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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语文课程
标准》以来，关于“整本书阅读”的讨论一直不
绝于耳，但在实践层面推进并不顺利。本文
拟将整本书阅读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难
点做个梳理，对在实践领域一些有价值的探
索做个分析。

如果说上一轮课改因为出现了“模块”的
概念而吸引了人们的眼球，突出了课程的三
维价值，强调了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
统一，那么本轮课改最引起关注的概念是提
出了十八个“学习任务群”，其中“整本书阅
读”居首。“学习任务群”强化的是语文学科的

“核心素养”，用心体会，我们会发现这里既有
一脉相承的语文专业思想，也有教育功能的
转化和飞跃，而整本书阅读在兼容上述元素
的十八个任务群中具有突出地位。整本书阅
读如果不能落地，那语文核心素养就无从谈
起了。

新的课程标准出台以后，我曾经走访过
东、西、中部不同省份的几十所学校，对不
同层次学校学生的阅读情况做过一些调研，
形成了一个基本判断，普通高中整本书阅读
目前推进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
种，学校有主动发展诉求，有书香校园氛
围，有系统规划，有推进策略，有显著成
效。这种情况通常都是文化底蕴深厚，校长
德高望重，理念先进，师生崇尚文化，行动
自觉，比如北京人大附中，上海建平中学、
江苏张家港高级中学等。第二种，学校拥有
具有影响力的语文名师，他们功底深厚，学
识渊博，积极倡导，勇于实践，在整本书阅
读指导的实践上发挥了引领作用，比如上海
复旦附中黄玉峰老师、江苏南京十三中曹勇
军老师、深圳市宝安区新安中学吴泓老师。
第三种，学校有良好的愿望，但是没有对师
生阅读的具体设计，又缺少语文名师的实践
探索和引领，学校尚未形成师生自觉阅读的
文化氛围，整本书阅读基本处于各自为战、任
其自然的状态。恕我直言，大多数普通高中
目前就是第三种状态。

整本书阅读如此重要，却进展缓慢，风声
大雨点小，障碍和难点在哪里？

第一，认识难统一。一方观点认为：整本
书阅读不仅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语文素养，甚
至关系到学生的整体素养和全面发展，大势
所趋，势在必行。另一方认为：读书与做人做

事完全是两回事，有的人不读书照样能做成
大事，而有的人读了很多书反而成了书呆子，
可见整本书阅读意义不大。更多的人则认
为：读书固然有益，但在高考的背景下，要进
入理想的大学，主要还是要靠分数。对于整
本书阅读的认识，不仅学生和家长不一致，就
是校长和教师想法也有分歧，甚至包括语文
教师中的一部分，都已经早早地向功利性的
教育观举起了白旗。

第二，时间难调整。现在的高中生，考上
大学已经不是难事，但是考上一所理想的大
学，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整本书阅读能在
学生的应试效率上发挥多大作用？这是广大
学生、家长和教师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在这
种情况下全面推进整本书阅读，在时间安排
上就颇费周折。

第三，效率难保证。退一步说，就算大家
统一了认识，将整本书阅读安排进教学计划，
读什么？怎么读？还是摆在师生面前的现实
问题。如何在汗牛充栋的文化经典中甄别和
取舍，找到自己最需要、最有价值的读物？
什么样的书籍既能启迪智慧，又能提升修
养，在综合素养与应试能力上做到融会贯
通，学以致用？在读书方法上，怎样读才能
汲取精华，怎样读最有效率？如何处理好阅
读与考试的关系？怎样化解整本书阅读与其
他各学科学习在时间上的矛盾？目前大多数
学校还在探索的路上，尚未形成一种公认的
有效学习模式。

这些问题不解决好，推进整本书阅读就
只能是“看起来很美”，却无法落地。我们目
前不仅需要在理论上澄清概念，重塑价值，更
急需的是在操作层面得到破解，为教师的指
导和学生的行动找到一条出路。

