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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故事的主角

■

单瑛琪

阅读， 是一条美好而神奇的通道， 可以平等

地将每个阅读者送往无限的空间， 让他们获得心

灵的营养， 分享到全人类的阅读幸福。

我问

9

岁的女儿 ， 知道国际儿童图书节吗 ？

她说： “是不是像儿童节那样啊？” 她喜欢儿童

节， 也喜欢阅读。

提及儿童的阅读，作为一个编辑童书，有时也

写作童书， 而且把这两件事情都执著地做了

15

年

之久的人，想要表达的想法，实在是太丰富了。

作为编辑， 有两件事我一直引以为自豪。 一

件事是我编辑过部分世界儿童文学经典： 位于幻

想之河源头的作家内斯比特和德高望重的译者任

溶溶先生， 送给中国孩子的怪物、 魔堡； 诗意的

小王子， 那份萦绕在柳林间的深刻的友谊和温

情； 那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彼得·潘； 那个吹牛大

王的历险记……一件事是我编辑了部分国内优秀

儿童文学作品： 那只著名的小猪唏哩呼噜， 那个

玩偶小布头的历险， 那段快乐幽默、 妙趣横生的

调皮的日子……

作为作者，我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讲述“淘

气包和他们的魔法”，一件事是写下“我的第一本日

记”。 前面那件事，是我关于孩子的理想，一对天才的

淘气包，不受任何束缚，以自然的方式接近了我们的

生活。 后面那件事，是关于孩子的现实，我请作为读

者的女儿一起，完成的关于一个中国孩子的日记。

我更是一个读者，一个不是儿童的童书读者。 我

跟女儿一起，一次次去找淘气包埃米尔，我们跟窗边

的小豆豆频频打招呼， 跟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一起施

展妙计……我也跟女儿一起沉浸于母狼紫岚的一个

个梦想；在繁星密布的夜空下，感受草房子的气息；

我们一起为奔向春天里的冰小鸭感动和担心……

当我们推开窗， 听着嘀嗒的雨声， 嗅着泥土的

芬芳， 为孩子们写作时， 我们先获得了满满一心的

美好； 当我们嗅着油墨味， 将优秀的作品编辑好、

做成书送给孩子们时， 我们看到来去的路上， 花儿

纷纷开了， 蝴蝶翩翩起舞； 当我跟女儿一起坐在大

树下， 开始阅读时， 我们知道： 从前， 有个故事，

全世界都在讲述。

（单瑛琪， 童书编辑， 作家。 著有 《小屁妞日

记》 等。）

第十二届华人少年作文比赛在

京颁奖

第十二届华人少年作文比赛颁奖暨第十三届

启动仪式近日在京举行。 此次比赛有近20个国家

约120所华校参加， 共收到国内外来稿12.6万件，

评选出一等奖1200名， 二等奖2400名， 三等奖

5000名。 其中海外获奖人数近500人。

华人少年作文比赛是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 教育部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人民日报（海外版）等联合主办的，该

活动由已故著名教育家韩作黎先生发起， 至今已

经有19年的历史。 该项活动始终坚持不收取任何

费用的纯公益性质。 据悉，第十三届华人少年作文

比赛题目为《爱在身边》和《我喜爱的一本书/一本

杂志》。

（却咏梅）

广东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分级阅

读研讨会在云南举行

由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市教育局指导，广东南

方阅读研究院、 广州市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主办

的《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分级阅读的研究》课题中期

汇报暨“羊城儿童分级阅读研究实验基地建设”研

讨会，日前在云南丽江举行。 会议代表分别就“分

级阅读理念下的课外阅读策略”、“区域推进分级

阅读的方法”、“分级阅读提高语言能力的探索”等

为主题，交流了学校分级阅读推广的方法、经验及

成果。 很多教师在进行分级阅读研究时，应用课程

论和教学论的理论推进课题实验的做法引起关

注。

（长林）

“学友园杯”中小学、幼儿教师

儿童文学创作大赛落幕

由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 上海师范大学小学语文教

学研究中心、学友园教育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的“首

届‘学友园杯’全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儿童文学创

作大赛”近日落幕。

此次大赛自2011年3月启动， 到2011年12月

截稿为止，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广大中小学、幼儿

园教师的参赛作品7000多件， 最终评选出19篇获

奖作品，其中，浙江省永嘉县瓯北千石小学的在职

小学语文教师郑成南的童话《要变妖精的妈妈》获

得金奖。 大赛评委会主任罗辰生表示，好的儿童文

学作家往往来自于教师这个群体， 因为他们的职

业属性决定了他们对儿童这一群体的了解要多于

其他群体。

（却咏梅）

地中海海风吹来的消息

博洛尼亚儿童图书展见闻

■

张明舟

3月的意大利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地中海上的春风温暖宜人。 每年这个季节，成千上万的出

