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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与孩子相拥在
一起，一边握着她的小手，一边翻
着书页，轻声阅读绘本的情景，是
最难忘、最快乐、也是最温暖的时
光。一直记得跟孩子一起阅读绘本

《蚯蚓的日记》 时无比快乐的情
景，我们沉浸在这本绘本幽默、风
趣的场景中，女儿一边读一边咯咯
笑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
里。这快乐、温馨的记忆给我带来
很大的鼓舞，也让我一直在思考：
好的绘本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能量，
能够给孩子和家长、老师带来这么
多的收获、快乐和启迪？是绘本让
我们拥有了这些幸福的时光，这就
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真正的陪伴。
而这，也是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一直
致力于推动国内儿童绘本读写课程
的主要原因。

毋庸置疑，阅读能力与孩子成
长之间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没有
一个成绩优秀的孩子，其阅读能力
是弱的；反之，也没有一个孩子成
绩较差，其阅读能力是强的。关于

这一点，苏霍姆林斯基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论述，他认为，帮助一个学
习有困难的学生，不是靠没完没了
的补课，也不是靠大量地做试卷、
做习题，而是靠阅读、阅读、再阅
读。其实，苏霍姆林斯基的这句
话，其意义不仅在于阐明了阅读在
帮助学习困难学生方面的重要意
义，更在于告诉我们，阅读在开启
学生智慧、发展学生智力、帮助学
生提高学业成绩方面的不可替代的
作用。也就是说，当孩子读得越
多，他就越聪明。那么，当我们认
识到绘本阅读在孩子生命成长中带
来的巨大的能量，我们就绝不能错
过这个时期，必须有所作为。

和孩子共读绘本，还有一个非
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共读绘
本，让我们拥有了和孩子对话的机
会，拥有了走进孩子精神世界的密
码和钥匙。我们和孩子讨论这个故
事，去一起品评这个人物形象，感
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不知不觉中就
走进了孩子的心灵深处。

可能很多教师和家长还没有意
识到，当我们拉着孩子的手，每天
在教室里，或每晚坐在床边，与孩
子共读绘本的时候，这一幕给孩子
带来的那种温暖，是如何温暖孩子
的一生，照亮孩子今后的人生道
路。在孩子的记忆当中，那些有趣
的人物、动人的故事、扣人心弦的
情节，以及那些富有智慧的做法和
场景，都会在他人生的某一个瞬
间，突然涌上他的脑海，让他有所
感悟、有所触动、有所启发。这些
能量都是看不见的，但它确实存在
着，就在孩子的心灵深处。也许在
他的童年时代，有很多东西可能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起来，
但决不会荡然无存，因为他的父
母、老师当年在给他阅读时所带来
的那种美好的感受，会永远留在他
的记忆深处，在他人生中感到孤
独、需要能量和帮助的时候，这些
都会出现，而且，一定会出现的。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未来科
技城海曙小学特级教师）

那些与孩子共读绘本的幸福时光
闫学

第一眼看到《脚印》，你可能会立刻被
它的美丽和素雅吸引：书衣的白雪地上，
孩子与小黑狗似乎要去触摸画面正中那
大大的脚印——那是巨人的脚印吗？而
脚印里春意盎然，绿色的小草，紫色的野
菊——雪地上怎会有这样的奇景？揭开
书衣，在封面上，我们看到生机勃勃的春
景。故事开始之前，读者可能已经在满怀
欣喜地期待了⋯⋯

书名页连着版权页是一幅跨页画，线
条画的背景相当舒朗，疏疏落落的树林、
山坡、农舍，但一眼望去，那大块的留白竟
然并非空白，而是白雪！在这秀雅的林海
雪原中，我们看到一户黄砖墙、大铁门的
农家院，门上贴着春联，檐下挂着灯笼，一
派喜庆气象。中国人都知道，一定是过大
年喽！可是，翻到下一页，刚开始进入正
文，我们才知道原来这并不是一个喜庆的
故事，因为元宵节刚过，小主人公小禧的
爸爸妈妈就出发去沈阳打工了！在“年年
有余”的红灯笼下，孩子不得不向远去的
亲人挥手告别。画家没有让我们看到此
时小禧的脸，也许是不忍心吧，但翻到下
一页，小黑狗一路追到北坡，追着离去的
长途汽车，它一定是在代替小禧为爸妈送
行吧。

