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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阅读的差距是造成一个人终
身差距的重要原因。美国著名学者艾
瑞克·唐纳德·赫希在《知识匮乏：缩小
美国儿童令人震惊的教育差距》一书中
提出一个以‘核心知识’为主题的教育
改革运动，他认为，儿童阅读是推进社
会公平最重要的基石。”在近日由深圳
市爱阅公益基金会举行的《爱阅小学图
书馆基本配备书目》2018 版发布会上，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表示，古人所说的“开卷有益”的时代早
已经过去了，现在有大量不值得我们去
读的，甚至有一些长期高居童书排行榜
前十名却读了有害的书，没有人把关，
没有人去好好研究，这应该给予足够的
重视。

此次 2018 版书目分“学生书目”
“班级书目”和“教师书目”三部分，学生
书目中，文学、科学、人文的童书数量分
别占比为 63%、21%、16%，涵盖中
国、美国、英国、日本等 47 个国家的
出 版 物 ， 其 中 中 国 原 创 图 书 占 比
40%。据介绍，《爱阅小学图书馆基本
配备书目》 每两年更新一次，本次书
目是爱阅公益基金会在推出 2012 版和
2016 版小学图书馆书目之后的又一次
更新迭代。发布会上，来自教育界、
出版界、公益界等众多关注儿童阅读
的专家学者齐聚国家图书馆，共探儿
童阅读发展之路。

据“全国基础教育装备专项调研”
显示，目前我国中小学图书馆图书、报
刊的馆藏数量和种类偏低，藏书质量与

结构不够科学合理，一些学校的图书馆
盲目追求人均藏书量，导致存在所购买
的书籍种类单一、内容过时、复本过多
等不合理现象。另外，专业化队伍匮
乏，管理服务水平不高，科班出身的馆
员不足3%。图书馆开放时间也普遍较
短，访问次数和借阅量偏低，学生在图
书馆“上自习”居多，他们更看中图书馆
安静的学习环境。在课外阅读中，应试
功利性阅读占据主导地位，学生借阅辅
导书占比较高，因此，提高学生课外阅
读内容的丰富性，培养阅读积极的情感

投入显得尤为重要。
发布会上，《爱阅小学图书馆基本

配备书目》评审委员会主席王林介绍，
爱阅公益专家团队在书目研制中提出
了五大研制理念：既关注作品的价值
观，也强调多元思考；既尊重孩子的兴
趣，也强调书目的引导性；既尊重市场
的选择，也强调作品的经典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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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确定了“适合儿童阅读的好
书”八个基本原则：“方便采购”“分级阅

读”“单行本”“丛书解套”“类别均衡”
“主题丰富”“适当平衡”“最优版本”。

为什么要推荐“班级书目”？王林
解释说，一些学校校长因为担心丢失图
书，常常用“一把钥匙”来解决管理问
题，或者干脆把图书馆设在另一栋楼
里。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教室里面
摆一个小书架，放一些很常见的书，让
学生有充分与书接触的机会。此次为
每个年级推荐了 100 本“班级书目”，6
个年级共 600 本，相当于在 4000 本学
生书目中优中选优。

王林还对书香校园建设提出了一
些建议，即：要规范采购机制，让好书进
到学校；加强图书室建设，创设好的阅
读环境；保证阅读的时间。“一个有远见
的校长、一个有远见的老师绝对不会把
孩子拘在自己的课堂上，他能把孩子引
向更广阔的阅读的海洋，从课本到书
本，再到童书。”

“出版社为什么要出一些看起来让
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书？在这个时代是
否要去追逐市场？是否要去随波逐
流？”曾当了 26 年小学教师的北京教育
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李怀源一连
提出 3 个问题，他坦言，真正优秀的书
目一定是专业的，能给孩子们提供最丰
富的人生榜样供他们选择，然后他们才
有可能成为最好的自己。《爱阅小学图
书馆基本配备书目》的丰富性、选择性
为教师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菜单”，它
可能会去碰撞更多的好书，并让更多的
孩子受益。

“这个书目会去碰撞更多好书”
——《爱阅小学图书馆基本配备书目》2018版发布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读家报道

