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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经典

你为小苗

洒上泉水

■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你为小苗洒上泉水”这是冰心老

人在金近先生墓碑上所题的话。 金近

先生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市崧厦镇，是

新中国儿童文学奠基人之一、《儿童文

学》杂志创始人，被文学界誉为“中国

的安徒生”，他创作的《小猫钓鱼》、《小

鲤鱼跳龙门》等经典作品影响了几代小

读者。在日前举行的2012年首届“《儿

童文学》金近奖”颁奖典礼上，金近先生

的夫人颜学琴满怀深情地说：“金近深

感要写好儿童文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费的功夫不亚于成人文学。但是很多

人对儿童文学仍持有偏见， 认为这是

‘小儿科’。 今天的颁奖有着特殊的意

义———把‘小儿科’的事重视起来，把少

年儿童的教育重视起来，这是大众的期

望。金近若在天有灵，定会感到欣慰。”

两年一届的“《儿童文学》 金近

奖” 由浙江省上虞市人民政府和 《儿

童文学》 杂志社共同举办， 旨在弘扬

金近献身儿童文学事业的无私精神，

鼓励作家们创作更多的原创儿童文学

作品。 该奖共设优秀作品奖、 插画

奖、 优秀小作家奖和优秀写作中心奖

等4个奖项， 其中优秀作品奖下设小说

类、 童话类、 散文类、 诗歌类等奖项，

以奖励在 《儿童文学》 上发表的优秀

原创儿童文学作品。

经过专家组的评审， 浙江武义实

验小学教师汤汤等20位儿童文学作家

获得优秀作品奖， 上海市幸福小学五

年级学生李春莹等10位学生获得优秀

小作家奖， 周珊如等9位画家获得优秀

插画奖， 浙江上虞金近小学写作中心

等10家单位获得优秀写作中心奖。

“走进孩子的心灵，融入生活，沉下

去创作，这是金近先生带给儿童文学界

的精神财富。”《儿童文学》 主编徐德霞

认为，数字化多媒体时代，传统儿童文

学也需要与时俱进，创作出适合小读者

口味的作品。“但不能一味地迎合读者，

儿童文学需要有坚守的精神，用纯文学

引导孩子爱上阅读、爱上写作。”

《穿花裙的狼 》、 《凤凰的秘密 》，

金近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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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进行时

