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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近年来，您在儿童文学的语文教育应

用领域做了不少工作。这次为什么选择做儿童诗

选本？

方卫平：谢谢您的关注。2000年底，应语文

教育家、学者王尚文先生邀请，我用了整整一年时

间，参加了《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的编写、统稿等

工作。曾有专业人士认为，《新语文读本》是五四

以来与“开明国语读本”并列的两种最好的语文读

本之一。坦率地说，参与这套读本的编著工作，对

我的人文观、语文观，包括儿童文学观等都有很大

的影响。从那时起，我对于儿童文学的阅读和教

学应用，一直也有所关注和留心。这些年来，我个

人选评的几种儿童文学读本，包括明天出版社的

《最佳儿童文学读本》（新版更名为《给孩子的阅读

课》）系列等，受到一些读者和出版界的看重和欢

迎。在这些读本中，其实就选入了不少我个人喜

爱的中外儿童诗作品。我在课堂上、讲座中谈论

儿童文学，也经常举到儿童诗、儿童诗课堂教学的

例子。

所以，当我接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邀约，

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倾情投入来选评这套中国童诗

精选读本《童诗三百首》时，其实，关于这个读本的

念头在我心里早已准备了多年。我希望从我个人

的童诗阅读经验和艺术标准出发，为孩子们选评

一套质量优秀、可读性强的童诗读本。我愿意把

我珍爱的这种阅读童诗的快乐，与读者朋友们一

道分享，因为我是如此享受它们带给我的快意，我

也相信，领略这份快意，懂得这份快意，本身也是

生命的某种珍贵的馈赠。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童诗三百首》出版后，在

“百班千人”等阅读活动中得到了孩子们和许多父

母、老师们的喜爱，也获得了一些同行的关注。一

些朋友对这些诗作呈现出的儿童诗艺术面貌和水

平表示赞许。四川诗人邱易东说：“方卫平教授选

评的《童诗三百首》改变了我对中国儿童诗的成

见。选编者的学术精神和工匠态度，把大量富有

儿童诗品格，题材新颖，有诗意，有孩童的生活画

面与情趣的作品遴选出来，汇成这一片星空，将会

改变儿童诗创作的生态环境，推动儿童诗创作回

归诗意，获得升华”。台湾诗人林焕彰在出版社的

微信公号上留言认为，这套童诗选本是“大制作，

震撼性的”。台湾诗人山鹰也留言说，“《童诗三百

首》终于出版了，希望她会像《唐诗三百首》一样，

永远流传下去，世世代代滋润我们童年的天空，让

童年如蝴蝶般翩翩飞舞”。

记 者：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童诗的艺术

性及其价值？

方卫平：在我看来，儿童诗这一样式，在儿童

文学的体裁门类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儿童诗是

诗，但它的面貌与我们一般理解中的诗歌，表面看

来又有很大区别。比如，一般诗歌的表意往往是