读到这里，我们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

关于留守儿童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很不
容易讲，因为不可能欢快，孩子与父母分
离怎么可能欢快？但又不宜太过忧伤，因
为这是讲给孩子的故事。那么，为什么要
讲、应该怎么讲呢？作家薛涛与画家郁蓉
通过在《脚印》中的默契合作，展现了一个
绝好的范例。书中的文字与图画就像乐
曲中的不同声部，在和谐地呈现——

从书衣、封面、前环衬到书名页，画面
慢慢展开序曲部分，在美丽与素雅的氛围
中，读者能感受到温暖与期盼，所以，当告
别的一幕来临时，并不会突然感到忧伤。
作家平静地开始了文字叙述，情绪克制，
带着诗意，而到了下一页就让小禧借爸妈
留下的脚印玩起了游戏。作家很了解孩
子，分离会让人难过并带来忧伤，但小孩
子不会长久沉浸在这种情绪里，他们天性
爱玩且想象力活跃，这是促进成长最好的
营养。你看，小禧在雪地上琢磨着爸爸、
妈妈和自己的脚印，在想象中与他们一起
散步。沉浸在想象中的小禧并不孤独，而
且在这样的小村子里，村民之间是那么的
和睦友善，从某种角度看就像一家人。

文字讲完村里人们的感叹，讲到“春
天要来了”的时候，爷爷出现了，爷爷塞给
小禧一个装着野菊种子的纸包。不过，有
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不是爷爷的
首次登场，就在前面送别时，与使劲挥手
的小禧相依偎的正是爷爷。那时我们只
看到了他的背影，但通过那标志性的蓝色
棉帽可以认出他。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
这本书文图配合的默契与巧妙。作家和
画家都深谙文学创作中象征手法的妙用：
这一页的文字里说“那是去年秋天小禧和
爸爸妈妈采的野菊种子”，所以那种子对
小禧来说是亲情与希望；而在画面里，我
们看到爷爷背后挂在墙上的画，有红日、
仙鹤和古松，寓意家庭祥瑞与健康长寿。
因此，这样的文图配合，传递着相当热烈
的祝福。画中的人物关系也很有意思，小
禧在前景的特写中垂下眼皮，似乎沉醉在
温馨的回忆中；而炕上的爷爷停下手中的
筷子，正慈祥地望着孙子，充满关怀和期
盼；最有趣的是小黑狗，正紧紧依偎在爷
爷膝头（它似乎总是部分地扮演着小禧的
心理角色），还好奇地看着小主人，好像有
点不认识他似的——这样的一幕让故事
平添了几分童趣。

作家与画家就这样以合奏的方式推
进着故事。作家主要从小禧的视角，用节
制与平和的口吻，讲述一个看起来完全是
写实的故事：小禧如何精心在爸妈的脚印
里种下野菊种子，并辅以漂亮石子的点
缀；日复一日的等待中，种子渐渐发芽；不
幸的是，北坡的山火毁了“脚印”；小禧不
再想北坡，也尽量避开北坡；爷爷在悄悄
地忙碌着什么⋯⋯薛涛的高明之处就在
于，他虽然好像是在讲述写实故事，但实
际上描述的是一个可信的心理过程。那
个留守的孩子因为太过思念父母，精心埋
下且守护着某种东西，可是由于太过脆弱
而被意外毁掉，于是他选择忘却和假装无
视，实际上是放弃希望。幸好，他身边还
有理解并关爱他的爷爷，老人家又以自己
的方式种下了希望。

画家也没有用写实的手法来叙述这
个故事。郁蓉从最初进入图画书世界开
始，就以融入中国传统剪纸手法并结合灵
动的线条画作为其风格的标志性特征。
她早已注意到，传统剪纸手法用于图画书

叙事是有一定限制的，因为剪纸很难表现
人物特征和肢体语言。通过不懈的摸索，
她的技法渐渐成熟，她绘制的画面就像舞
台剧，白纸是舞台，线条画主要用来做舞
美设计，而剪出来的形象就是她的布偶演
员。当然，她也可能更为自由地混用剪
纸、拼贴和线条画来绘制人物，就像在这
本书里所做的。所以，她用图画叙述故事
时，更多的是捕捉情感，表现人物的情绪，
并传递可能的象征意义。比如在小禧躺
在玉米垛上一整天的对开画面中，读者看
不到孩子的脸，却能感受到他的心情，画
面差不多七成的面积被灰色的天空占据，
从侧上方压向小禧，竖起尾巴（也许处在
警戒状态下）的小黑狗在仰望天空，天上
飞来了大雁——连大雁都飞回来了，可是
爸爸妈妈在哪儿呢？文字里写道：“他不
想去北坡了。”这显然是一种象征，配合画
面来看，那种决定要放弃希望的心情，是
不是表现得特别清晰？

