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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大河》是于大武经过 30 年酝
酿、3 年采风创作完成的心血之作。在
创作过程中，他采取了点面结合、写意和
写实相配合、古典与现代手法相融的壁
画形式，既有恢弘的场景，又有表现人文
历史的具象刻画，使读者有俯瞰大地的
视角，在广阔的场景上了解了黄河沿岸
的人文历史和现代社会风貌。

中少总社社长孙柱说，这条“母亲
河”对于中华文明具有深远意义，让少年
儿童了解“母亲河”、理解中华文明，正是

《一条大河》的出版初衷。著名出版人海
飞认为，少年儿童正处于艺术启蒙阶
段，优质的原创绘本对孩子的美学艺术
修养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赵强）

《一条大河》描绘黄河风貌

景德镇的冬天很冷，以前没有空
调，也没有电暖器，上学的孩子们干
冻着，但如果你家住在陶瓷厂砖窑的
附近，情况就会好很多。上学前，顺
道在正烧着的砖窑附近捡一块烫手的
断砖，用破布裹好，揣在怀里带去学
校，这就如同从前的公子少爷揣了一
个手炉去上学一样，一个上午都暖暖
的，至少，写作业的时候手指不会僵硬
得不听使唤。这样，一块断砖勉强能
维持一个上午的温度，下午上学时再
换一块。

还有，开窑两三天后，等近千度高
温的窑冷到一定的时候，拎一桶水进
去，等水热了人再进去。寒风刺骨的
冬日，在温暖如春的窑里洗澡是再惬
意不过的事了。当然，只有男人和男
孩才能有这样高规格的享受，女人和
女孩是不允许进窑的，阴气太重。

再有，自制的玩具都取材于陶瓷、
匣钵或瓷土⋯⋯

“ 景 德 镇 于 我 是 一 个 陌 生 的 城
市，这些偶然听来的故事让我开始钟
情于它，让我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童
年——景德镇的童年。于是，我便一次
次走进景德镇，去探寻过去和现在
这座城市与童年的关系。”在近日由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举行的 《黑
指——建一座窑送给你》 作品研讨会
上，该书作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彭
学军娓娓道来，讲述 《黑指——建一
座窑送给你》 创作背后的故事。

“黑指”是一个男孩的名字。对
瓷都长大的男孩来说，泥，是他们常
玩常新的玩具。玩得小手脏兮兮的、
又不爱洗的一个男孩便得了“黑指”
的绰号；小天的瓷板画画得极好，黑
指和他好得跟亲兄弟一样；大男孩金
毛老欺负他俩，不过，他也是有本事
的，能做出长得像“高帮运动鞋”一
样的雕塑窑⋯⋯ 《黑指》 通过瓷都景
德镇三个瓷厂职工家庭的男孩——黑
指、小天与金毛的校园和家庭生活，
展现了瓷都在新时代的变迁，以及变
迁中人们如何艰难地寻找着传统与现
代的契合点。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
渐渐走向成熟，懵懂的童年也如粗拙
的瓷坯一般，让窑火焙烧得光润而又
华美。

“我承认，当初敢于选择这样一个
题材，真正应了那句话：无知者无畏。
若是从东汉中晚期算起，瓷已有 1800
多年的历史，再加上 72 道精细繁复的
工序，就如一个无限深邃又无比幽闭
的密宫，好不容易找到一道缝小心翼
翼地往里一看，着实被吓住了，也被迷
住了。继续往前也许不明智，可回头
看，已没了退路。”为此，彭学军决定
自己学做陶瓷，她在景德镇报了一个
培训班，从配土、揉泥、拉坯塑形、
配釉施釉到最后烧成，一点点学起，
尽管老师教的“羊头揉”“菊花揉”
她怎么也学不会，但是她和景德镇的
孩子们一样玩泥巴、烧陶瓷，也拥有

了自己的 4 件作品：一只小碟子、一个
木耳边的花钵、一个长方形的收纳盒
还有一只海盗狗。用著名儿童文学作
家金波的话说：“在这个过程中，她培
养了一种情感的力量，任何一个作者
必须具备情感的力量。虽然被吓倒
过，但是不断涌出情感的力量，你才有
写下去的勇气。”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都谈到作品
对细节的准确把握和语言的优美 。

