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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阅读特刊

重温童年与成长

一次次浸润着快乐的等待 ， 编织成

一段美丽而幸福的人生旅程。 一根红线

串起

24

个难忘的瞬间， 爱在红线上无声流

淌， 平凡的人生变得意味深长———

“等待是生命

不可缺少的部分”

■

本报记者 张贵勇

“我等待……自己快快长大。 ……等

待临睡前的亲吻。 ……等待妈妈的蛋糕早

早出炉。 ……等待雨快点停下。 ……等待

圣诞节来临。 我等待……爱情。 ……” 从

盼望快快长大的孩子， 到恋爱结婚的青

年， 到为人父亲的中年， 再到妻离子别的

老年， 在 《我等待》 一书中， 法国插画作

家塞吉·布罗什用简单的线条、 平淡的叙

述， 传递出期盼、 甜蜜、 渴望、 悲伤、 痛

苦等人生况味， 让人不可避免地陷入对时

间与生命的沉思。

塞吉·布罗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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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当看到大

卫德·卡利的文字， 接到出版社的插画请

求后， 立刻被这个简单的文字吸引了。 但

他提出， 要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画， 不

想添加太多的色彩， 风格力求简单。 出版

社最终同意了。 在创作过程中， 布罗什曾

想过用树叶来联结一幅幅生活瞬间， 但一

次在飞机上思考如何更好地完成任务时，

突然发现在法语里 “完成任务” 一词也有

“红线” 的意思， 于是想到了用红线串起

人生的不同阶段。

红线的创意让这本书更有味道， 人生

变成了一条延续不断的生命线。 后来， 布

罗什惊奇地发现， 在许多国家， 红线都有

独特的象征意义， 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

鸣。 而这本书文字中虽然没有任何表现情

绪的词汇， 但却超越了年龄与民族的藩

篱， 获得了许多读者的共鸣， 也成为他迄

今为止最满意的作品， 确定了他的童书风

格， 并改变他的人生。

“去的尽管去了， 来的尽管来着； 去

来的中间， 又怎样地匆匆呢 ？ ……” 在

《匆匆》 一文中， 朱自清用时光的飞逝来

描述生命的短暂， 但在 《我等待》 里， 生

命因为等待而被无限拉长 。 在布罗什看

来， 甜蜜的等待渗透着浓浓的爱， 而有爱

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 他创作 《我等

待》， 某种程度上是对生活节奏日益加快

的现代社会的反抗， 希望人们的生活节奏

慢下来， 静下心来享受每一个日出日落，

让等待变成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 在等待

中品味幸福。

正是这种蕴含在简单中的巨大力量，

让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获得了法国巴欧巴童

书奖、 美国图书馆协会儿童文学类图书荣

誉奖、

IBBY

国际青年文学奖， 版权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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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 成为一本让人惊奇的好书。 而

对于优秀图画书的定义， 布罗什认为， 首

先图画书本身是独一无二的， 是值得存在

的， 阅读之后不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 甚

至没有浪费一棵树的生命。 最重要的是，

读者能够获得阅读的乐趣， 与这本书产生

关联， 从书中看到自己， 有着更多的联想

和更深的领悟。

布罗什建议， 阅读图画书， 父母不妨

和孩子一起读， 反复地读， 不用担心孩子

是否能够透彻理解。 父母要打开孩子的视

野， 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让他们接受新的

事物。 另外， 故事本身很重要， 在选择图

画书之前， 家长可以先阅读， 选择一些贴

近孩子生活和满足孩子想象力的书， 那样

孩子可以迅速从中获得阅读的乐趣， 进而

感悟文字背后的哲理。

《我等待》，

[

意

]

卡利文，

[

法

]

布

罗什图， 谢蓓译， 接力出版社

2009

年

9

月

出版

■

成长聚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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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推荐

