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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辞海译丛》推出首批

4

种优质图书

科普译作翻译质量堪忧

与会专家对目前市面上科学文化图书翻译存在的问题表示忧

虑， 并呼吁 “翻译工作确实很艰难， 但其价值不可小觑”。

■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上海辞书出版社日前在京召开《辞海

译丛》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国内科学文

化界

30

余位知名人士出席。 该丛书遴选兼

具知识性、 思想性、 学术性和普及性的

国外优秀科学文化著作， 邀请国内相关

学科的专家翻译 。 目前推出的第一辑

4

本： 《这本书叫什么———奇谲的逻辑谜

题》 汇集了

200

多个妙趣横生的逻辑谜题

和故事 ， 是逻辑 学 领 域 的 一 部 名 著 ；

《宇宙密码———作为自然界语言的量子物

理》 是讲解量子力学、 相对论的一本名

著； 《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

揭示北京人头盖骨之谜，对北京猿人的生

活方式提出了

3

条颠覆性结论 ；《旷代女

杰———柯瓦列夫斯卡娅传》讲述了近代第

一位女数学博士的精彩人生。

上海辞书出版社总编辑潘涛在介绍策

划理念时表示， 科学文化既植根于科学的

严谨与精确，也彰显着人文的思索与关怀，

在全社会引领并形成一种“大科学文化”氛

围，对提升现代国民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

实力，具有积极意义。 与会学者对《辞海译

丛》首批

4

种科学文化类图书选题、译文表

示首肯的同时， 也对科学文化读物的出版

现状进行了讨论， 尤其对当前市面上这类

图书的翻译质量表示忧虑。

“最近很多科普著作甚至一些教科书翻

译质量不太理想， 别的书先不要求， 但教科

书、 科普著作这两类书是给学生、 给外行看

的，应该特别注意翻译质量，这是最基本的要

求。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秦克诚教授举例说，

最近有一本讲

20

世纪物理学史的书， 内容简

直是错误百出，如贝尔系统（

Bell System

），居

然翻译成“希斯特姆·贝尔”。 “我给这家出版

社提过意见，但是他们没有听从，还在卖”。

曾经用了

26

年时间翻译迪昂名著的北京

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孙小礼教授认为，

翻译工作很艰难，既要忠实于原著，又要让读

者喜欢读，是一种再创造，比自己写书还难。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晓力也深有同

感：《这本书叫什么》 译者是著名逻辑学家康

宏逵。他每翻一本书都要用时

3

到

5

年，花费大

量时间到图书馆查阅资料， 与作者通信，“现

在这样的译者已经不多了”。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何祚庥院士

建议， 科学图书的选题要根据当前中国读者

的需要来确定，反应还得快一点，比如现在的

选题是世界名著， 但有些名著与时代要求并

不是很符合，所以可以把眼界放宽一些。

《龙骨山》译者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系教授陈淳表示有幸翻译这本书， 并将该书

献给自己的导师贾兰坡。他认为，该书价值的

在于作者能在博物馆和研究院档案资料中进

行挖掘， 把许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的情况展

示出来，还对“二战”爆发前后复杂的中外关

系下的学术发展的过程进行了很好的梳理。

首发式上， 上海辞书出版社向北京大学

图书馆“北大文库”和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

馆赠书。 据悉， 《辞海译丛》 后续选目的编

辑、 出版工作也正在积极进行中， 预计到明

年年底推出

12

种。

【特别推荐】

【业界动态】

【本期关注】

打破阅读的“四大壁垒”

