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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图画书就像在教我们用“第三只眼睛”看世界一般，我们必须摒弃属于成人世界的既有成见，重拾人原有的敏锐感觉，才有可

能渐次看到图画书世界的绮丽景色。

翻开图画书敲开阅读之门

■

本报记者 王珺

有文字的声音， 也有图画的歌声，更

有文字与图画的合奏。 作为图书的一种形

态，图画书并非简单的文图相加，而是以

其文图互动生成丰富的意蕴创造了一个

神奇的世界。

图画书也称绘本， 是儿童文学里独特

的文类， 以一连串的图画搭配较少的文字

(有时完全没有文字)，传达或诠释与儿童相

关的事物或概念。据台湾儿童文学评论家、

图画书译者柯倩华介绍， 目前公认西方史

上最早的儿童图画书，是1658年出版的《图

画中见到的世界》，因其重视图像元素及儿

童特质的创举， 被认为树立了图画书最基

本的形式。 这一艺术形式经过19世纪在英

国的蓬勃发展及20世纪在美国的百花齐

放， 各种充满创意的作品不断突破人们对

图画书的想象， 但儿童性和文图关系一直

是图画书最基本而重要的条件。

这也成为日前在浙江上虞举办的丰子

恺儿童图画书奖“第三届华文图画书论

坛”的主要元素。 论坛上，来自两岸三地的

图画书创作者、研究者、推广者以及小学、

幼儿园教师围绕“图画书的奇思妙想”这

一主题，探讨图画书的创意，思考图画书

的儿童视角，分享用图画书引领师生阅读

的经验。

从儿童的角度出发

“有了最初的创意， 凭借调性相吻合

的音乐延展故事，然后，会不断地对内心

里隐形的小孩讲述故事并发问： 有趣吗？

琅琅上口吗？ 能理解吗？ 我真正想对你说

什么呢？ ”第二届丰子恺图画书奖获得者

汤姆牛这样讲述自己的创作与儿童的联

结。 相信许多图画书创作者都跟他一样，

心里藏着一个小孩。 他们用图画书的形

式，表达自己的“儿童观”。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儿童文学研究所

所长朱自强认为， 在图画书的创作上，创

意为王。 他说：“图画书的创意主要包含文

字故事的创意，美术设计方面的创意(包括

视觉、造型、色彩、媒材等)，文字与绘画关

系方面的创意。 ”

他以《好脏的哈利》、《我的爸爸叫焦

尼》这两本世界经典图画书阐释故事意蕴

方面的创意；以《大猩猩》阐释创作者对人

生问题把握的能力；以《小牛的春天》阐释

视觉创意……除了技术层面的分析，朱自

强教授更从儿童心灵成长的角度解读了

经典图画书的奇思妙想。

《大猩猩》 的最后一幅画面是女孩安

娜一手拿着玩具大猩猩、一手拉着父亲走

在路上的背影， 一抹阳光照在他们身上，

给人温暖的感觉。 朱教授将其与故事中

“安娜孤单地坐在电视机前， 电视的冷光

包围着她”的画面进行对比，解读出父亲

与大猩猩之间的隐喻关系。 对小孩子阐释

人生是困难的，但因为作者对儿童内心世

界的把握和对人生况味的体验，使他具有

了超群的能力。

《永远吃不饱的猫》 是一本从儿童的

感觉出发创作的图画书， 致力于推广亲

子共读的台湾儿童文学工作者林真美说，

她带着这本书给小孩子讲从来都所向披

靡。 她相信， 每一个孩子都是饥渴的，

他们期待更多的大人从他们的角度去理

解世界。 她说：“好的图画书是有其客观标

准的，多了解儿童的特质是创作好故事的

方法之一。 ”

而讲故事的人，其实扮演的是“园丁”的

角色。有一些讲故事的大人，总怕孩子没有听

出故事中的“启示与教训”。 林真美认为，这些

其实都不是孩子听故事的目的。他们只想化为

故事中的主角， 与书中人物共同经历一段旅

程，并从中体会到各种人生滋味。 如果大人能

快快乐乐地说一则故事给孩子听，相信孩子能

马上受到这份热情的感染，并不时地把他所感

受到的乐趣，藉由表情或眼神，传递给眼前的

这个大人。正如被称为“日本绘本之父”的松居

直所说：“能否给孩子带来愉悦和趣味是最为

重要的。 ”