■

成长关注

■

新书快递

爱 永远不说再见

■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方卫平

小猪汤姆第一天上学，他多么不想和

送他到学校的爸爸说再见。 告别的时候，

他向爸爸要了一个吻，一次拥抱，又请他

念了一个故事，挠了一记痒痒，荡了一个

飞摆，蹭了一下鼻子……猪爸爸怎么忍心

拒绝这些爱的请求呢？ 他给了小猪一个

吻，又一个吻，再一个吻……当他最后终

于决定和儿子挥手道别的时候，却遗憾而

又惊喜地发现已经到了放学的时间。 于

是，父子俩还没有来得及道完别，就欢欢

喜喜地走在了一起回家的路上。

打开荷兰作家南茜·考夫曼与韩裔荷兰

插画家琼

-

希·斯佩特合作的图画书 《再

见》， 我们一度以为它所要处理的是一个古

旧的幼儿成长话题。 陌生的环境， 艰难的告

别， 还有不安的恳求， 哭泣的泪水， 这一切

都令我们想起在幼儿故事中得到反复演绎的

“第一次上学” 的母题与情境。 不过， 让我

们始料未及的是， 作者在结尾处以一个文学

味儿十足的漂亮转折， 把一个几乎被讲滥了

的教育故事变成了一则充满情味和意味的生

活童话。 故事里的汤姆到最后还是没有爱上

学校， 这使得我们原本期待见到的教育意义

在结尾处出人意料地落空了。

然而， 正是这一巧妙的落空处理， 为另

一种新颖的故事构思与浓厚的情感描摩的实

现， 设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语境 。 毫无疑

问， 当我们看到猪爸爸带着一身因爱而生的

甜蜜的疲倦走到窗口准备与儿子道别， 却发

现等候着他们的是另一段相聚的时光时， 一

种难以抗拒的温暖的情愫在瞬间淹没了我们

此前所生的关于它的教育意义的一切期待。

尽管汤姆最终并未能完成他学习独立的第一

课， 然而在他与爸爸以彼此之爱为圆心所展开

的妥协游戏之间， 有一种比暂时的成长目标更

打动我们的内容， 使我们不但对他的所有任性

的行为给予真诚的理解， 更为他所得到的这样

一个欢欣的结尾感到由衷的快慰。

这样一个特别的结尾也改变着我们对于

故事此前所有细节指向的理解。 在故事最后

的惊喜出现之前， 汤姆向爸爸提出的每一个

片刻的挽留恳求， 似乎都为一种必然要离别

的紧张、 焦虑与惆怅感所深深地浸润着。 也

因为这个缘故， 每一次挽留的成功都同时增

加了即将到来的别离的沉重感。 那个看似埋

伏在不远处的分离犹如一枝已经搭上弓弦的

竹箭， 随着情节的发展被逐渐拉开， 随时可

能蓄势而发。 但它恰恰是作者设下的一个情

节的圈套。 一直要到故事终于松开悬念的弓

弦， 向读者奉上它俏皮而又完美的结局时，

我们才知道， 原来发生在汤姆与爸爸之间的

一切从来不曾指向某种伤感的分离。 相反，

它所传达的爱的快意， 就是它所要指向的那

个情节和意义的终点。

事实上， 又为什么要分离呢？ 如果汤姆

是如此爱着爸爸， 爸爸也如此爱着他 ， 那

么， 让这样一份简单而真切的生活之爱得到

圆满的实现， 不正是一个我们乐于在一则幼

儿故事中寻找到的结局吗？

所以， 这是一个关于深情、 关于眷恋、

关于爱的故事。 阅读这样的作品， 我们显然

需要放弃有关幼儿故事的某些过于功利的想

法， 专心去体味它所包含的叙事技巧与动人

深情，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领略故事里

那头终究也没能走出情感依赖的小猪所享有

的那份珍贵的人间欢乐。 当然， 我们也不妨

把它看作一个童话式的寓言。 虽然一天一

天， 我们总是要和身边所爱的人们作暂时或

长久的道别， 但彼此之间的那份深情牵连，

却从不曾因为别离而告退。 爱， 就意味着永

远不说再见！

诗意的冒险与传奇

■

丁洪玉

近现代以来， 德国文学界人才辈出，

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名

字。从儿童文学的角度来讲，德语儿童文

学的水平目前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是一

个标志性的顶峰。这与德国社会出现的一

大批世界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息息相关，

如埃里希·凯斯特纳、奥特弗里德·普罗伊

斯勒、施莱博·维克等。

与凯斯特纳等作家相比，儿童文学作

家詹姆斯·克吕斯在中国的知名度不算太

高。 他目前在中国最著名的作品是 《出卖笑

的孩子》， 但国内读者和儿童文学界对其本

人及作品的了解并不多。 如今， 明天出版社

为中国的儿童文学界和小读者提供了这样一

个机会， 推出了这位获得

1968

年 “国际安徒

生文学奖” 的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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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儿童文学作品。