2017 年新课标推出之后，在我的主持
下，宁波诺丁汉大学附中、北京人大附中、
上海复旦附中等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 60
多所重点中学联合开发了整本书阅读推进工
程，来自一线的语文名师们，经过两年多的
交流与磨合，逐步将整本书阅读纳入语文教
学常态轨道，在激发阅读兴趣、培养阅读方
法、提升阅读效率、建立学生自主阅读机制等
方面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推进操作系统——

《相约经典 走进名著》，附加成果是一套同
名的名著导读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一共三本，分别涵盖了中国现当代、中国古典

和外国总计囊括古今中外100部最杰出的经
典著作。我们的期望是：每名学生能从中选
择 20—30 本作为自己中学时代整本书阅读
对象，进行系统深入的课外研读，扩大眼界，
培养情趣，学会阅读，提升素养。

该书把传统的名著导读精华缩编功能做
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将知识性的封闭导
读体系变成了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开放性阅
读体系。我们设法让学生“走进整本书阅
读”，并在阅读中养成科学的阅读方法和有质
量的思考习惯，我们的责任不是代替学生的
阅读，也不是把我们认为的精华提炼出来，而
是激发学生的兴趣，于无疑处设疑，引导学生
自己去发现、去尝试、去体验、去感悟、去迁
移、去创造，甚至去犯错。我们的任务是引导
他们进入阅读轨道，并且给他们提供一个交
流分享的平台。

这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问题的设
计。比如河北开滦一中郝玲君老师写给《毛
泽东诗词》的导语：“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
史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国家
领导人可以把古典诗词写得这么具有审美性
和艺术性，表现了这么强大的艺术魅力和人
格魅力。”宁波效实中学的马雅玲老师在鲁迅

《故事新编》导读中设计了这样的问题：“神话
传说中的后羿是一个怎样的英雄？鲁迅《奔
月》中的后羿与神话传说中的后羿形象有什
么区别？你认为表达了作者什么意图？”上海
复旦附中的王召强老师在《海子诗全集》导读
中设计的问题是：“海子的浪漫主义不是主观
抒情，不是自我陶醉，甚至不是心情、感性和
性灵的体现和表达。他的诗与通常的抒情诗
歌有很大的不同，诗中的抒情因素不是自我
的抒发，而是实体的歌唱。请举一例来说说
他是怎样完成‘实体的歌唱’的”⋯⋯这样的
设计自然会吸引学生的眼光，也给他们留下
思考的空间。

总之，在整本书阅读的推进过程中，问题
的设计很重要。恰当的问题设计为学生进入
整本书阅读架设了桥梁，激发了兴趣，提供了
方法和思路，如果再加上语文教师的具体指导
和学校支持，正确处理好阅读与刷题的关系，
处理好核心素养与应试能力的融合，整本书阅
读就不愁走不上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者系著名语文特级教师，宁波诺丁汉
大学附属中学创校校长）

整本书阅读推进难在哪儿？
袁湛江

“猫冬”这个东北词语真是
形象生动，散发着一股暖融融的
安适之感，甚至还带点儿慵懒之
气。于是，凛冽的寒冬，似乎就
不再那么令人生畏，而是令人觉
得炉火可亲。不过，辽宁作家薛
涛的《猫冬记》中的“猫冬”故事
则流贯着异常凛冽的生存危机，
且同时也烘焙着异常温暖的心
灵炉火，正如作者在书前引用的
法国作家和哲学家阿尔贝·加缪
的告白所言：“在内心的严冬深
处，我发现不可战胜的夏天。”这
句引言，暗示了作者在这部儿童
小说中寄寓了对于生存哲学的
一种探索。

这是一部冷暖交织的作品，
其独特的风味首先直接来自其
地域特性。作者先扬后抑，开篇
用活泼灵动的笔墨描摹山里清
新怡人的自然风光。男孩果子
从城市来到山里，流连于秋日自
然，对山中风物充满好奇和喜
爱。在他眼里，有各种动物自由
出没的宝石沟、银河水库，如同
一个清净美丽、万物和谐的世外
桃源。他来山里是为了治病，远
离都市污染的山林被当作是身
体的“疗愈之地”；而接下来的冬
日雪灾，则使原本的世外桃源旋
即变成了生存险境，亦是他心灵
的“历练之所”。