一线教师

时光淘书

■

熊亮

在我心目中， 每本好书都应该是

“旧书”， 一印再印的“常销书”。 即使

经过十几年或数十年， 好书应该还在

我们的阅读书目中和记忆中。 2008年

我去日本大阪图画书中心做讲座， 时

值圣诞， 每一家书店都在设计橱窗，

各家出版社都把历年关于圣诞节的书

都拿出来， 最老的书从风格上看起来

有几十年了， 但在今天看来还是那么

温暖， 时光自然会淘洗出经典。

我从小就对书很尊重， 在我的想

象中， 每本书都应该是通过漫长时间

的沉淀和淘洗才传到我手里， 书的目

的就是思想传薪， 像现在这样大量地

随随便便做一本书出来， 当年出版然

后当年消失， 对我来说是不能想象的

事。 要知道书虽然很快被淘汰了， 但

这些书里的内容却留在孩子的头脑中，

并影响着他们未来的视角。

去年我受邀为浙江少年儿童出版

社的“中国原创绘本精品系列” 进行

整体艺术设计。 这套本身就经历过岁

月淘洗的书， 集合了蔡皋、 冰波、 姚

红、 周翔、 任溶溶等老师的文字与绘

画， 作家和画家都是国内资深的童书

艺术家， 许多书可算是作者的代表作

品， 尤其是绘画， 每一幅画都透露出

时光隽永的耐心和温暖感。

拿到文件时的第一感觉， 就是这

些文图已经具备了经典的特质， 剩下

的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把它们设计成

一本孩子爱看的书？

一本好的图画书

关键在图文结构的安排， 尤其是要找

到一种适合孩子的阅读节奏。 图画书

是把思维攫取到纸面上的艺术。

第一本开始设计的是 《童年的

梦》， 冰波老师撰文， 陶文杰老师绘

画。 讲述了一个接一个的梦境， 诗意

和幻想交错在文字中， 画则更为精彩，

小小尺牍间梦呓般地“噗噗噗” 生长

出各种各样的童话人物来。

我希望让孩子不止看到艺术家的

作品 ， 还能看到艺术家的思维过程 ，

跟着艺术家的思维一起翻阅前行， 不

是被动的读， 而是让阅读变成一种创

造过程。

怎么做呢？ 我盯着文字和画，

想象它们是如何一点点从作家头脑中

想出来， 再逐字逐行写到纸上的。 想

象画家是如何一笔一笔把梦中童话人

物、 动物从空无一物创造出来的。 一

句话， 我要找到思维最初那种缓慢生

长的动态过程。

所以我把文字和绘画线型地拉长，

造成一种我们跟随着梦境不断前进的

感觉， 梦中的各种鸟儿一只一只起飞、

飞远。 幻想中的动物排着队沿着梦的

弧线慢慢呈现， 为了找到梦的感觉，

每张画的边缘都特意处理成模糊的曲

线。 每个梦的结尾都会把画面牵引出

一些碎片， 用翻页引出下一个梦。

每次谈到图画书， 我都特别侧重

谈论图文的结构， 尤其是文稿的思维

方法， 因为图画书有它自己的语言。

有些人会说： 那太技术派了， 图

画书最重要的是感性力量， 比如爱、

好玩、 有趣， 甚至是教育意义。

如果没有广泛的阅读经验和比较

深入的理解研究，也许我们自以为好玩

的创意是非常老套的。

对语言的重新理

解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世界、 认识自

我、激发创造力。 没有对语言的重新理

解，也许我们口中说的每句话都是无数

时代无数人口中磨出茧子来的陈词滥

调。 也许我们以为自己的头脑正在思

考，可那些想法可能都是社会约定俗成

灌输出来的概念而已。 也许我们正施与

孩子的爱，都不是真正的爱。

我说这些并不是因为愤青，而是希

望孩子能够一直阅读开阔想象的书、艺

术家把最好风格呈现出来的书、真实感

情的书、没有死板标准答案的书和那些

认认真真花很长时间创作出来的书。

真正好的图画书都是充满创造性

的。 只有通过孩子的眼睛和时光磨砺

才会淘洗出经典，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

认真对待每一本书。

（作者系著名插画家

）

“中国原创绘本精品”系列（

10

册），

向华等著，蔡皋等绘，浙江少年儿童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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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孩子写给大人的日记

■

马伟

我们已经习惯于听一些人用严肃庄

重的口吻来阐述一些他们认为意义重大

的话题，那些结构复杂、表述冗长的语言

总是让我们肃然起敬。 在反复的揣度中，

我们常常会自以为领会了作者的深意而

会心微笑，抑或因文意艰涩而忐忑自卑。

其实对于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表述的

方式可以是深刻庄重的， 也可以是通俗谐

趣的，而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后者是不错

的选择。感谢英国儿童文学作家彼特·约翰

森，因为没有比教育这个话题离我们更近，

更能引起我们关注的了。彼特·约翰森借助

我们最熟悉的日记体， 以一个孩子的口吻

把许多教育问题生动地揭示了出来。

路易斯因为父母工作变动转到一个

“苦读镇”中学，严苛的学业要求，校长、老

师不胜其烦的管教，学习成绩总是遥遥领

先的同桌， 以及同桌家长洋洋自得的炫

耀， 都让小路易斯视这个新环境为地狱。

他无意于学习上的高分，最大的志向是成

为一个搞笑艺人，而且他对此也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和不错的天赋。 当父母越来越期

望他能和同桌一样优异时，他的叛逆也与

之俱增，瞒着父母参加了电视台“征求明

日之星”的试演。 路易斯在试演中没有获

得成功，最后虽然父母同意他离开地狱般

的“苦读镇”学校，但天知道等待他的会不

会又是另一所“监狱”呢。

也许你会担心路易斯的“苦读”经历

会让你觉得枯燥压抑， 其实这完全多虑

了，小主人公顽皮的行为心理和幽默谐趣

的语言会让我们一次次忍俊不禁。

“他（苦读镇中学的校长）两条眉毛粗

得连成一条大毛毛虫，而且讲话还一直喷

口水。 他走了以后，我还得用力把脸上的

口水抹干净。 ”

“西奥（同桌） 真是一只没用的软脚

虾。 他看起来总是一副刚被父母洗得干干

净净，而且用熨斗熨平的整洁模样。 ”