詹姆斯·克吕斯的作品始终以孩子为故

事的主人公， 但又毫不避讳作品的深度与难

度。 海岛、 水手、 火山等意象， 对孩子来说

都极具吸引力，又让人身临其境。在所有的故

事情节里，叙事的轨迹既有刻意提示的，又有

无限开放的，充满了多重理解的可能性，而且

作者鼓励孩子进行多重尝试， 从而为其作品

的幻想打上了真实的底色。因此，在他的作品

中，任何一个场所都可以成为讲故事的现场，

酒馆、灯塔、沙滩……故事无处不在，甚至故

事本身就是生活的组成部分， 这对孩子来

说， 简直就是无与伦比的惊喜。

在故事结构上， 詹姆斯·克吕斯特别偏

爱传统的叙事技巧， 秉承西方民间文学的传

统叙事结构， 尤其倾向于故事套故事的 “剧

中剧” 形式， 用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的

方式娓娓道来。 这些故事就像是挂在线上的

珍珠， 既有联系， 又各成一体。 每个故事之

间又有一条主线串联， 组成一个更完整的大

故事。 这些主线往往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

物， 如雾、 鹦鹉、 广告， 甚至是某个人， 这

让整个故事既有神秘的氛围， 又相当真实可

信， 有的故事甚至可以形成故事与现实交叉

的情形， 让人徘徊在故事与现实之间， 刺激

连连， 欲罢不能。

从作品中也可以看出， 詹姆斯·克吕斯

是一位颇具宗教情怀的作家， 他将自己对宗

教的理解巧妙地融入作品的架构之中。 他的

部分作品都以

7

天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单元 ，

展开叙述。 这既是他作品的一个鲜明特点，

又使其带上了 《天方夜谭》 式的文学趣味。

此次出版的

8

本书中， 有一半采用了这种叙

述形式。

除了 “国际安徒生文学奖”， 詹姆斯·克

吕斯还获过多项大奖。 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儿

童文学大师， 詹姆斯·克吕斯是一个非常乐

观的人， 他的故事充满了诗意与传奇、 想象

和欢笑。 如同 《出卖笑的孩子》 一样， 这套

书同样会给大家带来欢笑与思考。

《拇指班长》升级版推出

近日，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举行

“儿童文学与校园阅读” 访谈会暨升级

版《拇指班长》新书发布会。 王泉根教授

在访谈中积极鼓励家长让孩子多阅读

有益的课外书，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和

习惯。 儿童文学作家商晓娜从自身成长

谈起，生动地描述了自己从小如何在阅

读中受益并慢慢成长为一名儿童文学

作家的经历。 她说，她的《拇指班长》的

创作灵感来自童年的日记。 据福建少儿

出版社社长陈效东介绍，《拇指班长》自

2009

年出版以来， 深受小读者们的喜

爱，两年里多次加印，累计销售达到

20

余万册。 （却咏梅）

《动物王国的故事》出版

近日， 图文版儿童文学读物 《动

物王国的故事 》 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

书中讲述了约克夏猪家族美丽善良 、

天真可爱的小姑娘珠珠在挫折磨难中

锻炼意志、 增强自信， 最终实现梦想、

找到幸福的成长故事。 该书情节曲折

动人， 语言生动有趣， 随着珠珠的成

长和故事情节的发展， 她的乐观向上、

遇到危急情况的应对办法对小读者也

有所启发。 据了解， 《动物王国的故

事》 将被改编成动画剧、 儿童剧、 动

漫等多种艺术形式与读者见面， 还将

被翻译成英、 韩、日等多种语言，在多个

国家与地区推广。 （贾立钢）

“笑猫日记系列”发行逾千万册

日前， 明天出版社举行新闻发布

会， 庆祝 “笑猫日记系列” 发行超过

1000

万册。 据了解， “笑猫日记系列”

是杨红樱的最新代表作，

2006

年

5

月由

明天出版社出版 ， 目前已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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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累计销售