走进故事里听故事

图画书研究者彭懿说：“知道作者是怎样

讲故事的，才不会永远站在故事外听故事。 ”

本届论坛安排第二届丰子恺图画书奖获奖作

品《门》的作者陶菊香、《进城》作者林秀穗、廖

健宏走进上虞金近小学， 为孩子们讲述书里

书外的故事， 使孩子们得以了解一个故事是

怎样被创作出来的。

一位叔叔的外套被风吹到另一户人家的

窗台上， 他按了门铃想要请邻居让他进门去

把衣服钩上来，邻居家里有个小孩，他说：“不

行！ 妈妈说不能让陌生人进门。 ”于是叔叔找

来了梯子、用了棍子，却怎样也钩不到窗台上

的绿衣裳。 门里的小男孩看见了叔叔的努力

与失望，想：“也许，我能试一下。”他用扫把挥

却挥不着，叔叔递给他那一根棍子，棍子钩到

了衣服，却被风吹走了，小男孩灵机一动，用

家中的毛线捆绑衣架，做成一个超长的钩子，

终于钩到了叔叔的那件绿衣裳。 这是年轻作

者陶菊香的图画书《门》讲述的故事。

作为第二届丰子恺图画书奖获奖作品，

评委认为，《门》 别出心裁地选取了当代城市

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细微片断， 来表现童年生

命如何在日益封闭的都市空间内， 以其独特

的方式向世界辐射出天真的温暖和善意。 整

个故事情节有着当代生活的鲜明烙印， 然而

作者在充分尊重现实生活中“不给陌生人开

门”的儿童自我保护原则的同时，更借助于童

年的视角， 巧妙地将这一源自城市生活现实

的某种生存的无奈， 转变为人与人之间一场

特殊而又温暖的日常交会。 作品试图在作为

城市区隔象征的“门”的意象中，为我们寻找

到一个可以相互沟通、彼此温暖的真实的“缝

隙”。透过这个“缝隙”所折射出的与现实有关

的所有失落与希望，都令我们感慨和沉思。

图画书播下的种子

主题：打开人生的第一本书；内容：校长

为孩子读图画书《世界为谁存在》。 今年9月，

安徽合肥望湖小学新生的开学典礼不再是校

长讲话提要求、学生发言表决心的“老一套”，

而是以校长为孩子念图画书的方式为一年级

新生开启崭新的学习生活。在合肥，尤其是包

河区，学生和老师对图画书有着深厚的感情，

这种亲近源自6年前的机缘巧合。

2006年9月， 陈雪梅还在安徽省合肥市

包河区屯溪路小学当校长。当时，她发现在农

村学校，阅读和英语几乎是空白，便带动周边

的慈云小学、 晓星小学和城乡接合部的一所

小学开展英语教学和阅读活动。不久，她遇到

了陈一心基金会，于是，“城乡儿童手拉手”活

动应运而生。

“城乡儿童手拉手”活动不仅促进了城乡孩

子之间的了解，也带动起了他们的阅读兴趣。

2007年9月， 陈一心基金会资助了30万

元图书款，与屯溪路小学合作开展“好书大家

读”活动，由屯溪路小学牵头，带动周边10所

学校改善学校阅读环境。陈雪梅记得，选书时

适逢合肥下大雪，“基金会的罗太冒着大雪来

和我们一起选书”。“30万码洋的书我们是一

本一本地选出来的。 ”这次选书，大量的图画

书进入到项目学校的图书馆。

现在已是包河区教育体育局局长的陈雪

梅在论坛上作的经验分享报告中， 讲述了许

多令人感动的细节。

“新购的书不是由管理员放到书架上的，

而是由我们的学生从包装中拿出来， 一本一本

地传递到图书馆的书架上。这么做的目的，是让

每个孩子都知道图书馆有这么多好看的书，每

一本书都带着他们的温度在等着他们去读。 ”

