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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是孩子们暂时放下学业与考试包袱， 自由自在地阅读

课外读物的大好时机。 中外经典文学、 传统文化读物和各类成

长小说， 或关照生命， 或传承文化， 都有助于青少年读者开阔

视野， 从不同角度感知他们所不了解的世界。 本期特刊以童年、

成长、 中国传统文化等为主题， 推荐一批优秀青少年读物。

———编者

2011

年暑期阅读计划

系列专题之三

国家图书馆少儿馆

致力推动数字阅读

■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日前， 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开馆一周

年， 国图少儿馆特别举行了 “阅读启童智、

书香立少年” 系列馆庆活动， 并联合汉王科

技公司和全国部分少儿图书馆共同启动了

“全国少儿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先导项目”。

近年来 ， 数字阅读已成为社会潮流 ，

少年儿童也被数字阅读所吸引。 与此同时，

我国数字出版的产业模式还不成熟 ， 数字

图书馆的服务模式也不清晰， 内容提供者、

平台提供者 、 终端提供者 、 渠道推广者 、

增值服务者在数字阅读中的定位和价值再

造还没成型， 数字阅读的参与者中出现了

“越位” 和 “缺位” 并存的现象， 甚至有交

叉争位的乱象。 针对此情况 ， 国家图书馆

馆长助理汪东波呼吁： “出版界 、 信息技

术界 、 教育界和图书馆界应该联合起来 ，

共同关注少年儿童的数字阅读状况 ， 而数

字出版和数字图书馆作为数字阅读服务的

主要参与者， 应该肩负起少儿数字阅读的

倡导者、 组织者和服务者的重任， 为推动数

字阅读出谋划策。”

“全国少儿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先导项

目” 是基于电子书阅读器开展少儿阅读推广

的实验性项目， 旨在通过开展数字阅读调研

和研讨， 探索少儿图书馆的新媒体服务模

式， 通过推广少儿数字阅读， 引导少年儿童

学习正确的数字阅读方法。

在当日国家图书馆举行的 “少儿数字阅

读服务研讨会” 上， 专家和企业代表一致认

为， 数字阅读是阅读发展的大趋势， 而基于

电子阅读器的数字阅读才属于深度阅读， 既

绿色环保又可带来最接近传统阅读的阅读体

验。 北京海淀区五一小学的谭中玲主任说，

少年儿童的数字阅读不仅需要全社会的关心

关注， 更需要基础教育和社会服务机构共同

参与进行示范和引导。 国图少儿馆馆长王志

庚则认为， 在数字阅读的社会大潮中， 少年

儿童图书馆如何开展思想性、 知识性、 科学

性和趣味性相统一的数字阅读推广活动， 引

导少年儿童学习正确的数字阅读方法， 形成

正确的数字阅读习惯， 已成为影响少年儿童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据悉 ， 今年

4

月 ， 国图少儿馆主持的

“全国少年儿童阅读推广服务平台” 项目成

功立项。 该平台将依托国家数字图书馆的

先进技术和软硬件基础设施 ， 基于数字化

的文化信息资源成果， 利用全国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的服务渠

道， 以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为中心 ， 联

合各省区市少儿图书馆 （室）， 以及公共图

书馆和少儿出版社等 ， 带动各级地 、 市 、

县少儿图书馆 （室）， 开展少儿阅读服务 ，

构建覆盖城乡的全国少年儿童阅读的服务体

系。 该平台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国家级的专门

为全国少年儿童阅读推广服务的开放平台，

它将是一个安全、 可靠、 开放、 共享的少儿

网络阅读社区。

据悉，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国图少儿数字

图书馆的访问量超过

５０

万次。

【业界观察】

别让“动物解放”变成一句口号

■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一部记录非洲猫鼬生活的电视片里

面有这样一个情节： 在一场旱灾中， 猫

鼬父母都死了， 只剩下兄妹俩， 为了活

命， 兄妹俩被迫迁移到别的地方去。 途

中妹妹也不幸饿死了， 害怕孤单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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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跑过去试图让妹妹站起来， 但妹妹永