冬天，是最能彰显东北个性
的季节。铺天盖地的大雪，寒风
吹彻的天气，广袤寂静的林海，
凄清老旧的寺庙，都反复地渲染
着“凛冽”。作者给这个“猫冬”
故事设置了一个“非常态”的处
境，甚至可以说是“绝境”：大雪
封山后，一老一少被困于山中古
寺，中断了与外界的交通和联络
而真正“与世隔绝”，因柴火、粮
食 库 存 不 足 而 面 临“ 弹 尽 粮
绝”。在这个只剩下两人的冰雪
世界里，果子和老歪相依为命。
在关系生死存亡的危难中，两人
在是否收留老猫“馅饼”的问题
上矛盾频发，心灵的冷漠和交流
的隔膜更增添了“凛冽”之气。
虽然作者挥笔渲染北国风光，但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炉火
之中”也。作者多次提到，炉火
是房子的“心脏”。在饥饿寒冷
的环境中，温饱这个最基本的生
存需求成了一种奢侈。屋子里
靠木柴燃起的炉火可以驱除寒
冷，而心中靠善良和理解点燃的
炉火则召唤彼此体恤、相扶相
持。

冰天雪地之中弥足珍贵的
“炉火”，也温暖了一些山里的

“不速之客”。除了果子和老歪
两个人物之外，故事中的重要
角色还有两个动物：老猫馅饼
和星狐狸。起初老歪不肯把有
限的食物分给同样饥饿的动
物，后来在果子的劝说之下收
留了老猫，但那是出于让它捕
鼠的利益考虑。而当星狐狸在
雪地中救了老歪一命之后，他
才开始真心实意地善待这个动
物界的“救命恩人”。在被大雪
包围的深山古寺中，人与动物
一起分享仅存的炉火和有限的
食粮，那粒粒可数的爆米花，弥
漫 着 跨 越 界 限 、慷 慨 无 私 的

“爱”的香气。
颇为独特的是，作者对于生

存哲学真正深入的探索，并非全
部赋予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
类，倒是更多地赋予了两个动物
——不仅赋予其道德之心，还赋
予其生存和宇宙之思。这部作
品的文体杂糅，采用第三人称
的全知视角，用小说笔法写人
物故事，而用童话手法写动物
故事，笔触探入动物的内心世
界，呈现它们的灵魂风景。年
迈体衰的老猫离开小镇饭馆来
到深山，想要找一个地方静静地
离去，但它的身体和心灵不断发
生关于“欲望”与“道德”、“尊严”
与“自由”等的争辩，并且还像哈
姆雷特那样在纠结着“生存还是
死亡”之类的重大命题。它在彻
悟之后，怀着恬淡之心，独自悄
悄地“退场”。星狐狸则是一个
年轻的“思想者”，它懂得欣赏夜
空星星的美，在追逐星星的过程
中发出了对于欺骗和真相的追
问，最终意识到问题在于自己看
待事物的偏差。明白真相后，它
重又平心静气地，并追求独立自
强。老猫最后的超脱和星狐狸
的勇毅，都是在走向坚定和沉
稳 。 精 神、心 灵 和 意 志 的“ 成
长”，在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和动
物角色身上均以不同程度和面
相来显现，但都如星狐狸离去时
头顶上方的星星那样熠熠生辉，
照亮生命旷野中的路向，使之不
再迷失。

由于作者在情节发展中有
意为之地进行哲学思辨，所以文
本中的哲理警句比比皆是，简洁
而隽永，一如作者所描绘的漫山
遍野的秋日落叶那般，“每片叶
子 都 闪 着 光 芒 。 每 片 都 不 简
单”。当老歪责骂果子损坏了放
映机导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作者不失时机地加以提炼：“世
上最容易损坏的不是机器，而是