《爸妈太过分》 从头至尾都充满着这

样的语言，它们构成了全书特有的话语方

式，让人迷恋。 但不要以为这本书只适合

在孩子们中间传阅， 如果说孩子读它是出于

喜欢， 可以获得一种交流和释放———苦于课

业压力的孩子这种体会应尤为真切， 那么大

人读它，则会引发更多的感慨和思考。

作为一名高中老师、一名每晚11点以后

睡觉的孩子的家长，因为考试和分数，我承受

着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常常有不堪重负之叹。

但我一直以为这只是应试教育的产物， 国外

尤其是西方，因为升学、就业的压力不如我们

大，他们的教育应该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孩子

的天性和愿望得到尊重， 他们没有那么多被

强迫的痛苦，而老师自然也不那么面目可憎。

但彼特·约翰森告诉我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

为日记的小主人公路易斯就饱受折磨。 这让

在我阅读此书的过程中，一直有一种恍惚：这

是英国，还是中国？

几年前我有一个学生叫博文， 他的志向

是做一个调酒师，在他眼中，那是一份特别诗

意、 有品位的工作， 但他的父母对此不屑一

顾，希望他成为一名公务员或医生。在与他的

不断斗争中， 我们最终把他送进了一个修理

飞机的专科学校。后来我听说，他一直在换工

作， 但换来换去和鸡尾酒、 飞机都没什么关

系，他的人生处于一种悬浮状态，难以着陆。

是《爸妈太过分》让我想起了博文，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触媒，也许我早一点

读到它，有些问题可能就多一种思路、一种解

法。 想到这里，猛然觉得能读到它是一件多么

幸运的事情。 （

作者单位：上海市闵行中学

）

从童书中了解孩子内心世界

■

陈鲁

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时发现， 四五岁

的孩子似乎有一个通病：特别容易“撒谎”。

儿童心理绘本《莎莎的月光》就讲述了这样

一个故事： 小女孩莎莎喜欢编造各种稀奇

古怪的事情。在莎莎的想象中，妈妈是一条

美人鱼， 家里有一头凶猛的狮子和一只袋

鼠宝宝，破旧的地毯是龙拉的战车，而家里

的老猫会说话。对她的好朋友托马斯来说，

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 当托马斯为寻找根

本不存在的袋鼠宝宝而遭遇危险时， 莎莎

终于领悟了幻想与现实的区别。

沉湎于幻想而撒谎

其实幼儿的心理特征可以帮助我们

解读莎莎的行为。 5—7岁的儿童喜爱幻

想、喜欢自编自导表演故事，他们创作的

故事往往更加富有戏剧性。 在独生子女家

庭中，小孩子经常创作出假想中的玩伴陪

他们游戏。 4岁左右的孩子辨别想象与真

实世界的能力开始萌芽，但幼儿天性爱好

嬉戏，更愿意沉浸在无拘无束的幻想中。

简单说，孩子撒谎的原因大体有3种：

一是为了逃脱惩罚，二是为了让自身得到

关注，三是因为过分沉浸于自己想象的世

界里。 书中的小女孩莎莎应该属于最后一

种（或许也包含了第二种），这种情况下孩

子能不能撒“谎”，是很多家长非常纠结的

问题。 是什么“谎”都不能撒，还是有些能

撒？ 什么样的“谎”可以说，什么样的不可

以说？ 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儿童心理学研究发现， 这个标准因

家庭和文化的不同存在很大的差异。 一

般来说， 美国家长和专家都较容忍甚至

鼓励孩子和大人分享他们想象的世界。

一个4岁的美国独生女曾连续数月想象出

自己有无数的姐妹， 女孩的妈妈也会每

天向她打听那些“姐妹们” 的动向。 但

是， 不管纯粹的撒谎还是充满创造性的

想象， 社会的接受是有底线的， 那就是

不能对别人造成伤害。 所以， 当莎莎的

谎言使托马斯被困于危险的大青礁时，

她就超越了这个底线， 需要被纠正了。

对于如何处理孩子说谎的问题， 莎

莎爸爸的做法特别值得家长借鉴。 他虽

然是个辛苦捕鱼的单亲父亲， 但他关注

莎莎的言行， 了解她的性格， 包括说假

话的行为。 他的方式也恰到好处： 他不

是每天在莎莎耳边唠叨告诫， 只是在离

家一整天前严肃叮嘱莎莎不要说假话惹

麻烦。 在追问事情的前因后果时耐心倾

听， 得知详细经过后不是气急败坏、 横

加指责， 而是给孩子一定的指引后让她

自己去想， 去感受后悔、 迷茫和痛苦的

心情。 因此， 在故事的最后当莎莎去找

托马斯道歉时， 她是真正想通了， 而不

是惧于爸爸的威吓， 或是出于其他原因，

这才是孩子真正的成长， 这也是 《莎莎

的月光》 讲述的第一个故事。

以想象力抗拒孤独

当从莎莎的视角来理解她的行为时，第

二个故事渐渐浮出水面， 那是关于孤独和想

象力的故事。

莎莎的妈妈死了，爸爸是个渔夫，常常外

出很久去捕鱼，身边也没有亲戚关心照顾，只

有一只懒洋洋的老猫和她做伴。 她家并不富

裕，住在海边的小渔村里，窗子上有裂缝，门

前铺着一块破旧的地毯， 年幼的莎莎要自己

整理床铺、扫地、洗碗。这样的年纪，原本应该

备受关爱、充满活力的，可是莎莎却过着一种

孤独、艰难的生活！

幸运的是，莎莎懂得调动自己丰富的想象

力来完善生活。 想象力是一种极其可贵的生

命能量， 它能疏解自身情绪， 促成新事物、

新想法的诞生， 是值得小心翼翼呵护的。 莎

莎以她的想象来释放生命的活力，丰富自己孤

独的生活。试想，百兽之王的狮子是多么凶猛，

有它在身边还怕什么？袋鼠宝宝是多么稚嫩可

爱，让人看一眼心都快乐得融化了。 妈妈何曾

死去？ 她是美丽温柔的美人鱼， 天天伴随在

莎莎身边。 没有玩伴吗？ 有一只会说话的老

猫就够了。

这是一个多么丰富而美丽的世界！ 这个

世界里的每一样东西对莎莎来说是何等重

要！如果有人能和她分享这个世界，一定会让

它变得更加真实，莎莎也能获得更多的慰藉。

书中的大人们都无意与莎莎分享这个世

界，只有托马斯愿意相信莎莎。但是托马斯毕

竟是个孩子，他还不懂得如何去尊重莎莎的想

象世界，只是一味地将莎莎所说的看成是绝对

的真实，因此，托马斯的这种盲信让莎莎的内

心充满矛盾。一方面，莎莎重视托马斯的信任；

另一方面，每一次托马斯出现在门口要求见袋

鼠宝宝，莎莎的内心就得经历一次想象和现实

的冲突。那一刹那她肯定很挣扎：是完全摒弃

想象中的世界，还是从中寻求某种平衡？

道德感把她拉回现实

生活最终让莎莎作出了抉择。由此，第三

个故事呼之欲出，那是关于道德感的故事。当

莎莎最后一次打发托马斯去危险的海边礁

石，并意识到后果严重时，她的心灵没有片刻

的安宁。 她已经具备的道德感让她感到痛苦

和悔恨， 正是这种痛苦和悔恨让她更清楚地

意识到， 托马斯这个真实存在的生命比自己

的想象世界更加宝贵。

当这个孤独的孩子躺在床上， 把自己心

爱的东西———亲密的玩伴袋鼠宝宝、 威武的

保护者狮子和温暖的关怀者美人鱼妈妈一样

样摒弃的时候， 这样的道德感与勇气催人泪