远不会醒来了， 哥哥叼起一根树枝盖在

妹妹身上 ， 想替妹妹挡住暴晒的烈日 。

动物间的这种感情和人类多么相似啊！

美国学者彼德·辛格对人类总是将自

己与动物截然分开的习惯嗤之以鼻， 他

认为人类就是某种动物， 无非是进化得

较快的一种动物 。 自喻自己不是动物 ，

那是不完全恰当的。 人类没有资格歧视、

迫害、 虐杀非人类动物， 由此他喊出了

“动物解放” 的口号。

“从本质意义上讲， 人类动物与非人

类动物并没有根本差异。” 被誉为 “中国

动物小说大王” 的沈石溪说： “我敢断

言， 热衷于描写动物的小说家， 一定是

怀有仁爱之心的善良人， 一定是动物保

护事业的身体力行者， 一定是 ‘动物解

放’ 这句口号的热烈拥护者。” 美国作家

E.T.

西顿被称作 “动物小说之父”， 他从

小就热爱大自然， 到野外悉心观察， 研

究大自然里的飞禽走兽。 他不仅撰写动

物方面的文字， 还拿起画笔， 记录动物

的种种形态 。 他开创的动物小说题材 ，

更是影响了英国著名作家、 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吉卜林。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说 ：“西

顿是个伟大的作家，是个清醒而庄重的父

亲角色， 他讲述的曲折动人的动物故事，

不仅给孩子知识和教导， 还能给孩子力

量。 在他的笔下，你是看不到任何矫饰、任

何虚伪造作的。 世界是什么样的？ 生命在

怎样挣扎？ 对于这些问题，他都怀着父亲

般的责任感， 毫不粉饰地讲述给孩子们。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来自森林和荒原的动

物故事，耐心地、永恒地诉说着自由对每

一种生物的意义。 ”

孩子们都爱读动物小说， 那些森林、

草原等人类鲜为涉足的荒野令他们着迷，

那些动物英雄们的神奇经历又让他们羡

慕不已。 近日，在智品书业联合北京朝阳

区少工委与互动百科举办的“畅游动物王

国、和谐亲近自然”的动物科普活动中，中

科院动物专家张劲硕博士以 “倔小孩”动

物小说系列为基础，利用户外读书活动的

方式，在北京动物园为北京朝阳区武圣庙

小学的小学生们讲解动物知识，让孩子们

在与动物的亲密接触的同时，一起感受生

命、分享快乐。

“倔小孩” 动物小说系列通过塑造一

个个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用生动有趣的

动物故事，告诉千千万万的小读者，除了

人类外，地球上还有许多生命是有情感有

灵性的，它们有爱的天性，会喜怒哀乐，甚

至有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

“水獭是吃什么的？ ”学生们看见旁边有

游人在给水獭喂馒头，于是争先恐后地回答：

“吃馒头！ ”

“其实它不吃馒头，而是吃鱼和虾。 ”张劲

硕告诉孩子们， 动物园原来有好几只水獭，从

小水道跑掉了几只，还有一只得了白内障……

“谁知道长颈鹿有几块颈椎呢？ ”张劲硕

又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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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因为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

7

块颈

椎，包括人。 ”一个孩子答对了。

“那么，现在谁能说出

3

种不会飞的鸟……”

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玩得不亦乐乎，还学到了

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参加活动的孩子都

说，动物世界实在太精彩了，也明白了“原来

动物也是有思想的， 以后会把动物当朋友一

样对待。 ”