然而， 老师们最初对图画书却没什么感

觉。“这些书放了一个多月，居然没有老师去

翻。 ”为了让老师们了解图画书的价值，放寒

假前， 陈雪梅让每位老师带8到10本书回家

包书皮，开学时带回来。 其实她的“小算盘”

是：看看老师们是否能被图画书吸引。果然不

出她所料，开学后，老师们说起带回家的图画

书，连称“好看”，家里的孩子也喜欢。就这样，

老师们开始了解图画书， 并体会到其中的教

育价值。从此，每周一节图画书阅读课成为包

河区学校的特色课程。

对教师的培训、对家长的培训，使图画书

的亲子共读活动在包河区普遍开展起来。

不仅在安徽，在江苏海门，图画书也成为

引导学生阅读兴趣的“敲门砖”，在区域推进

图画书阅读方面成绩斐然。

这些果实， 都是由优秀的图画书播下的

种子。

封面话题

相信手上的绘本和眼前的孩子

■

本报记者 王珺

林真美有着台湾女性特有的清雅气

质，说话的语气平缓而温和，除非她在讲

故事。

讲故事时，她的声音会依情节的发展

突然升高，与之前安静的声音形成一种有

趣的对比。 她把自己定位为说故事的大

人，且非常享受在孩子听故事的表情反应

中，与其产生“最亲密的互动和共鸣”。

她说： “大学毕业选择接下来读什

么专业的时候， ‘儿童学’ 三个字马上

吸引了我， 我对小孩那个世界非常好

奇。” 在她眼里， 孩子的世界是一个充满

了谜的世界。

在日本读书时，林真美非常幸运地接

触到绘本，读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她常常

抱着一本新发现的绘本赞叹：“世间怎么

会有如此贴近孩童、 既神奇又美好的书

呢？ ”也是在那个阶段，由一位朋友在家中

客厅搞的读书会，她了解到日本有许多这

样的读书会，这是日本战后的一个阅读运

动，他们称为“家庭文库”。“有点像民间的

小型图书室， 只要主人愿意打开客厅，请

社区的大人小孩来读书，就可以成为读书

会。 ”1985年林真美去参与时，感到“蛮震

撼的”。 她说：“这样的草根运动使我感受

到一种民间的力量，我一边学，一边埋下

了一个心愿：有一天回到台湾，我也要做

这样的事。 ”

1988年，林真美回台湾成了一名幼儿

园老师。 当时台湾的社会条件还不允许她

实现自己办读书会的梦想，但她每天带着

自己搜集的绘本念给小孩听，从孩子的反

应里印证“什么是好的绘本”。 慢慢地，她

觉得自己看绘本的眼光“蛮准的”，选书时

很快就能判断小孩是不是喜欢。

因身体原因，一年半后林真美离开了

幼儿园，开始对发展障碍儿童进行“早期

疗育”工作。 她认为，幼儿教师生涯是她绘

本之路最珍贵的阶段，那些小孩教会她，对绘

本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带发展障碍儿童的时

候，她看到的是成长的慢动作。她也尝试用绘

本故事去连通他们的世界，一开始，她根本看

不到他们对故事的反应， 甚至这些孩子根本

就不能坐着听完一个故事。 她花了好几个礼

拜念同一个故事， 终于有一天孩子们能从头

听到尾，甚至当她一拿起书，他们就自动坐好

等在那里。“从他们的眼神我看到，他们听懂

了。”这使她更加相信绘本的魅力和孩子等待

成长的那种饥渴。

1992年，林真美开始尝试在社区推广绘

本阅读。 1994年，创立“小大读书会”，将小孩

与大人一起阅读的观念深耕于社区；6年后，

她与读书会成员共同创办“小大绘本馆”，带

动各地亲子共读风气。 1996年，由林真美策

划、翻译的“大手牵小手世界经典绘本系列”

