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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遇见一个碎了的故事，你得
自己把它拼起来。”

北京大学教师、西语文学译者范晔
的幻想文学作品《时间熊，镜子虎和看
不见的小猫》中，写了这样一句“不太
重要的提示”。但我们知道，这其实是
每个人的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句提示。

道理很简单：通过叙事，人得以实
现对过去的总结，对当下的解释，对未
来的设想。人依靠叙事来建立因果关
系，获取意义感，抵抗物理世界的混乱
无常。小至自叙人生，大至书写历史，
无不如此。说人是一种“故事动物”，
也不为过。“碎了的故事”，并非无关紧
要的玩笑话，而恰恰是真实世界的写
照。我们每个人从出生起就面临一个任
务，将破碎的故事拼合起来。

对于孩子来说，这也是一个自然而
然的过程。孩子会接触大量童话，在听
故事、读故事的过程中，他/她和书中
的人物产生共鸣，和世界产生联结，开
始形成自我认知，慢慢构建出自己的人
生故事。在童话世界中，孩子的种种基
于感觉的经验，开始渐渐系统化，变得
有逻辑性。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过
程，很多时候也是一个从不知到知的过
程，幼童在叙事弧的引导下，开始了解
个体和他人的关系，建立基本的善恶、
是非观念，掌握了在世为人的一些基本
法则。但很多时候，我们却也忽略了那
个相反的过程——从知到不知、从确定
到不确定的过程。这意味着想象力的再
次开启。

就以这本《时间熊，镜子虎和看不
见的小猫》为例，全书分为《动物手
册》《看不见的小猫和其他故事》两部
分。《动物手册》中，作者按照现代动
物学归类方法，虚构了板凳虎、天气浴
豹、时间熊等40多种动物，还为它们
编了似真非真的拉丁文学名。《看不见
的小猫和其他故事》则由一系列忽长忽
短，甚至没头没尾的故事构成。

范晔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回
答记者这样一个问题。记者提出，很多
关于动物的故事或者漫画，会根据动物
的习性来延展出故事，读者会觉得很有

趣，同时也“很合理”。但在范晔笔
下，动物不再具体，“磁铁犀牛”“晕梦
狐”“气球熊”等动物，只看名字也能
意识到，它们跟真实存在的动物没有什
么关系，而且，和我们熟悉的黔驴技
穷、狐假虎威等动物寓言也完全不同，
这些幻想生物似乎并不指向什么固定的
意义。范晔答道，中外都有寓言传统，
寓言往往有固定格式，在讲完故事之后
会直白地告诉我们：这个故事让我们懂
得了这样一个道理……它像一个公式一
般，规定了A=B。但也有一些故事，
没有预定的、唯一的标准答案。他说，
据说有人问诗人洛尔迦某句诗想说明什
么，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回答：就是这
个意思，以及其他很多意思。

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兰（Bru-
no Bettelheim）在一本经典著作《童
话的魅力》（The Uses of Enchant-
ment） 中曾谈到寓言和童话的区别，
他说寓言故事“总是明确地陈述一个道

德真理；没有隐藏的意义，没有什么留
给我们想象。相比之下，童话把所有阐
释的决定权留给了我们，也包括我们是
否愿意做出任何阐释这一决定”。从这
个意义上说，虽然寓言为人提供了理解
世界的最初工具，但当你对它过于熟练
之后，它就反而成了锁链。此时，幻想
文学则打开锁链，让读者重新进入未
知。但这并不是倒退，而是闯入更大世
界的起跳准备。

幻想不是妄想，只是摆脱工具化思
维的一种力量。它也不限于文学、艺术
创造，尽管黑格尔说过，如果说到本
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英国
心理学家、儿童教育家保罗·哈里斯是
这样解释的：“人类对幻想有一种天
赋。这种天赋在一个人的生命早期就展
现出来，并持续一生，至于我们如何使
用这种能力——无论用于实用问题，用
来创造艺术，用来做白日梦，解决科学
问题、计划夏日旅行，或者准备一顿庆
祝晚餐，却取决于我们的人生际遇与个
性。”一个孩子将在哪个领域有所作
为，是不可预知、不可计划的，但有一
点我们知道，那就是如果戴着锁链，那
么他哪里都去不了。