下。 最后， 莎莎意外地得到一个形似她心中

的袋鼠宝宝的小动物后， 她的第一反应是：

“托马斯终于可以看到袋鼠宝宝了！” 原来，

善良的她一直不忍心看到托马斯一次次失

望。 相比于家境富裕的托马斯， 孤独的莎莎

得到一个小动物多么不易， 但当她毅然决定

把小动物送给因她受磨难的托马斯时， 却丝

毫没有考虑这些。 抱着这样的观点再来看书

中临近结尾的一个画面———莎莎满怀坚毅和

急切冲向托马斯家的情景， 从中读出的善良

与充满尊严的道德力量令人震撼。

从1967年该书出版之日起，就有很多读

者对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大多数人读到了

第一个故事，觉得是一本好的育儿教材。但很

多人莫名其妙地感动， 我想这要归功于第二

个和第三个故事。 莎莎不是一个普通的爱说

谎的小孩，她要应付艰苦、孤寂的生活，也要

应对心灵中各种汹涌澎湃的激流的斗争。 可

她没有在漩涡中沉溺， 而是凭借着顽强的生

命力和道德力量生存下来， 让自己的想象世

界和现实世界更趋平衡，从而迈向成熟。

（作者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心理系副教

授、 儿童心理学博士）

美丽的西沙我的家

■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很多人对西沙的认识， 都是从一篇题为

《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的小学语文课文开始

的。 在距海南岛180多海里的东南海面上，有

一片岛屿像朵朵星莲， 颗颗珍珠浮于万顷碧

波之中， 那就是令人向往而又充满神秘色彩

的西沙群岛。

被誉为我国当代大自然文学的开拓者的

作家刘先平，曾两次横穿中国、三次穿越塔克

拉玛干大沙漠、四探怒江大峡谷、五上青藏高

原。 如今，他四下海南，历时数月，两赴西沙，

深深地被南海辽阔的海疆、 奇异炫目的椰风

海韵所吸引，被海岛官兵保卫祖国、保护海洋

生命的精神所感动， 专门为少年读者创作了

《美丽的西沙群岛》。该书以散文的笔调，纪实

性地展现了作者考察西沙群岛海洋生物及海

洋生态时的经历， 着力描绘了西沙群岛的自

然风光、动植物之美，更展示了当代解放军战

士热爱西沙、保卫西沙、自觉呵护西沙生态的

崇高精神。 近日，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

室与明天出版社共同举办了“知我海疆、

爱我海疆，知我海洋、爱我海洋”———《美

丽的西沙群岛》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

“我在大自然跋涉三十多年， 写了几

十部作品， 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 呼唤

生态道德———在面临生态危机的世界，

展现大自然和生命的壮美， 因为只有生

态道德才是维系人与自然血脉相连的纽

带。 我坚信， 只有人们以生态道德修身

济国， 人与自然的和谐之花才会遍地开

放。” 曾经跋涉在山野密林中的刘先平，

如今走向了西沙群岛， 在感叹海洋世界

奇美的同时， 更为我国的海疆保护深深

地担忧着。

“大家都知道，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

辽阔的国土，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我国尚有

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海疆？ 又有多少人

知道， 拥有一个弹丸之地的岛礁， 根据

《海洋法公约》 就拥有了万倍面积的海

疆？” 刘先平告诉记者， 西沙群岛拥有已

命名的22座岛屿、 7座沙洲、 5座礁岩、 4

座暗礁……总计近50座岛、 洲、 礁、 沙

洲。 国土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基础、 民族

的根基， 它不仅意味着富饶的物产、 美

丽的风光， 更有着国防和战略上的意义，

是我们的海上长城。 查阅近代史， 帝国

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时， 他们的炮舰哪一

次不是从南沙群岛、 西沙群岛直达我国

的沿海， 轰开中国的大门？ 《美丽的西

沙群岛》 宣示了南海诸岛不仅是海上古

丝绸之路， 也是捍卫祖国边疆的海上长

城。 与会专家、 学者对这本书展开了深

入而热烈的研讨，认为当前南海问题已成

热点， 大力提倡和弘扬海疆意识刻不容

缓，尤其对于今天的少年儿童而言，该书

不仅是一本趣味横生的优秀科普著作，更

是一本关于中国海疆的爱国主义教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先平在书中以

满腔激情描写了一支世界上绝对独一无

二的“海洋生态部队” 的故事， 他们面临的

是： 虽然每座小岛都被大海环绕， 但最缺的

仍是水 （淡水资源）； 虽然每座小岛都是陆

地， 但最缺的仍是可以种植蔬菜、 树木的土

地。 但是这些驻守海岛的战士凭着“爱国爱

岛， 乐守天涯” 的信念， 用青春和热血守

卫、 建设着海岛。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卫

西沙群岛的部队官兵首次以这种独特的风

姿，作为主角展现在少儿文学作品之中，读起

来满眼新意，感人至深。

《美丽的西沙群岛》， 刘先平著 ， 明

天出版社

2012

年

4

月出版

《爸妈太过分》，（英） 彼特·约翰森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

年

1

月出版，该

书荣获金麦田少儿国际大奖。

你为小苗

洒上泉水

■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你为小苗洒上泉水”这是冰心老

人在金近先生墓碑上所题的话。 金近

先生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市崧厦镇，是

新中国儿童文学奠基人之一、《儿童文

学》杂志创始人，被文学界誉为“中国

的安徒生”，他创作的《小猫钓鱼》、《小

鲤鱼跳龙门》等经典作品影响了几代小

读者。在日前举行的2012年首届“《儿

童文学》金近奖”颁奖典礼上，金近先生

的夫人颜学琴满怀深情地说：“金近深

感要写好儿童文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费的功夫不亚于成人文学。但是很多

人对儿童文学仍持有偏见， 认为这是

‘小儿科’。 今天的颁奖有着特殊的意

义———把‘小儿科’的事重视起来，把少

年儿童的教育重视起来，这是大众的期

望。金近若在天有灵，定会感到欣慰。”

