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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守望

2002 年，“彩乌鸦”系列从德国的
莱茵河畔飞到中国大地，以一种高贵华
丽、别具一格的形象翩然于童年阅读
中，打动了千万中国孩子的心。2012
年，“彩乌鸦系列 10 周年版”出版计划
开始启动，历经 6 年打磨才正式推出。
近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在京举行

“彩乌鸦在中国”座谈会，邀请了来自儿
童文学界的老中青作家、评论家，以及
教师、儿童阅读推广人代表，畅谈现象
级童书“彩乌鸦”系列对中国儿童文学
出版、创作、儿童阅读、教育和推广的持
续影响。

体味真正好书的味道

玩古董的人最害怕赝品，曾有人问
收藏家马未都怎么鉴定真伪，他笑着
说：“当年经常去故宫转，看多了真东
西，再看那些假的，怎么看怎么别扭。”
其实读书也一样，看过真正的好书，慢
慢就有了挑剔的眼光和自己的判断
力。那么，什么样的书才是真正的好
书？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彩乌鸦”系列（20册）来自德国青少
年文学研究院的推荐，每本大约是3万—
5万字，题材风格多样、文学性极强。比
如《我的小姐姐克拉拉》以幽默的语言和
独特的视野，描写了幼儿与成人思想行
为的差距；《本爱安娜》讲述了人生第一
场最纯洁和最脆弱的爱；《火鞋与风鞋》
以父子俩四个星期的漫游生活为主线，
串联一个个成长的故事⋯⋯德国青少年
文学研究院院长克劳迪娅·玛丽亚·佩歇
尔博士认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让
孩子在文学中去体验真实的生活，让他
们真正发展自己的个性，更好地参与到
社会当中，实现自己的社会化。

值得一提的是，该套书的责编是由
学者型编辑魏钢强和著名儿童文学作
家彭学军担任，他们以“一口气读完，一
辈子不忘”的编辑理念，从选本、篇幅，
到译文、插图，甚至纸张、装订、字体、字
号、边距等都精益求精。他们坦言：“我
们害怕过度的专业和一味的时尚会影

响文字的质朴与美丽，干扰本色的阅
读。我们丝毫也不怀疑，读者在咀嚼文
字的同时，我们所有细微处的努力都会
被慢慢体察和发现。”17 年来，他们没
有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但那些薄薄的
小书却吸引了国内儿童文学界持续关
注的目光和学生、教师、家长们口口相
传的诵读热情。

“对于今天的中国儿童来说，‘彩乌
鸦’系列是送给他们的一套非常好的审
美标准和阅读趣味的书，这是一套定标
准的书。”评论家刘颋认为，现在的中国
儿童文学作品大多是甜、软、美、纯的，偏
重母性气质，对孩子呵护有加，缺失父性
品格。从德语文学来说，父性品格（包括
父亲、叔叔、爷爷等）意味的是勇敢、强
大、不畏惧，对每一件事情的态度是直面
它，去解决问题，去跨越生命中一个个障
碍，这种气质对于当代中国儿童来说难
能可贵，也是非常缺乏的。

润物无声，温暖童心

了解一本书有多好，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去读它。“彩乌鸦系列 10 周年版”
新增了《去往圣克鲁斯的遥远之路》《下
落不明的故事》《到奇迹岛去》和《莉莉
老鼠的冒险》4 册，翻译、编辑、装帧全
方位进行了优化升级，并还原了原版书
的缤纷色彩。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
团和德国青少年文学研究院联合举办
的“彩乌鸦系列 10 周年版”首发庆典
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
参赞蒋玲和德国青少年文学研究院的
客人一道，用德文朗读了《去往圣克鲁
斯的遥远之路》的片段，让现场观众沉
浸于阅读氛围，真切地领略了这位幻想
文学大师的语言韵律之美。

“我几乎每本都读过，其中有的书是
特别喜欢。”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上海师
范大学教授梅子涵说，“如果让我排一个
顺序的话，我愿意把《去往圣克鲁斯的遥
远之路》放在第一本。这样的书真的要
读几遍，每次读都会有新鲜的东西产生，
这样的书再过50年依然是经典。”