麦田守望

市川里美这个名字，国内的读者可
能不太熟悉。她是日本绘本作家，从小
就梦想着可以去远方的国度，也曾经去
过很多国家和地区。不过与别人不同
的是，她在旅行时，不是靠沉甸甸的相
机来记录世界，而是轻盈的画笔。目前
她已经出版 70 余册绘本，多次获得日
本及国际奖项。

如果你是她的粉丝，你一定会发
现，她很喜欢描绘孩子、人偶、自然等
美好事物。每部作品的画风都是温暖而
细腻，且笔下的每一朵花甚至是玩偶的
表情都栩栩如生，以至于家长们都很愿
意和孩子一读再读。近日，由蒲蒲兰绘
本馆和蒲公英童书馆共同以“市川里美
的创作旅程：描绘全世界的孩子”为主
题的演讲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市川里
美说，这是她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此之
前始终期待着来到北京，与读者们来一

场超越国界的心灵沟通。
“每次即将踏上未知的旅程时，我

总是兴致勃勃又夹杂着些许不安。”因
为去过太多国家和地区，她目睹了当
地人的生活方式，还会跟他们一起生
活，仿佛自己就是在那里土生土长的
人。用市川里美的话说，“在心中仿佛
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故乡’”。

作 为 一 个 从 没 有 学 习 过 绘 画 的
人，市川里美是怎么喜欢上创作绘本
的呢？1971 年，她独自一人前往巴
黎，一下子就被巴黎美丽的街道和建
筑深深吸引，于是决定留下来。一次
偶然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她在
一家二手书店里看到了法国插画家莫
里斯·布代·德·蒙维尔的一部精美
绘本。这本书淋漓尽致地画出了孩子
们的幽默可爱，画风优雅且色彩美
妙。这使她突然产生了创作绘本的念

头，从此一画就是45年。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遇到过很多

不同的人和动物，去过很多不同的地
方，看到过不同的自然美景，我把它们
都画在了绘本里。它们就好像一边走一
边捡起的小石头、在海边拾到的漂亮的
贝壳、在原野上采到的美丽的花，谁都
可以捡拾，也很普通，只是被我带回家
创作成了绘本故事。“她觉得，这些在人
生中不断遇到的喜欢的事物，都是她创
作绘本故事的灵感和素材，一定还在某
些未知的地方等待着她去捡拾。

比如市川里美在 1996 年的肯尼亚
之旅，当地人在广阔的大自然中与动物亲
密相处的景象，如同一座巨大的绘本故事
宝库呈现在她的眼前。她说：“我太想把
这些做成绘本，讲给全世界的孩子们了，
于是画了《非洲有没有小熊？》。”此后她还
去了非洲的其他地方，骑着骆驼在沙漠中

旅行，与当地的土著居民一起在帐篷里生
活，等等。有一天，市川里美遇到一位少
年，他正玩着自己手工制作的小汽车，并
向她展示。市川里美称赞说：“太有趣了，
非常棒！”并且买了下来。少年因为受到
表扬感到非常高兴，不过他又说：“我做过
好多小汽车呢，可是我爸爸不喜欢我做小
汽车⋯⋯”

“那次的相遇给了我灵感，于是我创
作了《吉布的小汽车》。”市川里美说。

就这样，她创作的绘本就如同她
经历过的生活记录，画着她在日常生
活中或在远方世界旅行时遇到的美
好。如果要问市川里美下一本会创作
什么，那么，对于她来说或许也是未知
的。世界如此广阔，还有更多有趣的事
物等待着她去邂逅，就让我们继续期待
她的新绘本，与全世界的孩子们共同
分享吧。

市川里美:用画笔描绘全世界的孩子
刘奕

图书角
《幼狮》讲述了少女吕阳在一次非

洲之旅中，借由一只幼狮的命运，找到
了自己的“故乡”与“根”，并最终达成
了自我认同的故事。书中以“领养一
只幼狮”为主线，将聚集在非洲的不同
人物角色的命运铺展开来：被中国文
化滋养成长的女孩、定居欧洲的华侨
作家、流落的非洲妇女⋯⋯在现实的
书写中插入“寻根”的主题，既能以成
长的角度诉说中国故事，又能从情感
上激发青少年读者爱国的热情。