■

江苏省句容市华阳中心校 孟纪军

近年来，我校书香校园活动开展得如

火如荼。 为了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我们

推荐的书目主要集中在儿童文学的层面。

几年下来， 孩子们沉浸在书籍的海洋里，

如痴如醉。 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仅向孩子

们推荐优秀图书还不够，还需要在校内课

程和阅读指导上有所突破。

专题阅读———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

阅读不是语文学科的专利，推广儿童

阅读也不仅是语文教师的事。 为此，我们

分两步走：一是倡导学科阅读，除了语文

学科外，数学、英语、音乐等学科都向孩子

们推荐课外读物； 二是开展年级专题阅

读， 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学

校为他们提供专题阅读书单，供他们自主

选择。 我们选择专门的时段，从每个年级

中选出部分学生开展专题阅读。 一个专题

可能持续一个学期或一年。

美文推荐———打破读写之间的壁垒

学校利用每天的午读

30

分钟，为一至

六年级推荐了

360

篇文质兼美的诗歌 、短

文。 这些作品大多来自专家主编或选编的

语文课外读本。 每年

60

篇， 每学期推荐

15

周，每周

2

篇，共计

30

篇。推荐美文主要由语

文教师来完成。 针对选出来的美文，我们

依据学龄段特点，为各年级制定了不同的

读写要求。 一二年级要求读一读、画一画，

以教师带孩子读为主， 孩子们画出对诗文的

理解；三四年级要求读一读、注一注，在文章

中划出自己喜欢的词句，在旁边批注感想、体

会；五六年级要求读一读、写一写，可以写读

后感，也可以模仿，写一篇类似的习作。由此，

读不再仅仅是读，而是积累和吸收，更是一种

表达。 我们还把推荐的美文和学生的作品装

订成集，成了不错的校本教材。

经典诵读———打破家校之间的壁垒

儿童时期的阅读可以为孩子一生奠定人

格的基础。我们依据语文课程标准，主要推荐

诵读两本书：《古诗文诵读》和《日有所诵》，分

别由年级组长选出需要背诵和反复诵读的篇

目，把任务分解到每周、每天，定期检查评比。

在阅读时间上，我们安排了

4

个时段：一是晨

诵；二是课前诵读，即每节课开始的

2-3

分钟

集中诵读；三是放学背诵，即放学排队出校门

时集中背诵，巩固积累；四是亲子共读，尤其

是低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请家长跟孩子

一起读故事。

流动书箱———打破阅读时空的壁垒

学校为每个年级配备了

100

本书，

6

个大

书箱在不同年级、不同楼层间流动，每个班级

停留半个月。流动书箱里的书由教师推荐，学

生自主挑选， 学校负责购买。 书籍离学生很

近，免去了孩子们去图书室借阅的繁琐程序，

极大地满足了他们阅读的需求。

而今，建设书香校园在我校已不再是一句

口号，而是扎扎实实落实在每一天的行动中。

河北出版全国首套农民中等

学历教育教材

日前， 记者从湖北省教育厅获悉， 第一

批共计

33

种 “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送教下乡

专用教材” 正式出版， 这是建国以来我国第

一套比较系统的专门用于农民中等学历教育

的专业教材。 据介绍， 该套教材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 适用性， 教学内容贴近农民需要，

按照农民的知识现状和认知规律， 同时专门

配备教学光盘以及课件， 真实展现了生产场

景。 编写过程中， 编者还广泛听取意见和建

议，保证了教材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据悉，河

北省教育厅从

2009

年起，就开始坚持“学做结

合，理实一体”原则，编写“送教下乡”专用教

材。按照计划，到

2012

年，河北将开发出版

200

种“送教下乡”专用系列教材。 （周红松）

天天出版社力推生态文学创作

生态文学方面的作品多表现人与自然之

间的关系、 动物的生活状态， 对青少年有很

大的吸引力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为了吸引更

多的儿童文学作家参与生态文学创作， 天天

出版社与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日前联合主办

了儿童文学领域的生态文学创作暨湘女作品

研讨会。 与会作家与评论家们围绕着 “儿童

文学领域的生态文学” 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

延、 “儿童文学领域的生态文学” 创作及研

究的现状与发展方向等议题展开了专题研

讨。据了解，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与研究近些

年逐渐发展，天天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湘女自

然文学精品”系列，是生态文学创作在儿童文

学领域的一个新成果。 （冷林蔚）

教育工作者助推领导干部文

化艺术修养

近日， 在由中国美术馆、 中国新闻出版

报社联合主办的 《领导干部中国书画修养手

册》 新书发布会上，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该书执行主编陈振濂介绍， 《领导干部中国