复杂、模糊甚至游移的，儿童诗歌则大多是单纯、

明晰、清澈见底的；一般诗歌的语言往往在寻求表

达方式的“陌生化”方面用力甚猛，儿童诗则大多

是用简单、日常的儿童式语言等等。但儿童诗又

明明白白的是诗。这个“诗”的性质和应有的水

平，并不因为前面加上了“儿童”这个缀语，就有所

降格或妥协。那么，儿童诗的“诗”语、“诗”境和

“诗”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诗歌艺术存在？它

是用什么方式，使得简单、日常、清明、童稚的生

活、情感、思想和语言素材，建成一座独特的诗歌

艺术的殿堂？这其中，可以琢磨的方面很多。简

言之，当诗歌艺术被重新放到人的生命之初、语言

之初的境况下，它的存在及其呈现方式，对我们来

说意味着什么，又带来了什么？

就此而言，儿童诗除了是写给儿童欣赏、阅读

的诗歌，还可能以其独特的艺术样貌和表现方式

成为现代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是一个日

常生活日益远离诗歌的时代。儿童诗的存在，对

于我们重新理解诗歌的日常艺术，理解诗歌之于

每一个人的意义，有着重要的、特殊的价值。这也

是我在选评这套《童诗三百首》的时候，试图表达

和怀有的一点想法与野心。

记 者：在语文教育中，童诗的阅读与写作具

有什么特殊意义？

方卫平：阅读和写作儿童诗是一个孩子最早

与诗打交道的一种途径和方式。与一般诗歌，包

括中国古典诗歌相比，儿童诗的特点和优长就在

于它是直接以儿童的生活体验、感受等为内容，以

儿童熟悉、亲近的日常语言为媒介，所以对孩子来

说，易读、易懂、易诵。《童诗三百首》出版后，开展

过“百班千人”等阅读教学的实践活动，老师和父

母们反映，不少孩子在活动前后的独立阅读或共

读中，就已经不知不觉背诵下了不少自己中意的

作品。这种背诵，严格说来不是“背”，而是自然记

忆。这就是阅读儿童诗的乐趣之一。

对于一个童诗的读者来说，一首诗歌是否能

够激起切身的阅读快感，应该成为自己走进童诗

的第一理由。这也是我希望这套《童诗三百首》能

够带给读者的第一份快乐。这些小小的诗歌中洋

溢着如晨光般纯净新鲜的语言感觉和生活滋味，

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造物之初，那个时时处处不乏

惊奇感的世界。一朵花、一棵草、一只虫子、一束

阳光，怎样形成一个丰足的世界，怎样值得我们认

真以待。一朵云、一滴雨、一片叶子、一声鸟鸣，怎

样从身外落到我们心里，怎样静默、长久而温暖地

住在那里。与一首好的童诗相遇，有如远行中遇

见一泓清泉，我们倦怠的身心在孩子般的新奇和

愉悦里舒展开来；我们也仿佛乘着童年的翅膀，轻

轻地飞翔起来。

至于儿童诗的写作，我个人认为，它既应该成

为小学语文写作教学的重要内容，也可以作为促

进儿童写作兴趣、培养儿童写作能力的重要途

径。儿童诗篇幅大多较为短小，适于在课堂教学

有限的时间内学习，也适于阅读和写作教学的同

步展开。在小学阶段，儿童诗的写作是孩子最能

够靠近实践的一种诗歌写作尝试。它可以培养童

年时代对诗歌、对文学的兴趣，也可以为孩提时代

的文学想象和创造提供一个绝佳的语言舞台。这

些年，我听过多堂小学语文的童诗教学课。记得