接着，梅子涵娓娓道来：这是一个
小男孩的故事。赫尔曼因为一大早就
被爸爸妈妈唠叨指责而愤愤不平，于是
他离开了家，但没有去上学而是在街上
游荡，最后被大雨淋得透湿⋯⋯当他走
到学校的时候，校园里已经空荡荡，所
有的同学都走了。赫尔曼惊慌地回到
家里，饭也不敢吃，被雨淋湿的身体也
很不舒服，就回到房间里去睡觉了。爸
爸推门进去探望并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送一封非
常重要的信，结果发现那里是一座空
城，只好空手而回。赫尔曼说：“爸爸，
我今天也去了一趟空城。”爸爸说：“我
也去过，很多人都去过，有的还不只去
过一次两次。”最后在父亲的温柔和智
慧中，孩子进入了梦乡。

“童年乃至人生会有很多的荒唐，
自以为是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去送一
封很重要的信，结果空手而回，而成长
就是这样完成的。这本书、这个故事一
直在我的心里，所以我把它放到书橱中
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梅子涵说。

太原学院教授崔昕平深有同感：
“德国的儿童文学作品也会借助文学去
实施教育，但《去往圣克鲁斯的遥远之
路》中的家长选择了一种不追问、不指
责的态度，最后还说了一句‘每个人都
有到圣克鲁斯的经历’，这种云淡风清
的传递其实才是一种真正化解孩子的
心结、守望孩子成长的方式。”

改变了我，也改变了你

“彩乌鸦”系列是彭学军编辑的第
一套童书。她告诉记者：“几年前，我去
一所村小送书。拿到书的孩子们欢天
喜地，可一个瘦小的女孩悄悄地对我
说：‘我妈妈也死了。’我吃了一惊，才发
现她拿到的是一本讲述失去亲人的家
庭如何走出生活阴影的小说（冥冥之
中，这本书恰巧被一个刚失去母亲的小
女孩拿到了）。我迅速地回忆了一遍这
本书的内容，放心地把它交回到小女孩
的手上。我觉得这本书可以帮到她，让

她坚强起来，找到纪念母亲的最好方
式。这本书就是‘彩乌鸦’系列中的《妈
妈走了》。17 年来，我被这套书照耀
着、托举着，也磨砺着、牵绊着，是‘彩乌
鸦’让我明白，把什么样的书交到孩子
手上才坦然、心安甚至自豪。”

非常喜欢德国著名作家米切尔·恩
德的江苏省特级教师丁筱青，在把《毛
毛》推荐给学生之后，也把“彩乌鸦”系
列带到孩子们面前。她从多年来与学
生共读中发现，“彩乌鸦”系列的语言
具有趣味性和节奏感，特别适合大声
朗读给孩子听。而对于学生来说，每本
3 万—5 万字的篇幅，让他们不需要花
很多时间，就可以轻松愉快地读完一
本，而当他们把一本一本读完的书摞起
来的时候非常有成就感。

北京市特级教师王文丽回忆当年
跟学生们一起分享这本书的情景时说，

“我很庆幸遇到了《本爱安娜》这本书。
以前我们经常抱怨学生不会写作文，甚
至会把作文书拿来教给他们写作技巧，
但在阅读《本爱安娜》时，我没有给他们
讲任何技巧，学生们却写出了很多优美
的、有思想的文字，是‘彩乌鸦’打开了
孩子心里的一扇窗。我认为，教师不应
该去教学生怎么阅读，而是在这个过程
中有一个适当的引领就够了。”

“十多年了，‘彩乌鸦’的第一批小
读者现在已经上大学了。再过十多年，
这套书的编辑早就不做编辑了，但那个
时候，一定会有年轻的父母给孩子讲述
自己小时候读过的‘彩乌鸦’。”魏钢强
感慨并期待着。

