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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在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看来，白
冰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他做的拔丝
红薯能从厨房拉到客厅，足有三四米
长，像钢丝一样强韧 ”。她的意思
是，一个能让拔丝红薯达到如此“境
界”的写作者，他的作品是值得认真
对待的。因为对作品精心打磨的一贯
态度，白冰更是被他的文友、中国作
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称为“白经典”。

“白冰的研讨会终于开了，要不
然我们还会继续受他的‘折磨’。”在
前不久召开的“白冰图画书的创意空
间和情感探索”研讨会上，八十多岁
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打趣地说，

“白冰每构思一本图画书，必跟我们
讲他对内容的设置、人物的塑造⋯⋯
他好像永远都觉得自己的构思还不够
新巧、不够成熟，就一次又一次地给
我们讲，《一颗子弹的飞行》 我们足
足听了三年”。

作为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每
次出场几乎都是主持别人的新书发布
会或研讨会，这次，他是被研讨者，
他的身份是图画书作家。

一颗“孩子气”的子弹
已经做了外公的白冰，小时候是

个喜欢鸟儿和云朵的孩子。“你愿意做
什么/就去做什么/你想成为雨就成为
雨/去亲吻小草小花/你想成为雪就成
为雪/像白蝴蝶飞落千家万家⋯⋯”这
首曾被选入上海中学生教材的儿童诗

《写给云》，最初的灵感大约就生成于
他望着天空发呆的少年时代。

“后来读了 《吹牛大王历险记》，
看到敏豪生骑着炮弹飞行的细节，幻
想也能骑着炮弹在天上飞⋯⋯”正如
白冰对自己的评价，他的骨子里很

“儿童”，所以，少年的梦想从未在他
的心中泯灭，而是不断发酵，在某一
天，成为新作品的创作灵感。

“有一天，我突然想，假如我是
一颗飞行的子弹，会有什么感觉呢？

铜色的、红色的、黑色的子弹立刻涌
现在眼前，从久远的过去一直到现在
的无数和子弹有关的场景蜂拥而来：
丛林、猎场、硝烟、战火、鲜血、生
命、和平和宁静，被炮火打破的震撼
和残酷⋯⋯”于是，他用图画书的形
式，写了一颗子弹的生命感受。

“我想飞，从小就想像鸟儿一样
飞，像云朵一样飞。”在《一颗子弹的飞
行》中，他笔下的子弹也像他一样，是
个有着柔软内心、幻想飞翔的孩子。

他以为飞起来很美，可是，飞起
来之后，一切竟是那样无奈和痛苦。
他不想穿过孩子的棉花糖，不想穿过
天鹅的翅膀，更不想穿透母亲的身
体，他想停下来，可是，根本停不下
来。他惊恐、无奈、哭泣，甚至想自
我毁灭。灵魂和躯体的纠结、良知和
行为的对抗，让他无比痛苦，一直到
穿过苹果树，掉落到地上，结束了生
命的旅程⋯⋯

评论家们用“惊艳”来形容自己
读 《一颗子弹的飞行》的感受。图画
书研究者、创作者彭懿说：“这本书任
何一个人看了，其中的几个画面可能
一生都不会忘记。”2016年国际安徒生
奖获得者曹文轩称赞其是“一本绝妙
的图画书”，“我以为，对图画书最高的
评价莫过于这个词——绝妙。”他说。

在这本图画书中，我们可以看到
两种视角：子弹的视角和读者的视
角。子弹的视角与飞行轨迹、情感变
化相契合；读者的视角则与故事背后
隐藏的深刻哲理相呼应。该书绘者刘
振君说：“这样可以使阅读更富有层
次，阅读感受也更加丰富立体。”

这个故事本身即具有强烈的戏剧
冲突和画面张力，为了创造一颗富有

“孩子气”的子弹，刘振君尝试了很
多种绘画风格，直到将子弹的本质属
性与童真善良的气质完美结合。

经典需要时间的考验，也需要时
间的磨砺。这本图画书白冰与编辑和

画家一起打磨了三年。“字数虽然不
多，但我写和改用了近一年，绘画用了
近三年的时间。前几稿，我用第三人
称 叙 述 ，但 是 读 来 读 去 ，觉 得 有 些

‘隔’，张力不够。第五稿，改为了第一
人称，让子弹直抒胸臆。这样，子弹的
喜怒哀乐得到了更直接的表现。”

创意是一本图画书的决定性因
素。曹文轩认为，《一颗子弹的飞
行》 之所以成功，因为它的创意是一
个金点子。他说：“一个图画书的文
字本，并非是一则我们司空见惯的童
话，而是一种特定的文体，它更精
致，更智慧，更深刻，更见一个作者
的功底；虽然只是区区千把字、几百
字、几十字，甚至更少的文字，却是
作者思想涌动的猛力爆发和文学感觉
的一次美丽闪耀。”