这样的图画书并不是要简单讲件事
儿或是描述留守儿童的社会现象，它也并
不试图提供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在
正视这种现象的同时，尝试提供某种心理
抚慰的通道。不在其中的读者能生出同
理心，而身在其中的孩子至少知道有人能
理解他们的处境，并尝试在想象世界中继
续保持希望。如《脚印》这样的优秀图画
书正是那种用美丽动人的情境来激发小
读者想象的艺术品，当故事说到“小禧只
想把北坡忘得干干净净”时，画面中伸向
远方的起伏的山脊已经郁郁葱葱，孩子特
写的侧影在吹一枝蒲公英。那是什么？
当然是希望！

在故事的结尾，小禧迎来了回家的爸
爸妈妈，画家还在爸爸的行李中添加了一
辆电动滑板车，可能是要让小禧（和细心
的小读者）得到更大的惊喜，但那满眼的
绿意与鲜艳的花朵才是孩子欣喜心情最
好的写照。我想，看到最后，不单是孩子，
连大人也可能会感到颇有疗愈功效吧。

最让我欣喜的，倒是最后一幅完全没
有人物的画面。绿得十分彻底的大自然
里，一只狐狸（应该是狐狸妈妈吧）蹲坐在
花丛中守望，野菊、桔梗花⋯⋯开得格外
奔放，草地上三只小狐狸在欢快地奔跑，
有一只还高高跃起⋯⋯这一幕似乎已经
远离了《脚印》的故事，但看到这一幕的孩
子，怎会不渴望去大自然里撒欢儿？而看
到这一幕的爸爸妈妈们，又怎能忍心不陪
伴在孩子的身边？也许，这是身兼三个孩
子妈妈的画家郁蓉，在以自己的独特方式
委婉建议吧。

（作者系著名阅读推广人、童书译者、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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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论语译注

杨伯峻译注 《论语译注》，是对
《论语》 20 篇所作的翻译和注释。《论
语》 是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儒家经典，
尤其是南宋后，其地位和影响更是前
所未有，有的人甚至认为“半部 《论
语》 治天下，一本 《译注》 知 《论
语》 ”。该书每篇的每章都分为原文、
译文、注释三部分，记载和展示了孔
子对于生活、学习、为人处世的态
度。书中译文通俗易懂，注释准确精
到，是当今优秀的 《论语》 解读读本
之一。阅读本书，可以使学生更加准
确地理解 《论语》，从中体会 《论语》
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典，至今对人们思
想和行为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冯颜利）

222.老子今注今译

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被
认为是学习老子思想的优秀著作。《老
子》（又称 《道德经》），博大精深，
展现了中华民族朴素、自然、豁达、
飘逸的宇宙观、人生观、方法论，影
响深远，也被越来越多外国学者所推
崇。该书每章都分为原文、注释、今
译、引述四个部分。原文以晋王弼的
版本为蓝本，参照帛书甲乙本和郭店
楚简诸版本，还原了真正的 《老子》

（五千余字，后人分为八十一章）。注
释参照其他各古本进行研究分析，精
准到位。今译与原文每句对应，通俗
易懂。引述对每章或每章的关键词进
行综合点评，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阅读本书，可以使学生更加准确地理
解《老子》，从中体会《老子》这部传

世经典中蕴含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杰
出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冯颜利）

223.资治通鉴选

《资治通鉴》是我国史学典籍中最
具价值和影响的巨著之一。它的文字
简练流畅，记事生动翔实，体例整然
一体，立意明确无疑，聚焦于治乱成
败的政治鉴诫，集中了古代人的政治
智慧。这本书因此有历朝统治者的教
科书的实用功效，今人读之仍开卷有
益，增长见识。但对一般读者而言，
本书卷轶浩繁，计 294 卷、300 多万
字，且为文言文，阅读可能有一定难
度。为方便读者，王仲荦等编注的

《资治通鉴选》一书精选了原作的典型
篇章，辅以简明精到的现代汉语注
释，使读者可以较为轻松地品味中国
历史的丰富多彩，意味深长；感受汉
字的直观达意，优雅美妙。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冯颜利）