“首先要走进大自然、 了解大自然， 然

后才是保护大自然。” 民间环保组织 “绿家

园” 召集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记者汪

永晨认为， 不能盲目地去谈保护， 了解之后

才知道如何真正去保护。 同样， 动物保护也

是如此， 我们应当先学会尊重动物， 尊重另

一类生命形式， 别把除了人类之外其他所有

的生命都视作草芥， 别让 “动物解放” 变成

一句口号。

“倔小孩” 动物小说系列 （共

8

册）， 万

卷出版公司

2011

年

4

月出版

以阅读的方式度过暑假

第三届“全国教师暑期

阅读随笔大赛”征稿启事

亲爱的教师朋友：

由中国教育报主办 、《读书周刊 》承

办、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协办的第三届

“全国教师暑期阅读随笔大赛” 正式启动

了。 该活动旨在推广“以阅读的方式度过

暑假”的读书理念，分享广大教师在暑期

阅读中的收获和记忆。

此次活动仍将通过征集优秀读书感

悟和阅读心得的方式进行，帮助教师在阅

读中提高自己、丰富人生。

具体事项如下：

1.

欢迎使用电子邮件投稿。 在您的发

送主题上请注明：“暑期阅读征文大赛”。

信箱：

shuqiyuedu@edumail.com.cn

手写稿请寄：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

路

10

号中国教育报 《读书周刊》， 邮编 ：

100082

。

因本部门稿件甚多， 请在来稿信封上

注明：“暑期阅读征文”字样，以防丢失。 来

函请注明联系电话、通信地址和邮政编码。

2.

本次征文大赛，分为“人文社科组”和

“教育专业组”， 请在稿件的显要位置注明参

赛组别。

3.

本届大赛设立“组织奖”，以特别奖励

动员大家集体读书、动手写读书心得的单位。

建议集体参与者打包投稿， 并注明联系人的

详细联系方式。

4.

本次征文大赛截稿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5.

本报将在《读书周刊》设立专栏，刊登

所征集到的优秀随笔。

6.

大赛组委会将组织教育界知名人士评

出获奖稿件，并在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刊

登获奖名单。

7.

组委会电话：

010-82296618

。

8．

本次活动将由中国教育新闻网“读书

频道”作全程专题报道，欢迎随时登录

http://

book.jyb.cn

———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

校长爱读书， 对于营造学校良好的教育氛围善莫大焉。 蒯创 张春燕 摄

用文字挽留即将消失的草原

■

本报记者 张贵勇

“夕阳缓缓地滑过山脊， 广阔的林地

渐渐昏暗下来。 很快， 一人一鹿的背影

就隐没在茂密的森林之中。 似乎什么也

没有发生过， 林地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第一片雪花悠然从空中飘落， 随后，

更多硕重的雪片挤挤挨挨地随之而来 。

这是林地的第一场大雪。 冬天已经悄然

到来……”

其实， 不只在短篇小说 《美丽世界

的孤儿》 里， 黑鹤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能

让人感受到自然的深邃与自在之美、 自

然与人浑然一体的和谐之美。 这种美让

人不由自主地走进北方广袤的山林、 无

际的草地， 一窥游弋于其中的生灵， 以

及它们所固有的生命旅程。

和其他动物小说相同的是 ， 黑鹤的

小说里也有堪称传奇的故事 ， 如 《黑

焰》、 《鬼狗》， 但字里行间传递更多的

是动物世界的勇气、 忠诚、 自由和爱。

童年生活为创作提供不竭

的源泉

里尔克曾说， 诗人真正的祖国是童

年。 对黑鹤来说， 他的所有创作都源自

对童年的追忆。

小时候的黑鹤身体病弱 ， 医生建议

他生活在一个空气好的地方。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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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那年， 他被母亲送到一望无际的呼伦贝