一个被出版“耽误”了的作家

朋友们经常开玩笑说白冰是一个
“被出版‘耽误’了的儿童文学作
家”。

白冰的创作生涯早在十六岁就开
始 了 。 小 说 《洁 白 的 茉 莉 花》 获
1984 年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童话

《月亮汤》 获第三届冰心儿童图书新
作奖⋯⋯从作家出版社到接力出版
社，白冰的出版人身份越来越凸显，
以致于作品渐渐少了。朋友们为他感
到遗憾：假如这个人一心一意地将自
己交付给文学，会为我们创作出多少
无惧岁月的作品呢？幸好，他在将他
的出版事业做到巅峰时，又回来了。
曹文轩说：“虽然不是全身抽回，但
毕竟让我们看到，他对文学并未忘
怀，文学实际上一直在他的心中。”

是的，文学和童心从未离开过白
冰，这一点从他做的一本本书中、从
他对出版的价值判断中都不难看出。
对他而言，给孩子写东西，给孩子出
书，是人生中两种最大的快乐。

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白冰十分珍
视自己的童年记忆。“童年记忆是孩
提时期的自己留给成年后的自己最珍
贵的礼物，作家往往只是负责把童年
的回忆整理成文字。”他的许多作品
都来自自己的童年经验。

“ 小 时 候 一 把 雨 伞 可 是 很 珍 贵
的。有一天，妈妈把我们破旧的雨伞
扔掉了，我还记得我们哥儿几个当时
伤心得到处找呢。长大后偶然看到一
棵树，上面的果实和雨伞惊人相似，
当时就忽然想起儿时的经历。于是，
就有了 《雨伞树》 这部作品。”

高洪波说：“我相信白冰写作的
时候内心充满着欢乐，嘴角也一定浮
现着微笑，他的笔尖划动在稿纸上
时，会有音乐的节奏、阳光的闪烁。”

有一件事令知名原创绘本家熊亮
印象深刻：“记得在自己还是小伙子的
时候，跟白老师讨论图画书。当时我
讲的一个故事白老师很不客气地说，
这不是儿童角度。”他因此感慨，作为
儿童文学工作者，终身所有的努力都
是为了攀上儿童角度这座山。

在儿童文学评论家汤锐看来，白
冰作为出版家的烙印已经深深地体现
在他的图画书创作当中了。一个杰出
的出版家总能最敏锐地发现读者需要
什么，而且深谙不同的出版形式带给
读者的不同阅读体验，以及不同的出
版形式对文本的不同要求。

成人文学作家不一定是天生的，
可以通过后天造就，但是儿童文学作
家必须是天生的，他总能够找到与孩
子心灵的接触点。在曹文轩眼里，白
冰就是这种天生的儿童文学作家。

一条原创图画书深耕之路

与国外长达百年的图画书历史相

比，2000年以前，中国并没有严格意
义上的图画书。当在国外的童书展上
深刻感受到图画书的强势和魅力时，
出版人白冰呼吁更多的作家、画家加
入图画书的创作，同时也身体力行，
成为图画书创作的佼佼者。

十年间，白冰创作了 《换妈妈》
《爸爸，别怕》《吃黑夜的大象》《挂
太阳》《大个子叔叔的野兽岛》《一个
人的小镇》 等九部图画书作品，且版
权已全部输出国外，并荣获国内外多
种奖项。对此，曹文轩给予了高度评
价：白冰创作的图画书是那种真正称
得上“图画书”的图画书。

从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角度，
汤锐认为，白冰的图画书创作历程可
以看作国内原创图画书发展的一个缩
影。作家讲一个故事，画家再用画面
把这个故事讲一遍，在这种“文+图”的
图画书创作模式中，作家只是文本提
供者；而在“文×图”的创作模式中，文
本和绘画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
相互合作的关系，这意味着作家不仅
仅是一个文本提供者，他还是一个策
划者、一个剪辑师。“我觉得这两种类
型分别对应着白冰图画书创作的两个
经验，这也可以看作中国原创图画书
发展走过的路程。”汤锐说，在《一颗子
弹的飞行》中，我们看到的首先是白冰
提供的一个非常棒的创意内核，包括
故事架构和立意，其次就是文本和绘
画分工明确，在这本书中，不是文字和
图画分别把故事讲一遍，而是文本和
绘画分别做它们最擅长、最具表现力
的事情，产生的是文字与绘画交融、空
间和时间多维行进的叙述效果。

日本临床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在与
日本图画书研究专家松居直等研讨图
画书时，评价“图画书是最容易表现
灵魂现实的一种媒介，是最适合孩子
的艺术”。