1100

万册， 销售码洋达

1.7

亿

元 ， 并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诸多殊荣， 成功

输出英文和德文版权。 “笑猫日记系

列” 是一套以中国孩子的现实生活为

背景的系列童话故事， 创造了动物与

孩子共同参与、 幻想与现实相结合的

文学世界。 每一本书均巧妙地蕴含了

孩子们心灵成长和性情培养中的某个

主题， 通过生动的故事引导孩子们在

阅读中思索人生、 人性、 命运等最基

本的价值命题， 被誉为献给当代中国

孩子的 “心灵之书”。 （张贵勇）

《功夫熊猫

2

》衍生漫画图书上市

英大传媒集团日前在京举行《功夫

熊猫

2

》 衍生动漫图书上市仪式。 据英

大传媒集团副总经理丁海东介绍， 该

集团携手美国梦工厂， 在今明两年独

家推出梦工厂

6

部动画片的百余种中文

图书， 包括 《功夫熊猫

2

》、 《怪物史

莱克

4

》、 《马达加斯加

3

》、 《穿靴子

的猫 》、 《守护者 》 和 《克鲁德的觉

醒》。 该集团还宣布与成都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金会合作， 每售出一本 《功夫

熊猫

2

》 就向该基金会捐赠

0.5

元人民

币。 该集团还认养了一只大熊猫， 并

以该集团的儿童动漫图书品牌 “卓越

梦想” 命名。 （郭铭）

“囧学堂”系列漫画推荐会举行

“囧”本义为“光明”，但在网络社群

间被赋予“郁闷、悲伤、无奈”之意，成为

一种流行的表情符号。 近日，系列漫画

书“囧学堂”的主角囧囧带着他的朋友

囧妮、囧巴喵、 囧吱举行了推荐会。 该

系列是福建教育出版社与金豹动画设

计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的一套面向青少

年读者的漫画产品。 它以 “囧” 字为

原型， 设计了一系列新颖时尚、 可爱

逗人的 “囧” 形象， 谐趣睿智、机敏搞

怪的造型设计与稚拙可爱、荒诞出位的

故事相映成趣， 展现囧囧及其亲人、同

学、朋友相处的学堂生活。 （魏芳）

《黑多多和花点点的故事》推出

在日前举行的以儿童教育和发展

为主题的沙龙上，联合利华集团推出儿

童绘本《黑多多和花点点的故事》。 这套

绘本以两只小熊猫一系列生动有趣的

小故事为载体，讲述了关于自信、珍惜、

感恩和分享等道理，旨在满足儿童认识

世界的同时，对孩子进行情感教育。 联

合利华集团特别邀请以色列著名插画

创作者艾娜丝女士为绘本提供图片创

作。 据悉，为了创作一套不同以往的熊

猫形象，艾娜丝女士专程来到中国四川

大熊猫保护区，对熊猫的形态和生活习

性进行长期观察， 最终塑造了可爱的

“黑多多和花点点”形象。 （李小伟）

■

作品解读

单纯而不简单的童年世界

■

浙江大学 赵霞

童年生活的智慧展示

涅斯特林格深谙儿童故事的 “编织” 艺

术。 在看似夸张又恰到好处地渲染出童年生

活天然的稚拙的同时， 她所讲述的每一

则故事都包含了一次充满悬念的叙事游

戏。 故事里的弗朗兹每遭遇到一个生活

中的难题， 就像触动了早已安置在故事

中的某个机关， 使之沿着恶作剧或误解

的轨道迅速滑动起来。 比如， 当弗朗兹

在困倦中将算术作业统统写错时， 围绕

着作业本发生的一切倒霉的事情才刚起

了个头儿。 接下去， 试图弥补过错的弗

朗兹先后经历了 “墨水杀手” 失灵、 作

业本掉进浴缸、 爸爸写的说明条被雨水

弄湿、 自己又因为紧张而在老师面前失

声等一拨接一拨的麻烦， 直到最后佳碧

帮他想出用录音机的绝妙点子， 才解决

了弗朗兹的烦恼。

作为读者， 我们是怀着复杂的感觉

望着这一切发生的。 很多时候， 我们既

盼望着尽快消除这种悬念的堆积所带来

的越来越强烈的紧张感， 又舍不得这份

维持着故事的紧张感在某个极点忽然消

失得无影无踪； 既本能地期待着有什么

事件来阻止这一滚雪球般的事态恶化 ，