我们可以用《时间熊，镜子虎和看
不见的小猫》这本书的最后一个故事结
尾。这个故事很长，但又很简单。从前
有一只兔子，又来了一只兔子，扶着耳
朵站在第一只兔子的肩膀上，又来了一
只兔子，扶着耳朵站在第二只兔子的肩
膀上……故事就这样一句一句重复，直
到第二十二只兔子，扶着耳朵站在第二
十一只兔子的肩膀上，亲了长颈鹿一
下。

这个故事如何解读呢？有孩子说这
是一个关于团结合作的故事，有孩子说
这是一个关于爱与勇敢的故事，但也有
孩子什么结论都没有得出来，但仔仔细
细地想出每一只兔子的长相，每一只都
是独立的、不同的。谁知道正确答案？
重要的是每一个孩子都要去找他/她自
己的答案。

（作者系图书编辑，译者，译有
《深时之旅》等）

回到未知：幻想文学的力量
王如菲

品读 “手斧男孩”布莱恩无疑是当代
版的鲁滨逊，他的丛林历险经历显然
与鲁滨逊的海上漂流异曲同工。读

“手斧男孩”系列（接力出版社）第一
部，不禁替作者捏着一把汗，会不会
一不小心落入笛福的窠臼？如何才
能避免布莱恩成为鲁滨逊的影子？
读完六部作品，悬着的心总算放下
了。“手斧男孩”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陆地和海上，不同的生
存绝境，迥异的历险体验。大海，
人迹罕至，是少数水手弄潮的场
域。作为陆地居民，大多数人视海
洋如同殊方异国，海上世界犹如神
话或者传说中的王国。而陆地是人
类繁衍生息的主要场所，人们对陆
地相当熟稔，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神
秘和敬畏，即使是原始丛林，并非
生命的禁区，仍旧是大多数人可以
进入的所在。事实上，当布莱恩因
为飞机失事，被迫独自在丛林里顽
强地活下来，不得不克服巨大的心
理恐惧，以及寒冷、饥饿、干渴、
猛兽的巨大威胁……读者这才恍然
大悟，其实，莽苍丛林和苍茫大海
一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旧是
望而却步的洪荒之地。如果说鲁滨
逊的荒岛历险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
猎奇心理，那么，“手斧男孩”布莱
恩在丛林中九死一生的际遇，同样
令读者揪心，甚至手不释卷。

其二，离家出走与成长蜕变。
“手斧男孩”是一套不折不扣的成长
小说。主人公离家出走，获得顿悟
契机，长大成人，是成长小说固有
的基本情节模式。一次远行，飞机
失事，十三岁的男孩布莱恩独自在
丛林里求生，可谓被迫离家出走。
一定要活下去的坚强信念，一次次
萌生的克服巨大困难的勇毅，还有
不幸中的万幸和命运的网开一面，
让他得以脱险、回家。然而，这段
特殊的经历，彻底改变了男孩布莱

恩的精神气质。明明置身于大都市
的茫茫人海，但他心如明镜，他的
心没有回到这里，仍旧寄存在那片
丛林里。他不拒绝城市里的一切，
但他深知自己确实无法融入这里。
城市是他成长的摇篮，然而，他却
无法在这里找到归宿，无法从容、
淡定地接受城市的喧嚣和芜杂。身
心异地，苦不堪言，竟然日思夜想
那片给予了他特殊生命体验的丛
林，他必须一次次重返，去寻找那
种沉入血脉中的安宁和自由自在。