224.中国思想史纲

社会思想是社会存在的产物，反
过来作用于社会存在，甚至成为民族
精神和时代象征的体现。因此不能低
估思想史的研究与阅读价值。《中国思
想史纲》一书是我国 20 世纪的杰出史
家 、思想家和教育家侯外庐（1903—
1987）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聚焦
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思想，涉及领
域包括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经济、宗
教、自然科学等学科，自商周开始，至民
国初年止，是上下三千多年中国思想产
生、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过程的概述，不
仅为读者勾勒出中国思想演化的基本
线路，而且对一定历史语境下的社会思

想产生、发展乃至消亡的因果关系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解释。特别需要指出一
点，这本书是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考察与理解社会思想史的杰作，是
马克思主义史学阐释在思想史方面的
代表性成就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
导 郭小凌）

225.中国文化精神

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准确地
归纳出中国文化精神为何物，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张岱年、程宜山两位
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以西
方文化精神为参照，认真考察了古今
中外文化的各个环节，对华夏文化的
一般与特殊的品格、特征、正面与负
面的成分，进行了深入具体的陈述，
概括出中华文化思想的四个基本要
素，即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
与天人协调；同时指出中西文化精神
的异同之处，如中华文化比较强调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西方文化比较重
视对自然的抗争并战而胜之。晚清以
来，国家面临西方船坚炮利和思想文
化的双重冲击，关于传统文化与新文
化的价值所在与相互关系问题，学界
乃至政界有过广泛的论争。本书对此
加以提纲挈领的介绍，下限一直延至
改革开放时代，这使本书具有与时俱
进、贴近现实的气息，加之深入浅
出、举重若轻的叙述风格，使本书成
为了解中华优秀文化精神的重要读物。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
导 郭小凌）

226.人间正道是沧桑：世界社
会主义五百年

本书讲述的是一种颇为成功的社

会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及其实践的
历史。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类文明发展
到近代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是人类
对美好未来不懈追求的思想成果。它
在 500 年前诞生，在 19 世纪中叶由两
位德国青年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
将之升华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随后由各国社会主义者与组织，尤其
是巴黎公社战士、俄国布尔什维克、
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这一主义的宏
伟目标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形成
了波澜壮阔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并
在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展开
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运
动。其中有辉煌的胜利，也有沉痛的
教训，迄今历史长度恰好是 500 年多
一点的时间。当今中国仍在进行伟大
的社会主义实践，本书对读者认识自
己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
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
导 郭小凌）

227.简明世界历史读本

单卷本的世界历史读物写得好的
不多。这本书是难得的例外，准确选
择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制度，让
读者在这 600 多页的叙述里面看到和
理解了当今世界风云背后复杂的历史
渊源和演进轨迹。作者选取历史素材
和讲述历史故事的能力会给读者留下
深刻印象，譬如对古埃及历史进程的回
溯。埃及文明有异常漫长的历史，在
8000 年前就已经有比较复杂的工具和
农业技术，在公元前 525 年之后又成为
波斯帝国、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帝国的组
成部分。在大约 20 页的篇幅里，作者
选取重点，删除枝蔓，把这几千年的
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书中对启蒙运动
的介绍不到 8 页，但是作者对相关的

历史和研究有深入的把握，其文字远
远超出了一般的介绍，还包含了一些
有趣生动的细节，譬如对西欧咖啡馆
和沙龙的文化作用做了栩栩如生的描
写。因此，这也是一部特别适用于配
合中学历史教材来阅读的世界历史。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
彭小瑜）

228.简单的逻辑学

逻辑学是有关语言表达和思考论
证的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是一
切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
基础。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清晰逻辑
思维的人，会成为优秀的科学家、工
程师、文史学者和艺术家。本书作者
是一位长期从事逻辑学教学与科研的
资深哲学家，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内
容和应用方法可谓驾轻就熟，游刃有
余，因而他能够运用浅显易懂的语言
和生动具体的案例，在书中讲解逻辑
学或逻辑思维是什么，它有什么用，
有哪些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存在怎样
的表现形式，非逻辑思维的谬误形式
主要有哪些，从而为逻辑学的门外汉
或一知半解的初识者提供了简单明了
的入门指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
导 郭小凌）

229.孟子译注

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
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是孔子之
后最著名的儒家学者，被尊为“亚
圣”。《孟子》 七篇是记录孟子言行的