其中一次在金华开展的童诗教学观摩活动中，孩

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朗读、欣赏了一首儿童诗后，

学着诗中的“粘连”修辞手法，仿写诗行。孩子的

领悟力和创造力让我们大为惊喜，一些课堂即兴

的诗句创作，比原作也毫无逊色。

正因如此，我也想说，儿童诗的阅读和写作教

学对语文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老师要教孩子

阅读和写作儿童诗，首先要充分理解、领会儿童诗

独特的艺术面貌、内涵、价值、美学等。做到了这

一点，教师就能为孩子挑选出好的童诗，来开展阅

读教学，也能在童诗的欣赏和写作教学中，更精到

地分析作品，更好地指导孩子的阅读和写作。在

今天的小学童诗教学课堂里，由于长久以来的教

育主义观念影响，把儿童诗仅仅视作狭隘的教育

诗的做法，可能还十分普遍。我觉得，在语文教育

中推广儿童诗的阅读和写作教学，不但是供孩子

们走进文学阅读和创作世界的一道门槛，也为教

师的纯正文学观念和欣赏能力的培育提供了有益

的契机。

记 者：近年来，不少出版社都推出了面向儿

童的诗歌选本，比如北岛的《给孩子的诗》、叶嘉莹

的《给孩子的古诗词》等等，与这些选本相比，《童

诗三百首》有什么特别之处？

方卫平：北岛先生、叶嘉莹女士编选的选本，

都是希望把阔大、美好的诗与词的世界向孩子们

打开。与之相比，《童诗三百首》所选主要是一般

意义上的儿童诗，也就是写作之初就包含了明确

的儿童读者意识的诗。应该看到，孩子可以读的

诗是各种各样的，绝不仅限于现代意义上的儿童

诗。一些优秀的诗歌作品，尽管不是专为孩子写

的，但其语言、意象、内涵等都宜于儿童阅读接受，

就可以成为优秀的儿童诗歌读物，中外诗歌史上

都不乏这样的作品。不过，我编《童诗三百首》，主

要还是想做一个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儿童诗选本。

“三百首”的体量，每册百首，用来容纳我的阅读视

野中最受钟爱的那部分汉语儿童诗作品。这是我

多年阅读中积累下来的一些篇目。大部分作品是

在长期阅读中网到的佳作，也有的作品是偶然的

机会忽地遇上，像有缘分似的，特别难忘。

我把这300首童诗编为27个阅读单元，每个

单元前后分别加了导语和赏读文字。这部分内容

也费了很大的心思。既是为诗歌而写的单元导

语，我希望这些文字也能带上些诗的气质，而不是

添上平庸的盖头，反而有损作品的诗意。赏读部

分，希望能把这些诗歌最打动我的地方，比较准

确、充分地传递出来，同时也兼及关于儿童诗的艺

术、精神的一些思考。

儿童诗看上去清浅，其实很不容易写。亲身

写作儿童诗的作家，格外能体味其中的甘苦。古

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在

《童诗三百首》的赏读文字部分，也格外加强了关

于儿童诗艺术的细致分析。我期望，读完这300

首童诗的点评赏析，能够帮助有心的读者走进儿

童诗的艺术之门，帮助读者在怎么理解、欣赏、判

断一首儿童诗上，收获新的感悟。

记 者：在浩如烟海的童诗中，选出300首并

不容易。您的编选标准是什么？

方卫平：我一直认为，儿童诗有它自己独特的

美学。仅仅用一般诗歌写作的观念、方法去“套”

