、做肉丸
子等。

在伯森的冬天里，有狂劲飞舞
的雪，有坚如磐石的冰块，还有无
数藏起来的食物，将冬天描写得非
常清澈和真实，蕴藏着简朴的自然
规律：冬天，是人歇下来的时光，
休养生息，放慢脚步，或反思一下
成败得失，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
冬藏歇下来的不仅是人类，还有大
自然，很多植物和动物，大地变得
光脱脱了，树落叶了，熊冬眠了，
健康的自然总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晃
晃地过着自己的日子，这是自然的
规律。

冬日阅读是生命的阅读
冬 景 是 萧 瑟 的 ， 冬 日 是 寒 冷

的。与此相对应的是，我们应该告
诉孩子冬天不管有多寒冷，不管有
多寂寥，生活却是温暖的。很多经
典的作品演绎着冬日里一个个温暖

的故事。因此无论天有多冷，雪有
多大，外部环境有多恶劣，人类总
能用爱去造就温暖，对抗酷寒，走
出寒冷，因为人类有爱，能将冬日
的寒冷消融得无影无踪。

朱自清的 《冬天》 就是这样的
文章，将冬日里生活的温暖演绎得
传神、真实和细腻：说起冬天，忽
然想到豆腐⋯⋯围着桌子坐的是父
亲跟我们哥儿三个。“洋炉子”太高
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
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
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
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
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
坐享其成的多。这并不是吃饭，只
是玩儿。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
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
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
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
上掉下来的豆腐。

在朱自清的笔下，父亲对于孩
子的舐犊之情真实地表达出来。他
们爷儿们，尤其是孩子们，丝毫感
受不到冬天的寒冷，他们在爱的笼
罩下，尽情享受着生活的乐趣，虽
然只是豆腐而已，但有了父亲爱的
浸润，无比温暖而美好。即使时光
流逝，那份家庭的亲情却一直荡漾
在孩子的心里。

还有美国作家罗兰·英格斯·
怀德的 《好长的冬天》 里：那年暴
风雪完全封住小镇，罗兰一家没有

了食物,只能靠一点麦粒来糊口；木
柴、煤炭燃尽了,他们只能烧干草取
暖。他们每天为活下去而努力奋
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的是小镇里
的两个男孩：凯普·葛兰和阿曼
乐·怀德。他们冒着被冻死与迷路
的危险带去食物，雪中送炭，解救
了罗兰一家。这样的温暖体现了人
与人间的相互关怀、守望相助，尤
为珍贵。

人性是幽暗和复杂的，这个主
题常常被作家们追捧，化作他们笔
下的文字，演绎为一个个挣扎在人
生边缘的人物。冬天是寒冷的、萧
瑟的，自然能与这样的主题联系起
来，成为很多作家映射的镜像。

当代著名散文家刘亮程的 《寒
风吹彻》 就是这样的文章，写的是
冬天里的事，铺叙了很多次无奈的

“疏离”。故事里“冬天”及冬天的
“雪”“寒冷”这些意象，代表了岁
月流逝、家境贫寒、年老多病，人
性的冷漠、麻木与自私，言简意
丰。这些让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直
抵灵魂深处的人类生命里的疏离与
荒凉的震撼，渴望温暖但又无能为
力的悲痛。我们有理由相信：冬日
场景的渲染，绝不是故事场景的转
变，而是人性的铺垫和人生的嬗变。

对于成长过程中的孩子来说，
阅读如此的故事是以冬天的视角来
认识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面，那就是
挫折、丑陋、罪恶、无奈、死亡

等。生活中没有人想要遇见它们，
可也没人能够逃脱它们。或许这是
一种死亡教育，话题是沉重的，却
是警示的，启发孩子们正确地对待
死亡，对待生活中的丑陋和罪恶。
在某种程度上，冬日阅读是生命的
阅读，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和生死离
别徐徐展开。孩子能够在阅读中与
生命对话，倾听生活的声息，寻觅
生命的密码和规律。

正如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
更斯的圣诞小说 《圣诞颂歌》，主要
讲的是一个吝啬鬼的故事以及吝啬
鬼在夜幕中见到鬼之后发生的巨大
变化。小说不仅为人们描绘了欢乐、
温馨、灯光闪烁的圣诞夜，也向人们
展示了绝望、冷酷、黑暗、悲伤的圣诞
夜。小说中的吝啬鬼就是冬天的象
征，但是他那颗重复纯真的心又象征
着冬天后面总是美好的春天和夏
天。生活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变
化，却总是朝着美好而去。

读懂冬天就是读懂人生
雪莱有句很有名的诗：“冬天来

了，春天还会远吗？”冬天是艰苦的
时光，严寒植枯，过了这个阶段，
明媚的春天近在咫尺，无数优美的

“冬天系”作品传达着这样的意蕴、
思想和立意。它们告诉孩子总要向

前看，不放弃，坚持不懈。困难是
暂时的，只要坚持，人们终会冲破
艰难险阻赢得胜利。

《好长的冬天》 曾获得世界著名
儿童文学奖——纽伯瑞奖。看看题
目以及三十三章的标题，你就会感
到那种寒意力透纸背，刺骨穿肉，
仿佛是万劫不复的冰窟，无法翻
身。然而其文字，以雅俗共赏的简
明方式，细腻描写拓荒时期的生
活，展示另一种“与狼共舞”的生
活态度，教会孩子勇于面对、乐观
向上。这部文学作品曾多次被搬上
银幕，深刻影响美国几代人的成
长，是美国孩子最喜爱阅读的百种
图书之一。

不仅如此，冬天，还蕴藏着很
多哲理。如天道酬勤的道理：“只
要付出，总会等到。”如热爱生活
的道理，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的：

“热爱生活，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
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如否极泰来
的道理：“冬天不要砍树，枯黄的
树 枝 正 在 养 精 蓄 锐 ， 孕 育 春
天”⋯⋯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
不同。”“冬天系”阅读在不同的视
域里展现着别样的阅读方式和内
涵。这是一种主题阅读，无论是理
解主题的深度还是广度，都会对儿
童有非常大的提升。儿童的成长，
是探索世界的过程，主题阅读还原
在孩子面前的是整个世界，而且是
一个智慧、完整和立体的世界。“冬
天系”阅读给予孩子的是完整、丰
富和深邃的冬日认知，也是世界的
认知。

这也是一种体验阅读。如今很
多孩子的生活世界是单一的、浅显
的，只是在课本世界中徘徊，很少
有机会去深刻地感受大自然的律
动，缺乏对自然美的感知感悟。如
此下去，终究会失去追求美的勇气
和目光。教育的任务之一是培养孩
子的美感，追求生活的美，而类似

“冬日系”的主题阅读，将生活与成
长联系起来，将阅读与体验结合起
来，鼓励孩子去探寻美，探索生
活。当孩子看到微小的生命还能怦
然心动时，他的精神世界必然是丰
盈的、幸福的。

这还是一种生活阅读。冬日晚
间，又到了围炉夜读的时刻，“绿蚁
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窗外，北风
呼啸，大雪肆虐，室内，妈妈把火
炉添足了煤，淡蓝色的小火苗在炉
膛中活泼地起舞。一家人，读着冬
日的故事，谈论着冬日故事里蕴藏
的温暖、成长、友爱、坚持⋯⋯这
是何等幸福、甜蜜的生活。

（作者系上海市三林东校党支
部书记）

来，我们一起阅读冬天
郑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