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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故事， 一起讲

■上官林白

近日，第四十八届博洛尼亚童书展在意大

利博洛尼亚举行， 这个已有50年历史的世界

最大规模童书展每年展出业界的最新动态，已

成为世界各地出版商交易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今年，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首次独立组

团参加， 重点推出了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的

“小猪波波飞”系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

轩的《羽毛》，以及“植物大战僵尸”系列等在内

的500余种图书和语音玩具、点读笔等衍生产

品，并在展览现场与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

儿童读物联盟及国际优秀的作家、插画家等进

行了两场高端对话。

“希望在引进优质出版资源推动少儿读物

出版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中国少儿出版的影响

力。”中少总社社长李学谦说，此次参展最主要

的目的是实现实质性的版权输出，让中国儿童

作家的作品真正地走出去。此外，与国际少儿

出版界进行深度的交流和接触也是参展的目

的之一。为此，中少总社在操作方式上作了很

多更新、更细致的尝试，比如曹文轩的《羽毛》

就邀请了著名插画家罗杰·米罗为文字进行插

画，曹文轩认为是“收到意想不到效果的合作”

和“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具体可行的办法”。李

学谦坦言，图画书因为文字量少，翻译上的障

碍相对较少，是推动中国少儿出版走出去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中国不缺好的作家、好的故事，

希望能通过与世界优秀插画家合作，以更符合

世界审美的插图为媒介，将好的故事推出去。

谈到版权输出，就不能不提到翻译这个比

较难跨越的鸿沟。李学谦告诉记者，中少总社

选择翻译人员的标准是在英语国家生活多年

的中国人， 喜欢文学作品并有良好的文学感

觉，同时，还会邀请有经验的出版人对翻译进

行审读。比如“小猪波波飞”系列的语言充满韵

律感，而这往往是容易在翻译中丢失的，但是

该书英文版同样充满了韵律感。IBBY前主席

帕奇·亚当娜女士做译审时曾建议小猪波波飞

的英文名字改成英语国家最常见的一个名

字———Joey（乔伊）。因为在英语文学中，人们

通常不会为了让孩子喜欢故事，特意给主人公

取一个好玩儿的名字，相反，更愿意为主人公

取一个普通的名字， 以便任何一个孩子都可

以把自己置换到角色中去， 感受故事带来的

快乐。

童书出版人的责任与担当

■

本报记者 却咏梅

“童书能够影响孩子一生，以童书来沟通童

心，在成人与孩子中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是当

下少儿出版的一个使命追求。”在近日由华东六

省少儿出版联合体主办、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承

办的2013“华东六少”营销峰会上，原新闻出版

署署长于友先、 中国版协少读工委主任海飞分

别作了主题演讲， 深刻剖析当前少儿出版现状

与格局，畅谈少儿出版追求。

于友先认为， 要最大限度发掘作品的市场

价值，为孩子提供成长的精神营养，同时，构建

良好的少儿出版生态环境， 注重内容与形式的

完美结合，以超越读者期待去满足读者需要，做

文化交流的使者，让优秀的原创童书走向世界。

同时，他也指出了少儿出版存在的一些隐患，如

内容同质化、雷同出版、本土原创多为再版，真

正原创寥寥无几等问题， 并以莫言作品获诺贝

尔奖为例，认为要想让原创童书“走出去”，需要

增强翻译人员的力量。

而面对日益高涨的数字阅读，海飞表示，互

联网时代的童书出版需要搞好线上线下的出版

互动，最近有的少儿社开始从游戏板块突破，如

《魔法仙踪》、《愤怒的小鸟》 等已获得良好市场

反响，值得借鉴。

此届峰会着力打造“华东六少”品牌，从会

议手册到背景板等都以“华东六少”为华东六

省少儿出版联合体的品牌标识， 以“天下童

书，半出华东”为营销口号，“品牌致胜，共赢

天下”为营销理念。在统一品牌下，各社的品

牌效应得以叠加，品牌优势得以放大。

“做事情要立足长远， 坚持作出品牌。比

如我们搞儿童阅读推广论坛， 每年投入几十

万元， 虽然眼前并不一定能够看到实际的效

益，但是我们坚持了6年。”在二十一世纪出版

社社长张秋林看来， 这6年的推广并没有白

费，“如果说6年前儿童阅读推广还只是星星

之火，那么，现在的儿童阅读推广已经形成燎

原之势， 它在成就和繁荣儿童阅读市场方面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年前， 这6家少儿社还多是默默无闻