版人、作家、插图画家、翻译家、编辑、阅读推广机构等都会像候鸟一样从世界各地云集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小城博洛尼亚，参加世界最大的专业儿童图书展览———博洛

尼亚儿童图书展。

3月19日下午3点，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新闻发布会会场座无虚席，人们兴奋而焦急地

等待着2012年国际安徒生奖和朝日阅读促进奖的评选结果。

当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来自西班牙的玛利亚·耶稣·吉尔女士用带着浓重西班牙口音的英

语宣布2012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是阿根廷的玛利亚·特里萨·安德鲁艾托，获奖画家是捷克

的彼得·西斯时，全场一片沸腾。 来自获奖者国家的代表更是激动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互相拥抱、

欢呼，现场的热烈气氛一点都不亚于奥斯卡金像奖颁奖。 作为IBBY国际执委，几乎每隔两年，我都

在现场见证这个光荣的时刻。 每次听到获奖者的名字，我都在心里默默地祝贺获奖者，也默默地祈

祷着有朝一日， 耳朵里听到的是我们熟悉的中国作家和插图画家的名字； 设想着中国朋友们在现

场，幸福而自豪地接受大家真诚的祝贺。

国际安徒生奖1956年由IBBY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以奖励长期从事青少年读物创作的儿童图

书作家和插图画家。 候选人由IBBY各国家分会推荐，并最终由儿童文学专家组成的国际评委会选出

获奖者。

IBBY朝日阅读促进奖授予那些对于儿童及青少年阅读促进有着持久贡献的项目。 2012年朝日阅

读促进奖得主为阿根廷的“姥姥奶奶讲故事计划”和柬埔寨的“SAPAR计划”。 另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7

个国家的阅读推广项目获得提名奖，由朱永新主持的“新教育”儿童阅读行动计划榜上有名。 相信通过

这个项目的参评，国际执委们对以“新教育”为代表的中国儿童阅读推广运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捷克曾多次获得过安徒生奖，阿根廷今年同时获得了朝日阅读促进奖和安徒生奖两个大奖，应该

说，这源于两国都非常重视儿童阅读和阅读推广。 捷克虽然人口只有1000万，却多次获得安徒生奖，这可

能与捷克人对阅读和文学传统的尊重不无关系。 绝大多数捷克人家里都有小型图书馆，亲子共读的传统

一直保持得很好。捷克人还十分重视插图，从1967年开始，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就设立了BIB，即两

年一次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图双年展（奖），吸引全世界的插图画家参展，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儿童插

图展。 而在阿根廷，诸如“姥姥奶奶讲故事”这样的阅读推广项目很多，作家、插画家、图书馆员、大学教授、

学生、家长紧密配合，共同推动读好书写好书。

玛利亚·特里萨·安德鲁艾托

（2012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

从小生活在移民家庭。 上学前就在父母的鼓励下开始阅读， 她的父亲经常

一边弹奏曼陀林 （一种小型弦乐器） 一边演唱民谣 “爱和移民”， 她的作品中所

展现的口头文学传统正是来自父亲的言传身教。 除写作外， 她还专门在科多巴

达大学研究文学理论。 她的创作从不受文学种类的限制， 选题也十分广泛。 除

了长篇小说， 她还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 剧本、 散文和诗歌。 同时， 她还是个不