书画修养手册》 是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

届六中全精神为背景， 以领导干部为特定阅

读对象， 旨在为各级领导干部提供量身定制

的艺术修养读本。 据悉， 参与撰稿的作者大

多是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大学等高校的教

授、 博士和硕士等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员， 在

帮助领导干部提高文化艺术修养方面起到了

重要作用。 （路加）

【一线观察】

性教育关系到人的成长 ，

关系到家庭幸福的程度和社会

文明的水平。 怎样进行性教育？

性教育的内容如何确定 ？ 为什

么性教育在中国很难进入课堂？

中国性学会青少年性健康教育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萍在

自己

10

余年的性教育研究和实

践中 ， 力求探索出符合中国社

会文化特征和中国儿童性心理

发展的原则和方法 ， 这种探求

已经结出了有益的成果。

性教育要让孩子产生身份认同，学会爱，学会尊重，学会保护自己。（资料图片）

荩

我们唯一能做的， 是仍然保留一点最

朴实的、 对文学和文字的向往。

《外国文艺》 自

1978

年问世， 将许多国

外作家引入国内读者的视野。 而今， 杂志的

经营陷入困境。 对此， 编委袁筱一表示， 坚

守从来都是不容易的。 在当下物欲横流、 阅

读出现危机的社会转型期， 仍然保留对文学

和文字的向往， 无疑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和

高贵的坚守。

荩

知识分子的骄傲， 在于遵从良知。

《捍卫记忆》 一书的出版， 对于那些怀

念俄罗斯文学的人来说， 仿佛击中了某种文

字的乡情、 久违的 “蓝氏译笔”。 蓝英年是

我国俄罗斯文学的点灯人， 他翻译俄罗斯文

学， 也有意识地在俄罗斯文学中寻找关于人

性的尺度、 真理与价值的尺度。

荩

“通情达理”不是通过考试能学到的。

台湾知名画家蒋勋曾说 ： “美之于自

己， 就像是一种信仰， 而我用布道的心情传

播对美的感动。” 多年来， 他用小说、 艺术、

演讲等方式带给人们美的启迪。 在谈到教育

时， 他说： “全世界的教育都有些问题， 过

度开发左脑， 也就是理性脑， 忽视了直觉、

情感的右脑开发。 但 ‘通情达理’ 不是通过

考试能学到的。”

荩

县城， 更需 “精神食粮”。

我国很多县城、 乡镇都存在书店稀缺的

情况。 县城图书业发展滞后， 不少在大城市

曾风靡一时的民营书店因为网购的冲击， 纷

纷 “关门大吉”。 有业内人士呼吁， 民营书

店可否投入县城的环抱呢？ 如此一来， 书店

获得了效益， 也为县城爱读书的人带去了精

神食粮。

广东 “朝阳读书” 活动经验

交流会举行

日前， 广东省 “朝阳读书” 活动第五次

经验交流会举行。 据悉， 由广东省关工委联

合广东省教育厅在全省中小学中开展的 “朝

阳读书” 活动历经

10

年， 已经成为 “书香岭

南” 全民读书活动中最有活力、 最有成效的

优秀项目， 有效促进了学校校风、 教风、 学

风建设。 近

3

年来， 读书活动的覆盖面越来

越广， 东莞、 佛山等市的学校已实现全面覆

盖， 并且延伸到家庭和社区。 会议表彰了广

州市教育局关工委等

100

个广东省 “朝阳读

书” 活动先进集体。 （赖红英 邱丽）

《辞海译丛》， ［美］ 雷蒙德·

M

·斯穆里

安等著， 康宏逵等译，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

8

月出版

从道德层面谴责孩子是性教育大忌

■

本报记者 郭铭

困惑从何而来

中国儿童的性教育一定要尊重

中国儿童的性心理发展规律， 要符

合中国的文化习俗， 在这个基础上

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

有报道称， 从明年开始 ， 美国纽约

市所有公立中学近

20

年来首次将性教育课

列为必修课。 该课程的最小学龄儿童为

11

岁， 内容也令人咋舌， 比如要求

11

岁和

12

岁的学生判断性行为的风险等级， 包括

使用安全套和法式接吻等。 中国性学会

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胡萍指出， 这样的性教育内容可能适

合美国当下的孩子， 也与美国的文化相

符， 但肯定不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

为什么大众对性教育的认识大相径

庭， 为什么改革开放

30

年来性教育的试验

总像走迷宫一样？ 归根结底， 就是没有

把性教育同中国文化、 中国青少年的特

点紧密结合起来！ 胡萍说， 中国儿童的

性教育一定要尊重中国儿童的性心理发

展规律 ， 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文化习俗 ，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借鉴国外一些有价值