儿童诗的写作，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对于许

多年来儿童诗创作在语言等形式感觉方面单纯模

仿成人诗的写法，一直持比较审慎的态度。儿童

诗的语言、意象、意境等等的编织，当然可以是多

样化的，但总体上，它应该充分体现面向儿童读者

的考虑，即其语言、意象、意境、表意等，体现的都

是与童年生命、生活相符合、相适切的独特审美情

态，而不是用一些看似华丽的“伪”诗歌词汇来堆

砌雕琢。

所以，我选儿童诗，童年生活感觉的生动性、

趣味性，应该永远放在第一位。比如，一首儿童

诗，首先能够看出属于孩子的真实的日常生活内

容和感觉。由于童年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客观上

都还有限，一个孩子的日常生活构成，乍看往往

并不多么复杂。从“妈妈爱我”、“爷爷疼我”的

家庭交往，到“高朋友，矮朋友”、“男孩子和女孩

子”的社会交往，再到“迷路的星星”、“花儿一岁

了”的环境交往，一个小孩子看见和经历的，往往

也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这个“小”是它的客观体

量，却也是它独特的趣味所在。小孩子对睡觉这

个普通的生活行为发生好奇，由此表达“我真想/

一直睁大眼睛/看自己怎样睡觉”的愿望，是可爱

的；把大树站在地上一动不动理解为“他们站在那

里比影子玩”，是有趣的；看到“床下面是那么大”，

感到“不藏点什么真可惜”，是好玩的。我们会发

现，只要走进一个孩子的世界，就到处都是童年的

精神和趣味。

但与此同时，好的儿童诗一定不是简单地录

写孩子眼中的世界，而是透过童年的视角，发现、

呈现这个世界的独特诗意。比如薛卫民的童诗

《云朵和小孩》，由“云朵在天上玩耍/小孩在地上

玩耍”的想象，联想到“小孩玩累了，回家/云朵玩

累了，去哪？”是天真和童稚的想象，但里头蕴含的

那一点孩童的关切，那种个人生命向着阔大世界

的自然移情，正是存在的诗意。

因为“小”的缘故，很多儿童诗常常体现出一

种轻扬的趣味，这是儿童诗的一种基本美学趣

味。但我还想强调，“小”并不仅仅意味着“轻”。

在儿童诗的小世界里，在童年生活的小感觉里，轻

扬的趣味下还蕴藏着深厚的精神。而且，这是用

儿童诗的独特方式表达出来的“深厚”。

记 者：我看到，书中还特地选取了“孩子们

的诗歌”，与经典童诗相并立。如此安排出于怎

样的考虑？这些作品与成年人写的童诗有什么

不同？

方卫平：谢谢你的敏锐，我在《童诗三百首》的

序文中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对生活中哪怕最微不

足道的对象都充满惊奇的感叹、观看的兴致以及

温暖的同情，这本来就是我们生命里珍贵的天赋，

这种天赋在孩子们身上无疑表现得最为自然和深

刻。我相信“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儿童诗

把每个孩子固有的这种天赋和天性重新推到我们

眼前，重新召唤我们的共鸣与认领。这也是为什

么在这套诗集中，我还有意收入了几组孩子们自

己写的诗。这么做，不但是想让读者领略儿童之

诗的妙趣，也是想让更多的孩子们参与到童诗的

美妙写作中来。我想象，阅读这些诗歌的孩子也

许会想，诗歌原来是这样，我的生活中也有许多诗

嘛。这就对了。我相信，诗的世界对孩子们来说，

原本都是亲切的、日常的。他们是生活在这里的

原住民。这些由真实的童年口中吟出的自然之诗

让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的心中可能的确住着一个

诗的精灵。发现这个精灵、守护这个精灵，让它尽

可能长久地陪伴孩子们的长大，一定是一件了不

起的事情。

孩子们的诗与成人作者的童诗，首先都是

诗。相对而言，孩子们的诗在童诗的写作技巧、修

辞手法等方面也许并不十分讲究，但是他们在诗

作中所表达的对于生活、对于世界、对于自身的好

奇、理解、想象等，常常是无比自然、天真、甚至是

深邃的。例如6岁殷木子轩《对的，错的》中“爸爸

做错了是对的/我做错了是错的”对于成人与孩子

关系的揭示和质疑，7岁蔡澈《通湖路的榕树》中

“孤独地站着/看车来车往”的那棵老榕树，8岁何

肖飞《我是小牛》中“我是一头/被人牵着走的小

牛”所传达的现实童年的无奈，8岁吴导的《泥土》

中“我袒露一切/也埋葬一切”的思想力道，实在都

是有着属于童年、又超越童年的深刻力量的。

记 者：可否简单介绍一下当下童诗的创作

和发展现状？

方卫平：近些年来，童诗相较于过去的活跃和

热闹，也是有目共睹的。例如童诗创作在学校文

学教育背景下的方兴未艾，许多孩子在老师的带

领下从爱诗、读诗到仿写、创写，创作出了许多脍

炙人口的童诗佳作；近年来各种童诗选本、童诗集

成了继图画书之后的新的童书出版热点，“爆款”

