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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里的大怪兽》让传统文化
的胚芽在学生心中逐渐萌生，使学生
放下对手机游戏的欲望，斗牛、狮
子、狻猊、天马等怪兽取代了奥特
曼、超人、变形金刚，成为孩子们幻
想世界的主角。”北京市海淀区定慧里
小学教师王欣说。据她介绍，这套书
已经成为她所在学校教学活动中的重
要载体，在一至三年级的阅读实践课
中开展了丰富的链接阅读、全学科阅
读、续编、演剧等。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故宫里的大
怪兽》（第四辑）新书发布暨系列畅
销300万册纪念活动上，该书作者常
怡做了别开生面的怪兽知识主题分
享。据常怡介绍，她小时候住在故宫
附近的爷爷家，5岁时就跟着爷爷一
起逛故宫并对看门兽“椒图”有了最
初的印象，她也常常听那些从故宫退
休的爷爷、奶奶讲怪兽的故事，这些
鲜活的故事，成为一个个鲜明的形
象，印刻在她童年的记忆里。随着年

龄渐长，她渐渐明白：“不是每个孩
子都这么幸运，能在最爱听故事的年
龄，碰到几个会讲怪兽故事的老人。”

工作后，每次有空去故宫里，她
都喜欢溜进那些未修复的宫殿，看一
看檐角的怪兽和在台阶上晒太阳的野
猫，一种不可思议的熟悉和感动会让
她内心发热。“怪兽们正在被岁月遗
忘，哪怕每天有几万游客熙熙攘攘地
从它们身边经过，无论是大人还是孩
子们，却很少有人停下来，留意它们
的样子，准确说出它们的名字。但
是，我记得它们。”于是在第一次认
识怪兽“椒图”的28年后，她开始
提笔写它们。

让她没想到的是，《故宫里的大
怪兽》刚一面世便受到了很多对怪兽
感兴趣的孩子和家长的欢迎,系列图
书已畅销300万册，同名的音乐剧去
年也从北京剧院开启，陆续走向全
国。常怡也经常走进全国各地的校
园，回答小朋友们稀奇古怪的问题，
但有一次回答小朋友问题时却让她伤
心不已。那是3年前的一次活动，一
个4岁的小读者坐在第一排，他还不
识字，是通过音频喜欢上的《故宫里
的大怪兽》。提问题的环节，他的小

手举得很高，常怡很自然地请他提
问，他大声说：“我妈妈说了，童话
里的怪兽都是假的，世界上根本没有
怪兽，也没有神仙。”听完这段话，
常怡感到震惊，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那位妈妈也许说得没错，但一个4岁
的孩子，已经不再相信世界上还会有
神奇的、人类未知的东西，他今后漫
长的人生将如何面对残酷又现实的世
界？常怡感到悲哀，她希望家长、教
师能给孩子留一点儿想象的空间，允
许他们在小的时候，可以漫无边际地
畅想，愿意相信世界上有很多不可思
议的神奇所在。“如果现在就限制了孩
子们的想象力，把他们局限在眼前的
现实中，实在有点儿太残酷了。”

据了解，“故宫里的大怪兽”系列
童话是首部走进孩子视野的故宫题材
童话，共出版了12册。该系列入选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二届向全国推
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国家
新闻出版署2018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
百种优秀出版物等近20项榜单，实现
了俄罗斯、韩国、罗马尼亚等10余个
国家和地区的版权输出，并入驻故宫
书店及文化服务中心，走进美国、新
西兰等国图书馆。

给孩子留一点儿想象的空间
本报记者 梁杰

在茶园，茶农们会将那些迟迟不发
芽的茶，取名为“梦茶”，这个名字有趣而
优雅。春天的叶芽，需要和风阳光，需要
雨滴鸟鸣，需要从梦中苏醒。博大精深
的中国传统文化、蕴藏在古典文学经典
中的成语，就像“梦茶”一样，在新的春
天，期待着苏醒和重新“发芽”。从古代
相承沿用的成语故事和典故，如同需要
沸水冲泡的茶叶，曾经蓬勃而消解的生
命，期待着新的交融和联结，释放所有的
精华，吐露一脉馨香。