““彩乌鸦彩乌鸦””：：飞翔在童年阅读记忆中飞翔在童年阅读记忆中
本报记者 却咏梅

阅读现场

本报讯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
“书路计划”年度公益盛典上，中国扶
贫基金会、亚马逊中国携手多家出版
机构等共同发起“儿童数字阅读公益
生态”活动，旨在聚合更多社会力量
支持“书路计划”，用互联网数字科技
改善贫困地区儿童阅读现状。活动
现场，作为“儿童数字阅读公益生态”
重要组成部分的“书路计划出版社合
作联盟”宣布成立，将持续为乡村儿

童提供丰富、高品质且适合各阶段儿
童阅读的电子书籍。

据了解，“书路计划”由中国扶
贫基金会和亚马逊中国于 2015 年
联合发起，每年在偏远地区和重点
扶 贫 地 区 建 立 Kindle 电 子 图 书
馆。截至目前，该项目已经在全国
142 所学校建立了电子图书馆，覆
盖贵州、云南、四川等10个省份，直
接受益学生达9万名。 （王敏）

“儿童数字阅读公益生态”项目启动

本报讯 “郑渊洁的童话故事
一直都是图书角项目中最受孩子
们欢迎的图书。”在近日由慈弘慈
善基金会举行的“慈弘阳光小学”
开学典礼上，秘书长庄伟说：“多年
来，郑渊洁一直默默支持着慈弘小
树苗计划，给那些喜欢阅读的孩子
送去签名的书。”

据了解，慈弘悦读成长计划（图
书角）项目已在 361 所乡村学校落
地扎根，106 所乡村小学在慈弘小

树苗计划的支持下，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校园阅读活动，激发着乡村的
孩 子 们 多 读 书、爱 读 书 。 此 外 ，
2018 年，慈弘还为 91 所学校开设
了幸福课，促进了乡村教师的专业
发展；中科院老科学家们也一如既
往地参与慈弘的公益行动，在黑龙
江泰来县、青海省湟中县等地学校
开展了 125 场科普讲座，让 62500
名乡村学子近距离与科学家互动，
感受科学魅力。 （陈菲）

郑渊洁的童话故事最受乡村孩子欢迎

本报讯 近日，中国通信企业
协会携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共同
发起“网络+阅读”扶贫公益活动，
推动大型文化教育类网络公益工程
——“童悦工程”落地实施，为老少
边穷地区少年儿童提供线上线下精
准的精品阅读资源。

活动现场举行了“童悦工程”签
约仪式和研讨会。据介绍，双方将联
系会员单位适时开发儿童阅读线上
产品应用平台，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侧

重于教育平台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研
究会侧重于提供儿童文学资源。同
时，双方将建立以中心区域为主、有
辐射效果的儿童图书馆/室/角，开展
基层阅读推广活动；中国儿童文学研
究会还将协调地方政府教育、文旅部
门的支持，结合中小学语文教育，尤
其是对老少边穷地区语文教学薄弱
的方言区，视条件允许开展有声教学
扶贫工作。据悉，“童悦工程”预计在
六一前开通线上试点。 （林海）

“童悦工程”关爱老少边穷地区儿童

本报讯 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
集团主办的“妈妈导读师”2018
年中国亲子阅读大赛年度总决赛近
日在京举行。现场集中了春、夏、
秋季赛的 12 组优胜家庭。这些家
庭是从北京、河北、黑龙江等地的
几十所学校和数千个家庭中，经过
视频海选、初赛、网络投票层层选
拔而产生的。

比赛现场，12 组家庭在亲子
阅 读 环 节 阅 读 了《雨 龙》《北 京
——中轴线上的城市》《二十四节

气旅行绘本》等图书；在原创亲子
情景剧环节，爸爸妈妈和孩子们聚
焦“随风而来的‘老外’”，演绎了他
们眼中的多彩世界。经过激烈角
逐，天天书香队获得了年度冠军，
周一诺家庭、石家瑞家庭分别荣
获年度幼儿组、少儿组一等奖。