两年一届的“《儿童文学》 金近

奖” 由浙江省上虞市人民政府和 《儿

童文学》 杂志社共同举办， 旨在弘扬

金近献身儿童文学事业的无私精神，

鼓励作家们创作更多的原创儿童文学

作品。 该奖共设优秀作品奖、 插画

奖、 优秀小作家奖和优秀写作中心奖

等4个奖项， 其中优秀作品奖下设小说

类、 童话类、 散文类、 诗歌类等奖项，

以奖励在 《儿童文学》 上发表的优秀

原创儿童文学作品。

经过专家组的评审， 浙江武义实

验小学教师汤汤等20位儿童文学作家

获得优秀作品奖， 上海市幸福小学五

年级学生李春莹等10位学生获得优秀

小作家奖， 周珊如等9位画家获得优秀

插画奖， 浙江上虞金近小学写作中心

等10家单位获得优秀写作中心奖。

“走进孩子的心灵，融入生活，沉下

去创作，这是金近先生带给儿童文学界

的精神财富。”《儿童文学》 主编徐德霞

认为，数字化多媒体时代，传统儿童文

学也需要与时俱进，创作出适合小读者

口味的作品。“但不能一味地迎合读者，

儿童文学需要有坚守的精神，用纯文学

引导孩子爱上阅读、爱上写作。”

