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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荐

《安徒生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小布头奇遇记》……当一个成人读者回
溯他的儿童时代阅读史时，那些深印在脑
海中的作品，往往是充满幻想魅力的儿童
文学作品。幻想儿童文学，是与儿童最为
亲近、最易于儿童接受的文学模式，是一个
应当积极参与其间的、重要的、启智悦心的
力量。

近日，2019“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
学年度盛典系列活动在大连举行，知名作
家、评论家、阅读推广专家代表与获奖作者
一起，共同见证了第六届“大白鲸”优秀作
品征集活动获奖作品、第六届“大白鲸”全
国小学生阅读与创意活动获奖名单的揭
晓。《风的孩子》《时间超市》《少年、AI和
狗》《人鱼之约》等14部原创幻想儿童文学
作品、《跳芭蕾舞的熊》等7部原创图画书
作品获奖，“钻石鲸”作品空缺。其中，杨华
的《少年、AI和狗》模拟人类与AI共处、共
同应对危机的情境，新奇、生动、诙谐，极富
启发性。王君心的《风的孩子》借助主人公
的人类之子与自然之子的双重身份，接通

自然与人的双重视野，以此来达成对人类
发展中的获得与失去的反思。

以“保卫想象力”为主旨的第六届“大白
鲸”优秀作品征集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美国、加拿大、新
加坡等国家近600位作者的833部作品，作
者年龄最小者12岁，最大者85岁。

终评委代表、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说：
“活动实行全程匿名评审，只看作品质量，
不问作家出身。”因《七班传奇》获鼓励奖的
12岁广东学生陈鹏宇告诉记者：“‘大白鲸’
给我这样喜欢幻想的小作者一个很好的发
展平台。”最美书香好校长代表、大连第七
十九中小学部校长尹震认为，“大白鲸”小
学生阅读与创意活动激发了学生们的阅读
兴趣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给了学校加强
书香校园建设的契机。

儿童文学评论家、太原学院教授崔昕
平认为：“中国本土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开启
于大量翻译域外幻想儿童文学作品，之后
由叶圣陶童话的问世，改写了‘言必丹麦’
的历史，并由张天翼等将本土童话推向了

第一个创作高峰。然而新时期以来，无论
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热闹起来的‘热闹派’
童话，还是新世纪之初大量的魔法类幻想
小说，背后都仍然可见模仿西方的影子。
借助‘大白鲸’优秀作品征集活动，借助逐
渐细化的科学幻想、童话幻想、人文幻想、
神话幻想的内在分类，借助历届脱颖而出
的、各具特色与开拓性的原创幻想儿童文
学作品，本土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切实地踏
上了创新之路，发现了大批新鲜的作家面
孔，也给儿童文学整体带来了新异而有效
的刺激。”

但同时崔昕平也谈到了现有创作中必
须警惕的问题：一是当下的幻想儿童文学
作品中存在大量雷同之作，屈就于惯性或
耽于模仿，创新性不足。二是囿于人生或
阅读视野，深度与张力不足。部分作品完
全靠头脑中的幻想推动故事，无根的幻想
使得故事可以任由幻想驱使，也使故事停
留在了“热闹”的层面，读后的遗忘速度非
常之快。三是顾此失彼，对“幻想”用力过
猛反而忽视了“文学”，部分幻想儿童文学

作品因为一味地追求幻想的新奇，而滑向
了刻意的搞怪。

“幻想不是乱想。幻想不是金手指，幻
想不是水龙头，不是一拧就开，一关就关上
了。幻想的发生和生产的机制，必须是有
迹可循的，有逻辑可以遵循的。”《文艺报》
副总编辑刘颋说，幻想文学的写作是一种
文学活动，而文学活动是对现实世界的理
想表达。幻想就是现实通往这一理想的