又不无好奇地想要探知它究竟会把我们

的想象力带到哪个边界。 而当作家在故

事情节即将脱轨的刹那轻巧而又圆满地将它

们收住时， 我们全部紧张的期待都化作了对

童年生活情味的由衷微笑和对作品叙事技巧

的由衷赞叹。

源于真实的浪漫精神

如果说故事的成功是这部作品最为引人

注目的一个艺术亮点， 那么在整个 “弗朗兹

系列” 中， 与充满喜剧感的故事并行不悖地

运行着的， 则是另一脉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线

索。 它表现为作品对看似简单的童年时空所

能够容纳的复杂生活内涵的充分认知， 对看

似清浅的童年世界所需要应对的复杂生活问

题的深刻体认， 以及在这样的过程中， 作品

透过童年所揭示给读者的有关人间生活的某

种珍贵况味。

故事里的弗朗兹从来不是生活在一个真

空的童年世界里。 普通人可能遭遇的各种烦

扰也在小男孩弗朗兹的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展

开着， 其中包括一些似乎完全属于成人世界

的纠葛。 最典型的或许是 “弗朗兹和姥爷的

故事”： 弗朗兹一次冲动的打赌将一家人卷

入了一场尴尬的 “寻亲” 过程中， 并给家里

带来了一位不那么受欢迎的 “姥爷”。 故事

的童年写作视角并未掩盖这一事件所指向的

属于生活与人性的某些隐秘又复杂的情感，

作家甚至有意让这份缺憾在日常生活的场景

中自然而然地展露出来。 尽管作品借弗朗兹

无意的举动让这份缺憾得到了可能的弥补，

但也忠实地保留并呈现了现实的无奈。 也就

是说， 在童年的单纯与现实的复杂之间， 作

品建立起了一个可信的平衡点， 从而既充分

张扬了童年的浪漫精神， 也充分尊重了童年

的生存现实。 但显然， 正是在这样一个没有

人能够脱身的生活与人性的真实困境中， 童

年所代表的那份单纯的关怀才显得尤其珍贵

和意义重大。

属于童年的真诚与善良

事实上， 作品对弗朗兹的塑造， 毫不避

讳现实生活的烟火气味。 故事里的弗朗兹怀

着十二分的单纯和真诚投入到与身边的家人

和同龄朋友之间爱的交流与付出中 ， 可当

他明明白白感到自己的感情在现实中受到

伤害的时候， 也会生出些小小的算计 。 在

圣诞夜前夕， 他将佳碧准备好的两份礼物

掉了个包， 从而让自己得到了那个漂亮的

手表， 扳回了公平的一局； 在帮 “女生足

球队” 踢平比赛后， 为了给之前看不起他

的男生们一个教训， 他居然顶住诱惑 ， 第

一时间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有的时候 ， 我

们甚至会忍不住想， 这个名叫弗朗兹的男

孩可真不是个简单的孩子！ 但生活中又有

哪一个孩子可以被简简单单看待呢 ？ 作家

用这样一种方式提醒我们关注童年生命与

精神存在的某种真实状态， 从而促使我们

更为深切地领会到从这种真实生活中孕育

出来的属于童年的真诚、 单纯与善良的可

贵———就像在领教了佳碧的所有缺点之后，

弗朗兹仍然可以为了佳碧给予他的友情 ，

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对这位 “小女朋友 ” 的

真诚、 信任和爱护。

这就是真实的童年 。 它不是与世隔绝

的桃花源， 而是和我们每个人一样身处日

常喧嚣的深处， 并努力学着把成长的根须

慢慢探进这个世界 。 正是在这样的过程

中 ， 来自童年的那份真纯自由的灵性之

美， 才成为了穿越并照亮我们这个世界的

一束光芒。

“弗朗兹系列” （

8

册），

[

奥地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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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大师讲述童年的故事

