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也是诗人，，，，，，，，，，，，，，，，，，，，，，，，，，，，，，，，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更是未来
■ 孙君飞

文化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热线:（028）86110843
邮箱: jydb4@sina.com4

JYDB

2022年5月3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郭路路 美编 佘依颐

本报全国发行 邮政编码：610041 报址：成都市锦江区上南大街49号 邮发代号：61-30 广告联系电话：028-86140497 定价2.00元 本报法律顾问：万刚律师 电话：13908091146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川广登字[2020]0011号 印刷：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
读
书
】

《给孩子的儿童诗》

池沫树 主编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
ISBN：9787570214938

■ 商艳燕

“给孩子的诗歌”主题类图书陆续出

版了许多，笔者手头上就不下十种。由此

可见诗歌教育可喜的一面，还有孩子们对

诗歌的亲近。这本由池沫树主编的《给孩

子的儿童诗》放在同类图书中仍然令人眼

前一亮，通读之后，更能感觉主编者的用

心之处。

这本儿童诗集历时9年编选，是从十

余万首作品中精选的原创儿童诗（新诗）。

该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收入31首专业

诗人、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以经典性引

领在前，后一部分收入88首当代孩子原创

的诗歌，以原生态压轴在后，呈现出蓬勃

清新的生机。

很久以来，孩子们往往是童诗的阅读

者，而不是原创者。然而读了孩子们自己写

出来的诗歌，我们不得不相信：“孩子是天

生的诗人。”当他们还不能书写时，却可以

口说诗歌，细心的父母记录下来，便是一种

真实的见证；当他们学会了书写，又经过诗

歌教育者的引领和启发，则会写作出最接

近童诗本真的那种作品。童诗既是对童心、

童真、童趣的呈现和深植，也是对儿童本身

的捍卫和守护。在这方面，孩子具备成年人

不可替代的优势，成年人写童诗则要用到

心中仍然保护得很好的孩子气。

两岁的周驰林写道：“叶子被鸡吃了/

鱼被猫咪吃了/我要睡觉了/爸爸还没回

家/爸爸被夜晚吃了。”叶子被鸡吃、鱼被

猫咪吃，并不可怕，因为这是生长的需要；

在小诗人的意识中，有可能叶子仍在鸡

中、鱼仍在猫咪中，会重新生长和出现。孩

子述说的并不是恐惧，而像是一个不为人

知的神秘游戏：夜晚吃掉了爸爸，他暂时

不能见到爸爸，等到第二天，爸爸一定会

被夜晚吐出来，在光亮中走向自己。叶子

和鱼的世界抚慰了孩子，也给孩子带来特

别的想象和信念。这首童诗写得无比天真

有趣，想象力的勇敢和对爸爸的挂念失落

之情碰撞到了一起，交织着希望和紧张，

既是浅语，又有深意，确实是一首令人惊

喜和难忘的好诗。

孩子太爱自己的爸爸，太想见到自己

的爸爸，可是入睡前爸爸仍然没有回家，

他看了看外边黑黑的夜色，只能告诉自己

“爸爸被夜晚吃了”。这首童诗写在延长的

等待中，结束在孩子一个人的梦中。以成

年人的心境是写不出这首童诗的，两岁孩

子的内心已经非常幽深，他和叶子之间没

有屏障，他和鱼之间也没有障碍，夜晚对

他来说既是时间也是空间，竟然可以像体

积巨大的鸡和猫咪一样吃掉他最想念的

一个人。这首诗写得多么重啊，又因为口

吻无比天真，反而不失其轻逸。是孩子也

是诗人，是孩子也是哲学家。

小诗人周驰林长到了3岁，他又写道，

小牛、小鸭子、小鸡都在吃青草，因为青草

又嫩又美，“哦，妈妈/我去拔点青草给你