感情。最难修理的也不是机器，
而是友谊⋯⋯这里需要一个修
理工，他的名字叫时间。”其实，
故事描绘的“修理工”岂止是时
间，还有对万物的良善、对他人
的理解、对生存的领悟以及寻求
改变的行动，这些都蕴含于情节
之中。虽然故事中负载了哲理，
但并不因此而枯燥或滞重，这得
益于斑斓的风格：既有现实主义
的朴实，也有浪漫主义的诗意，
还有现代主义的颠覆和戏仿。
简单的故事主干因糅合了写实
性和戏剧性、抒情性与哲理性、
庄重感与谐谑感，而显得摇曳多
姿，丰茂而轻灵。

近些年来，“中国式童年书
写”似乎成为一种风向标，涌现
了许多类型化创作。但仅仅满
足于形而下的传统、民俗、风物、
技艺等的故事编织是远远不够
的，还需要对中国文化内蕴的神
髓乃至形而上的哲学精神有所
发扬，才能铸就其风骨、氤氲其
气韵。薛涛的《猫冬记》对此进
行了别开生面的探索，将富有质
感的形而下的生存之举与相对
空灵的形而上的人生之思相结
合。如何把“哲学之盐”溶于“生
活之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魅
力的命题，也是一种见仁见智的
考验。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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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段：211—300】

261.经典常谈

朱自清所著的《经典常谈》是一本
介绍我国古代重要典籍的普及性著作，
涉及历史、文学、哲学思想、文字学等领
域，脉络清晰，影响深远。全书共有 13
篇，前 9 篇介绍各种典籍（从《说文解
字》到《汉书》），末后的 4 篇介绍诸子、
辞赋、诗和文的源流；有些篇章之后还
开列有参考资料。本书内容切实，不尚
空谈；文字深入浅出，要言不烦，于
1942 年完成后广为流传。叶圣陶在

《重印〈经典常谈〉序》中说“经典是文化
遗产”。作者在书前的《序》中说：“做一
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
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本书一直是
了解我国古代重要典籍的入门指南。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联荣）

262.语文常谈

吕叔湘所著的《语文常谈》是一本
讲述语言文字常识的普及性著作。作
者写这本书是鉴于“关于语言文字的知
识确实还有待于普及”。全书分为八
章，依次讲述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汉字
的声、韵、调，文字的形、音、义，语句结
构的字、词、句，语言和意义的关系，语
言的古今变化，汉语的方言以及文字改
革。这八个方面涵盖了语言文字的最
基本知识。该书篇幅不长，但极有分
量，兼具知识性和实用性。书中讲的是
学术问题，但用的是家常话，联系实际
生活娓娓道来，有趣的例证，生动的比
喻，行文不乏幽默，真正做到了深入浅

出，是了解语言文字知识的极佳之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联荣）

263.诗词格律

当代语言学家王力所著的《诗词格
律》是一本介绍古诗词常识的普及性著
作。书中说的诗是格律诗（对古体诗也
有述及）。作者首先介绍有关诗和词的
一些基本概念（“韵”“四声”“平仄”“对
仗”），然后举例讲述诗律和词律以及诗
词在节奏和语法方面的一些特点，尤其
对诗律的讲述更为详细（从用韵的要求
到平仄、对仗的要求）。诗和词是我国
古代文学创作中极具特色的文学样式，
一些名篇名句长久传诵，脍炙人口，在
倡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更
加彰显出它的生命力。本书讲述诗律
词律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例证丰富，见
解切当，是学习诗词格律的上佳入门指
南。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联荣）

264.乡土中国

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著《乡土中
国》，是讲述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
社会治理结构的通俗性学术著作。该
书由 14 篇文章构成，用通俗、简洁的语
言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对
中国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
和分析，涉及乡土特质，血缘地缘关系，
文化传承与传递方式，维系社会秩序的
道德体系、基本规范、相关制度，权力结
构等社会人文环境。全书涉及的内容
与中国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读起来有
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更为可贵的是，
它提供了一种观察和思考社会的工具，