“翅膀”，翅膀能够飞跃的高度和广度，就是
现实可能的维度。幻想文学的写作，其实
是一种文学理想的表达。

此次“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年度
盛典系列活动由大连出版社携手大连圣亚
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大
连市分行共同主办，“大白鲸世界”独家冠
名。活动期间，还举办了第六届中国原创
幻想儿童文学高层论坛、第十期“幻想屋”
儿童文学主题沙龙、大连出版社签约作家
王君心儿童文学作品研讨会。同时，第七
届“大白鲸”优秀作品阅读与创作活动正式
启动。

幻想之翼的希望和力量幻想之翼的希望和力量
——来自2019“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年度盛典的声音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读家报道

本报讯 由明天出版社
主办的“中国故事世界表
达——《小黑和小白》阿语
版新书发布会暨繁体版签约
仪式”近日在北京举行。该书
由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携手
纽约大学教授孙晴峰、阿根廷
著名儿童插画家耶尔·弗兰克
尔联袂创作，讲述当代人的心
灵故事，善意地提醒人们打破
疏离与隔阂，共同拥抱丰富多
彩的辽阔世界。

发布会上，儿童文学作家
刘海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
晖、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宏
等专家，围绕《小黑和小白》的
创作缘起、文学价值和版权输
出的意义等话题展开讨论。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书洞见
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一切，拓宽
了儿童阅读的审美思考空
间，对于引导少年儿童情智
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王昊）

《小黑和小白》阿语版发布

本报讯 伴随着《我和
我的祖国》小提琴演奏，由中
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北京
阅读季·书香童年首届“原创
之美”绘本剧总结演出暨颁奖
典礼近日在京举行。颁奖典礼
上对表现优秀的作品、个人和
组织机构进行了表彰，来自空
后蓝天幼儿园、五一幼儿园、
聆听天使儿童剧社等机构的孩
子及家长还带来了《巾帼英雄
花木兰》《毛毛虫有一天也会
飞》等10部精彩绘本剧作品。

绘本剧从平面阅读到舞
台演绎，激发了孩子对阅读的
兴趣和热情，增进了家长与孩
子的情感交流互动，在潜移默
化中培养了新时代儿童自信、
乐观和包容的优秀品质。值
得一提的是，此次演出的大小
演员均未经过专业的训练，从
绘本阅读、绘本解析、剧本编
排，到服装道具的准备，都是
他们亲自创作和动手制作的，
处处充满智慧的力量。

（王楠）

“原创之美”绘本剧颁奖典礼举行

阅读现场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祥瑞园小学积极开展全员经典诵读活
动，引导学生接受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熏陶，成为学校坚持近十
年致力于打造书香校园的一道“寻常风景”。

张桂玲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科幻小说是200年前伴随工业革命而
来、携带着强烈的时代精神的一种小说类
型。遥远的过去、被改变的现在、还未到达
的将来——科幻小说中的故事多数发生在
我们不熟悉的世界里，饱含了人类的期盼
和愿望。科学可能会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未
来，也可能会造成种种风险。因此，在建构
的同时批判，又在批判的同时建构，是科幻
小说的故事核心。

科幻小说关注着世界的变化。17世
纪，天文学家开普勒撰写了小说《梦》，在这
个作品中，人类可以通过“鬼魂”进行太空
飞行。在那个年代，人们真的认为鬼魂是
存在的，还能升空。时代在发展，科幻小说
中的“科学”也日新月异。现在，飞向太空
的方法多数是用火箭或者飞船，这些飞行
器通过喷气推进。也有的作家走得更远，
设想用引力波或者空间弯曲来飞行。飞行

方法的变化，反映了现实中科技的变化。
变化是世界的常态，可如果变化太快，

人就无法适应。举个简单的例子，人工智
能的发展可能使律师、金融投资专家甚至
教师和医生都统统失业。这就是快速变化
给我们造成的危机，我们必须学会预学习
和预创新，而所有这些在科幻作品中都提
到过——科幻作品是未来的风向标，是适
应未来的练习本。