的地方小社，而20年后的今天，多数已跻身

少儿出版的第一阵营。 据开卷数据显示，“华

东六少” 出版联合体中有4家出版社位居全

国少儿出版社排名前10名；在占据全国少儿

类畅销书排行榜中前100名的图书中， 至少

有60个品种来自于华东六省少儿出版社。其

中除了各社自身的努力之外， 联合体的成功

运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此，海飞给予了高度

赞誉， 他期望互联网时代的中国童书出版能

够做大做强， 努力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童

书出版集团，让中国童书名扬天下。

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只单桅船

■艾明秋

中国家长在一起经常谈的是孩子上什么补习

班？都上了什么课？孩子那充满梦幻、奇妙、轻松、自

由的童年被这些课程切割得支离破碎， 家长恐惧

于未来的竞争， 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殊不

知，人生是一个漫长的旅程，起点跑在前面的未必

都能保持到终点。而且，跑在最前面又如何？养育

了一个生命， 我们究竟应该给这颗洁净如天使的

心注入什么？

张帆，一个10岁男孩的父亲，在“财富号

历险记” 系列图书中提出了他的一种思考，第

三本《穷羊倌如何变首富》将这种思考进一步

延伸。小说写了摩尔岛上的一个首富，因为百

年不遇的一场台风， 其所属船队全部沉于大

海，他破产了，债台高筑，只能靠毕生服苦役来

还债。他的儿子阳阳为了解救父母，在守灯塔

的汤姆大叔带领下，和几个小朋友乘坐一只单

桅小帆船，开始了他们的冒险之旅，作者所要

讲的一些财富知识贯穿在故事中。

国内每年原创和引进的少儿文学读物有

几万种，而培养孩子财商的作品却很少。作者

在这套书中不是给孩子讲怎么理财，而是对财

富的认识， 即该如何获得财富和怎么对待财

富。我们经常会听到某某贪官被查办、谁谁拦

路抢劫的报道，可以说造成这些结果的主要原

因是这些人的财富观有很大问题。如果从小就

能得到正确的培养，相信他们不会作出这些愚

蠢的行为，但为时晚矣。作者在书中也提到了很

多变通处理问题的方法，那不过是一种智慧的

体现，不是走所谓不正当的捷径，这些难道不

比孩子会做了一道题、会写了一个字要重要得

多吗？甚至比他考多少个100分都重要。

作者写了一个惊险、奇特的航海故事，他要

表达的内容是深刻的，表述方式却是轻松、活泼

的，或许他潜意识里认为：虽然有时人生的旅程

我们无法选择， 时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麻

烦，但我们却可以选择采用怎样的心态来看待这

段行程。他从小在湘江边长大，每天看着那些大

大小小的渡口和每条经过的船，曾多少次幻想着

外面的世界会是怎样的精彩。长大成人，他终于

实现儿时的梦想，曾随着远洋航船，接受赤道阳

光的直射；曾在船上随着龙卷风任意漂流，在大

洋的风暴中体会着生命的意义。张帆说这本书原

本是写给儿子的，其实他也是在写自己，写自己

那已逝去的童年，在那个童年里，他同每个孩

子一样，心中都曾有一个梦想，乘着一只单桅

帆船，开始梦幻般的奇特之旅。

“财富号历险记”系列 张帆著 辽宁人

民出版社

寻找真正的阅读

■周其星

我是一名普通的小学语文老师， 自从

2005年暑期接触了绘本之后， 从此不可救药

地迷上了儿童阅读，并最终走上了儿童阅读推

广之路。后来，不仅仅在班级、在学校致力于文

学阅读的推广与研究，还发起了民间亲子阅读

公益推广，成立了三叶草故事家族，带动了全

国数万个家庭进行亲子共读，悄悄改变着民间

阅读生态。

当儿童阅读逐渐为众多有识之士所认同，

更多教师、家长乃至出版社、民间阅读组织投

入到浩浩荡荡的阅读推广运动里来，当我们信

誓旦旦地告诉孩子告诉彼此“无限相信阅读的

力量”，因为“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

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着的诗行那样，把人带

往远方”（美国诗人狄金森诗句）， 我们都沉醉

于这样的诗意与美好，我们欣然望见，更多的

国外经典童书纷纷被译介到国内，更多的原创

作品出现在孩子面前，童年的阅读因为有了更

多选择而显得更加从容。

可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在众声喧哗中，人

们往往会迷失自己。 泥沙俱下，我们只能萃取

精华。当大家举办各种丰富的读书活动欢庆国

际儿童图书节时，或许，我们还需要静下心来

想一想：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阅读？

曾经看到一个消息， 日本著名管理大师大

前研一在其著作《低智商社会》里评论说：“在中

国旅行时发现，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而书店却

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

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 中国是典型的

‘低智商社会’，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 ”