这显然是布莱恩成长的蜕变与升
华，源于大自然的启迪。他明了，
丛林、湖泊才是生命的发源地，才
是生命真正的襁褓、摇篮，才是人
类生生不息的起点。大河是生命的
延长，漂泊就是人生的常态，绝望
与希望并存，磨难与新生同在。只
有重返丛林，才能找回失去的一切。
丛林生活改变了他的感知和认知，他
已经无法与城市共生。主动重返丛
林，有备而去，不再刻意追求丛林历
险的原始、逼真，而是在“物资”充足
的情境下尽情享受丛林的宁静与空
寂。这种心理的转变，预示着他已经
长大，不再较劲，学会了适当妥协。
之前，他一再强调，“真正的丛林生活
不是这个样子的”，殊不知，主动选择
的历险，依然是一场行为秀。经历是
很难复制的，即使可以复制，心理体
验必然大相径庭。

其三，举重若轻的生态书写。
“手斧男孩”讲述的并非是一个男孩
独自征服荒野的故事，而是一个男孩
被迫在荒野中挣扎，慢慢适应了荒
野，进而让荒野走进心灵，最终在荒
野中找寻到安宁和自在的故事。从
被动到主动，荒野给了男孩布莱恩顽
强的生存信念和强大的成长意志。
从逃离荒野到逃离城市，影射了都市
生存的喧嚣、芜杂与虚无，预示着人
应该成为自然的有机部分，遵守丛林
法则，读懂大自然的表情和语言，而
非自绝于生态系统之外。即使身陷
绝境，仍能以审美的眼光一瞥大自然
的美景。毫无疑问，人与自然的冲突
主要在于获取食物。但小冲突之后，
却是永远的和谐。一句话，人的作用
是有限的，只有大自然才是无所不
能的，才是最后的主人。

而治愈男孩布莱恩空难创伤
的，不是心理治疗师，而是宁静、
自在、自为的丛林。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

这是一部关于当下冰球小运动员
成长的儿童长篇小说。作品采用双线
结构，一方面展现出“冰娃”们在热
血的冰球运动中磨炼心性、收获友谊
和成长的故事，以儿童视角对新时代
少年儿童积极奋发的体育精神进行了
充分的文学表达；另一方面，通过老
一辈冰球运动爱好者安爷爷对历史的
追述，讲述了几代人关于冰球运动的

家国情怀。整部作品结构精巧，在城
乡孩子的交集中，将北京与张家口共
赴冬奥之约时，人们对冰雪运动的火
热激情进行了全景展现，也融入了作
者深厚的家族记忆，既有鲜明的当下
性，又有历史的厚重感。生动的人物
形象、细腻流畅的文笔和环环相扣的
情节，使故事引人入胜，感人至深，
耐人寻味。

空
难
创
伤
与
丛
林
治
愈

—
—

读
﹃
手
斧
男
孩
﹄
系
列

张
国
龙

推
荐

图书角

《
冰
球
少
年
》

王
苗

著

江
苏
凤
凰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时间熊，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
范晔 著 顾湘 绘
上海人民出版社

山东工商学院

以赛促学促教 探索全方位育人新路径

·广告·

郑州高新区创新大道小学

“七巧教育”构筑七彩之梦

近日，山东工商学院学生张银
萍、吕丹丹、周培更加忙碌了，在
第九届“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
综合模拟大赛山东省创业营销专项
赛中喜获团队二等奖的他们，又顺
利拿到了“国赛入场券”，正积极备
战国赛。

创业营销模拟大赛在营销模拟实
战平台上进行，通过在虚拟仿真的市
场环境中开展营销模拟实战，检验创
业团队的营销推广能力，发现和培养
具有创新思维和创业潜力的优秀人
才。作为此次专项赛的承办方，山东
工商学院主管本科教育的副校长王艳
明表示：“我校发挥学科优势，加大竞
赛承办和组织力度，承办有章，协调
有术，以赛促学促教，努力让学生在
竞赛场景中深化学科认知和专业综合
素质，提高实战工作本领。”