《儿童文学》 杂志原主编徐德霞举例
说，书中写男孩刚到窑场，就感受到
热度越来越强烈，周围的空气都有了
变化，“硬冷的空气变得絮软起来，
轻盈起来，棉花一样暖暖地裹住了黑
指”。然后看到“窑工们偎在墙角打
盹儿，像是围在火塘边酣睡的猫。窑
场惬意又安静，只有松柴在窑膛里嗬
嗬作响。弧形穹顶的圆窑看上去就像
一只烘烤着的巨大的面包，不过，它
散发出的气味大大不同于面包的香
甜。这种松油和釉高温熔合后的气味
说不上刺鼻，也更说不上芬芳”。这
段描写仅仅用了 200 字左右，但触
觉、视觉、听觉、嗅觉却有层次地展
开，给读者一种立体的感受，真是一
种教科书级的写作。

“先辈创造的灿烂文化与精神遗
产，我们究竟应该引领孩子树立怎样
的财富观与价值观？是仅仅把艺术精
品保存好，不断地膜拜、欣赏与赞叹，
还是习得内化其精神，用信心、行动与

能力将其再造与传承？”儿童文学评论
家李利芳认为，彭学军通过黑指、小天
与金毛的故事，让今天的儿童明白的
是后者。尤为精妙的是，这样的一种
价值选择与立场实际上跨越了两代
人，黑指和小天通过努力，帮助他们的
父母在时代转型、文明变迁的困惑期，
最终坚定了内心的艺术理想，坚守了
前辈的文化传承。父亲们在孩子们的
影响下获得了解放与成长，孩子们在
父辈母辈的影响下潜移默化地选择了
艺术，逐渐深谙其奥妙与机理，跨代际
成长一直在同步推进。

在儿童阅读专家王林看来，彭学
军是怀着制作精美瓷艺的独特匠心进
行《黑指》创作的。作品巧妙地以陶瓷
生产工序结构故事，暗喻了少年的成

长：炼泥是伴随成长的摔打；拉坯是自
我认识和塑形；焙烧和窑变，则是少年
经历瓷都没落境遇所产生的痛苦、彷
徨、反思和精神升华。这些都彰显了
彭学军的写作追求。

正如彭学军所言：“当‘建一座窑送
给你’的书名冷不丁地冒出来时，一
份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心开始蠢蠢欲
动——以一个个的方块字为窑砖，也
建造一座窑？坚固、墩实，倒不一定
要多么的雄伟，但内部结构，也就是
加柴口、灰坑、火膛、窑床等分布合
理，窑温能到千度以上，如果运气足
够好，也许还能出窑一两件永开不败
的青花——明明知道这是痴人说梦，
可仍忍不住朝着那幻影矗立的方向频
频瞻望⋯⋯”

彭学军彭学军：：建一座窑送给你建一座窑送给你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在接触批判性思维之前，我是靠
经验进行教学；接触批判性思维之后，
我觉得批判性思维给了我一个理性的
支点，让我可以撬动课堂教学，抓着

‘理解—思考—超越’这根线，让语文
核心素养和课标落地，从此，我的教学
从自发走向自觉，从经验走向理性。”
在第三届全国批判性思维与基础教育
探究式学习研修班上，北京市第十九
中学语文教师王天红分享了自己的实
践体会。

此届研修班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主办，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哲学
博士、《权衡：批判性思维之探究途径》
中文版译者仲海霞通过问题讨论、案
例研究的方式，介绍了批判性思维的
基本原则、技能与方法。来自北京市
八一学校、北京市第十九中学、复旦附
中等学校的一线教师分享了批判性思
维在语文、英语、地理、生物等诸学科
的探究式学习中的运用。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里提出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包
括四方面：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
与创造、文化理解与传承、语言建构与
运用。其中，怎样让“思维发展与提
升”落地，是教师们的教学难点。在现
场，王天红以多个案例为例，分享了三
种解决方法，即开设选修课、单篇文章
阅读、整本书阅读与写作，克服了学生
阅读时经常脱离文本、依靠感觉，以及
思维简单化、模式化、刻板化的弊端。
通过忠于文本，加深对文章的理解，促
进学生全面、客观、一分为二地思考问
题和看待问题，并最终超越文本，形成
自己独特的评价。

那么语文+批判性思维教学的落
脚点在哪里？是落在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上还是落在语文阅读和写作能
力上？语文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各
自占比多少？北京市八一学校教师陈
魏俊认为，批判性思维的阅读教学的
目的是要进行语文教学活动，培养提
升学生的语文素养能力，需要语文味
儿；同时将批判性思维技能和品性不
着痕迹地融入到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
设计之中，做到在语文教学设计活动
中批判性思维在场，不缺席；并给出
了一条批判性思维在场的阅读教学的
基本途径，包括忠实性的读——读懂
文本、批判性的读——发现问题、建
设性的读——解决问题。