据介绍，“妈妈导读师”把 2019
年确定为“中国文化年”，将带领全
国家庭阅读中国元素图书、表演原
创中国元素故事，开启新的阅读之
路。 （吴雁）

“妈妈导读师”亲子阅读大赛年度总决赛举行

读家报道

美国著名的阅读研究专家吉
姆·崔利斯曾经写过一本优秀的畅
销书《朗读手册》，成为许多教育院
校的指定教材和父母们的阅读指
南，仅仅在美国的发行量就超过了
200 万册。这本书传达了一个重要
的信息：你为孩子读的书越多，孩子
的理解力就越强，孩子就越聪明。

当时读到这本《朗读手册》的时
候，我就想，什么时候能够有一本中
国的《朗读手册》去唤醒更多的父母
与教师重视孩子的阅读问题呢？现
在，童喜喜终于满足了我这样的期
待，她的《喜阅读出好孩子》（湖北教
育出版社）就是一本为中国孩子阅读
问题提出系统解决方案的书籍。

童喜喜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
家。她的《嘭嘭嘭》《影之翼》《新教
育的一年级》等脍炙人口的儿童文
学作品，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身
为作家，她不仅深刻了解阅读对于
儿童成长的意义，也善于捕捉孩子
们的兴趣点，同时，作为一本阅读推
广的著作，这本书生动又优美的文
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书
中，她深入浅出地分享自己的写作
经验和阅读体验，尤其擅长用讲故
事的方式说道理，情理交融，循循善
诱，条分缕析。我特别喜欢书中的
那些标题，清晰明了，生动鲜活。如

“拼爹不如拼阅读——什么是阅读”
“书是粮食不是药——为什么要阅
读”“四座大山挡阅读——为什么中
国人不阅读”“牢记电视猛于虎——
为什么如此迫切需要阅读”等。把
这些标题串联起来，就是一首儿童
阅读的诗歌与要诀。所以，读童喜
喜的《喜阅读出好孩子》这本书，让
我想起了英国著名作家钱伯斯的

《打造儿童阅读环境》和《说来听听：
儿童、阅读与讨论》两本著作，只是
童喜喜的书更适合中国的孩子，而
且从理念到方法更加系统完善。

童喜喜是新教育的义工。对于
《喜阅读出好孩子》这一类的通俗教
育理论著作来说，如果说文学表述是
作品的血肉，理论研究则是作品的骨
架。能够写出这样深入浅出的阅读
指导作品，源自童喜喜对教育的全身
心投入和深入研究。自 2009 年以
来，她走访了数百所新教育实验学
校，对全国各地新教育学校的书香校
园建设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总结了
许多卓有成效的阅读经验。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说，这本《喜阅读出好孩
子》是新教育16年阅读实践的基础，
是一本新教育的阅读学。

正是在这样深入广泛的研究基础
上，童喜喜围绕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非
常有独创性的命题：书是粮食不是
药。书是粮食，所以阅读不苦。求知
的欲望是每个孩子的本能，只要方法
得当，每个孩子都会喜欢阅读。有的
好书的确让孩子觉得苦，这不是书的
错，也不是孩子的错，而是粮食与孩子
的搭配有错。所以，必须给不同阅读
阶段的孩子挑选合适的粮食。书是粮
食，所以见效不快。孩子读书是精神
成长的过程，和孩子的身体成长一样，
每天盯着，就觉得孩子没什么变化。
可过一段时间回头看看，就会发现孩
子的改变。书是粮食，所以不能偏
食。杂粮营养丰富而全面，最有利于
健康。所以对打基础的孩子而言，在
抓住孩子的兴趣点，激发并引导孩子
爱上阅读之后，尤其应让孩子读各种
门类、不同作者的书。书是粮食，所以
食补胜于药补。童喜喜的论述，纠正
了许多父母与老师关于阅读问题的
错误认知，让人耳目一新，醍醐灌顶。