该书作者、地质勘探高级工程师刘
虎已出版5部动物小说，大部分作品以
青藏高原及西北地区为舞台，兼具国际
视野，充满了深沉悠远的人文关怀。

《时光匣，拾光侠》是一部关于时
光的有趣绘本。稚拙朴实的画作，让
我们瞬间穿越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再现“70后”“80后”的童年，传递着对
世间人事的温情美意。也正如作者李
冰在书中描绘的：“记忆有声音。是夏
夜里生生不息的虫鸣蛙叫、流水潺
潺；是妈妈在忙着踩缝纫机给我们匝
新裙子；是第一次去海边带回家的海
螺，放在耳朵上，能听见远方传来海
浪的声音⋯⋯记忆，还是分别时大家眼
睛里亮晶晶的雾气，再也回不去的一些
地方，再也见不到的一些人。”

愿每个打开此书的人心底那个揣
着袖口的鼻涕小孩都复活，仍然对世界
充满最天真的好奇心；并怀着珍重心
情，缓缓打开李冰的时光匣，和她一样
做一名勇敢的拾光侠，重回让人怀念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回我们每个人最
初也最明净的时光。

《幼狮

》

刘虎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时光匣

，拾光侠

》

李冰

绘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学期开学，深圳市建文外
国语学校给学生准备了一个别开
生面的开学礼：校长裴光勇给全
校 100 名学生赠送了 1000 张阅读
卡，这些阅读卡是暑假期间本校
教师根据学校统一要求精心创作
而成的。

在上学期总结会上，裴校长
给全体教师布置了一项特殊的暑
假作业——每位教师创作 10 张阅
读卡，还以身示范，与教师做了
创作阅读卡片的经验分享，教师
们备受鼓舞。

编写流动阅读卡是建文外国语
学校推行师生大阅读的一项重要举
措。阅读卡片分为小学、初中、高中
三个层次，不同层次内容各有侧重，小
学生侧重趣味性阅读，初中生侧重知
识性阅读，高中生侧重品位性阅读。
内容涉及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自然学
科、艺术学科，还包括美文欣赏、名人
故事、学科拓展、科技前沿等。

之所以冠以“创作”二字，是因为
这是一项创造性劳动，它凝聚着创作
者的智慧。裴校长介绍了三种方法：
一是摘，即抄录，如片段摘抄、美文摘
录。他以当代著名散文家席慕蓉《桐
花》为例，展示了片段摘录并加赏析
的阅读卡片。二是编，即重组。裴校
长展示了《富兰克林自传》的阅读卡
片，这段 348 个文字来自三种介绍，
然后将三种介绍文字进行重组，形成
了全面、精准的关于富兰克林的介
绍。三是写，即表达。比如《杨振宁
传》这本书里没有内容提要、前言和
序，裴校长读后提炼出了内容概括和
推荐语：

内容概括：杨振宁出生于安徽合
肥县城。他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
学；不但因“宇称不守恒”成为诺贝尔
奖获得者，而且还有被物理学界普遍
认为的最高成就：杨-米尔斯场理
论。他既是一位科学家，又是一位好
老师、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他不
仅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而且是中美关系松动后回国探访的
第一位美籍华裔科学家。他为促进

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相互交往，
为促进中美建交、人才交流与科技合
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怀着对祖国
的一腔热忱、对科学的不倦追求，一
刻不停地向前走。90 多岁高龄，依
然还在关心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
人才培养。

推荐语：读《杨振宁传》，会产生极
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因为杨振宁从
小学到大学，包括研究生都是在国内
完成的，这无疑能够提升我们的文化
自信和民族自信；尽管杨振宁的成功
之路难以复制，但是他的治学精神与
方法值得学习与借鉴，与他的人生对
话，让我们深受鼓舞和激励，从中获取
永远向前的力量！