“在批判性阅读中，没有单一的中
心思想，永远有新的解读角度。”《文学
经典怎么读》作者、资深 IB 中文老师
钱佳楠坦言，“我希望引导学生打开思
路，在不断探究的过程中发现问题，通
过细读文本和文本外延，寻找解决问
题的方式。也许你对问题的解答不一
定完美，也并非唯一，所以你要永远保
持学习新知识的热情，你永远会有新
视点。”

如何在阅读教学中
运用批判性思维

李明

阅读现场

读家报道

不久前，湖北省教学研究室原主
任张祖春送我一套他和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程晓堂共同担纲总主编的“学
英语 讲中国故事”丛书（湖北教育
出版社），该书共有八个分册，涉及中
国文化的多个主题，全面系统地用英
语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中国故事。接
过沉甸甸的精装套书，我顿感中华文
化的厚重，也看得出作者团队的时代
责任和中国情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提出“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
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总目标，因此，
在培养青少年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
过程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播中国声音，推进中国文化的国际影
响力就显得非常重要。但是，在英语
课程教学中讲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却
需要仔细推敲和精心遴选。“学英
语 讲中国故事”丛书编者们从浩如
烟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选择了
近 300 个经典故事，涵盖了中国的传

统节日、传统艺术、成语故事、民间故
事、人物故事、名胜古迹、饮食文化和
科技成就等八大方面。从春节团聚、
重阳敬老的文化传统到博大精深的
国粹京剧、书法，从极具中国智慧的
成语故事到歌颂中国人民勤劳勇敢
的民间传说，从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
到享誉世界的中国饮食文化，从推进
中国历史进程、影响世界文明进步的
古今人物及发明到今日中国的飞速
发展和惊人的科技成就等，这些故事
既彰显了五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也展示了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和真善美的中国形象。

我认为，这是一套为青少年学生
精心准备的中国好图书。其一，可以
增强语言与文化自信，提升跨文化沟
通能力。通常，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
与外国朋友交流中能进行一般性的
问候寒暄，但一旦进入深层次的交
流，就不知道谈什么、如何谈。即使
谈，也没有真正准确地表达文化的内
涵，甚至出现谈外国文化比谈本国文

化还要熟悉流畅的现象。通过阅读
此套丛书，青少年学习者能逐步学会
用英语熟练而自信地介绍和传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用英语讲好中国
故事不再是一件难事。

其二，有利于学生广泛阅读，提
高理解性技能。《普通高中英语课程
标准（2017 年版）》提出：语言技能是
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学
生应通过大量的专项和综合性语言
实践活动，发展语言技能，为真实语
言交际打基础。学生大量阅读他们
熟悉的内容，信息易于接受，文化易
于理解，语言易于巩固，阅读能力也
会逐步增强。在阅读中，读者可以迅
速地感知和把握语言的意义和形式，
超越单纯的英语词汇和语法的学习。

其三，丛书话题丰富，有助于提
高表达性技能。有了大量输入的基
础，输出也就水到渠成了。近年来，
按照“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
养、核心价值”四个层面考试内容的
要求，高考英语试题的写作部分基本

上围绕中国文化的主题展开，如重阳
节、中国结、中国剪纸、餐桌礼仪、京
剧、中国画等。当学生阅读了这些内
容的英文后，再见到这样主题的写作
内容，也就胸有成竹，能轻松下笔
了。另外，学校可以结合阅读内容，
利用课外活动、社团活动或选修课时
间，举办“学英语 讲中国故事”的口
语展示或演讲活动，培养学生的表达
性技能。

前几天我收看了一期《焦点访
谈》，主题正好是围绕“中国文化如何
走出去”展开的。节目结束前，主持
人总结说：我们要找到中国故事的国
际表达，要形成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的中国话语体系，要不断扩大中华文
化的朋友圈和粉丝圈。这也正是我
读这套丛书的感悟，期待丛书能为中
国故事的国际表达、中国话语体系的
逐步形成、中华文化朋友圈的不断扩
大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
院教授）

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有规可循
舒白梅

图书角

我想探寻的，不仅
仅是过去和现在这座城
市与童年的关系，我甚
至野心勃勃地想：是否
有这样的运气，能从那
些布满青苔的老窑的砖
缝里，或是御窑遗址那
些嵌入泥土的碎瓷片
上，邂逅这个城市自身
的童年？

——彭学军

阅读推荐

《一条大河》
于大武 著·绘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构建龙文化理念系统

真正的办学理念是遵循教育规律，在传承
与创新中，从学校发展的历史土壤、现实环境

和培养目标中生长出来的能反映学校精神、思
想以及核心价值追求的精、气、神，是统领学
校发展的“芯”片。德城中学以多元融合、遵
循规律、刚健进取、达成幸福的龙文化内涵为
精神内核构建学校建设的理念系统，确立“弘
扬龙文化、凝聚精气神、造就栋梁材”为办学