本次专项赛涵盖资格赛、校选拔
赛、推荐省赛、省赛决赛等多个环
节，回顾起参赛经历，学生张银萍
说：“现在社会需要的是动手和实践能
力强的应用型人才，这样的专业比赛
对我来说，是各方面能力的全面锻
炼。从制定合适方案，到通过模拟调
试不断进行细微调整，再到逐项提交

决策，前前后后我们团队做了大量准
备。我认为参赛选手不论最后有没有
晋级，都是一个有效的自我提升过
程。”

比赛是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
抓手。山东工商学院从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定位出发，注重各级各类学科比
赛，积极引导学生通过专业比赛促进

学习与交流，全面提升实践应用能
力。据统计，2020—2022学年，山东
工商学院学生参加省级及以上各类学
科竞赛获奖800余项。一次次刷新参
赛成绩的背后，体现的是山东工商学
院以“三全育人”为导向，以学科竞
赛为抓手，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育人，探索管理用力、师生努力的
育人新路。

获奖并非偶然，实力离不开学生
的日常积累。在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
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中获得佳绩的学
生邓政鑫，就是在组织、参与各类学
科竞赛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种子选
手”。邓政鑫说：“大赛只是一个过
程，不是最终目的，每一次比赛都能
学到很多东西，提升了动手能力。”

教学是教与学的互动过程。各类
学科竞赛，检验了学生的实践及动手

能力，也反映了学校的人才培养理念
和教师的教学思路及专业水平。参加
比赛或者指导比赛仅仅是一种形式，
更重要的是，比赛为教师提供了拓宽
教学思路的锻炼机会。教师面对面指
导学生备战的过程，也是教师不断充
电、提升自我的过程。

白日荣是山东工商学院统计学
专业的一名教师。对她来说，除了
课堂授课，指导学生参赛也早已成
为她的日常。因在历届市场调查大
赛指导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她被国
家教育部门高等学校统计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商业统计学
会联合授予“优秀指导教师”称
号。作为山东省仅有的获此殊荣的
教师，她表示：“各类竞赛不仅能为
学生搭起交流和展示的平台，对指
导教师个人的知识储备也是一种考

验。一名合格的教师，不仅要能站
稳讲台，还要具备将学生的学科知
识转化为专业技能的能力，而各类
专业性的学科竞赛正是这种转变的
催化剂。”学生的优秀表现，让多次
指导大赛的她倍感欣慰。“从赛前到
赛中，我看到了学生饱满的参赛热
情、面对挫折的冷静、强大的团队
协作意识，这些无一不是对老师的
莫大鼓舞。我们的参赛理念是‘赛
中学、学中会’，对学生而言，参赛
就是一次全新的挑战。”白日荣说。

近 年 来 ， 山 东 工 商 学 院 出 台
《关于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实施意
见》《大学生学科竞赛组织与奖励办
法》《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
《大学生创新创业类竞赛资助方案补
充规定》 等多个文件，形成自上而
下的竞赛活动管理机制，不断激励
和促进学科竞赛、创新创业活动的
开展，提升师生参与度和收获感。

“学校多措并举鼓励学生参与不同类
别、不同层次的学科竞赛，取得了
喜人的成绩，而成绩取得的同时，
我们更看重的是竞赛给教学改革带
来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学校教务处
处长王发明表示。

（颜晓英）

以文化为根
筑七彩梦之基

为了满足不同孩子的成长需求，
为每名学生的终身发展和幸福人生奠
基，学校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以《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纲
领性文件为方针，系统梳理学校办学
优势、资源及地域文化特色等，遍寻
专家学者、审慎细致思考，最终确定
了以人为本、遵循规律、尊重差异、
主动发展、获得七巧、成就七彩的指
导思想，为每名学生的终身发展和幸
福人生奠基的办学宗旨，办一所高品
质、强内涵、重特色、尚未来的现代
化学校，培养知礼仪、乐学习、健身
心、博才艺、爱劳动、勇创新、担世
界的七巧好少年的培养目标等文化理
念。为学生全面而富有个性的成长培
植沃土、搭建舞台、塑造环境。