读科幻小说让我们思考：我们是谁？我
们将向何处去？科学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未
来？我们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变化？人大附中
有一门科幻物理学课程，教师通过科幻作品，
真正把物理学投射到社会生活之中：“超人有
多大力气？”“蜘蛛侠的行走方式真的更快
吗？”看似天马行空的问题，却运用了真实世
界的物理学来进行严谨的分析、解答。

不仅如此，科幻小说还能够增进想象

力和创造力。读凡尔纳的作品，让心灵跟
随主人公去旅行、去发现、去想象。读威尔
斯的小说，既能在大脑中构筑起四度空间
的神奇形象，也能构筑起建设公平社会的
蓝图。任何一个阅读阿西莫夫、海因莱因、
布拉德伯里、克拉克作品的人，其创造和想
象的热情都会被激荡起来。

今年夏天我在硅谷出差，听到不少发
生在创业大佬和科幻小说之间的故事。谷
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脸
书的发明者马克·扎克伯格，他们从童年就
开始大量阅读科幻作品。科学家同样热爱
科幻小说，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工程师维纳·
冯·布劳恩、杰弗里·兰迪斯都写过脍炙人
口的科幻作品，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
卡尔·萨根等更是人尽皆知的科幻大师。
中国的水利专家潘家铮、生物学家王立铭
等都写过很好的科幻小说。

收录在“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系”（吴
岩 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这套选集中
的作品，是从众多国内外优秀科幻小说中
精选的。全套一共四册，分别为《探索者》
《创造者》《勇敢者》和《倾听者》。我建议应
该从《探索者》读起，探索是发现之母，没有
探索也就没有创新。第二本应该读《创造
者》，在探索的基础上创造出改变世界的方
法。第三本要去读《勇敢者》，没有勇敢者，
人类不可能走向宇宙，也不可能洞察宇宙
深处的结构和生命的最终奥秘。第四本读
《倾听者》吧，这本书讲述了更加高等的生
命存在。与《三体》一样，人类必须成为一
个好的倾听者，战战兢兢地、小心地发现宇
宙，才能保证我们自己更好地发展。

赶快打开书，开始未知世界的探索之
旅吧！

（作者系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

为什么读科幻
吴岩 图片新闻

立足教育 服务教育 引领教育

策划者说

加强劳动教育，是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特别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
体系”。2019年2月国家教育部门2019年工作要点中也明确提出要

“大力加强劳动教育”。2019年6月23日，《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坚持‘五育’并
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由此可见，出版《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
教育》恰逢其时，可以满足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有关劳动教育理
论的学习需求。

本书的作者是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作者结合在帕夫
雷什中学多年工作的亲身经历，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对
于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劳动教育的影响、实施劳动教育的手段和途
径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阐述。书中的材料和所阐述的方法会对教师实
施劳动教育给予实质性的帮助，有助于广大教师在各自的工作实践
中完成劳动教育的任务。

本书在劳动教育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苏霍姆林斯基强调劳动
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促进学生的职业定向以及学生
在劳动中可以展示、显露、发展个人天赋才能的真知灼见，无疑具
有划时代意义。

观点摘录

●学习和劳动对于学生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一个没有掌握劳动技艺的人，永远也得不到满足——

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都是如此。
●劳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使人产生满

足感的不仅是体力上做出的努力，而且是他对个人的创造力
和智力因素的认识。

●我们相信，正是由于参加了真正的生产劳动，受教育
者对学习才更加认真和自觉，并以严肃的眼光看待个人的生
活。

●高尚的人性和人道精神，就是这种劳动教育的结果。

《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

[苏] B.A.苏霍姆林斯基 著
萧勇 杜殿坤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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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加强劳动教育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给教师的建议》
《帕夫雷什中学》
《怎样培养真正的人》
《公民的诞生》
《和青年校长的谈话》
《要相信孩子》
《爱情的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选集（五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