童喜喜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和大爱情怀的作家，也是一位
把阅读推广作为自己使命的“领跑
者”。她说：“在大人和孩子之间、在
学校和家庭之间、在城市和乡村之
间、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在梦想和现
实之间、在你我他之间，阅读还能够
深度沟通彼此，搭建一架绝无仅有的
心桥。为此，我愿终生努力，永不停
歇。”她曾经把自己的第一本书的稿
酬捐给了乡村的孩子们，资助了 30
名失学女童重返校园。2014年，她
用一年时间为全国各地的100所乡
村学校免费开办阅读推广讲座，行程
相当于绕地球四圈。《喜阅读出好孩
子》出版后，她又向乡村教师免费赠
阅本书，因为一直在行走中的她，深
感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孩子缺少阅读
资源、缺少阅读方法指导的落后。

《喜阅读出好孩子》的书里书外
都充满了爱与智慧的故事，相信这
本书会帮助更多的父母和教师，让
更多的孩子真正地捧起书来，与美
好相遇。

（作者系中国全民阅读形象代
言人、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一本卓越的
中国《朗读手册》

朱永新

假如/你在地上/看见了/一只小小
的/棕色的蚂蚁/请停下你的脚步/和它聊
一聊/最近的天气和最美的风景/他会告
诉你/拉瓦的魔力/还会送你一颗魔幻糖
豆/嘎嘣嘎嘣/你变大又变小/拉瓦带你远
离海啸/远离这成长期的纷纷扰扰

我坐在窗前，看云霞接着夕阳的班，
在暮天上绣着金色的长袍，不禁感慨，岁
月的流逝竟让我们遗忘了年少的许多金
色的童话。我已然很久没有再看秋日流
金，没有再赏书中墨香。但是最近，一位
年仅 12 岁的小作家蔡亦青的《蟠星兔与
金钥匙》却让我爱不释手。书中的一只
蚂蚁的名字——拉瓦，印在我的脑海里，

让我不禁再次回味童话带给我的魔幻引
力，像吃了一颗糖豆一样甜入心田。

拉瓦是一只来自蚂蚁王国的可爱的
棕色小蚂蚁，在蔡亦青的笔下，他不仅是
旅行家、收藏家，还是一位出色的修理
家。当小蟠他们在海岸边行走、在海啸将
要吞噬他们的那一刻，是拉瓦的魔幻糖豆
拯救了他们。善良的拉瓦将魔幻糖豆放
在海岸，给需要帮助的人。不仅如此，他
还热情地邀请了小蟠他们去了蚂蚁王国。

蚂蚁王国虽然小小的，但是小小的蚂
蚁却拥有超强的动手能力和动脑能力。比
如他们会用玉米、芝麻、电子表等拼出一只
会打鸣的公鸡闹钟。作为蚂蚁王国首席接
待员，拉瓦热情善谈，善良乐观。他毫不吝
啬地带着小蟠他们去参观王国的“大型宝
藏室”，他们收藏的大型物件竟然是小蟠遗
失的耳机。当知道是小蟠的失物时，就立
即表示要归还失主。而当小蟠说要把耳机
送给他时，拉瓦也拿出了自己最珍贵的一
枚小小的银币送给小蟠。这是多么美好的
品质啊！没有刻意的描写，一言一语中就
将拉瓦这个角色塑造得可爱可敬了。

一个好故事，一本好书，优美的语言
可以让你品味语感的美，精彩的故事情
节可能让你的心跟着一起汹涌澎拜。但
是角色和人物是书的灵魂，可以引领着

你成长，经典的角色似乎就是作家自己
的化身，也是读者的理想化身。而拉瓦
只是书中的一个小小的角色，关于它的
场景描写不过寥寥几笔，但是透过拉瓦，
我 仿 佛 看 到 了 书 中 真 正 的“ 魔 幻 糖
豆”——这本书中最吸引读者的地方，就
是每个角色都鲜活得与众不同，却又似
你似我。

在书中，魔幻糖豆是一种可以帮助
人们逃离海啸，“吃一颗变小小，吃两颗
变大大”的魔法糖果，而鲜活的角色也能
被赋予魔力，它可能是看一遍有所喜爱，
看两遍心里就乐开了花；也可能是读一
遍感同身受，读两遍热泪盈眶。