频出，有的出版社把童诗出版作为战略板块来经

营；各种童诗微信公号、童诗阅读推广活动层出不

穷；童诗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文学“官方”、主流媒

体的视野，例如中国诗歌学会不仅在自己的微信

公号上专辟了“中外好童诗”栏目，还专门组织撰

写《童诗教程》，组织召开童诗研讨会。这些景象

是过去很难想象的。

童诗创作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

统意义上的童诗诗人，从前辈诗人任溶溶、圣野、

金波、樊发稼、张秋生、李少白、刘崇善到高洪波、

薛卫民、王宜振、邱易东、高凯、王立春、张晓楠、童

子等中青年诗人，他们构成了童诗创作的主要力

量，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中小学校园的孩子们、老师

们，他们是今天童诗创作的富有生气的方面军。

据我了解，目前童诗的发表园地、出版机会可能是

前所未有的，童诗的艺术拓展和丰富可能也是前

所未有的。诗人薛卫民说，“诗既是少数人的事，

诗又恩惠着所有的人”。今天，童诗似乎已不再属

于“小众”，我相信在未来，美好的童诗必将会更好

地播惠童年，映照未来。

理查德·斯凯瑞（Richard Scarry，1919-

1994）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美国儿童作家之一，

一代又一代的儿童都是看着他的“金色童书系列”

长大的。他的作品充满了日常生活丰富多彩的细

节，他的作品在全世界销量总量超过3亿册，已经

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各地出版。在他非凡的职

业生涯中，斯凯瑞创作了150多本童书，其中最受

欢迎的作品包括《忙忙碌碌镇》《轱辘轱辘转》《我

是一只兔子》《会讲故事的单词书》《我的第一本

书》以及《幸运的蚯蚓爬爬》。2012年，他被纽约插

画家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然而，斯凯瑞的作品有

一些从未公开发表过。

小理查德·斯凯瑞（Richard Scarry Jr.，

1953-）也是一名童书插画家，现在他以哈克·斯

凯瑞（Huck Scarry）的名字子承父业，延续父亲

“金色童书系列”的创作。

哈克有一段美好的回忆，那就是在儿时与父

亲并肩创作。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我很幸运

拥有一个非常幸福的童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

父母都在家陪伴我，如果我有问题随时可以去找

他们，他们为我排忧解难，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

他们一直在我身旁，他们就在那里。这是一种很棒

的感觉。我总爱躺在父亲工作室的地板上，他在创

作一本新书，而我捧着一本大大的速写本，在上面

画汽车、飞机，火车和拿破仑式的战斗场景。工作

室是个特别好玩的地方，放满了纸，颜料和刷子，

闻起来总是橡胶水泥和刚削过的铅笔的味道。”

在出版他的第一本个人作品《蒸汽火车之旅》

之前，哈克为兰登书屋做过各种绘画工作。“我记

得有些活儿不太容易，比如参与制作迪士尼和查

尔斯·舒尔茨的作品，不过这些都是很好的锻炼。”

他说。在那之后，他还为许多其他的出版商工作

过，包括Mondadori，Flammarion和 Prentice-

Hall。历经磨练之后，哈克开始以独立插画家的身

份继续他的艺术之旅。

“以我父亲的风格创作的想法来自我的老朋

友，Flammarion的前编辑MichelDuplaix，”哈

克说，“他向我父亲和我都提出了这个想法。从我

十几岁以来，我一直在帮助父亲为他的书上色。而

从上色到作画，我觉得这是很自然而然的推进过

程。不过，顺其自然并不代表这是一件简单的事。

“这对我一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克说。“我父

亲什么都会画，而且成品看起来总是那么简单，但

他的画作背后有很多功夫和巧思。而且，这不仅仅

是绘画，因为真正最具挑战性的是在作品中融入

父亲独特的幽默感和精神。他太疯狂，也太有趣

了，所以在我继续父亲的创作时，我也变得疯狂起

来，开心起来。当我描绘角色的时候，我可以放飞

自己，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就像我父亲那样。每

天画父亲的人物，好像父亲依旧陪伴在我的身旁。

我常常想起他，想起我们做过的事情。我仍然可以

听到他的笑声。”