以课堂为先导
搭七彩梦之途

学校在开足开齐开好国家课程的
基础上，充分挖潜各方优质课程资
源，形成学科课程整合与课堂形态变
革，拓展课程必修与选修相结合，构
建学校“七巧”童年课程体系。该体
系围绕“让每个人都成为更‘七巧’
的自己”的办学理念，结合中国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扣准七大育人目标：

知礼仪、乐学习、健身心、博才艺、
爱劳动、勇创新、担世界。具体细化
为7个核心要素，外显7项突出本领：
爱国心、爱劳动、爱创造、好思维、
好体魄、好才艺、好外语。依据少年
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分为三个成长阶
段——低段“星星燎原成长期”，中段

“月亮光华成长期”，高段“太阳七彩
成长期”，逐步实现学校的办学理念和
培养目标。

三个不同成长阶段依据成长目
标不同设置阶段性进阶课程：一、

二年级低段“星星燎原成长期”学
生核心发展目标是要完成幼儿到小
学生的转变，主要表现为具象思维
到抽象思维的过渡；三、四年级中
段“月亮光华成长期”主要完成小
学阶段的核心素养发展，主要表现
为抽象思维进一步发展并能用一定
形式表达；五、六年级高段“太阳
七彩成长期”主要为小学到中学的
过渡，主要表现为能用多种方式表
达复杂的关系。通过实施三段进阶
育人，形成具有特色的“七巧童年
课程体系”，并梳理形成七大领域、
七 类 课 程 ， 具 体 是 ： 巧 · 传 承 、
巧·艺术、巧·世界、巧·智慧、
巧·生活、巧·健康、巧·习惯。
不断丰富学生的课程体验，满足学
生个性化需求和发展。

与此同时，通过打造“情境探
学、任务炼学、融合创学、七巧乐

学”四步骤的“七巧融创课堂”学习
形态，回应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强调自主发展的核心素养要求，
以“真实问题”促“自主学”、促

“合作学”、促“深度学”、促“创造
学”、促“快乐学”，力求使学生学得
扎实，接受更加全面、完整、主动的
课程体验，用真才实学迎接未来的无
限可能。

以共育为助力
成七彩梦之行

一是全面构建以“七巧人物”为
核心的七彩评价体系，在一年一度的

“七巧·七彩”文化节上表彰“七巧
人物”，主要表彰：七巧好少年、七
巧好家长、七巧好教师、七巧好员工
和七巧好单位。联动家庭、学校、社
会共同参与学生成长，紧紧围绕“学

生与家长”“教师与员工”两条发展
主线，面向每个个体，促进每个人的
成长。

二是创新共育路径，通过校长访
学、建立教师访学机制和家长助学机
制，夯实家校之间的交流基础，让家
校共育更专业、流畅。在此基础上提
升家校互动频率，关注学生个体身心
健康和周围环境，提高家长参与学生
成长的责任意识，排除校园安全隐
患，凝心聚力、共育七彩。

学校通过实施“七彩的‘七巧教
育’”核心办学体系，思路清晰，办
学质量得到家长的一致认可。学校先
后获得“全国新教育附属学校”“‘中
小学数学建模实践研究’项目实验
校”“全国软式棒垒球实验基地实验学
校”“河南省‘小小科学家科技创新操
作室’建设单位”等数十项荣誉称
号，师生荣获省市区等荣誉 400 余
项，真正实现了“七巧教育”成就七
彩梦想。小小少年、梦想翩翩，郑州
高新区创新大道小学正以诚挚的教育
之心，为学生培育丰满的羽翼，用温
暖的爱和坚定的信念，托起每名学生
灿烂的明天，谱写下人生最初的七彩
华章！

（苏琳婧）

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七彩瑰丽的梦，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和
灵魂，需要用生命去点燃生命。郑州高新区创新大道小学便是这样一
所极具担当和使命感的学校，他们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载七
巧板简单、多变、和谐的文化内涵，构筑起极具特色的“七巧教
育”，让每个少年都能在“七巧教育”中绽放七彩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