著作，一般认为是孟子和其弟子万
章、公孙丑等人共同编成，属于语录
体散文，气势充沛，感情洋溢而又说
理透辟。《孟子》 的古今注本很多，

《孟子译注》是杨伯峻古籍译注的代表
作之一，一直备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此书体例严谨，每篇首有解题，篇内
按章分列，每章依次列正文、译文和
注释三部分，正文和译文再据文意分
段，眉目清晰，次序井然。全书译文
不但准确达意，而且通俗易懂；注释
内容全面，繁简得当，具有学术性和
通俗性相结合的特点。书中对疑难
字、多音字及变读均加注音，又彰显
了实用性。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新勋）

230.庄子选集

庄子是战国中期道家学派的代表
人物，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
家。《庄子》 是战国诸子散文的代表，
想象奇特，哲理深邃，语言又极富表现
力，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文学性。陆永品
选注的《庄子选集》共选庄子作品 22
篇，根据内容将每篇分成若干部分，每
部分再分为多个段落，既层次清晰，又
内容完整，从而增强了选文的可读性。
每篇选文之下有解题、注释、串讲和少
量的按语：解题重思想、内容和艺术的
全面揭示，注释具体细致而又资料丰
富，串讲注重文意把握，要言不烦。作
者的这些工作都与《庄子》一书的特点
相一致，便于读者对文中道家思想和独
特艺术的认识与把握。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新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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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
写道：“再有知识的人，如果不了解
本国的历史，那最多也只能是一个
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作一个有知识
的中国人。”如何让孩子走近历史，
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这是
许多教师和家长面对的问题。

北京阳光博客文化艺术有限公
司总编辑牛瑞华作为历史专业出身
又从事了多年出版工作的家长，经
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家孩子肯定
特别喜欢历史吧？”对此，他却只能
尴尬一笑。

“我本科和研究生读的都是历
史教育专业，毕业后也一直很喜欢
阅读历史类书籍，可是引导女儿去
读一本我自己认为‘有用’的历史
书，却越来越不容易。”他说。

尤其在面对孩子一些发自童心
的本质性提问的时候，成人的回答
往往显得苍白而空洞，更喜欢向孩
子灌输自己认为“重要”的价值，却
很少真正考虑孩子内心的感受。这
让他开始反思，目前书店里的历史
读物充满了太多概念、意义和价值，
却少有鲜活的生活情境和发自心灵
的思考提问。其实，历史的本质就
是过去的生活，传统文化是对过去
生活方式的思考，而这正是让新时
代的孩子自发地爱上历史和传统文

化，而不仅仅看作是一门必须通过
的考试的切入点。这使他所在的一
米阳光童书馆决定策划一套充满生
活场景和灵魂思考的历史图书。

八卷本的 《手绘中国历史大
画卷》 用 104 幅摊开近 1 米长的
跨页全景图画，描绘出中华文明各
个时期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让孩
子身临其境般沉浸在对历史的阅读
中。

从北京猿人到清帝退位的中国
历史长河中，这套书选择了 104 个
历史专题。据该书策划人之一牛瑞
华介绍，这些专题选择的原则和标
准是场景感与故事感，比如大禹治
水、都江堰、秦长城、京杭大运河、清
明上河图、康熙下江南这些耳熟能
详的历史大场面。“对于一些绕不开
又比较抽象的题材，我们尽量选择
其中的故事性场景，比如商鞅变法
选择了南门立木，文景之治选择了
西汉农耕，丝绸之路选择了驿站悬
泉置，魏晋风度选择了（嵇康）刑场
琴声，贞观之治选择了魏徵进谏，清
帝退位选择了天桥一角的市民生活

（阅读退位诏书）；对于熟悉的历史
题材和人物，我们尽量选择相对新
鲜的视角，比如天下第一行书大家
王羲之选择了曲水流觞兰亭集会，
唐诗甲天下的李白选择了赋诗华清

池，千古第一文人苏轼选择了治理
西湖，理学大家朱熹则选择了岳麓
书院会讲，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则选
择了他与丘处机的雪山论道，末代
状元张謇则选择了南通办厂的场
景，等等。”

《先秦时代》《秦汉帝国》《魏晋
风度》《隋唐盛世》《唐宋变革》《草原
帝国》《大明王朝》《清朝兴衰》，8 册

“历史画卷”，104 个历史专题，近
1000个知识问答，涉及了中国历史
文化的许多方面，意在为孩子们打
开一扇窗，以管窥过去的日常生活
和人们的精神面貌，让孩子发现，原
来历史并非遥远的过去，而是与现
代生活息息相关的。

历史并非遥远的过去
本报记者 王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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