《爷爷泡的茶》（中信出版集团）是“张
曼娟成语学堂”系列丛书之一，是一个少年
的生活故事，串联起了一百多个成语，润物
无声，无形若水，古代文学经典与现代汉语
相得益彰，共同走进孩子的阅读生活。

少年阿铁从小和爷爷一起住在鹿谷
茶山，他喜欢听爷爷讲故事，喜欢吃爷爷
做的茶叶蛋；他留恋茶的味道，留恋茶山岁
月里朴素的温情。升入中学后，阿铁离开
爷爷，回到城市读书，一场突如其来的变
故，一次生命中的“龙卷风”，让阿铁陷入困
境，拥有快乐童年的阿铁，在那一刻突然长
大。《爷爷泡的茶》刻画了少年阿铁成长的
外在状态和内在心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
在阅读中找到自己——情感的依恋，环境
的迁徙、猝不及防的转折青春期的澎湃与
执拗、成长中的烦恼与欢愉——所有的故
事和经历都能够被看见、被感知、被认同，
迅速消失的、变化的世界，促使阿铁冲向未
来的光亮之处，这也是每一次成长中内在
能量的汇聚和释放。

所以，从故事内容的角度，《爷爷泡
的茶》呈现了一个少年心智的觉醒，而心
智的觉醒是转变和成长的真正动因。

成语，众人皆说，成之于语。成语来
自古代经典、历史故事和口头相传，《爷爷
泡的茶》一书，在故事叙述中穿插了一百
多个成语，从一百多个成语中引经据典，
并附录成语出处、成语释义，璀璨的中国
汉字语言精华，超越了辽远的时空，历久
弥新，在阅读中获得了永恒的意味。

“程门立雪”“亡羊补牢”里的教益，
“滥竽充数”“买椟还珠”里的告诫，“蝉不
知雪”“缘木求鱼”里的隐喻……都贴切地
嵌入了爷爷和阿铁的“茶故事”。这些成
语，既能契合故事的起承转合，也“悄然”
成为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学习伙伴，在阅读
中“自然”给予浇灌、滋养和启迪。成语经
典在读诵间脉脉相传，向孩子们展现和证
实了汉语言的精练、睿智和永恒的魅力，
也向他们传达了人生哲理，像种子一样埋
藏在价值观的养成及其体认中，伴随孩子
们更加长远的成长之路。

所以，从知识传承的角度，《爷爷泡
的茶》体现了一种学习方式的觉醒，而学
习方式的觉醒是深度学习的开始，是学
习真实的开端。

深度学习的特征，是理解学习、内容
统整、自主建构和迁移运用。一边读故
事，一边学成语，唤醒心智，也开启了真实
的学习和理解。品味文学作品的同时，积
淀经典汉语的涵养，在两者贯通、统整的
阅读中完成新的认知建构，让阅读实现更
大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故事保护并拓
展了孩子的想象力，镶嵌在故事中的成语
和典故，能够产生更为广阔的迁移和运用
空间——学习知识、发展能力、建树品
格。所以，“张曼娟成语学堂”系列丛书提
供了新的阅读视角，激发了我们对于儿童
文学作品的感受和思考。

日本文学家大江健三郎在《我的读
书方法》一文中形象地写道：“棒球上有
个术语叫‘just meet’（正好击中，又
可译为“恰好契合”），书和阅读的自己也
有所谓‘just meet’的时候。阅读的能
力与为这本书所做的阅读准备，甚至再
加上截至目前的生活经验，才能创造出
这个‘just meet’。”大人很难想象，在
彻底阅读一本书的过程中，孩子们收获
了多少东西。在《爷爷泡的茶》里，孩子
们与熟悉的成长故事相遇，然后在经典
成语的领悟中，获得了不期而至的愉
悦。孩子们与文学故事共同创造出一个

“just meet”，又与经典成语共同创造
出另一个“just meet”，两者相互映照、
互为融通——呈现了以往的生活积累，
拥有着新的认知和情感体验——这真是
双重的惊喜、双重的收获啊！