吃。”童诗让孩子们更爱自己的爸爸妈妈，

更爱这个世界，他们总想把世上最美好的

东西送给自己所爱的家人。7岁的李梓娴

想象：“橡皮，可以叫它长颈鹿/一旦写错

字/它就会吃掉树上的叶子。”9岁的马诗

岚想象《动物绝对不可以上学》，因为豪猪

会扎到同桌，长颈鹿会把教室的房顶顶

破，鳄鱼一生气可能会把老师吃掉；10岁

的张心馨想象：“我把脚/埋入土中/看/我

是世上最富有的人/这/万物生长的地球/

只是/我的一双/鞋子。”……孩子们的想

象力无疑是惊人且迷人的，他们的想象力

和成年人的想象力远不是一回事儿。诗歌

教育者也不可诱迫和僭越孩子，我们并不

是想象力的国王，除了告知、启发、欣赏和

敬畏孩子，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想象力

就是童诗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9岁的李睿涵在童诗《编织一条河流》

中犹如清单一般，写到了鳜鱼、白鱼、蜻

蜓、萤火虫、鸬鹚、蛙声、蜗牛壳，也写到了

浮萍、菱角、茭白、菖蒲、竹林、榕树，同时

写到了小河、拱桥、渔网、鱼篓、渔歌、渔

村、银河……这不是一般的举例，而是在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基础上的童声合

唱。7岁的文一帆写道：“我不喜欢吃鱼/今

天/我吃了鱼/吃出了一丝苦味/那是鱼的

悲伤。”在孩子看来，鱼跟他一样是一个宝

贵自由的生命。这是一首悲伤的童诗，却

也从悲伤中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这种希望

只有孩子们才能够带到我们中间。

7岁的朵朵是一个女孩子吧，“涂上指

甲油/女孩穿上新衣裳/在阳光里举起你

的手吧/这双手在演出。”如此美而自信的

孩子，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他们是

孩子，也是诗人，更是我们的未来。

苏霍姆林斯基在《怎样培养真正的

人》中谈到，没有美的教育，就不可能有

完整的教育。作为父母，引导和陪伴孩

子在儿童时期开展美育，引导和帮助孩

子种下一颗从接近美、到理解美、进而

创造美的种子，让孩子拥有一个美善兼

具的健康心灵，无疑十分重要。

《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诗画融通

的美育之道》是美学史学者、云南大学

博士生导师王新为女儿所写的书，也是

送给所有人的一份美育礼物。书中既有

教育理论的创新和高度，又有教育实践

的力度和温度，丰富的案例贴近儿童的

审美，极富思维性的解读跨越年龄阶

层。作者从视角、创作、想象力、跨界、传

统、酝酿、自觉7个方面，引导我们重温

诗画艺术的融通之妙，帮助孩子从小涵

育健康、完整、和谐的人格，让人生拥有

锐敏的感觉、滋润的情感、清明的思维、

生动的创造和斑斓的底色。

“美育源于父母自我修养。”关于诗

画的融通与互渗，王新早年便出版过学

术专著《诗、画、乐的融通——多维视阈

下的艺术研究》，从中国传统诗画的意

象到东西方艺术批评中的图文关系，他

的研究参变古今、融通中外，点透了诗

画互文背后的“秘密”。女儿出生后，他

发现尽管社会上的儿童才艺培训形形

色色，但与贴合儿童本真的美育背道而

驰，便将目光转向美学的感性素养教育

研究中，逐渐在学理层面寻找到融化融

通的美育之道。他从“锐敏的感觉”出

发，从孩子视觉、触觉、味觉、听觉、肤觉

等八个方面，锐敏感知书画中的细节，

勾连起艺术的感性世界和日常生活，由

此而来的，是情感、思致、创造和生命底

色接续而至，层层铺衍，构筑起诗画融

通、五位一体“金字塔”结构、知行合一

的教育体系，成就了这本有个人体温与

智慧光泽的美育之书。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和

画虽然形式不同，但在王新看来，拥有

共同的美学追求的诗词与书画，是实施

儿童美育最好的载体。如王新所说，诗

画融通并不是简单的诗画搭配，而是内

在的学理契通。如唐代李贺所作的《马