可是，日本人自己的阅读又如何呢？ 全日

本家庭教育研究会前总裁外山滋比古在其著

作《阅读整理学》中毫不留情地指出：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不久，文章突然变得容易读了，由美

国传进日本、强调容易理解才是好的“简明主

义”，重重打击了日本传统的“困难至上主义”，

“低门槛的作品不一定俗气”成了新鲜的观点。

在这样的创作思想主导下，读者自然就变成了

“吃粥的读者”———几乎不用任何咀嚼就可以

吃到饱，读者的牙齿变衰弱了，肠胃也不够健

壮。阅读能力下降，小时候还喜欢阅读，长大后

讨厌阅读的现象增多。他还注意到一个颇值得

玩味的现象， 对于大多数报纸阅读者来说，几

乎从来不读社论，大家最常看的就是介绍广播

与电视节目以及体育新闻的版面，因为这个版

面排在后面，所以他称之为“后门读者”。 对于

杂志读者来说，“后门读者” 就是喜欢轻松、软

性文章的读者。如果让“后门读者”走到大门去

读报纸的社论，去读需要靠想象力来弥补的文

章就会显得毫无耐心。

当大前研一批判中国人不爱阅读时，日本

人的阅读显然也不容乐观。 时间推进到网络化

时代， 我们几乎都自动演变成了“吃粥的读

者”、“后门读者”， 我们已经习惯了标题阅

读———“只看一眼的读者”。 君不见，微博时代，

阅读的忍耐度是140个字；转发量大的微博，总

不过是一句名言配一张美图，很显然，博主深

谙大众的阅读心态与习惯：只扫一眼，几乎不

用看完，觉得不错就随手点转发……这样的阅

读是轻松的，也是零碎的。 真正的阅读需要耐

心，也需要毅力，需要挑战未知，需要运用想象

力。 很遗憾，我们在鼓吹阅读的诸般好处时，往

往忽略了这些。

我们总是在宣扬阅读带来的快乐，好像那

是一趟很近又很美的路程。 甚至，我们还发明

了“悦读” 这样一个看起来很美好的词。 这样

做，我们是希望孩子亲近书本爱上阅读，可是，

在快乐的浅阅读中长大的孩子，阅读力能提升

多少？一味追求量的阅读，忽视质的阅读，对孩

子的帮助有多大？

我们要去寻求真正的阅读。何谓真正的阅

读？外山滋比古提出：阅读分为两种，一种是阅

读既知的α型阅读，另一种是阅读未知的β型

阅读。 阅读既知的事物，通常只要认识文字就

可以理解内容， 有时虽然不能确定文字的意

思， 但还是可以通过联系上下文了解文章大

意，对阅读理解不会造成太大障碍。 而阅读未

知时，有时即便认识文字、了解词语的意思，但

是读完文章以后，还是在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所以，当有人标榜某种识字教育，说可以帮助