阅读是一个魔袋，袋子很小，却能取
出很多的东西。孩子们更愿意接受在阅
读中传递和“躲藏”起来的道理，犹如渐
然释放、芬芳隽永的茶之韵味。古老的
成语、积淀的精华，依然闪烁着原初和永
恒的光芒，依然能够孕育新知。

经典，绝非有限的水池，而是有着渊
源的江河。《爷爷泡的茶》所呈现的儿童
文学和审美、睿智、优雅、隽永，在童心的
世界里自由书写，也将成语的魅力以巧
妙的方式带到孩子们的面前。“读你千遍
也不厌倦”，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认同
感，如同盐糖入水一般，亲切、温柔地融
入阅读，感知于心。

（作者系童书评论人）

芬芳隽永的
茶之韵味
——读《爷爷泡的茶》

徐榕“很多人经常说，阅读还需要书目
来指引吗？每个人的阅读都是很个性
化的事情，但我一直认为阅读最首要
的问题就是读什么。”在近日由深圳市
爱阅公益基金会组织评选的“2018年
度爱阅童书100”发布会上，全国政协
常务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说，
精神的高度取决于我们阅读的高度，
用更多的眼睛去发现更好的书，推荐
给教师和父母们，这是我们阅读推广
应该用心去做的一件事。

此次发布的“2018年度爱阅童书
100”包括100本2018年首次在国内
出版的童书和10本教师用书。会上，
来自儿童文学、儿童阅读研究、儿童心
理、少儿科普等领域的专家各抒己见，
围绕儿童阅读教育和中国童书市场当
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科学和人文缺一不可

数据显示，中国少儿出版已经连
续1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年出版童书
4万多种，总量居世界第一。在2014
年至2017年的4年间，童书总销售量
平均增速达50%以上，但是跟风出版、
重复出版现象非常严重。

为了让小学阶段的阅读更全面系
统，爱阅公益基金会对书单结构做了
专业科学的设计。既要综合考核图书
的文学性、艺术性、科学性、趣味性以
及适切性，还需遵循四大研制理念筛
选图书：既关注作品的价值观，也强调
多元思考；既尊重孩子的兴趣，也强调
图书的引导性；既关注作品的趣味性，
也关注作品的思想性；既凸显本民族的
文化传统，也强调国际视野。入选图书
中，文学、人文、科普的童书数量占比分
别为63%、22%、15%，涵盖中国、美国、
英国、法国、日本等17个国家的出版
物，其中中国原创图书占比为35%。

整个评选过程由项目委员会、初评
委员会和终评委员会进行层层筛选，其
中终评评委会由朱自强、王志庚、张明
舟、王林、阿甲、谈凤霞、周益民、姬炤华
和杨鸣镝9位专家组成，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朱自强担任评委会主席。

作为文学组的评委，儿童阅读专
家王林坦言，读得太辛苦：“现在文学

类的好书太多。据统计，童书市场上
几乎60%以上都是文学类的书，一方
面阅读量很大，另外一方面我们考虑
更多的是，这是一个结构化书单，评委
们会从题材、体裁、多元文化、阅读价
值、性价比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评选，
就像到水里捞鱼，有很多条线织成网，
最后把最适合的鱼捞出来。”

相比文学类图书的繁荣，真正优
质的原创科普和人文类图书不多，这
是一个特别值得担忧和思考的问题。
在朱自强看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失之后可
能出现严重问题。我们要引导孩子，
打开更广阔的阅读世界。

儿童阅读推广人阿甲表示：“科普
和人文阅读的目的不在于为孩子建立
完善的知识体系，而在于唤起他们的
兴趣，给予他们探索的方法。比如《寿
命图鉴》一书从日常生活中探讨了动
物植物和人类的寿命，有趣又有意
义。”图画书作家朱成梁也用自己的图
画书《团圆》被一个孩子发现了其中的
错误来举例：“对于孩子而言，兴趣才
是最好的导师，而童书作品引导的正
是孩子的这份兴趣。”