蔡亦青在《蟠星兔与金钥匙》这本书
中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有特点，都深入
人心。有神秘魔法师阿达、小蟠的死对
头 X 黑，而来自敢死队的三位小主人
——小蟠、小粉蝶和咕咕像是我们生活
中的小伙伴，古灵精怪，勇敢机智，乐于
助人；还有作为小说中最神秘的角色
——少年兔，披着黑色披风，戴着遮住半
张脸的面具，如果你也想认识这位侠盗，
快去看看原著吧！它一定也能让你犹如
尝了魔幻糖豆一样带给你惊喜的。

（作者系江西省湖口县第三中学语
文教师）

童话带给人的魔幻引力
张腾腾

前年暑假，我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礼
物——诗人北岛伯伯赠送的《给孩子的
诗》，扉页上还有他的亲笔签名。我非常
高兴，这是托了他儿子兜兜的福啊。

北岛伯伯在香港中文大学当教授，
他编这本诗集的缘由，是看到兜兜从学
校里带回的一首诗《假如我是粉笔》，准
备参加香港普通话朗诵比赛。北岛试着
朗读了一遍，立即就被“气歪了鼻子”，因
为它太粗制滥造了，兜兜自己也说：“我
不想当粉笔。”这可是许多香港小学生接
触的第一首现代诗啊！于是北岛下决心
自己来选编一本诗集，专门给孩子们诵
读。他花了两三年时间亲自甄别、挑选，
终于完成了——我是从序言里看到这个
故事的。北岛说，他要把这本书作为送
给兜兜和孩子们的礼物。

我喜欢这本书。书中分外文诗选和
中文诗选两大部分，汇集 57 位不同国别
的诗人、101首不同风格的现代诗。在这
之前，我和周围的小朋友们一样，从幼儿
园开始就被妈妈引导背诵中国古典诗词，

至今我能流利背诵200多首古诗，但是诵
读现代诗比较少。有一次，爸爸妈妈带我
参加诗人梁小斌《地洞笔记》的新书发布
会，我朗读了他的诗歌《我住的房间像一
块蛋糕》。当时我很紧张，虽然许多叔叔
阿姨给我鼓掌，但我自己不太满意，就像
爸爸事后说：“感情不够充沛，节奏感不
强”。爸爸还说，古诗词虽然好，但都是古
人描写古代生活、抒发古人情感的，现代
社会里人们的情感方式、表达方式都有了
很大变化，应该多读一些现代诗，否则就
会“不学诗，无以言”。北岛说：“诗歌即形
式，是由文字和音乐性等多种因素构成
的。”要学习这种形式、了解和掌握这些因
素，唯一的途径就是读诗。

《给孩子的诗》中的第一首诗——英
国诗人布莱克的《天真的预示》是我最喜
欢的，只有短短的四行：“一颗沙里看出一
个世界/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
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每句
诗里都有一个“大”和一个“小”，都有一个
我们熟悉的平凡景象：一颗沙、一朵野花、

一只手掌、一刹那，这些都是可以看见或
者感觉的，但是它们又同时连着那些看不
见的宏观的事物：一个世界、一座天堂、无
限和永恒，这些事物我们看不见，但又是
人们常常在心里想到的。我们想到的东
西，那些大的、抽象的、有些虚无缥缈的东
西，它们到底在哪里呢？就“藏”在我们身
边这些可以看见的小东西里。多有意思
呀，这诗里蕴含的道理又是多么深刻啊！

书中还有许多我喜欢的好诗，比如
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的《河流》，一个孩
子问妈妈，河流“为什么在笑”“为什么在
歌唱”“为什么冰凉”，还有“河流多少岁
了”，看上去有些傻里傻气，可是妈妈认真
地回答他，因为太阳、因为云雀、因为被雪
爱恋、因为大海妈妈的等待⋯⋯原来河流
是大海的孩子，所以也像我们一样地玩闹
和快乐。北岛说：“诗歌之光照亮突然醒
来的人。”朋友们，读读这本书吧，你打开
书页的瞬间，就会被诗歌照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六
年级学生）

诗歌照亮的瞬间
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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