写了 40 年的诗和小说、当了 30
多年的图书编辑，现在,名字又频频
出现在图画书的封面上⋯⋯这些经历
使白冰对图画书的理解也更为深刻。
他说：“我要感谢图画书，这是一种
高于任何形式的伟大的图书。”

图画书里的白冰图画书里的白冰
本报记者 王珺

为将全民阅读引向深入，激励
更多爱书人加入阅读推广的行列，
现面向读者征集“推动读书年度人
物”报道线索，欢迎广大读者将您
了解的积极参与阅读推广并取得成
效的优秀推动读书人物推荐给我
们。

推荐内容包括：被推荐者姓
名、单位、联系方式 （手机号+常
用邮箱），事迹介绍 （包括阅读主
张、阅读推广事迹简介、阅读推广
持续时间、推广效果及影响力等，
突出推广阅读的特点；请勿发送视
频资料和过多图片），以及推荐者
姓名、联系方式。

请使用电子邮件报送推荐材
料，在邮件主题处注明“读书人物推
荐”，发送至 dushuzhoukan@163.
com。本报将对事迹突出者进行采
访报道，2019 年年底盘点推出本
年度推动读书人物。线索征集截止
日期：9月30日。

中国教育报年度推动读书人物
活动至今已推出一百多位关心教
育，在引领读书、推广阅读方面功
绩显著的读书人，这些读书榜样在
各自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同样的热
忱，点燃了一个班级、一所学校、一
个地区的阅读激情，为实现全民阅
读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期待更
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这支队伍中
来，一起为倡导阅读助力。

本报文化副刊中心启

寻找寻找阅读先锋阅读先锋
——中国教育报征集“推

动读书年度人物”报道线索

封面·人物

我是一名小学班主任，每天有很
多琐事和繁杂的工作。但是我知道，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最重要的责任
是让孩子们爱上阅读。所以从这个意
义上讲，一名语文教师其实也是一名
阅读导师。作为阅读导师，你给孩子
选择什么样的读物，带领他们怎样读
书，其实都基于一个前提，就是你如
何看待这个班里的这群孩子，你的愿
景是什么，你的规划是什么，你又将
如何落实。

我希望孩子们能够爱上读书，能
够快快乐乐地阅读，能够有阅读品位；
我希望他们能够从书中看到更广阔的
世界，拥有更开阔的胸襟；我希望那些
伟大或平凡的人能打动孩子们的心；
我希望他们在读书的时候会琢磨，读
别人思想的同时也能够衍生出自己的
思想⋯⋯我还希望他们在读书的时候
学习别人的表达方式，在听懂别人的
话的同时，有自己的话语；我希望他
们能够看见美，也能够创造美。

而所有这些愿景，将通过怎样的
方法来达成？我相信，这些愿景在孩
子们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都能
实现，或者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
都能够在阅读适合他们年龄范围的读
物当中实现。

首先，儿童应该读好玩的、让他
们感兴趣的东西。儿童文学是好玩
的，你在儿童文学里可以看到鸭子骑
车、老鼠当牙医，看到一园子青菜成
了精⋯⋯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创造
力、活跃感，是儿童文学最大的魅
力。所有阅读儿童文学的人 （包括成
人） 都会因此踏上一段奇妙的旅程。

儿童需要的不仅仅是开怀大笑，
所以儿童文学里不仅有好玩的东西，
它还会告诉你，你拥有的知识越多、理
解会越深刻，你就能够变得越美好。
但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必须知道人
可以多么邪恶，也必须知道人可以多
么伟大。作家给孩子们讲自然、科学、
历史、中国的传统，你几乎找不出你想

讲给学生听，但是童书里没有的。儿
童文学读物太丰富了——有儿童版的

《国富论》《本草纲目》《万物简史》《乌
托邦》，有艺术家用故事的方式给孩子
讲述中国名画，有《易中天讲孟子》《庄
子》《易经》，这些大家用非常风趣的语
言将现代元素融入到他们的解说中，
其实背后做支撑的，还是儿童立场。

我提到的这些书大部分都出现在
我们班级的书架上，还有一部分出现
在学校“六年百书”当中。我始终认
为，作为一名教师，你在课堂上带领
孩子们阅读，才是真正实现了课程的
价值。从班级层面讲，每年假期我都
给孩子们提供一个阅读书单，每年开
学时，会给家委会提供书单。我们不
仅为孩子提供书单，教给他们阅读的
方法，同时还给他们提供了展示的舞
台，为儿童阅读创造了更多的可能
性。这是一个好的课程的价值，我相
信好的课程是会生长的。

（作者系南京市芳草园小学教师）

语文教师理应成为语文教师理应成为““阅读导师阅读导师””
刘颖

态度

书海观潮

2018 年是屠格涅夫诞辰 200 周
年 、 列 夫 · 托 尔 斯 泰 诞 辰 190 周
年、高尔基诞辰 150 周年，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了三位作家的自传体
小说系列——屠格涅夫的 《阿霞》