改变“土壤”更重要

作为一个老童书出版人，海飞感慨
地说，新中国成立初期，17个孩童拥有
一本童书，现在70年过去，特别是改革
开放40年，中国已经不缺书了。但什
么是真正的好书？如何找到适合自己
的书？社会有责任去引导和帮助。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主席
张明舟表示，中国童书的发展从萌芽
到繁荣，都跟国际交流有关系。那些
从国外引进的优质童书，比如《安徒生
童话》，对读者、创作者、出版人在高品
质童书的理解上有很大作用。在引进
大量优秀国外童书作品的同时，中国
作品也会逐渐“走出去”。

朱自强认为：“中国原创童书的品
质不断提高，童书出版迎来黄金十年，
但是面对现状我们要保持足够的清
醒，中国原创童书在品质上还有相当
大的提升空间。”

王林用“谨慎的乐观”这5个字表

达对原创的看法。对此，图画书作家
姬炤华深有同感。他坦言，从绘画角
度来讲，中国一直以来不缺少好画家，
上世纪80年代时曾经有一个连环画
的高峰，但是我们缺少其他的东西，比
如从技术来讲，画画的人不太会讲故
事。他特别提到万氏兄弟在上世纪
40年代拍摄的动画片《芭蕉扇》，那时
候中国引领整个亚洲动画行业的发
展，还有上影厂曾经拍摄的动画片，
都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好好运作。“一
部作品的成功不是作者一个人的事，
而是背后一个体系在支撑。中国原创
图画书发展就和经济上的中等收入陷
阱一样，可能也有一个类似的点，突
破这个点，优秀作者就会像雨后春笋
一下成长起来，所以改变我们的‘土
壤’更重要。”

阅读环境仍然令人堪忧

“我的女儿正值一个求知欲很旺
盛的年纪，为她挑选图书也是我的工
作。”国际公益学院公益网校副校长、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学者杨子云是
一个4岁女孩的妈妈，她说，女儿1岁
9个月之前全家住在美国波士顿，女儿
从出生开始，基本上每周都去图书
馆。女儿1岁9个月之前借阅图书约
七八百本，阅读量非常丰富。但回国
后，发现几乎找不到适合小孩子的图
书馆，比如新华书店没有阅读区，只有
一个小孩可以画画的地方。

杨子云认为，在低幼龄公共阅读
空间和资源上，中国存在着较大的缺
失。“公共图书馆的数量、品质和服务
是保证孩子低成本高品质阅读的必要
条件。”因此，她联合了社区的邻居们，
开设了专为儿童准备的线下读书会。

但是仅有一个阅读的环境是不够
的，还需要家长的参与。如今电子产
品的普及，压缩了成人的阅读时间，朱
自强也借用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
死》中的论述表达了对于碎片化阅读
和只看电视、电脑、手机图像的担忧。
他认为亲子阅读还是值得不断深挖
的，希望通过儿童阅读带动一部分成
人的阅读，同时也让儿童从小开始养

成阅读的好习惯。
非洲有一句古谚，养育一个孩子

需要举全村之力。现代社会飞速发
展，全球分工越来越细，世界已融为一
个整体，现在谚语里全村的概念也就
是地球村的概念。让一个孩子爱上阅
读，提高孩子的阅读品质和能力，就需
要全社会的力量。

在“2018年度爱阅童书100”中，
有一本图画书叫《马背上的女图书馆
员》。该书取材于美国20世纪30年
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之一

“马背上的图书馆员项目”里的真实故
事。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即使在极
端困难时期，美国仍然举全国之力，不
忘每一个孩子的阅读。

爱阅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李文说：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腰封上的一句话：
‘致敬孩子身边所有的送书人。因为
有了书，才有了幸福的种子，也才有了
照亮未来的光。’‘爱阅童书100’就是
集专家、出版社、儿童阅读推广人等多
方之力，为孩子送上这照亮未来的
光。”