尔草原。 在那里， 他接触了众多的异类

生命 ， 如狼 、 狐 、 獾 、 野鸭 、 大鸨等 。

除了幼小的狼和狐， 他还尝试过饲养麻

雀和野兔， 以及刚刚出壳的鹌鹑。

他接触最多的动物还是独属于草地

的牧羊犬。 两只乳白色草地牧羊犬伴着

黑鹤度过童年 ， 除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

他们几乎形影不离。 而童年养狗的经历、

具有高贵血统的牧羊犬， 以及从鄂温克

朋友那里听来的与狗有关的故事， 后来

都从他的小说里栩栩如生地走出来。 其

实， 即使是今天， 黑鹤每天也会花上一

两个小时陪陪他的狗， 帮它们梳毛， 陪

它们说话。 而且， 他养狗总是同一品种

养两只， 取上蒙语的名字， 这样它们就

有资格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了。

“我的写作源于对童年生活的回忆 。

我的草地， 更多的就是我的记忆、 内心

中最温暖的一部分。” 黑鹤说， 有时在梦

中， 他恍然重回黄昏金色的草地， 闻到

炊烟的气息， 听见外祖母呼唤在草地里

玩了一天的他回家吃饭。 “对童年生活

的不断追忆， 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我对这

个世界的判断， 并决定了我的创作方向。

而在写关于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动物的

故事时， 我有机会将童年记忆上的灰尘

拂去， 重新审视那些闪亮的日子”。

有人说， 黑鹤动物小说的独特之处，

一是不可复制的生活经历， 二是对生活

在草地的动物尤其是牧羊犬的深刻了解。

实际上， 黑鹤虽然在大庆油田工作， 但

每年有一两个月的假期， 彼时他会在北

方广袤的草地和森林里游历， 与在山林

里生活的鄂温克朋友朝夕相处一段日子。

这种亲身的经历， 使他有机会倾听和捕

捉大自然深处最美的声音， 邂逅最隐秘

的动物， 如雕鸮， 使他笔下的动物保持

着本性和尊严， 而不是一个承载着人类

思想的被臆造出来的形象。

2006

年夏天， 黑鹤去呼伦贝尔新巴尔

虎右旗的阿日哈沙特口岸， 在路过克尔

伦苏牧时， 看到了一只草原狐。 当时是

白天 ， 这只草原狐从镇子里冲了出来 ，

口中叼着鸡， 后面跟着一群狗。 它轻松

地甩开了追赶者， 奔进草原。 那只狐机

智自信的背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于是就有了那个有趣的短篇———《克尔伦

之狐》。

人类对大自然应有最基本

的尊重

在黑鹤的小说中 ， 动物都保留着大

自然赋予的单纯秉性， 一如他笔下的小

犴， “每个夜晚， 小犴都会泡在河水里，

一边惬意地享受河水的清凉， 一边取食

水草， 当第一缕晨光到来时才不大情愿

地爬上岸， 在林地早起的鸟儿快活的第

一轮啼鸣中赶回营地……”

黑鹤坦言， 之所以一直坚持写动物

的秉性和现实， 是因为中国很多动物小

说的素材源于传统固有的认识和传说 ，

缺乏应有的理性和对自然环境的切身观

察， 以致于无形中造成孩子更愿意相信

传奇而不是自然科学的倾向。 “事实上，

很多孩子包括一部分成年人完全是从动

物小说中获得最基本的动物知识。 而错

误的信息和渲染 ， 将播下谬误的种子 ，

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可怕的误导。”