《初恋》《春潮》、列夫·托尔斯泰的
《童年》《少年》《青年》、高尔基的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并于
近日在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举行“屠
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
大师的青春修炼手册——关于成长，
关于初恋”新书发布会，邀请俄罗斯
文学研究者与爱好者共同分享作品、
畅谈青春。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分别
用汉语和俄语诵读了书中的精彩片
断，更是把活动推向了高潮。

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主任奥莉
加·梅利尼科娃认为，俄罗斯文学的
伟大之处在于它有独特的民族特色，
同时又不局限于本民族。书中并没有
现成的答案，但会引起你的兴奋、怀
疑甚至反对，会教你思考。人民文学
出版社副总编辑肖丽媛说，此次推出
这三套自传体小说，不仅是因为适逢
三位作家的纪念诞辰，更是因为他们
在作品中既体现了本人的人格，又书
写了俄罗斯人的性格；既写出了人物
的内心，又刻画了时代的样貌。在中
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教授
看来，这 9 本书都是“经过时间检验
和读者筛选之后留下的名译”，都是
人文社压箱底的宝贝，它们就像是陈
年旧酿，散发着由文字和时间共同酿
造出的芬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长青学者”张
建华教授重点品鉴了 《阿霞》《初
恋》《春潮》 中的爱情主题和女性形
象。他认为，屠格涅夫不仅是俄罗斯
历史风云的“编年史家”，同时也是

“俄罗斯的爱情文学中最早开启爱情
书 写 的 ‘ 感 性 和 身 体 之 旅 ’ 的 作
家”，更是人类生命价值、爱情真
谛、人性和谐的追索者。在三部中篇
小说中，屠格涅夫用生命的脚步和心
灵走向双重苦旅的方式，来言说他青
少年时代的爱情经历，塑造了阿霞、
齐诺奇卡、杰玛三个动人的女性形
象。她们都是高度自由的、独立的，
在爱情中“仅仅听凭心灵、情感的驱
使”，而且“有勇气独自去拥抱爱情
中的不幸与苦难”。最重要的是，作
家没有因为不成功的爱情而陷入“简
单的伤感和挽歌”，而是通过展现男
女主人公伴随着爱情的波折而成长、
成熟，真挚地咏赞爱情的绝对价值和
美好的人性。

俄罗斯文学大师俄罗斯文学大师
自传体自传体小说小说《《致青春致青春》》

却咏梅

最新书事

本报讯 东方出版社最新出版的
《讲给大家的诗经》 近日在北京驹然
书舍举办新书分享会。会上，第四季

《中国诗词大会》 冠军陈更向该书作
者、《诗经》 研究专家李山教授请益
读诗心得和写作方法。二人围绕文学
如何浸润人的心灵、诗歌如何涵育人
的气质以及如何对孩子进行诗教等角
度展开对话。

《讲给大家的诗经》 是李山在二

十余年书斋注 《诗经》、二十余年讲
坛讲 《诗经》、数十年生活中品 《诗
经》 之后，带着深刻的学术见地和丰
富的生命实感，讲给普通大众的 《诗
经》 解读。李山坦言，《诗经》 的时
代离我们过于遥远，词句、语法有隔
膜，不像唐诗宋词背起来那么自然流
畅、易于为一般读者所接受，所以希
望通过这本书，让 《诗经》 进入现代
人的生活。 （缇妮）

陈更、李山对谈《讲给大家的诗经》

本报讯 “阅读促进教师与学生
发展”研讨会日前在河南省郑州七十
三中学举行。来自“第三高度”读书
会、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全国中语
专委会阅读推广中心，以及河南、安
徽、北京的教师共同进行了交流。

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的“第三高
度”读书会从 2018 年元月开始，以
项目组为组织形式进行了“阅读—实
践”的探索。此次活动上，教师代表
康明达、王伟利等分享了读书经验并
作了全年项目活动汇报。大家围绕

“发挥个人阅读的引领作用，带动全

校教师阅读”“理论阅读与课例实践
相结合，推进阅读实践”“绘本教学
对于儿童成长的价值”“学校领导带
领教师共读”等主题进行了交流、研
讨。

“第三高度”读书会创办人孟素
琴表示，作为教师，一定要持续不断
地阅读，只有自己成长了，才能帮助和
带动学生阅读成长。在阅读中，持续
大量地阅读专业书籍是活动开展的基
础；引导学生走上阅读促进全面发展
之路，是我们开展读书活动的目标。

（瑞龙）

“阅读促进教师与学生发展”交流会举行

白冰

《一颗子弹的飞行》插图 刘振君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