儿童的阅读世界需要再儿童的阅读世界需要再““拓荒拓荒””
——“2018年度爱阅童书100”发布

本报记者 却咏梅

阅读现场

读家报道

到了2035年，甚至更远的未来，
教师到底需要怎样的语文能力？语文
核心素养涉及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
4个方面，这些素养怎么样才能让学
生达成？近日，由北京云舒写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语文教育高峰论坛（2019）”
在京举行，共同探讨在《中国教育现代
化2035》背景下，语文教育如何实现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
持续的发展。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标
准变革驱动下的语文新目标解析”的
主题，为来自全国的300多名中小学
语文教师、教研员作了主题报告。

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
教授戴锦华在关于“数码时代的阅读
与人文学”的主报告中，重点对数码
时代如何阅读、推动人文的传播影响
力、数字化平台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北京一零一中学语文特级
教师程翔在“母语强则国家强”的学
术报告中，梳理了母语教学的发展脉
络，提出语文学科不仅有工具性、人
文性，还具有民族性，母语是中华文
化的重要载体，是民族之根，语文教
学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上海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余党绪以

“批判性思维让语文教育走向理性与

清明”为主题，分享了自己对语文教育
的一些看法。他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核
心素养的核心，“我们的语文教学在理
性与清明上是有所欠缺的，因为不够
理性而导致了语文教学的暗昧，希望
能够借助批判性思维来改进这样一个
局面”。

“书底儿的厚度决定专业发展的高
度。”吉林省高中语文教研员张玉新深
入分析了教师阅读现状，建议教师的当
务之急是“啃”读一本垫底的书。云舒
写教育创始人吴本文认为，“读书少写
作难”一直是中小学生的突出难题，不
是家长和教师不懂语文对孩子发展的

重要性，而是优质的语文教育供给相对
不足。为此，企业需要做的事是链接多
方，从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等语文的
综合维度创新语文教育供给，实现学术
引领、科技赋能、数据驱动。

活动现场，云舒写教育发布了面
向全国语文教师的公益项目“在线教
研联盟”，以及与北京大学、华中师范
大学等机构签署的6项关于语文教育
供给共同体建设的战略合作。该联盟
将聚合国内语文教育的知名专家和学
者，为教师分享前沿专业的语文主题
课程，指导教学实践，用科研的基本范
式引导教师提升专业素养。

未来，教师应具备怎样的语文能力
李明

麦田守望

本报讯 为纪念洪汛涛先生诞辰
91周年，第三届全国小学童话教学观摩
研讨会暨《童话学》理论与提升语文素养
实践结合辅导报告会近日在京举行。本
次活动由韬奋基金会、中国儿童文学研
究会、国家图书馆少儿馆等共同主办，全
国各地300余位专家、作家、学者、教师
齐聚一堂，围绕新近出版的《童话学》修
订本，齐话语文教学，共论童话创研。

活动现场，国家图书馆少儿馆馆
长王志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晖、儿
童文学作家童喜喜等嘉宾解读了《童
话学》，并围绕在创研出版和语文教学
中，如何以童话为切入点，提升童话的
创作和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丰富的想
象力，开启学生的心扉，让童话充分发
挥其在认知、教育、审美和娱乐方面的
作用，进行了专业辅导。清华大学附
属小学校长窦桂梅、江苏新城小学南
校区校党支部书记宋运来的《神笔马
良》等观摩课精彩纷呈，引人入胜，为
在场观众送上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童话
春天。 （画千）

第三届全国小学童话
教学观摩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由国家交响乐团
著名指挥姜金一执棒、200名师生用音
乐演绎的一堂特殊思政课在中央民族
大学正式开讲。这堂“音乐大讲堂”课
程以“歌唱祖国”为主题，音乐学院师
生联合唱响了《祖国颂》《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怒吼吧！黄河》《长
江之歌》《爱我中华》等曲目。由此，

“书香民大”系列文化育人课程建设行
动正式启动。

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宋敏介绍，
“书香民大”是该校文化育人工程的重
要探索，旨在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融
入教育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学科专业优
势，打造多个通识教育品牌，创新通识
教育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让学
生们能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感
官，阅读经典、聆听经典、触摸经
典、享受经典，让“美美与共 知行
合一”的大学文化成为当代大学生深入
骨血的精神气质。 （刘奕）

“书香民大”系列文化
育人课程建设行动启动

阅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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