为了把阅读卡利用好，建文外国
语学校在校内师生活动频繁的场所
投放流动阅读卡，具体做法是，第一
次投放 8000 张，每月更新 2500 张，
一个学期学校创作阅读卡 10000 张
左右。阅读卡采取周期性循环投放，
每月投入新卡片，每学期结束时回收
旧卡片，下一届新生进校时旧卡片仍
可投放。学校成立了阅读指导委员
会，全体教师都是编创者，教研组长
担任学科责任人。不仅将阅读卡编
写工作纳入教师和学科教研组工作
考评项目，每学期还举行一次“阅读
金卡”评选活动。

在校长的带动下，教师积极创作
阅读卡，并引导学生加入，现在全校
师生都成了阅读卡的创编者，学生和
教师随时、随地、随需地阅读，也成了
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易红芳老师感慨地说：“阅读卡
的制作过程就是心与心沟通的过程：
一头连着作者与文本，挖掘出微妙之
处、会心之处、得意之处；另一头连着
学生，揣摩着孩子的兴趣，贴合着阅
读水平，思考着发展的方向。”高二

（19）班管晓彤同学坦言：“制作阅读
卡让我真正感受到了阅读的乐趣，也
让我懂得如何将审美与阅读结合，我
会坚持做下去。”

（作者系深圳市建文教育集团教
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特级教师）

校长引领教师创作阅读卡
王世发

本报讯 由中国出版集团、天天出
版社主办的“跨越国界的诗意与童心——
赵丽宏‘童心三部曲’新书发布会暨阿语
版签约仪式”近日在北京举行。

“童心三部曲”包括《童年河》《渔
童》与《黑木头》，该书作者、著名作家赵
丽宏说：“三部儿童长篇小说反映的是
三个不同的时代，但基调是一致的，都
是展现人性之美，展现人间的真和善。
我力求让自己在精神上回到童年时代，

对小说中所涉及的任何事物都会想一
想，如果在孩子的眼中和心里应该是怎
样的，而不是以一个成年人的眼光、以
自以为万事俱晓的聪明人的口气，来讲
述故事。”天天出版社总编辑张昀韬则
认为，这三部作品为儿童文学提供了不
一样的视角，读者也在作品里很敏锐地
捕捉到了很多现实问题，比如《黑木头》
里面三代人的亲情关系、家庭成员之间
的沟通等。 （常丹）

赵丽宏“童心三部曲”全新发布

本报讯 近日，中国和平出版社
2019 精品图书国际版权推介会在北京
举办，此次活动以“奔向世界的原创力
量”为主题，重点推介了和平社的原创精
品图书，包括《别让太阳掉下来》《回乡下》
以及“文化遗产寻宝记”“疯狂蔬菜学校”
等。其中，青年画家弯弯的新作《回乡下》
画风独特，造型稚拙，明度极高的黄色、红
色、蓝色、绿色，让画面充满明媚的气息，
穿插着黑白灰的深色调。“熊猫和小鼹鼠

系列图画故事书”改编自央视同名动画，主
题聚焦在中华传统美德、幼儿社会交往、科
学知识、安全教育四个方面。“文化遗产寻
宝记”是一套原创漫画书，首先推出中国系
列20册，以趣味性的漫画为表现形式，将
全国各地的文化遗产、民间艺术巧妙地融
合在故事中，带领孩子们领略全国各地的
风土人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会上，和平社还与阿拉伯科学出版社
达成图书版权输出合作协议。 （安晓）

和平社举办原创精品图书推介会

阅读现场

《这是苹果吗也许是吧》是日本绘
本作家吉竹伸介的成名作，描绘了由
一颗普通苹果所引发的联想，呈现出
一颗苹果的无限可能。在这本书中没
有抒情说教式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撒
娇卖萌的卡通形象。但每一个翻开这
本书的人都会立刻被这颗变幻无穷的
苹果所吸引，并迅速沉浸在“吉竹”有
趣、幽默的想象王国之中，然后不知不
觉地哈哈大笑起来。

爱心树童书总编辑李昕认为，吉
竹伸介的作品并不是耀眼夺目的，却
更像黑暗中的蜡烛慢慢地亮起来，静
静地发光，让你的眼睛适应周围的光
亮。《这是苹果吗也许是吧》是吉竹伸
介系列作品中的一本，该系列还推出
了《好无聊啊好无聊》《揉一揉啊捏一
捏》《脱不下来》中文版。