也展示了一个在知识领域开展实践探
索的标本，对于今天国家治理体系的现
代化研究与实践不无裨益。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 朱传世）

265.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
斯的代表作，主要描写穷乡绅吉哈达因
读骑士小说入迷，拼凑了破盔烂甲，改
名堂吉诃德，骑上叫作“驽骍难得”的
瘦马，带着侍从桑丘·潘沙，仿效古
老的游侠骑士行侠仗义的故事。由于
沉浸在骑士小说的虚幻世界中，他把
风车当巨人，把旅店当城堡，将苦役
犯当成受迫害的骑士，做出了无数令
人匪夷所思的蠢事，临终时方才清
醒。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史上耽于幻
想、荒唐鲁莽的著名喜剧形象，但他
信仰坚定、除暴安良的高尚人格又令
人敬佩。作品以宏阔的社会视野、立
体的人物塑造和深邃的人文主义思
想，呈现了 16—17 世纪西班牙社会各
阶层风貌，代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
在长篇小说领域取得的最高成就。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杨莉馨）

266.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是英国戏剧家莎士比
亚创作的经典悲剧。戏剧讲述丹麦国
王老哈姆雷特的弟弟克劳狄斯弑兄娶
嫂，窃取了王位。国王鬼魂显灵，把
自己被害经过告诉儿子。哈姆雷特决
心替父报仇，通过“戏中戏”识破了
奸王的阴谋。不幸的是他误杀恋人奥
菲利娅的父亲，造成奥菲利娅精神失

常并溺水而死，自己也被借刀杀人的
克劳狄斯送上了前往英国的海船。哈
姆雷特中途折返，在奸王安排的与奥
菲利娅之兄雷欧提斯的决斗中，王后
误饮毒酒而死。哈姆雷特刺死奸王，
自己也中毒剑而身亡。剧本以多条复
仇线索彼此交织，展开剧情，并通过
大段富有诗意的内心独白，揭示了哈
姆雷特嫉恶如仇而又审慎多思、忧郁敏
感而又理性智慧的复杂个性，给后世留
下了说不尽的哈姆雷特。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杨莉馨）

267.普希金诗选

《普希金诗选》是“俄国文学之父”
普希金诗作的选集，包含抒情诗、长篇
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以及晚期
创作的两首童话诗。其抒情诗主题多
样，如《自由颂》控诉了沙皇的暴虐；《乡
村》抒写了俄罗斯乡村的诗意之美，与
羸弱农奴的苦难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致克恩》追忆了“我”被爱情击中的
美妙时刻；去世前一年写下的《我给自
己建起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则堪称
是诗人对自己短暂一生的总结。普希
金的抒情诗常融自由、友情、爱情与自
然等主题于一炉，和他的诗体小说、童
话诗等一起，带给读者无尽的艺术享
受，代表了 19 世纪上半叶俄罗斯诗歌
的最高成就。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杨莉馨）

268.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是雨果小说创作的巅

峰之作，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深受世
界各国读者的喜爱。小说以 1815 年滑
铁卢战役和 1832 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
之间的历史为背景，从不同侧面深刻地
描绘了法国 19 世纪上半叶的社会风
貌，堪称一部社会史诗。这部杰作展现
了雨果对社会之恶的追问和反思，对底
层人民生活境遇的无限同情，集中反映
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在小说中塑
造的一系列经典人物，闪烁着不灭的精
神之光：冉阿让的淳朴、芳汀的纯洁、卞
福汝的仁爱⋯⋯小说所聚焦的“悲惨世
界”，因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而处处闪
耀着人性的光辉。相信年轻的读者朋
友一定会被他们身上的真、善、美所感
染，也会像他们一样，以光明去战胜世
间的黑暗。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许钧）