问世。 这一系列绘本对台湾亲子共读活动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时也掀起了国内出

版、阅读绘本的风潮。

相关链接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由香港陈一心家族

基金会陈范俪瀞女士赞助， 在书伴我行 （香

港）基金会协助下，于

2008

年在香港成立。 这

是第一个国际级的华文儿童图画书奖。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每两年举办一次，

旨在表彰作家、 画家创作优质华文儿童图画

书，鼓励出版社出版原创儿童图画书，促进公

众重视原创儿童图画书及其阅读。

第二十三届全国图书交

易博览会将在海南举行

记者日前从第二十三届全国图书

交易博览会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由新闻出版总署、 海南省人民政府主

办，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海

口市人民政府、 中国出版协会、 中国

书刊发行业协会承办的第二十三届书

博会将于

2013

年

4

月在海南省海口市

举行。 主会场设在海口市海南国际会

议展览中心， 三亚市、 儋州市、 万宁

市设立分会场。

本届书博会将围绕 “书香椰韵 ，

魅力海南” 的主题， 开展 “书博大篷

车环岛行”、 “书香小蜜蜂” 高校志愿

者选拔、 读者大会、 全国精品图书展、

“逛书博， 游海南”、 “绿色海岛·文化

海南” 全民阅读等活动。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 第二十三

届书博会组委会副主任阎晓宏，海南省

委常委、宣传部长、第二十三届书博会

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执委会主任许

俊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组委会还公

布了第二十三届书博会的主题语、会徽

及宣传画，并正式开通了第二十三届书

博会官方网站。 （王珺）

华文原创图画书学术研

讨会在浙师大举行

由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

和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组委会联合主

办的华文原创图画书学术研讨会近日

在浙江金华举行。 来自两岸三地的儿

童图画书专家、 学者、 创作者、 编辑

以及爱好者汇聚一堂， 围绕华文原创

图画书的艺术与发展 ， 以主题发言 、

自由提问和讨论等形式开展深入探讨。

浙师大儿童文化研究院院长方卫

平在会议引言中指出， 在近年来华文

原创图画书的创作、 出版和阅读推广

不断兴起、 活跃的背景下， 举办这次

研讨会， 对于原创图画书研究的学术

跟进和理论推动， 具有重要意义。 两

岸三地的学者刘绪源、 朱自强、 霍玉

英、 刘凤芯、 柯倩华、 彭懿、 王黎君

等分别做了专题发言。

刘绪源认为， 全世界的儿童都需

要想象类的作品， 而原创图画书的创

作应该尊重儿童的这一需求， 突破过

去的局限。

而在儿童精神的探讨上 ， 来自台

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呈现出了更多的

理论兴趣。 刘凤芯以 “嬉游童年” 为

题， 探讨了海峡两岸当代图画书中的

儿童游戏， 引申出华人对儿童游戏的

看法。 （马建美）

《张伟革花鸟画作品集》

出版

近日 ， 《水墨行云———张伟革花

鸟画作品集》 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并在国家画院美术馆举行了主题为

“水墨行云” 的张伟革花鸟画作品展。

张伟革的花鸟画在传统用笔用墨

的基础上， 注重笔墨节奏和线面构成，

打破了传统花鸟画的构成习惯， 把具

有中原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 以及西

方绘画的构成观念和元素 ， 通过点 、

线、 面的构成原理与传统花鸟画的画

面构成相融合，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画

面效果， 赋予了写意更多的人文精神。

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家科评价说：

“张伟革的画不仅适合观赏， 而且是可

以阅读的———读者可以借助笔墨图形

的媒介作用， 领略他寄托于画面的思

想内涵。” （却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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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真美， 台湾省台中市人， 儿