《这是苹果吗也许是吧

》

[ 日

] 吉竹伸介

著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书香案例

学生们在户外图书角读书学生们在户外图书角读书。。 张妤张妤 摄摄

阅读指导

现行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八年级下
册第三单元第 12 课《诗经》二首中，选

《诗经·周南·关雎》《诗经·秦风·蒹葭》
两文。因之关涉我们的诗学传统，故聊
奉数言以飨各位语文教师。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
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灿烂的瑰宝，经过三
四次的整理，到春秋晚期成形，战国末
年始列为“经”，诗歌旨趣被歪曲但诗文
却得到完整的保存，成为记录中国文学
源流的重要载体。

关于“诗三百”。《诗经》现存三百一
十一篇，其中有六篇有题无辞的“笙
诗”。《诗经》收集了春秋中期以前五六
百年间流传的诗歌，原来都是随乐而
传，但是随着乐曲的流失，只剩下题
目。因此，《诗经》实际只存三百零五
篇，故称为“诗三百”。

《诗经》的作者和题目。《诗经》的实
际作者，可考的记录不多，其中只有七

篇提到了作者。而多数是经过群体的
传唱，逐渐成形的，不妨把它看成是集
体智慧的结晶。可以大致说明的是，

《大雅》和《小雅》多数为士大夫所作，而
《国风》中有一部分是百姓传唱的记
录。因为被两周时期的乐官所整理编
纂结集，没有专门的名字，故用句子的
开头为题目。

《诗经》的流播。《诗经》在两周时期
形成并传播，在秦朝也曾遭到焚毁。到
了汉代，主要有四家——“齐鲁韩毛”，他
们包括齐辕固生、鲁申培、燕韩婴、赵毛
亨和毛苌。其中，前三家是今文经学，毛
诗是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东汉以后，
毛诗派逐渐兴盛，成为“官学”。到了唐
代修订《五经正义》用的就是毛诗郑笺，
到了南宋就失传了。

现行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中的《诗经》
选文，堪称经典。对于《关雎》的点评，司
马迁有“风诗者，固闾阎风土男女情思之

作也”。作为《诗经》中的“四始”之首，
《关雎》是一首男子单相思的情恋歌曲。
《毛诗序》中就说：“乐得淑女，以配君
子。”对于演绎“后妃之德”，则是过度演
绎的结果。陈子展《诗经直解》中有“当
视为才子佳人风怀作品之权舆”。钱钟
书《管锥编》中对此衍生，认为《太平乐
府》卷一中乔梦符《蟾宫曲·寄远》有“饭
不沾匙，睡如翻饼”，下句足以笺“辗转反
侧”也，就是这个意思。对于《蒹葭》，最
著名的诗句“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写尽
了迷惘，由此想到《离骚》中“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劲头。

《秦风》是最早的西部诗，是“国风”
的第一篇。《秦风》中的篇章激荡着恰似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西北边鄙的慷慨
悲壮的音情。清代牛运震《诗志》认为，

“只两句写得秋光满纸，抵一篇悲秋赋。”
大概《秦风》是悲秋的始祖吧。向河的上
游走，找不到这个“伊人”；向河的下游

走，还找不到这个“伊人”。北宋贺铸《青
玉案》中“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
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
朱户，只有春知处”写出企盼心理。

关于“秋水”，朱熹《诗集传》有“秋
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
方，上下求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
指也”。清人牛运震《诗志》认为：“《国
风》中第一篇缥缈文字，极缠绵，极惝
恍，纯是情，不是景；纯是窈远，不是悲
壮。感慨情深，在悲秋怀人之外，可思
不可言,萧疏旷远，情趣绝佳，《序》以为
刺襄公不用周礼，失其义矣。”而姚际恒

《诗经通论》认为：“此自是贤人隐居水
滨，而人慕而思见之诗。”可见水边之
美，美在人慕而思见，若隐若现。陆侃
如《中国诗史》则说：“它的意义究竟是
招隐或是怀春，我们不能断定，我们只
觉得读了百遍还不厌。”
（作者系吉林省教育学院语文教研员）

初中语文教材中《诗经》选文摭谈
郎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