《穿花裙的狼 》、 《凤凰的秘密 》，

金近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2012

年

5

月出版

时光淘书

■

熊亮

在我心目中， 每本好书都应该是

“旧书”， 一印再印的“常销书”。 即使

经过十几年或数十年， 好书应该还在

我们的阅读书目中和记忆中。 2008年

我去日本大阪图画书中心做讲座， 时

值圣诞， 每一家书店都在设计橱窗，

各家出版社都把历年关于圣诞节的书

都拿出来， 最老的书从风格上看起来

有几十年了， 但在今天看来还是那么

温暖， 时光自然会淘洗出经典。

我从小就对书很尊重， 在我的想

象中， 每本书都应该是通过漫长时间

的沉淀和淘洗才传到我手里， 书的目

的就是思想传薪， 像现在这样大量地

随随便便做一本书出来， 当年出版然

后当年消失， 对我来说是不能想象的

事。 要知道书虽然很快被淘汰了， 但

这些书里的内容却留在孩子的头脑中，

并影响着他们未来的视角。

去年我受邀为浙江少年儿童出版

社的“中国原创绘本精品系列” 进行

整体艺术设计。 这套本身就经历过岁

月淘洗的书， 集合了蔡皋、 冰波、 姚

红、 周翔、 任溶溶等老师的文字与绘

画， 作家和画家都是国内资深的童书

艺术家， 许多书可算是作者的代表作

品， 尤其是绘画， 每一幅画都透露出

时光隽永的耐心和温暖感。

拿到文件时的第一感觉， 就是这

些文图已经具备了经典的特质， 剩下

的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把它们设计成

一本孩子爱看的书？

一本好的图画书

关键在图文结构的安排， 尤其是要找

到一种适合孩子的阅读节奏。 图画书

是把思维攫取到纸面上的艺术。

第一本开始设计的是 《童年的

梦》， 冰波老师撰文， 陶文杰老师绘

画。 讲述了一个接一个的梦境， 诗意

和幻想交错在文字中， 画则更为精彩，

小小尺牍间梦呓般地“噗噗噗” 生长

出各种各样的童话人物来。

我希望让孩子不止看到艺术家的

作品 ， 还能看到艺术家的思维过程 ，

跟着艺术家的思维一起翻阅前行， 不

是被动的读， 而是让阅读变成一种创

造过程。

怎么做呢？ 我盯着文字和画，

想象它们是如何一点点从作家头脑中

想出来， 再逐字逐行写到纸上的。 想

象画家是如何一笔一笔把梦中童话人

物、 动物从空无一物创造出来的。 一

句话， 我要找到思维最初那种缓慢生

长的动态过程。

所以我把文字和绘画线型地拉长，

造成一种我们跟随着梦境不断前进的

感觉， 梦中的各种鸟儿一只一只起飞、

飞远。 幻想中的动物排着队沿着梦的

弧线慢慢呈现， 为了找到梦的感觉，

每张画的边缘都特意处理成模糊的曲

线。 每个梦的结尾都会把画面牵引出

一些碎片， 用翻页引出下一个梦。

每次谈到图画书， 我都特别侧重

谈论图文的结构， 尤其是文稿的思维

方法， 因为图画书有它自己的语言。

有些人会说： 那太技术派了， 图

画书最重要的是感性力量， 比如爱、

好玩、 有趣， 甚至是教育意义。

如果没有广泛的阅读经验和比较

深入的理解研究，也许我们自以为好玩

的创意是非常老套的。

对语言的重新理

解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世界、 认识自

我、激发创造力。 没有对语言的重新理

解，也许我们口中说的每句话都是无数

时代无数人口中磨出茧子来的陈词滥

调。 也许我们以为自己的头脑正在思

考，可那些想法可能都是社会约定俗成

灌输出来的概念而已。 也许我们正施与

孩子的爱，都不是真正的爱。

我说这些并不是因为愤青，而是希

望孩子能够一直阅读开阔想象的书、艺

术家把最好风格呈现出来的书、真实感

情的书、没有死板标准答案的书和那些

认认真真花很长时间创作出来的书。

真正好的图画书都是充满创造性

的。 只有通过孩子的眼睛和时光磨砺

才会淘洗出经典，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

认真对待每一本书。

（作者系著名插画家

）

“中国原创绘本精品”系列（

10

册），

向华等著，蔡皋等绘，浙江少年儿童出

版社

2012

年

4

月出版

一本孩子写给大人的日记

■

马伟

我们已经习惯于听一些人用严肃庄

重的口吻来阐述一些他们认为意义重大

的话题，那些结构复杂、表述冗长的语言

总是让我们肃然起敬。 在反复的揣度中，

我们常常会自以为领会了作者的深意而

会心微笑，抑或因文意艰涩而忐忑自卑。

其实对于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表述的

方式可以是深刻庄重的， 也可以是通俗谐

趣的，而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后者是不错

的选择。感谢英国儿童文学作家彼特·约翰

森，因为没有比教育这个话题离我们更近，

更能引起我们关注的了。彼特·约翰森借助

我们最熟悉的日记体， 以一个孩子的口吻

把许多教育问题生动地揭示了出来。

路易斯因为父母工作变动转到一个

“苦读镇”中学，严苛的学业要求，校长、老

师不胜其烦的管教，学习成绩总是遥遥领

先的同桌， 以及同桌家长洋洋自得的炫

耀， 都让小路易斯视这个新环境为地狱。

他无意于学习上的高分，最大的志向是成

为一个搞笑艺人，而且他对此也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和不错的天赋。 当父母越来越期

望他能和同桌一样优异时，他的叛逆也与

之俱增，瞒着父母参加了电视台“征求明

日之星”的试演。 路易斯在试演中没有获

得成功，最后虽然父母同意他离开地狱般

的“苦读镇”学校，但天知道等待他的会不

会又是另一所“监狱”呢。

也许你会担心路易斯的“苦读”经历

会让你觉得枯燥压抑， 其实这完全多虑

了，小主人公顽皮的行为心理和幽默谐趣

的语言会让我们一次次忍俊不禁。

“他（苦读镇中学的校长）两条眉毛粗

得连成一条大毛毛虫，而且讲话还一直喷

口水。 他走了以后，我还得用力把脸上的

口水抹干净。 ”

“西奥（同桌） 真是一只没用的软脚

虾。 他看起来总是一副刚被父母洗得干干

净净，而且用熨斗熨平的整洁模样。 ”