诗二十三首其四》和南宋龚开所绘《骏

骨图》，一诗一画虽相隔数百年，但两匹

骏马的瘦骨里都有金属质的深沉回响，

寄托着诗人的志向，寄寓着画家忠于故

国、生死与共的气节；孟郊《游子吟》道

出了母亲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对儿子的

牵挂和隐忧，也写出了儿子对母亲的深

情，而在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椅中圣

母》里，圣母紧紧抱着耶稣，庇护着自己

的孩子，只有望向画外的目光中，流露

出对孩子未来命运的隐忧。书画本同

源，艺术无界限，温庭筠的词作《望江

南·梳洗罢》、法国画家莫奈的油画《睡

莲》、中国现代画家黄宾虹的水墨画《嘉

陵江图》、唐代颜真卿的书法作品《祭侄

文稿》看似毫无关联，其实存在隐秘的

内在联系，当艺术家的情绪被调动，情

感被点燃，创造力被激发，艺术创造过

程很有可能会带出了完全无法预料的

全新要素和全新境界。

这是一个博导父亲的美育实践课

程，没有晦涩难懂的语言，只有心与心

相连的生活化交流，优美的文字里隐含

的美育营养，可以让孩子在成长中慢慢

回味，让成人深度感受到美的力量，一

起去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

《给孩子的最美散文》是贾平凹、史铁

生、余光中等数十位现当代著名作家写给

孩子们的51篇散文佳作，篇篇经典，字字

珠玑，叩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给人

以精神上的享受和艺术上的熏陶。

《给孩子的最美散文》深入挖掘中国

散文的百年宝藏，所选篇目无论文体、风

格、样式，还是内容、题材、立意，无一不体

现了作家们的郑重态度与高超技巧，是孩

子们拓宽阅读视野、提高写作水平的至佳

范本。

全书共分六辑，分别为：“春天把我吵

醒了”“爱是一种甜蜜而微妙的滋养”“友

情是相知，味甘境又远”“童年是留给我们

自己的梦”“读书是一种人生境界”“默默

听着那些声音”。书中甄选了中国近代以

来老中青作家们的文章，内容涵盖了自然

生灵、家庭关爱、朋友情谊、童年回忆、读

书学习、历史故事、人生感悟等方面，其

中，既有趣闻轶事又有人生感慨；既有深

切怀念，也有热忱期待，广泛博杂，语言优

美简洁，叙事朴素真挚，情感细腻动人，意

境唯美深远，可以帮助孩子涵养心性，助

育美感。

叶圣陶的《牵牛花》是首篇，“种了这

小东西，庭中就成了系人心情的所在，早

上才起，工毕回来，不觉总要在那里小立

会儿……好努力的一夜功夫！‘生之力’不

可得见；在这样小立静观的当儿，却默契

了‘生之力’了。”全文篇幅短小，不足一千

字，却透过静中见动的描写，着力表现的

是牵牛花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性格，从

而也表达了作者对生活、对花草的热爱，

写出了平淡生活之“味”。原来朴素、自

然，也是一种美。

《匆匆》是朱自清的一篇散文代表作，

以流动传神的笔触，通过融情入景的写

法，无论是写燕子、杨柳、桃花、轻烟，还是

写微风、薄雾、初阳，都与“我们的日子为

什么一去不复返呢”的感叹融为一体，细

腻地抒发了作者对于光阴飞逝的无奈和

惋惜。其实这份感叹不仅属于作者，也属

于和作者同时代的进步青年，还属于现今

的每一位读者。珍惜时间是文艺作品永不

过时的主题，也是每个时代、每个人必须

认真对待的生命课题。

冯骥才的《珍珠鸟》是1984年2月发

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哲理散文。通过

人鸟相亲的细腻描写和浓郁的诗意，不仅

显示出作家对自然、人生的挚爱之情，而

且令人感悟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

境界。冰心赞它：“这真是一篇叙事抒情的

好文章，“头”起得“带劲”，这“劲”中有无

限的喜乐；“收”得有“味”，这“味”中有深

澈的哲理。全文是短小、精练、细腻而又酣

畅……”