理念，明确“西江流域上一颗璀璨的教育明珠”
和“培养具有龙德的现代君子”为学校的办学目
标和育人目标，并将自强不息、德化于行的校
训，融合团结、奋进创新的校风，仁爱笃行、德
博而化的教风，“崇德 睿智 体健 乐学”
的学风作为学校“一训三风”德育建设的核心
内容。

德城中学的龙文化内涵中，多元融合，取
包容、创新之意，倡导以包容的态度处理干群
关系、师生关系，以创新的思想看待课外与课
内的关系、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的关系、理论
与实践的关系，融合各方资源，融通多元教育
理念；遵循规律，倡导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
律、尊重教师专业成长规律，主张为师生的成
长创设条件；刚健进取，倡导师生树立远大理
想，并用行动实现理想；达成幸福，主张为学
生的幸福人生奠基，为教师的职业幸福提供达
成的平台。学校办学理念的核心内涵是积极吸
收龙文化、优秀传统文化、龙母文化和德庆地
域文化来进行教育教学，在办学过程中，以龙
文化为统领，培养像龙一样有完美品质的学
生，培养栋梁之材。办学目标和育人目标的设
立蕴含学校追求卓越教育理想以及管理、教师
专业发展、学生培养等教育教学的高质量要
求，育人目标更是引入“龙德”概念，诠释了育
人的较高境界。

构建龙文化操作系统

围绕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立德树人教育
总目标，德城中学从融合管理、特色课程、特
色课堂、特色德育等方面入手，全面构建体现
龙文化内涵的教育教学操作系统，培育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品质栋梁之材，推动学校龙
文化品牌建设更深、更广地发展，切实解决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
一教育首要问题。学校采取高度融合的行政班
子、深度融合的年级科组和广度融合的后勤保
障三项融合管理策略，提升行政班子的融合能
力和管理智慧，促进年级科组的教师形成融合
共事、沟通合作、仁爱笃行、德博而化的教风
并推动其专业素养的发展和教育教学工作的实
效性，形成融合发展的服务型后勤团队，提升
全体教职员工的融合度和服务水平。

德城中学的特色课程开发和实施遵循融地
理之优、聚人文之粹两条理念，基于龙文化的
内涵和育人目标，从品德与乡情、数理与创
新、人文与社科、体育与健康、艺术与审美五
大领域开设彰显龙德文化、龙智文化、龙健文
化、龙美文化、龙技文化的基础课程、拓展课
程和综合课程，旨在打造体现感恩教育、乡情

教育、孝文化、母仪龙德女生教育、龙行天下
研学、跃龙门游泳、舞龙等“龙文化”课程名
片。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战场和主阵地，学
校构建融合的特色课堂教学理念，营造融合乐
学的课堂气氛，提倡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开
展各学科融合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和课堂教学公
开课评选，形成各学科融合课堂教学模式，提
升全体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另外，学校立
足家庭、立足家乡、立足龙的文化、立足学生
评价，引入“崇德之城”、龙母庙、孔文化、
西江资源等德育资源以及德庆县侨联等相关机
构资源，构建龙文化品牌德育体系，开展“好
家风、好家训”等家文化系列德育活动，积极
推动学校品牌德育建设。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形
成一定的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具备文化自信才
能真正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发扬下
去。德城中学广泛汲取中国龙文化、龙母文
化、德庆地域文化等资源的养分，确立“龙文
化”为学校硬核发展的“芯”片，用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文化凝聚和文化积淀熔铸生命之魂、
栋梁之材，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校
本特色和长远特色的学校特色发展规划。相
信，在“龙文化”的引领下，德城中学必将成
为西江流域上一颗璀璨的教育明珠！

（朱长江 刘 洋）

注入龙“芯”文化 精铸龙德栋梁
——广东省德庆县德城中学创建龙文化特色学校侧记

精识之凝，魄气为龙。龙文化是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沉淀，是
现代文化复兴的思想源泉。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深入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
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广东省德庆县德城
中学积极响应“让优秀传统文化更好传承”的时代号召，深入挖掘和
传承德庆龙母文化、孔子文化以及龙狮区域文化的精神内核，秉承弘
扬龙文化、凝聚精气神、造就栋梁材的办学理念，将多元融合、遵循
规律、刚健进取、达成幸福的龙文化“芯”片注入学校建设的理念系
统和操作系统，紧紧围绕全国教育大会提出的“凝聚人心、完善人
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五项教育工作目标，大力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有龙德的现代君子，并以坚定的文化自信
加快推进龙文化特色建设，肩负起传承龙文化的历史责任，办好人民
满意的龙文化特色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