折不扣的 “故事奶奶”， 她参与创办了儿童少年文学出版与研究中心， 作为 《结

石》 杂志主编， 国立科多巴达大学阅读推广计划顾问， 对阅读推广人进行培训。

主要作品有 《釉》、 《女孩、 心和房子》、 《迈向没有形容词的文学》、 《淡紫色的

树》 等。

彼得·西斯

（2012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奖插图画家）

1949

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从小酷爱读书和音乐。幸运的是，他得到父母的支

持和理解。 长大后做过广播节目主持人、作家、插画家，曾为

65

本书画过插图。 他的

插图极具想象力，注重细节，每页上有多个视角。曾获得包括凯迪克奖、纽约时报书

评年度最佳插图奖在内的许多奖项。 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

20

多种语言并在

30

多个

国家出版。 作为平面设计师、电影制作人，他曾为

1982

年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拍摄

过电影宣传短片。 主要作品有《星空信使》、《生命树》、《三把金钥匙》等。

（作者系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执行委员、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副主席）

笙2012年国际儿童图书节特别报道

消息树

从前， 有一个故事……

编者按

4

月

2

日是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的诞辰日，

1967

年国际儿童读

物联盟 （

IBBY

） 把这一天定为 “国际儿童图书节”， 以唤起人们对

读书的热爱和对儿童图书的关注。 今年的国际儿童图书节主办国是

墨西哥， 主题是 “从前， 有一个故事， 全世界都在讲述”。 墨西哥

作家弗朗西斯科·希诺约萨在献词中写道： “其实， 它不是一个故

事， 而是很多个故事……他们用文字、 智慧、 想象和超凡的人物来

填满这个世界。 他们邀请这个世界去欢笑、 惊奇并与之和谐相处。

他们给了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

是的，在这个全世界都在讲述的故事里，有烂漫的童真，也有源

自直觉的哲学思考。在阅读中，成人和孩子们一起笑泪歌哭。“总得有

人去擦亮星星，它们看起来灰蒙蒙”，许多童书作家和儿童阅读推广

人喜欢美国艺术家谢尔·希尔弗斯坦的这句诗，并自称“擦星族”。 的

确，好故事给人带来的不仅是美妙的阅读体验，还有对成长的启迪，

对意义的探寻。 换句话说，故事是呵护童心的重要方式。

弗朗西斯科·希诺约萨说：“当我们大声朗读或讲述故事的时候，同时

我们也是在传承一项古老的仪式， 一个在文明史上演绎了最基本角色的

仪式：创造群体。 ”因此，历经时间传承的文化以故事的方式充盈人类。

儿童与文学、 儿童与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今天是国际儿童图书

节， 也是第六届中国儿童阅读日， 在这一天， 与读者分享写故事者的故

事、 儿童阅读推广者 （把故事带给孩子的人） 的探索， 以及故事本身带

来的思考， 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因为无论你、 我、 他， 我们都是故事的

主角。

2012

年国际儿童图书节海报

[

墨西哥

]

胡安·哥德维尔设计

阅读体验

朱晓兰 制图

世界声音

我们想跟孩子谈点什么

来自第八届中国儿童阅读论坛的报道

■

本报记者 王珺

世界从哪里来？ 上帝存在吗？ 我是谁？ 为什么我是人而不是一头大象或者一棵树呢？

相信每个成人都被孩子这样问过。事实上，在大人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自己也问过诸如此类的“幼稚”问题。

只不过长大后就丧失了儿童时期的好奇、敏感，沉溺于自以为成熟却是固步自封的生活中，以至于当孩子这样

发问时，他们不是没有耐心听完，就是无言以对。

柏拉图说：“哲学始于惊奇。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怀疑和困惑。 ”如此看来，孩子源自直觉的发问是

一种哲学思考。 比起大部分习惯于日常生活，懒得再去质疑和追问的成年人，孩子无疑是个天生的哲学家。

3月23日至25日，以“儿童与哲学”为主题的第八届中国儿童阅读论坛暨亲近母语研讨会在杭州举行，吸引

了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一千多名校长和教师参加。

《你大我小》、 《狮子和老鼠》、 《獾的礼物》 ……论坛以5位小学语文教师的绘本讲述开场。 短小、 生动

的故事加上老师们绘声绘色的讲述， 使小学低龄段的孩子毫无障碍地触及了大与小、 生与死、 有与无等深刻

的哲学命题。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上海师大教授梅子涵认为， 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总有哲学， “文学里的哲学

就像一列火车， 我们坐在车窗旁， 火车驶过田野， 于是我们看到无限的风光， 看着看着， 我们会想到很多，

这些想法也许就是哲学”。

南京市芳草园小学教师刘颖优雅地带领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们阅读了《我是一只蓝色的猫》、《小猫玫瑰》、