《爸妈太过分》 从头至尾都充满着这

样的语言，它们构成了全书特有的话语方

式，让人迷恋。 但不要以为这本书只适合

在孩子们中间传阅， 如果说孩子读它是出于

喜欢， 可以获得一种交流和释放———苦于课

业压力的孩子这种体会应尤为真切， 那么大

人读它，则会引发更多的感慨和思考。

作为一名高中老师、一名每晚11点以后

睡觉的孩子的家长，因为考试和分数，我承受

着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常常有不堪重负之叹。

但我一直以为这只是应试教育的产物， 国外

尤其是西方，因为升学、就业的压力不如我们

大，他们的教育应该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孩子

的天性和愿望得到尊重， 他们没有那么多被

强迫的痛苦，而老师自然也不那么面目可憎。

但彼特·约翰森告诉我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

为日记的小主人公路易斯就饱受折磨。 这让

在我阅读此书的过程中，一直有一种恍惚：这

是英国，还是中国？

几年前我有一个学生叫博文， 他的志向

是做一个调酒师，在他眼中，那是一份特别诗

意、 有品位的工作， 但他的父母对此不屑一

顾，希望他成为一名公务员或医生。在与他的

不断斗争中， 我们最终把他送进了一个修理

飞机的专科学校。后来我听说，他一直在换工

作， 但换来换去和鸡尾酒、 飞机都没什么关

系，他的人生处于一种悬浮状态，难以着陆。

是《爸妈太过分》让我想起了博文，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触媒，也许我早一点

读到它，有些问题可能就多一种思路、一种解

法。 想到这里，猛然觉得能读到它是一件多么

幸运的事情。 （

作者单位：上海市闵行中学

）

从童书中了解孩子内心世界

■

陈鲁

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时发现， 四五岁

的孩子似乎有一个通病：特别容易“撒谎”。

儿童心理绘本《莎莎的月光》就讲述了这样

一个故事： 小女孩莎莎喜欢编造各种稀奇

古怪的事情。在莎莎的想象中，妈妈是一条

美人鱼， 家里有一头凶猛的狮子和一只袋

鼠宝宝，破旧的地毯是龙拉的战车，而家里

的老猫会说话。对她的好朋友托马斯来说，

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 当托马斯为寻找根

本不存在的袋鼠宝宝而遭遇危险时， 莎莎

终于领悟了幻想与现实的区别。

沉湎于幻想而撒谎

其实幼儿的心理特征可以帮助我们

解读莎莎的行为。 5—7岁的儿童喜爱幻

想、喜欢自编自导表演故事，他们创作的

故事往往更加富有戏剧性。 在独生子女家

庭中，小孩子经常创作出假想中的玩伴陪

他们游戏。 4岁左右的孩子辨别想象与真

实世界的能力开始萌芽，但幼儿天性爱好

嬉戏，更愿意沉浸在无拘无束的幻想中。

简单说，孩子撒谎的原因大体有3种：

一是为了逃脱惩罚，二是为了让自身得到

关注，三是因为过分沉浸于自己想象的世

界里。 书中的小女孩莎莎应该属于最后一

种（或许也包含了第二种），这种情况下孩

子能不能撒“谎”，是很多家长非常纠结的

问题。 是什么“谎”都不能撒，还是有些能

撒？ 什么样的“谎”可以说，什么样的不可

以说？ 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儿童心理学研究发现， 这个标准因

家庭和文化的不同存在很大的差异。 一

般来说， 美国家长和专家都较容忍甚至

鼓励孩子和大人分享他们想象的世界。

一个4岁的美国独生女曾连续数月想象出

自己有无数的姐妹， 女孩的妈妈也会每

天向她打听那些“姐妹们” 的动向。 但

是， 不管纯粹的撒谎还是充满创造性的

想象， 社会的接受是有底线的， 那就是

不能对别人造成伤害。 所以， 当莎莎的

谎言使托马斯被困于危险的大青礁时，

她就超越了这个底线， 需要被纠正了。

对于如何处理孩子说谎的问题， 莎

莎爸爸的做法特别值得家长借鉴。 他虽

然是个辛苦捕鱼的单亲父亲， 但他关注

莎莎的言行， 了解她的性格， 包括说假

话的行为。 他的方式也恰到好处： 他不

是每天在莎莎耳边唠叨告诫， 只是在离

家一整天前严肃叮嘱莎莎不要说假话惹

麻烦。 在追问事情的前因后果时耐心倾

听， 得知详细经过后不是气急败坏、 横

加指责， 而是给孩子一定的指引后让她

自己去想， 去感受后悔、 迷茫和痛苦的

心情。 因此， 在故事的最后当莎莎去找

托马斯道歉时， 她是真正想通了， 而不

是惧于爸爸的威吓， 或是出于其他原因，

这才是孩子真正的成长， 这也是 《莎莎

的月光》 讲述的第一个故事。

以想象力抗拒孤独

当从莎莎的视角来理解她的行为时，第

二个故事渐渐浮出水面， 那是关于孤独和想

象力的故事。

莎莎的妈妈死了，爸爸是个渔夫，常常外

出很久去捕鱼，身边也没有亲戚关心照顾，只

有一只懒洋洋的老猫和她做伴。 她家并不富

裕，住在海边的小渔村里，窗子上有裂缝，门

前铺着一块破旧的地毯， 年幼的莎莎要自己

整理床铺、扫地、洗碗。这样的年纪，原本应该

备受关爱、充满活力的，可是莎莎却过着一种

孤独、艰难的生活！

幸运的是，莎莎懂得调动自己丰富的想象

力来完善生活。 想象力是一种极其可贵的生

命能量， 它能疏解自身情绪， 促成新事物、

新想法的诞生， 是值得小心翼翼呵护的。 莎

莎以她的想象来释放生命的活力，丰富自己孤

独的生活。试想，百兽之王的狮子是多么凶猛，

有它在身边还怕什么？袋鼠宝宝是多么稚嫩可

爱，让人看一眼心都快乐得融化了。 妈妈何曾

死去？ 她是美丽温柔的美人鱼， 天天伴随在

莎莎身边。 没有玩伴吗？ 有一只会说话的老

猫就够了。

这是一个多么丰富而美丽的世界！ 这个

世界里的每一样东西对莎莎来说是何等重

要！如果有人能和她分享这个世界，一定会让

它变得更加真实，莎莎也能获得更多的慰藉。

书中的大人们都无意与莎莎分享这个世

界，只有托马斯愿意相信莎莎。但是托马斯毕

竟是个孩子，他还不懂得如何去尊重莎莎的想

象世界，只是一味地将莎莎所说的看成是绝对

的真实，因此，托马斯的这种盲信让莎莎的内

心充满矛盾。一方面，莎莎重视托马斯的信任；

另一方面，每一次托马斯出现在门口要求见袋

鼠宝宝，莎莎的内心就得经历一次想象和现实

的冲突。那一刹那她肯定很挣扎：是完全摒弃

想象中的世界，还是从中寻求某种平衡？

道德感把她拉回现实

生活最终让莎莎作出了抉择。由此，第三

个故事呼之欲出，那是关于道德感的故事。当

莎莎最后一次打发托马斯去危险的海边礁

石，并意识到后果严重时，她的心灵没有片刻

的安宁。 她已经具备的道德感让她感到痛苦

和悔恨， 正是这种痛苦和悔恨让她更清楚地

意识到， 托马斯这个真实存在的生命比自己

的想象世界更加宝贵。

当这个孤独的孩子躺在床上， 把自己心

爱的东西———亲密的玩伴袋鼠宝宝、 威武的

保护者狮子和温暖的关怀者美人鱼妈妈一样

样摒弃的时候， 这样的道德感与勇气催人泪

下。 最后， 莎莎意外地得到一个形似她心中

的袋鼠宝宝的小动物后， 她的第一反应是：

“托马斯终于可以看到袋鼠宝宝了！” 原来，

善良的她一直不忍心看到托马斯一次次失

望。 相比于家境富裕的托马斯， 孤独的莎莎

得到一个小动物多么不易， 但当她毅然决定

把小动物送给因她受磨难的托马斯时， 却丝

毫没有考虑这些。 抱着这样的观点再来看书