■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伽利略 、 爱因斯坦 、 麦哲伦 、 阿基米

德……这些大师的名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

么？ 是高深莫测的科学， 是一望无际的星

空， 是精美绝伦的油画， 还是课本上令人

头疼的公式？ 前不久， 记者在意大利驻中

国大使馆见到了意大利著名作家 、 绘画家

卢卡·诺维利先生 ， 他带来了自己的新作

“天才小子” 丛书。 在书中， 卢卡通过有趣

的漫画， 以第一人称讲故事的方式 ， 把世

界上最伟大的

12

位科学家、 艺术家活灵活

现地带到你面前， 让他们笑眯眯地讲述自

己的童年故事。

“你会发现他们也和你一样， 有快乐的

童年、 失败的教训、 成功的喜悦， 也有不为

人知的小秘密。” 卢卡对记者说， “我得感

谢新蕾出版社， 我知道它在中国很有影响，

它让我的著作变成了神秘而有趣的中文。 它

给了我一把钥匙， 让我像马可·波罗一样，

进入了这个东方国度的大门”。

当卢卡·诺维利出现在意大利驻中国大

使馆大厅时， 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来自京城

各个学校的中小学生代表有节奏地喊着 ：

“我爱卢卡， 我爱卢卡。” 卢卡露出开心的

笑容， 那种跨越了国界的和谐氛围让人感

动。 卢卡对孩子们说： “每个人小时候都

爱科学， 每个人都会有成为科学家的潜质。

随着年龄的增长、 兴趣的增多， 你会向着

各个方面发展 。 比如我 ， 又是物理学家 ，

又是建筑学家， 同时又是画家和作家 ， 我

还热衷于对宇宙的探索。 但是， 无论你做什

么， 都要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集中全力去寻

找的秘密， 有无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就如

达·芬奇一样， 始终以生命的激情， 去完成

他的设计和工作， 只有如此， 才会对这个世

界有更多的了解。”

卢卡·诺维利非常重视此次中国之行。他

激动地表示， 这套丛书在全世界拥有很多的

小读者， 这一次有机会在中国见到了自己的

小读者让他兴奋不已。 “这套书传递的是和

平与友谊， 其中的科学启迪让小读者都有可

能成为未来的发明家”。

随后， 红光满面、 笑容可掬的卢卡 “爷

爷” 与宛如孙子、 孙女般的中国小朋友开始

一对一的交流， 他不仅让孩子去摸他的大鼻

子， 还不厌其烦地给每一个孩子题字 、 画

画， 然后开玩笑说： “你们要把我的画好

好地保存着， 不能丢了， 我的画是很值钱

的， 等到我死了， 你们就会成为富翁！” 可

偏偏有一个年龄小的孩子一会儿上厕所 ，

一会喝饮料， 把他的画弄丢了。 丢了画的

孩子站在他面前哭天抹泪， 卢卡就微笑着

再给他画一幅， 孩子说声： “谢谢爷爷！”

卢卡便瞪大了眼睛， 摸着自己的脸， 天真地

笑着说： “噢， 爷爷？ 我真的老了？ 我的画

真要值钱了？”

记者问身旁一位正在看书的五年级小学

生： “这套书有意思吗？” 男孩子使劲地点

点头： “我特别想多知道些科学家的故事，

但是以前看的书都是每个人物只介绍一点

点， 而这套书内容特别丰富。”

“你最喜欢哪个科学家？”

“麦哲伦！ 他是葡萄牙著名的航海家和

探险家。 他证明了地球是一个球体， 不管是

从西往东， 还是从东往西， 都可以环绕地球

一周回到原地！ 我告诉你， 他小时候也是一

个淘气包， 自从听到了国王和哥伦布的谈

话， 他就想去印度， 但是……” 一说到自己

喜欢的科学家， 小家伙就丢掉了先前的羞

涩， 开始变得神采飞扬起来……

原定一个小时的交流活动延长到一个半

小时， 在场的中国孩子对这位意大利 “爷

爷” 依然恋恋不舍， 久久不愿离去。

“天才小子 ” 丛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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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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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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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詹姆斯·克吕

斯作品” 系列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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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产（中国）为打工

子弟学校捐赠图书

日前 ，日产 （中国 ）向

蓝天丰苑学校捐赠了 《现

代汉语小词典 》、《英汉字

典》、《新华字典》、《图说天

下》 等多种工具书和科普

书， 还提供了教学设施等

物资支持， 并专门设立了

“日产中国关爱未来奖学

金”。 却咏梅 文

/

摄

这套书传递的是和平与友谊，其中的科学启迪会让小读者向往成为未来的发明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