《有个性的羊》三个故事， 启迪孩子认识自我， 成为与众不同的自己。 “我是你， 我和你住在一起……我不是

你， 我们喜欢不同的东西……我是你， 我也不是你。 我是你， 我也是自己。” 这堂图画书里的哲学课以台湾

作家王淑芬的童诗作结， 用浅近的语言引领孩子思考深刻的道理。

教孩子学哲学有没有可能？ 以什么样的方式带领孩子走进哲学世界？ 这场关于儿童阅读的盛会循着这个逻

辑展开。

梅子涵说： “要让儿童从小懂一点生命的意义， 懂得承担生命的责任， 能够欣赏生命的诗意， 最好的方式

是把儿童文学带给他。”

文学里有哲学， 那哲学里的哲学又是以怎样的样貌展现在孩子面前的呢？

习惯于给大学生讲哲学的同济大学哲学教授陈家琪，面对一群六年级的小学生时难免有点惶惑。 他认为，哲学

是一种质疑，探讨哲学如同一次冒险。 他的意思可能是跟小孩子讲哲学是件冒险的事情， “不能直接把概念抛给

孩子， 怎么讲， 实在是个挑战”。 论坛上， 陈家琪教授以 《哲学鸟飞罗》 丛书中 《要是我不遵守规则》 为蓝本与

孩子们探讨秩序、 规则、 法律之间的关系。 “我想哲学无非是想告诉孩子们对同一个问题解释的角度多得很， 启

发孩子们对这门学问产生兴趣， 这应该是我这堂课的意义所在。”

语文教师郭初阳同样用了“冒险”这个词。 他说，一堂课就是一次冒险。 他给论坛带来的是一堂思辨色彩极浓烈的

课：《申辩，从苏格拉底说起》。“我想既然谈哲学，肯定要谈谈古希腊哲学，肯定要回到苏格拉底那里去，所以就想到上这

么一节课。 ”他拒绝了让学生预习的建议，决定通过呈现文本的方式带领学生走近先哲。 作为一位喜欢思考的新生代教

师，郭初阳渴望冒险，他知道孩子们跟他一样，渴望探索未知的事物，所以他认定一个好的课堂一定是一个冒险的课堂。

美国著名哲学家李普曼认为， 儿童哲学课的目地并不是把所有的儿童都培养成为哲学家， 而是发展他们的批判

性、 创造性和关怀的思维方式及态度， 帮助他们成为有创见、 善于思考、 更富理性的个体。

不提供答案， 但整个世界仿佛因此被打开。 也许， 这就是哲学。 全国特级教师、 儿童阅读推广人周益民认为， 哲

学是一个动词， 哲学课就是教师与学生进行的多维对话。

《我可以永远不死吗》、 《孔子的伦理哲学课》、 庄子寓言 《独脚兽与百足虫》， 几位年轻的语文教师的确把这样的

哲学课带进了小学的教室。

探讨儿童与哲学， 实际上也是探讨“我” 与哲学， 教师与哲学。 国家督学成尚荣这样解读这次论坛的主题。 从台湾

国学家辛意云教授主讲的 《慎终追远———孝道哲学溯源》 到景德镇国家用瓷研究所所长曾维范 《古老的汉字与中国智慧》

的讲座， 都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意味。

十年间， 亲近母语从对母语教育的反思到成为儿童阅读推广的平台， 汇聚了一大批以建立儿童本位的母语教育为追求

的“点灯人”。

教育不仅作用于人的认识和思维， 更要作用于人的人格和信仰， 通过教育让每一个个体从自我迷失中走出来， 从主体

客体对立中走出来， 洞察到“天人合一， 万物一体” 的境界。 “教育的目的是让儿童在世界互动中获得良好的心性， 拥有生命

的智慧。 之所以探讨‘儿童与哲学’ 的主题， 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儿童哲学教育的探索为教育找到灵魂， 而不仅仅是方

法。” 亲近母语创始人徐冬梅说。

这个世界是成人的世界， 可是未来永远属于儿童。 今天， 当我们试图跟孩子们谈点什么的时候， 实际上，

我们在与未来交谈。

（“儿童与哲学” 相关内容见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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