269.大卫·科波菲尔

《大卫·科波菲尔》是英国杰出的现
实主义大师狄更斯的半自传性长篇小
说。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依
次叙述了遗腹子大卫·科波菲尔从幼
年到中年的成长经历，展现了 19 世纪
中叶英国社会的广阔画面。狄更斯不
仅以高超的笔法塑造了冷酷的谋得斯
通姐弟、盲目乐天的米考伯夫妇、高
傲严厉的姨婆和野心勃勃的希普等诸
多令人难忘的艺术典型，同时逼真再
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可怖的寄宿学

校、残酷的童工制度对儿童的虐待，
揭露了司法制度的腐败和贫富悬殊的
残酷现实，描绘出善良正直的年轻人
通过不懈奋斗取得事业成功、赢得幸
福生活的艰辛历程，表现了作家深厚
的人道主义情怀。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杨莉馨）

270.战争与和平

歌颂和平，描写战争，保家卫国、人
道主义、博爱精神，通过法俄战争背景
下的四大贵族家庭来展现，列夫·托
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 的视角不可谓
不独特。这部长篇小说除了战争场
面，就是日常生活——亲人间谈话、
节日庆祝活动、跳舞、玩牌、狩猎、
离别、重逢，作品将“战争”与“和
平”的两种生活、两条线索交叉描
写，构成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壮阔史
诗。面对硝烟弥漫的战场，俄国人民
依然诙谐活泼；投入战争，则又义无
反顾、为国捐躯。这样的英雄主义和
爱国精神是卫国战争得以胜利的最根
本保证。与此相反，上流贵族社会腐
朽堕落，在祖国危急之秋仍然争权夺
利、纸醉金迷、荒淫无耻。这使得

《战争与和平》成为认识俄国社会发展
的一面历史的镜子。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校长、语文
特级教师 杨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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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冬记》
薛涛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你见过竹子开花吗？九寨沟的湖水为
什么是蓝色的？在高温缺水的纳米比亚沙
漠，动物为了生存，除了要学会“吞雾喝水”

“单脚跳舞”，还要掌握哪些生存技能？新西
兰的鸟儿为什么失去了飞行的本领？又有
哪些物种曾经在这里生存繁衍，如今却又消
失不见？⋯⋯在日前上市的科普启蒙读物

《世界国家公园 自然的秘密我知道》中，这
样的趣味知识比比皆是。

这是继《地图》《地下·水下》后，“80 后”
波兰艺术家夫妇——亚历山德拉·米热林斯
卡和丹尼尔·米热林斯基创作的第三部大开
本科普童书，延续了其一贯的手绘风格，生
动形象地展示了美国黄石公园、东北格陵兰
国家公园、中国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八大世界知名国家公园，从热带海岛到北极
圈冰原，从粉色沙滩到红色沙漠，从原始森
林到热带雨林⋯⋯通过一场身临其境的纸
上环球探险之旅，带我们感受绝无仅有的极
致自然体验。

“国家公园”的概念源自美国，为了保护
一个或多个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1872
年 3 月 1 日，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美
国黄石公园成立，目前全球已经建立有上千
个国家公园。这与“地图”夫妇的创作初衷
不谋而合，“这次我们把目光投向了自然，投
向了动物、植物和它们的栖息地，旨在向孩
子们呈现自然界的神奇百态，客观地展示特
定的环境是如何影响在其中繁衍生息的生
命，以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于是，他

们选择了世界上八个颇有代表性的国家公园，
借助三个趣味角色探险经历，讲述曾濒临灭绝
的欧洲野牛、美洲野牛，黄石公园内狼与生态
平衡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新西兰物种入侵
等典型案例，呈现不同地貌环境下的物种发
展。书中276种动物、116种植物，超30种自
然景观，不仅传递的是知识，更是对好奇心和
求知欲的满足和激发，从而启发读者主动拓宽
生活的边界，更加深刻感悟人与万物共生并存
的真谛，建立对自然的热爱和敬畏之心。

《世界国家公园》解锁自然界的神奇百态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世界国家公园

》

【波

】亚历山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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