孩子大量识字提前进入阅读，其实他所说的阅

读只是α型阅读，这样的阅读量再多，时间再

早，对提高孩子的阅读力没有太大帮助。

β型阅读最具挑战性， 那未知的事物就像

山峰， 只有坚持不懈， 经历一番痛苦的磨炼之

后，才会有登顶之快乐，而登山过程中的种种艰

难，却可以让你时常停住脚步盘桓良久，才得以

欣赏到沿途的风景无数，最后直达顶峰，世界为

之一新。 这登山沿途的驻足就是阅读未知路上

的思考，一边阅读，一边圈点批注，随着思考的

深入，阅读的功力也渐长。只有经历一次次艰难

曲折的登顶之旅， 一个成熟的阅读者才得以慢

慢修成。 不费多少心思的浅阅读就像一路畅通

无碍的闲散漫步，哪里会有沉甸甸的收获？

一般来说， 教科书的阅读是未知的阅读，

说明文、法律条文、影评、剧评、乐评、书评，还

有一些翻译过来不合乎我们表达习惯的文字

的阅读，都是未知的阅读。 它们都在挑战着每

一位阅读者， 如果你觉得这些读起来很有趣，

那说明你已经拥有了成熟的阅读力。

相信书本可以带你去远方———这句话有

两重含义： 其一是我们相信书本里存有一个

离现实生活很远的神奇世界， 打开这些书，

我们就能在那遥远的地方尽情游历； 另外，

根据外山滋比古的阅读理论， 书本里的未知

事物可以让新鲜的阅读者增进阅读力， 这种

不断强大的阅读力可以带我们在阅读的世界

里走得更远。 爱阅读的朋友们， 你们更喜欢

哪一种理解呢？

（作者系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教师）

美国诗人狄金森说：“没有一艘船

能像一本书， 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

页跳跃着的诗行那样， 把人带往远

方。”的确，书，会使人胸襟开阔，眼光

远大；书，能够活跃思维，陶冶性情。4

月2日是国际儿童图书节，今年的主题

是“世界因阅读而欢乐”（Bookjoy�

around� the� world）， 我们相信书本

里存有一个离现实生活很远的神奇世

界，打开这些书，我们就能在那遥远的

地方尽情游历。 但是在感受阅读的快

乐之后， 是否应该让自己的阅读更具

挑战性， 去寻找真正的阅读， 因为那

些未知的事物可以增进阅读力， 可以

带我们走得更远。

‘

‘

‘

‘

绿色阅读是一件美好的事

■

本报记者 却咏梅

随着各地少儿阅读活动如火如荼，绿色阅

读的理念开始在世界发达国家兴起。统计数据

显示：每印刷100本新木浆纸书，就要砍掉一棵

大树； 我国年均消费印刷用纸1800-2000万

吨，消耗大树3万亿棵。我国是森林资源匮乏型

国家，开展绿色阅读显得尤为迫切。

4月2日，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北京市朝阳区教

委联合举办了全国青少年“爱阅读、爱森林”活

动启动仪式暨“美丽中国，多彩世界”朝阳区第

六届中国儿童阅读日主题活动，总结了朝阳区

2012-2013年“儿童阅读促进工程”工作，表彰

了阅读明星学校、明星学生和明星教师，芳草

地国际学校的学生们还用演唱、朗读和表演等

方式展示了儿童阅读资源的丰富和阅读方式

的多元。同时，活动提出“捐献一斤报，换回一

本书， 保护一片绿”、“漂流一批书， 保护一片

林，建设美丽中国”等行动口号，传递绿色阅

读、环保阅读的理念，推广绿色阅读方式。

“用再生纸印刷出来的纸表面粗糙、发黄，

一些出版社担心采用后会影响销售。” 活动组

委会主任曾曦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已经成

功劝导了四刊一书（每月发行总量约200万册）

推出绿色采购计划， 将全部采用再生纸印刷，

相当于一年保护了25万棵大树。”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活动在内容设置和表现

形式上独出心裁，9个设计独特的阅读小屋是由各

出版社与芳草地国际学校各个校区共同完成的。

每个小屋都有一个富有创意和蕴藏着童真童趣的

名字， 屋内丰富的图书展示和专门为孩子们设计

的妙趣横生的阅读体验活动， 深深吸引着与会者

和孩子们。其中，一个名为“夏蛋蛋的幻想课堂”是

由接力出版社为学生们精心设计、 量身打造的阅

读训练课堂。在一个小时的互动阅读中，老师通过

认知、阅读、幻想、写作和表达5个步骤，培养并提

高孩子们的观察能力、语言能力、思维能力、表达

与写作能力，在阅读中找到无限欢乐。

“我是夏蛋蛋”系列图书是儿童幻想文学作

家彭懿创作的一部充满童话色彩、 想象力丰富

的幻想小说。 作品讲述了一个900岁的魔法小

精怪欢乐又奇妙的冒险故事，想象力丰富、语言

幽默俏皮、故事温情感人，阅读的过程就像是发

现惊喜的魔法世界之旅。 彭懿坦言：“对于孩子

来说， 阅读一本幻想小说就是一次想象力的远

行。当他读完第一段文字，就已经迈出家门，一

个人上路了。这时，你要把他领向何方？这个你，

就是我，就是幻想小说作家，幻想小说作家就是

少年想象力远行的领路人！”

据了解， 此次阅读日活动拉开了全国青少

年“爱阅读、爱森林”活动的序幕，朝阳区各小学

将在4月份分别组织形式多样的主题阅读活动，

让书籍真正成为伴随孩子们成长的重要资源。

图片选自绘本 《最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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