的理念和方法。 胡萍的这些理念也体现

在她的专著 《善解童贞》 中。

胡萍

10

年来对儿童性心理发展 、 儿

童性健康教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

的实践， 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 她认为 ，

性教育应该是整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 ， 是孩子身心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

重要内容 。 只进行安全套如何使用的

性 教育 ， 等 于把人还 原 到 动 物 层 面 。

只进行性道德教育 ， 就从根本上抛却

了性教育的物质基础 。 围绕着性教育 ，

记者与胡萍进行了对话。

告别“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性教育

性文化可以是多元的，但是多元

的性文化有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约束。

性教育首先要思考“性”是什么，然后

再来思考“性”的教育是什么。

儿童的性探索几乎从出生之后就开

始了。 性教育关乎人的成长， 关系到教

育的水平、 社会的文明程度。 那种 “船

到桥头自然直” 的传统意义上的性教育，

靠孩子自己偷偷摸摸地摸索， 造成了诸

多的愚昧和荒唐事件。 而随意的性教育

更多的是让社会和个人重回原始时代的

混乱， 既不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 也不

符合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 性文化可以

是多元的， 但是多元的性文化有法律和

道德的双重约束。 因此， 胡萍说， 性教

育首先要思考 “性” 是什么， 然后再来

思考 “性” 的教育是什么。

胡萍认为 ， 从性教育的角度出发 ，

对 “性 ” 的认知包含 ： “性 ” 是性别 ，

是生命， 是爱情的第一元素， 也是个人

隐私。 由此， 我们倡导的性教育是性别

的教育， 包括生理性别、 心理性别和性

别角色的教育； 是爱与生命的教育， 爱

护自己的性器官 ， 懂得生命来之不易 ，

珍惜生命； 是情感和责任的教育， 学习

把握自己的情感 ，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

尊重他人的情感； 是道德与法制的教育，

学习防范性伤害 ， 学习管理好自己的

“性”， 使其符合社会道德和法律。

概括来说， 性教育包括性德育 、 性

智育 、 性体育 、 性美育和性法制教育 。

性德育即性道德和性伦理的教育 ， 让

孩子懂得用道德和责任管理好自己的

“性 ” ； 性智育即性科学知识的 教 育 ，

包括性生理和卫生常识 、 青春期生理

发育和心理发展知识 、 生育知识 、 预

防性病等知识的教育 ； 性体育即形体

健美的教育 ； 性美育包括自然美 （健

康美 ） 、 语言美 （不说下流话 ） 、 行为

美 、 服饰美 （符合身份与环境的服饰 ）

等； 性法制的教育包括尊重自己和他人

身体隐私， 预防性侵害， 与性相关的法

律知识教育等。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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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孩子来说， 性教育的

最好方法是根据儿童性发展的规律， 循

序渐进， 让孩子在性健康教育中学会爱，

学会尊重， 学会保护自己， 这也是性教

育的目的。

性科学知识是性教育的基础

父母自身对性的态度比语言更

能影响孩子，父母要传递给孩子社会

主流的性价值观，不要强化对同性恋

等性少数观念的认知。

胡萍明确地说，教育是父母 、学校和

社会共同的责任，性教育也不例外。

我国中小学的性教育基本处于空白

状态。 学校性教育可以等待，但孩子的成

长不能等待，父母需要担起这个重任。 父

母科学、正面地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观念

和方法，从中国的文化传统角度来讲并没

有传承。 我们小时候问父母“我从哪里来”