书中最难忘的是贾平凹的《写给母

亲》一文，抒发了深厚而又隐忍的思念亡

母的真挚情感，其言至平至淡，其情至真

至诚，读后感触万千，仿佛触动了心底那

根最柔软的神经，令人鼻头一酸，泪眼模

糊。“我觉得我妈还在，尤其我一个人静静

地待在家里，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我常

在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

很真切，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

过头去……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

话。读《给孩子的最美散文》就是和文学大

家的心灵在晤谈，给我们孩子们搭建起一

座精神殿堂，从而让文学美丽的星光照亮

他们心灵的天空，为他们打下“精神的底

子”。

1985年的某一天，一个12岁的女孩

给妈妈画了一幅画。画中，一个魔女带

着一只黑猫，骑着扫帚在天上飞，扫帚

一端还挂着收音机，收音机四周满是跳

动的音符。妈妈看了这幅画，心为之一

动，由此《魔女宅急便》就诞生了。这本

书第一册出版两年后就被宫崎骏纳入

改编计划，并于1989年搬上银幕。这个

妈妈角野荣子，因为女儿的一幅画而成

就了一个经典童话形象。

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品

的灵感都来源于孩子，孩子仿佛带着神

圣的奇迹来到这个世界上，打开了作家

妈妈或爸爸的眼睛，从而为这个世界留

下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经典。

你一定听说过“长袜子皮皮”，那个

名字很长、奇怪又有趣的小女孩。她满

头红发、小辫子翘向两边、脸上布满雀

斑、大嘴巴、牙齿整齐洁白。无论书里书

外，每一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爱上她。

这本书的作者是瑞典人心中“永远的童

话外婆”——阿斯特丽德·林格伦。《长

袜子皮皮》写作的缘起同样与孩子有

关：患病的女儿卡琳想要妈妈讲个故

事，妈妈问她讲什么，她随口说出了皮

皮的名字。1944年，林格伦在女儿10岁

的时候把皮皮的故事写了出来作为赠

给她的生日礼物。

1908年出版的《柳林风声》是英国

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

作家不仅以细腻典雅的笔调描绘了大

自然风光的诗意变化，同时萦绕在柳林

间的友谊与温情更是让人如沐春风。这

同样是一个爸爸写给孩子的故事。英国

作家肯尼思·格雷厄姆喜欢自然和文

学，业余研究动物和写作，很早就是一

位很有名气的作家。独生儿子6岁时，他

为儿子编讲故事，儿子听得入了迷，暑

假也不肯到外地去，他只好答应用写信

的方式把故事继续写给他看。1907年，

他写给儿子的一叠信成为《柳林风声》

的基础。

还有《爱丽丝漫游仙境》，作者刘易

斯·卡罗尔是个著名的数学家，卡罗尔

是他发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时首次

使用的笔名。他是牧师，终身没有结婚

未婚，但他非常喜欢孩子。爱丽丝·利德

尔的小女孩是一个教长的女儿，他喜欢

这个孩子。1862年7月4日，卡罗尔和朋

友带着利德尔三姐妹划着小艇溯泰晤

士河而上，从牛津至戈斯托旅游。在船

上，卡罗尔给爱丽丝讲了一个小故事，

后来，他把这个故事写成了《爱丽丝地

下历险记》的手稿，赠送给爱丽丝。再后

来，他把这部一开始只有一万八千字的

手稿扩充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并请

当时著名画家约翰·坦尼尔爵士画插

图。从此，这部神奇的幻想之书走遍了

全世界。

苏格兰小说家及剧作家詹姆斯·马

修·巴利有一次在肯辛顿公园的时候，

看到几个孩子拿树枝盖房子，拿泥巴做

点心，扮仙女、扮海盗，玩得很开心，于

是由此萌发创作游戏式童话剧的感想，

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诞生了。孩子是

天生的童话家，而作家不过是有幸遇到

故事的人。

在英国乃至世界卡通史上，有一个

著名的兔子的形象——彼得兔，这只亲

切可人的兔子给无数儿童甚至成人带

去了欢乐。彼得兔的创造者毕翠克丝·

波特是英国著名的儿童读物作家，她很

内向，是一个忠诚的自然环境爱好者、

保护者。1893年9月的一天，波特从前的

家庭教师的孩子得了重病，为了安慰

他，波特给他写了一封带图画的信，信

里有四只小兔子的故事。主人公彼得兔

是她宠物的名字。8年以后，她把信借回

来，整理成书。

《梦想家彼得》塑造了一个总是沉

溺于自己的世界里的小男孩，他经常做

白日梦。在大人眼里，他有点儿怪，但在

故事里，彼得就仿佛是我们自己。伊恩·

麦克尤恩是英国文坛当前最具影响力

的作家之一，他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每

写完一章，都会大声读给自己的孩子们

听。他希望这是一本可以让成年人也喜

欢的童书，他认为孩子读这些书时的快

乐，跟文学关系少一点，而跟爱关系多

一点。

“跟文学关系少一点，而跟爱关系

多一点。”很多了不起的童书，其实都因

爱而生、与爱有关。

《给孩子的最美散文》

贾平凹 等 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20年5月
ISBN: 978755944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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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给女儿的诗画融通美育
■ 李钊

灵感
来源于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