中临近结尾的一个画面———莎莎满怀坚毅和

急切冲向托马斯家的情景， 从中读出的善良

与充满尊严的道德力量令人震撼。

从1967年该书出版之日起，就有很多读

者对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大多数人读到了

第一个故事，觉得是一本好的育儿教材。但很

多人莫名其妙地感动， 我想这要归功于第二

个和第三个故事。 莎莎不是一个普通的爱说

谎的小孩，她要应付艰苦、孤寂的生活，也要

应对心灵中各种汹涌澎湃的激流的斗争。 可

她没有在漩涡中沉溺， 而是凭借着顽强的生

命力和道德力量生存下来， 让自己的想象世

界和现实世界更趋平衡，从而迈向成熟。

（作者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心理系副教

授、 儿童心理学博士）

美丽的西沙我的家

■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很多人对西沙的认识， 都是从一篇题为

《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的小学语文课文开始

的。 在距海南岛180多海里的东南海面上，有

一片岛屿像朵朵星莲， 颗颗珍珠浮于万顷碧

波之中， 那就是令人向往而又充满神秘色彩

的西沙群岛。

被誉为我国当代大自然文学的开拓者的

作家刘先平，曾两次横穿中国、三次穿越塔克

拉玛干大沙漠、四探怒江大峡谷、五上青藏高

原。 如今，他四下海南，历时数月，两赴西沙，

深深地被南海辽阔的海疆、 奇异炫目的椰风

海韵所吸引，被海岛官兵保卫祖国、保护海洋

生命的精神所感动， 专门为少年读者创作了

《美丽的西沙群岛》。该书以散文的笔调，纪实

性地展现了作者考察西沙群岛海洋生物及海

洋生态时的经历， 着力描绘了西沙群岛的自

然风光、动植物之美，更展示了当代解放军战

士热爱西沙、保卫西沙、自觉呵护西沙生态的

崇高精神。 近日，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

室与明天出版社共同举办了“知我海疆、

爱我海疆，知我海洋、爱我海洋”———《美

丽的西沙群岛》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

“我在大自然跋涉三十多年， 写了几

十部作品， 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 呼唤

生态道德———在面临生态危机的世界，

展现大自然和生命的壮美， 因为只有生

态道德才是维系人与自然血脉相连的纽

带。 我坚信， 只有人们以生态道德修身

济国， 人与自然的和谐之花才会遍地开

放。” 曾经跋涉在山野密林中的刘先平，

如今走向了西沙群岛， 在感叹海洋世界

奇美的同时， 更为我国的海疆保护深深

地担忧着。

“大家都知道，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

辽阔的国土，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我国尚有

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海疆？ 又有多少人

知道， 拥有一个弹丸之地的岛礁， 根据

《海洋法公约》 就拥有了万倍面积的海

疆？” 刘先平告诉记者， 西沙群岛拥有已

命名的22座岛屿、 7座沙洲、 5座礁岩、 4

座暗礁……总计近50座岛、 洲、 礁、 沙

洲。 国土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基础、 民族

的根基， 它不仅意味着富饶的物产、 美

丽的风光， 更有着国防和战略上的意义，

是我们的海上长城。 查阅近代史， 帝国

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时， 他们的炮舰哪一

次不是从南沙群岛、 西沙群岛直达我国

的沿海， 轰开中国的大门？ 《美丽的西

沙群岛》 宣示了南海诸岛不仅是海上古

丝绸之路， 也是捍卫祖国边疆的海上长

城。 与会专家、 学者对这本书展开了深

入而热烈的研讨，认为当前南海问题已成

热点， 大力提倡和弘扬海疆意识刻不容

缓，尤其对于今天的少年儿童而言，该书

不仅是一本趣味横生的优秀科普著作，更

是一本关于中国海疆的爱国主义教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先平在书中以

满腔激情描写了一支世界上绝对独一无

二的“海洋生态部队” 的故事， 他们面临的

是： 虽然每座小岛都被大海环绕， 但最缺的

仍是水 （淡水资源）； 虽然每座小岛都是陆

地， 但最缺的仍是可以种植蔬菜、 树木的土

地。 但是这些驻守海岛的战士凭着“爱国爱

岛， 乐守天涯” 的信念， 用青春和热血守

卫、 建设着海岛。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卫

西沙群岛的部队官兵首次以这种独特的风

姿，作为主角展现在少儿文学作品之中，读起

来满眼新意，感人至深。

《莎莎的月光》，（美） 伊芙琳·内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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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版，该书荣获美国凯迪克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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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故事

《莎莎的月光》一书的作者伊芙琳·内丝是

美国著名的童书作家和插画家，人生经历颇为

曲折。高中毕业后，内丝先是进入波尔州立师

范大学学习，打算毕业后成为一名图书馆管理

员。可是这一职业并不适合她，为《亚瑟王和圆

桌骑士》绘制插图的经历，燃起了她学习艺术

的愿望，于是她进入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

二战期间， 她随身居政府要职的丈夫埃

利奥特·内丝移居华盛顿， 曾一度中断绘画，

但埃利奥特鼓励她不要放弃。 经过考克兰艺

术与设计学院的深造学习后， 她竟被艺术创

作深深吸引，无法自拔。这时，丈夫开始抱怨

她“无聊”，内丝无奈之下主动要求结束长达

9

年的婚姻。离婚以后，她只身来到纽约工作，

先成为商业画家，而后又大胆转行，一心投入

到能令心灵愉悦和平静的童书创作中。

曾获得美国凯迪克金奖的内丝有自己鲜

明的绘画风格，她的书通常以大片的黑色、褐

色（或古铜色、米色）和白色主导，这让她的作

品非常具有整体感。内丝擅长表现儿童心理，

一生创作的童书数量众多，除《莎莎的月光》

之外，还有《约瑟芬娜的二月》、《孔雀和公主》

和《狮子菲尔斯》等。内丝作品中的主人公往

往是女孩或动物，或两者兼有，主人公们随着

故事的展开深入探索自己的心灵， 最后获得

某种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