的问题时，要么被父母呵斥一通，要么被

欺骗。 现在我们做了父母，意识到这样做

对孩子的心理有伤害，但又不知道如何回

答，这就需要父母不断学习。

首先，父母要了解孩子性心理的发展

规律。 当父母看到孩子的性活动时，要明

白这是孩子在发展自己的性感觉。 父母要

懂得在尊重孩子性发展的同时，将符合社

会规范的性规则告诉孩子。 从道德层面谴

责、辱骂孩子是性教育的大忌。 正确的做

法是： 告诉孩子这是自己的私密行为，不

可以在有人的地方进行。 这样的做法会让

孩子懂得性行为的界限，对性有“健康的

羞耻心”。 “知行知止，知荣知耻”是性教育

要达到的基本规范。

胡萍担忧地告诉记者，对孩子青春期

两性交往的教育， 如果父母和学校不教

育，孩子就会从网络、色情书刊、色情视频

中了解性活动的知识，而性的道德、法制、

责任、自我保护的知识和方法却没有人告

知孩子， 这就会让他们以为爱情就是上

床，就是性。

一些父母和老师对青春期孩子的交

往过于紧张，却又不懂得青春期孩子的性

心理发展规律，一味阻碍孩子与异性的情

感交流， 不帮助孩子知晓如何与异性交

往、如何保持交往的底线。 父母和老师错

误的干预对孩子的成长起了阻碍作用，有

的甚至造成了终生伤害。 如果父母和学校

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对孩子进行性教育，

受害的不仅仅是孩子， 也有家庭和社会。

现在出现的相当多的青少年性犯罪、早期

性行为、少女怀孕堕胎、艾滋病流行等，都

是性教育缺失导致的。

胡萍说，父母自身对性的态度比语言

更能影响孩子，父母要传递给孩子社会主

流的性价值观，比如尊重异性、保护隐私、

热爱父母、珍惜生命；不要强化对同性恋

等性少数观念的认知。 性科学知识是性教

育的基础， 要将之提升到人文教育的高

度。 比如，讲解“生殖器官”的同时，应让孩

子对创造生命的器官尊重、崇敬，使性知

识升华。 而且，讲解性知识时，要以解决当

下孩子的疑惑为原则，不要超越孩子的理

解能力。

度的把握是性教育的关键

性教育忌讳走向性自由和性愚

昧，既要从儿童成长的总体上把握度，

也应从个体方面把握分寸， 在性知识

的基础上帮助孩子进行人文提升。

性教育度的把握从某种角度来说关

系到性教育的成败。 据胡萍介绍，一个小

学四年级叫“小美”的女生跟妈妈出国旅

游。 妈妈不在房间时，她无意中打开了电

视的成人频道，看了色情电影。 回到学校

后，她就和同宿舍的女生玩“妓女游戏”。

小美看了色情电影后，性心理提前进

入青春期性心理才具有的探索———对两

性活动的主动探索，导致小美的性潜伏期

提前结束。 性心理发展提前进入青春期的

发展轨迹，这就是提前唤醒。 提前唤醒超

出了儿童认知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就是性

心理早熟的表现，任何原因出现的性心理

早熟都会加大对儿童性教育的难度。

还有一个案例。 一个

9

岁男孩的性活

动依然保持着

4

岁之前 “自我中心” 的特

征，缺乏对性活动的控制，随意暴露身体，

这就是性心理和性伦理道德发展滞后带来的

“晚熟”。 性心理“晚熟”导致了儿童控制性冲

动能力的缺失， 将使孩子青春期的性心理发

展出现障碍。

这两个案例说明掌握性教育的度极其重

要。家长、教师认识并把握儿童性心理和生理

发展的规律极其重要。

一般说来， 儿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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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后进入性发

展的潜伏期， 在青春期到来时结束。 在潜伏

期， 儿童抑制性活动的精神力量逐渐发展起

来， 这些精神力量使儿童开始控制自己幼年

时期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活动， 希望自己的性

活动能够走向人类文明的方式， 符合社会的

道德期望。 潜伏期的性教育目的在于帮助儿

童修正或者摒弃幼儿时期以自我为中心的性

活动方式，为青春期的性心理发展作准备。在

孩子进入青春期前， 父母要与孩子针对身体

即将发生的一些变化进行交流， 以缓解身体

突如其来的变化所带来的压力。 而父母与孩

子的交流过程也是将自己的性价值观传递给

孩子的过程。

胡萍一再强调， 在性知识的基础上帮助

孩子进行人文提升， 这才是性教育的价值所

在。 性教育不能仅停留在对生理知识的讲解

上， 这些生理知识孩子完全可以自己看书或

上网就弄明白， 父母和教师的作用更重要的

是帮助孩子构建健康的性观念和性心理以及

给予孩子人文的教育。性教育的科学性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性知识的科学，二是符合儿童

和青少年性心理发展的规律，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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