哈克·斯凯瑞说，斯凯瑞世界的核心就是好

玩，并且各行各业的创作者都应该学会享受自己

的创作。“开心就好，”他说，“如果你对某些东西感

兴趣，并且你做得很好，它就会在你的作品中表现

出来，而且别人会觉得你很开心。我认为，如果你

在做创造性的事情，如果你喜欢这件事，如果你对

它充满热情，那么你的这份热情就会自然而然地

传递给他人。”

斯凯瑞希望孩子们能够喜欢上读书，帮助孩

子学会阅读，学会数数，成为有礼貌、互相尊重、优

秀的人，而最好的方法是用好玩的方式教会他们。

通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或幽默的图画，以寓教于乐

的方式给孩子讲这些道理，让孩子们自然而然地

接受信息。这就是斯凯瑞的秘密，是斯凯瑞童书背

后的基本元素。此外，不仅是斯凯瑞童书，所有童

书作者和画家创作童书的基本要素就是培养儿童

的想象力，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看到思维方

式和答案有细微差别。世界不只有黑白两面，而是

一个多面体，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书籍能够

传达这一点。

关于纸质书的独特性，哈克展开地谈了他的

观察与想法。他认为，书也是父母和孩子彼此沟通

的绝佳平台。睡前读书是很重要的一项活动，父母

和孩子可以舒服地依偎在一起读故事书，互相拥

抱、亲吻、感受彼此的温暖、用眼睛和手指在书页上

跳舞，讨论在书上看到了什么好东西。童书有培养

感情的作用，这与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的游戏完全

不同。玩手机时，孩子孤零零地盯着屏幕，他感受不

到父母的温暖，缺乏与父母的互动，这就是书和平

板电脑之间的巨大差异。读书是一个让孩子与父

母一起触摸和感受实物的机会。

今年对哈克来说是尤其忙碌的一年，为了庆

祝父亲的百年诞辰，他在世界各地筹办了多场关

于父亲的生活和文化遗产的展览。据报道，在4月

1日至4月4日举办的意大利博洛尼亚书展上，哈

克出席了斯凯瑞读者见面会并与大家分享了关于

父亲的回忆。不仅如此，今年书展的主宾国瑞士还

将“斯凯瑞金色童书系列”作为引进经典图书进行

了特别展示。此外，博洛尼亚书展还策划了一场在

阿奇吉纳西欧宫图书馆举办的斯凯瑞百年诞辰纪

念展。

5月11日，哈克来到了在中国北京举办的小

读者见面会，并出席了斯凯瑞百年诞辰纪念展暨

开幕仪式。5月11日至6月1日，蒲公英童书馆联

合北京乐成中心举办“金色童书·金色童年暨

斯凯瑞诞辰100周年纪念展”。作为今年博洛

尼亚国际插画展中国巡展的展中展，本次纪念

展会在京沪等地巡回展出。

在中国的巡展结束后，6月1日，哈克来到了

英国萨默塞特郡，在布鲁顿镇的豪瑟与沃斯画廊

举办了一场亲子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孩子们能够

尽情探索斯凯瑞忙碌的动物世界，还能听到哈克

本人的演讲。活动展出了从未公开过的原画、书

样、草图和斯凯瑞的个人照片、效果图和一闪而过

的灵感。另外，豪瑟与沃斯画廊为了纪念百年诞

辰，在7、8月份还推出了一系列受斯凯瑞启发的、

面向学龄前儿童的讲故事活动。

今年，哈克一直在四处参加各种纪念活动。意

大利和芬兰也是斯凯瑞金色童书系列非常受欢迎

的国家。虽然斯凯瑞的作品进入中国的时间比较

晚，但在中国已经有了非常忠实的读者。哈克很高

兴看到父亲的作品能够在全世界触动这么多人的

心灵，影响几代人。

“保持创作乐趣的秘诀是享受创作本身”
□曾心仪

哈克哈克··斯凯瑞斯凯瑞

理查德理查德··斯凯瑞斯凯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