黑鹤希望通过他的文字传达一些真

实而美好的东西， 如自由、 平等、 勇敢

和爱。 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少年时期

读过的文学作品有关。 小时候， 黑鹤家

里订阅了很多外国文学、 民族文学杂志，

维·比安基的 《森林报》、 艾特玛托夫的

《白轮船 》、 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 》 等 ，

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黑鹤

也很喜欢大江健三郎的作品， 曾经认真

地研究他的文体以及行文方式。 但最打

动他的则是西顿的作品。 西顿作品中的

野生动物形象， 都是在详尽的调查和亲

身经历的基础上创作的， 始终保持着生

命应有的尊严， 让人对自然与生命产生

无限敬畏。

2000

年前后， 黑鹤接触了乔治·夏勒

的作品 。 夏勒的 《最后的熊猫 》、 《青

藏高原上的生灵》 等作品使黑鹤对自然

和动物有了更深的认识 。 他突然意识

到， 自己不能总是写牧羊犬等动物的传

奇故事 ， 而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

用文字唤醒读者内心深处的使命感， 让

读者比对不同时期物种的生存情况， 了

解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意义， 即从精神层

面引导读者尊重自然、 敬畏自然、 保护

自然。

“有时， 芭拉杰依也会独自一人走进

森林， 没有人知道她去哪里， 她会在森

林里待上很久。 大人们告诉阿雅， 芭拉

杰依是去森林与山神说话了， 她的心灵

是在森林里的， 她到森林里是去看看自

己的心……” 在 《狼獾河》 里 ， 黑鹤的

文字多了一份哲学意味， 他借此向乔治·

夏勒致敬。

用文字保护一个可能消逝

的生命样本

在黑鹤的小说中 ， 孩子与动物总是

很亲近、 与自然浑然一体的， 如 《鬼狗》

里的 “鬼” 与少年阿尔斯楞， 《狼谷的

孩子》 里的那日苏和巴努盖。 而成人更

多的是扮演着与动物敌对的角色。 之所

以有这样的设计， 是因为在黑鹤的心中，

孩子是天使， 是未被损害的未来， 他们

的内心更加敏感， 能看到很多成年人看

不到的事情， 也更愿意与动物为友。

“孩子应该多接触自然， 简单的人际

关系、 清新的空气、 健康的饮食， 能让

孩子更加健康地成长。” 黑鹤说， 很多年

了 ， 只要有 时间 ， 他 就 会 进 入 草 地 ，

“我很庆幸 ， 自己还有机会经历游牧文

化。 在进入草地深处以后， 那里还有穿

着传统蒙古袍的老人。 他们仍然固执地

生活在蒙古包里， 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

式。 其实， 他们正代表着某种坚韧的精

神， 一种对行将消逝的生活方式的最后

挽留， 所谓文化， 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

负载和传承的”。

但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 草

地被划分成片， 出现了定居的红色砖房，

这本身就对原生土地造成了不可逆转的

破坏， 原有的自然生态必然会消失。 对于生

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来说， 当他们走进草

原、 森林， 能看到的自然美景可能将是这个

民族最后的背影。 黑鹤不无忧虑地说： “再

过

10

年或

20

年， 我书里曾描写过的场景也许

都将不复存在。 我就是在用文字记录这些即

将消逝的东西， 就像自然保护区一样， 在保

护一个可能消失的样本。”

黑鹤不认为自己的小说适合所有的孩

子， 但他一直在文字里表达一种温暖的东

西、 一种优秀的儿童文学所天生具有的东

西。 在他看来， 儿童文学就像母亲在黑暗

中点燃的灯火， 带我们走上回家的路 。 读

完之后， 感觉像是在外面玩累了一天之后，

慢慢地往家走。 当与自然界的生灵一起度

过一段生命的旅程，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自然和反观自身。 其实， 当我们无意中慢

慢地远离原始的自然， 失去了对自然生命的

悲悯之心时， 最需要记住的是， 我们每个人

都是大自然的孩子。

“日出日暮， 春去秋来， 牧草绿了又枯，

牧羊犬一直守护着游牧人的营地， 驱赶狼的

凶猛牧羊犬的血脉从未在草地上消失……”

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的童年草地， 黑鹤总是

一厢情愿地让之重现在他的文学世界中， 以

此让每个孩子都能感受草原的过去， 像他一

样拥有一个自由而纯粹的童年。

相关链接：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作品多涉及草地、

动物题材。 曾获冰心奖、 榕树下诗歌奖， 出

版动物小说作品集 《老班兄弟》、 《重返草

原》、 《狼獾河》、 《狼谷的孩子》， 长篇小

说 《黑狗哈拉诺亥》、 《黑焰》 等。 其长篇

小说多由接力出版社出版。

【业界动态】

黑鹤和他的爱犬呼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