童文学工作者。 日本国立御茶之水

女子大学儿童学硕士。 曾从事幼教

和发展障碍儿童 “早期疗育” 工作。

目前在大学兼课， 教儿童文学， 并

经常与儿童、 绘本为伍， 是 “大手

牵小手世界经典绘本系列” 的 “催

生者”。 现任台湾清华大学和辅仁大

学兼职讲师。 作品有 《在绘本花园

里》、 《绘本之眼》 等。

第二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部分获奖作品封面

人物专访

于灯下， 于旅途中， 贪婪地捧读 《生命因享

受教育而精彩》， 感动的潮水在胸中翻涌。 《生

命因享受教育而精彩》， 是智者的精彩对话， 是

心灵的坦然沟通， 是教育思想的碰撞， 更是两位

教育行者———陶继新和张萍对教育本质的追索和

践行。

通过阅读 ， 我再一次走近了儒雅 、 博学的

陶继新老师。 在对话中 ， 陶老师或总结 ， 或点

拨 ， 或提炼 ， 或升华 ， 旁征博引 ， 妙语如珠 ，

使对话既摇曳多姿 ， 又厚重大气 ， 闪烁着智慧

的火花， 充溢着经典的芬芳 ， 给人以心灵的启

迪与震撼。 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文字 ， 陶老师引

领我们走进了波澜壮阔的济南师范附小再创辉

煌的历史画卷 ， 也向我们隆重推出了一名睿智

的 、 了不起的女性———时任济南师范附小校长

的张萍。 触摸两位大家深邃的教育思想 ， 感受

他们火热的教育情怀 ， 我深深被感动着 、 感染

着、 激励着。

张萍， 这位和陶老师一样， 有着阳光一样灿

烂笑容的知性女子， 诚如陶老师所言 “她有着管

理的天赋， 有着特殊的管理敏感。 学校管理中的

许多棘手问题， 到了她的手下， 大多可以得到 ‘披

荆斩棘’ 般的解决， 让你感到庖丁解牛一样从容，

甚至有点审美的况味。” 她用自己精彩的教育经历

印证了陶老师评价的中肯。

在六里山小学， 一个世外桃源似的袖珍小学，

张萍树起了一个牌子， 留下了一个传奇。 “让生命

因学习而精彩”，

200

余人， 短短两年， 这所小学，

被她营造得风生水起， 活色生香。

走进济南师范附小， 她创造了一个经典， 抒写

了新的辉煌。 百年老校， 如逆风漏船， 举步维艰。

她受命于危难之际， 殚精竭虑， 运筹帷幄， 谱写新

的华章。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百年

老校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再塑辉煌。

阅读 《生命因享受教育而精彩》， 走近张萍校

长， 感受她阳光下散发着的芬芳气息 。 她兴利除

弊、 慎思谨行 ， 锐意改革 ， 追求卓越 ， 却又豁达

乐观 ， 举重若轻 ， 视工作为享受 ， 把奉献当幸

福。 她用她的豁达 、 干练 、 雷厉风行以及女性特

有的细腻 、 缜密和柔情 ， 织就了一片教育的锦绣

天地。

阅读 《生命因享受教育而精彩》， 陶老师清雅

疏朗、 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风度悠然在心。 善待他

人， 发展自己 ， 陶老师忠实恪守着自己的人生信

条。 翻阅书本附录， 陶老师的跟踪采访如一串串珍

珠镶嵌在张萍的成长历程中：

2004

年， 张萍在六里

山小学任校长， 陶老师为她作了 《生命因享受教育

而精彩》 的报道；

2009

年， 张萍在济南师范附小任

校长， 陶老师作了 《张萍的生命超越》 和 《一位阳

光女校长的幸福追求》 的报道；

2011

年陶老师和张

萍共同完成了这本精彩的对话。 在六里山小学采访

张萍时陶老师曾说： “您不会在这里待太久。” 当

时访谈尚未完成， 张萍即调任济南师范附小校长，

随后一路走来， 到今天成为济南市天桥区教育的掌

舵人。 预言的神奇应验， 源于陶老师通达的智慧，

更源于陶老师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的

高尚情怀。

上善若水， 厚德载物。 心无旁骛， 心净如水，

纯真如赤子， 反而会于不经意间走出一份豁然清朗

的广阔天地， 一如陶老师， 一如张萍局长……

心潮澎湃中默默合上书页， 重新审视封皮上洋

溢着生机与活力的 “生命” 两个字， 心中充满的唯

有敬畏和深深的祝福！ （陈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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