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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资讯INFOS

为促进乡村儿童发展， 助力
乡村振兴， 激发广大少年儿童的
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强国之梦，
日前，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原
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北京中央
美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支持的
《童画中国梦·乐绘新农村———献
礼二十大，乡村儿童主题艺术展》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幕。

据悉， 此次乡村儿童主题艺
术展展品均来自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项目受益地区，《多彩中国》
《板栗之乡》《高岭银杏古村》……
一件件展品呈现的不仅是乡村儿
童用画笔记录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中的美丽乡村， 更勾勒出了
新时代乡村儿童全面发展历程。

此次乡村儿童艺术展围绕
“家乡新变化”这一主题，选取了
来自“爱加餐”项目，“童伴妈妈”
项目河北、河南、湖北、江西、贵
州、四川、云南等七个省不同受
益地区的 60 余位乡村儿童作品
参展。 这些乡村儿童以手中彩笔
把自己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融汇
到绘画作品之中。 透过这些作
品，参展观众可以从乡村儿童视
角出发捕捉到美好生活，看到来
自田野的创意、 家乡的印记，还
可以看到百花齐放的民族艺术、
赤诚辽阔的时代祝语。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人是重
要因素，儿童是重中之重，乡村
儿童更需要公平发展的机会。 保

障乡村儿童全面发展既是检验
乡村振兴成果的重要维度，也是
保证乡村振兴成果可持续可巩
固的重要前提。

持续关注乡村地区儿童发
展多样化的需求，中国乡村发展
基金会以乡村儿童主题艺术展
为平台，鼓励和引导乡村儿童积
极参与美育活动，提高少年儿童
审美和人文素养，探索出了一条
独具特色的美育帮扶之路，有效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据了解，乡村儿童主题线上
艺术展在高度还原展览实感的
同时，还增加了语音互动、留言
评论的功能。 每幅作品的背后都
藏着乡村小朋友们创作时的所

想所感，按指引点击作品就可以
收听作品背后的故事，还能留下
祝福，和大山里的孩子们进行一
场虚拟但有温度的互动。

一直以来，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聚焦乡村儿童需求短板，瞄
准儿童与福利、 儿童与健康、儿
童与教育等方面，持续开展“童
伴妈妈”“爱加餐”“爱心包裹”

“加油未来”系列项目，积极投身
于中国乡村儿童公益事业建设
与发展，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促进儿童发展、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的经验，力争在共同富
裕的道路上不让乡村儿童掉队。

此次乡村儿童主题艺术展不
仅从少儿艺术的角度展示了乡村

振兴背景下新农村的风貌，同时也
饱含对中国乡村儿童未来成长的
思考与期待， 通过多样化的呈现，
进一步深化认识、凝聚共识、汇聚
力量，营造全社会关心参与乡村儿
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浓厚氛围。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
书长秦伟表示，“此次主题艺术
展旨在为乡村儿童提供一个更
为广阔、开放的展示平台，绽放
新时代下乡村儿童的正能量，同
时也为社会各界提供一个跨地
域、 跨空间了解乡村儿童的窗
口， 让更多人关注乡村儿童发
展。 我们期待，与社会各界共同
努力，为新时代乡村儿童事业发
展做出更多贡献。 ” （李庆）

乡村儿童主题艺术展：

为乡村儿童提供更为广阔开放的展示平台

培养“终身学习者”，从陪孩子读一本书开始

上世纪 60 年代的山东高
密，一个热爱文学的孩

子为了从邻村的孩子手里借一本
《封神演义》， 替人家拉了不知多
少圈磨； 他挑灯夜读被煤油灯烧
焦过头发； 为了找书被马蜂蜇得
满脸红肿。 文字极大地填充了他
童年的精神世界。 23 岁时，他开
始创作自己的小说， 十几年里积
累的热情，被构建成崭新的故事。

这是莫言踏上文学创作之
路的开端。

童年时代画册上的一只萤
火虫，也许能激发一个未来的昆
虫学家探索自然的兴趣；小时候
读到哈雷彗星和地球每隔 76 年
一次的握手，将来或许也想亲自
探索浩瀚的宇宙。 阅读让儿童透
过文字看到辽阔的世界，对人的
一生都有引领性的影响。

然而，据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原中国扶贫基金会）、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发
布的《乡村儿童阅读报告》披露，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高达 74%的
受访乡村儿童一年阅读的课外
读物不足 10 本。 家长在阅读引
导上也普遍缺席，能陪伴孩子阅
读的父母甚至不足一成。

带动儿童阅读，不仅需要提
供丰富的物质资源，还需要家长
的有效沟通和教师的良好引导。
在这一呼声中，自 2019 年开始，
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东风日
产、南方周末共同发起的“阳光
关爱·i 读计划”公益项目扎根乡
村大地， 一方面捐建智能阅读
室、捐赠图书，另一方面累计邀
请 40 余位科教文体领域嘉宾和
众多社会志愿者， 为乡村儿童、
家长和教师讲授超过 460 节课
程，持续推动儿童阅读教育。

儿童阅读意义重大， 也任重
而道远。老师应该怎么引导？家长
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孩子又应
该怎么读？针对种种困惑，我们从
“阳光关爱·i 读计划”四年积累的

丰富课程资料中， 精心剪辑出一
套“儿童阅读教育进阶课”，并面
向全国免费开放， 希望能帮助更
多儿童通过阅读走进辽阔世界。

时刻带着思考和好奇

书应该怎么读？ 这套进阶课
给了孩子这样的答案———要观
察，要思考，不要被束缚。

知名原创绘本作家熊亮这
样解释他对儿童绘本的理解：
“绘本传递的是艺术家内心擅长
的最好的东西，用简单生动的方
式表现出来。 ”

读绘本其实并不简单。 在进
阶课中，熊亮带领孩子们阅读了
他创作的《小石狮》，故事从铺满
两个整页的石狮子的巨像开始，
犹如电影镜头逐渐拉近，画面放
大了狮子的眼睛。

熊亮问，这只石狮子大吗？
孩子异口同声地肯定。 但故

事的下一页出人意料， 原来石狮
“个子比猫咪还小”， 小到老婆婆
一只手就能把它握住。“大”与
“小”的对比是重要的一课。 大与
小并不绝对，阅读也是如此，第一
眼看到的并不意味着一定准确。

给孩子的课程不仅涉及文
学，也有天文、物理、考古……研
究整个宇宙和阅读有何关系？
“物理是贯通的，”中科院物理研
究所副研究员罗会仟告诉学生，

“科学的起源是把看到的现象记
录下来，阅读的时候也要记录下
你看到的和想到的。 ”

阅读并不是为了“识字”

除了熊亮和罗会仟，该系列
课程还邀请了清华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张秋、成都书语阅读推广
讲师蓝玉华，以及众多有多年公
益阅读推广经验的志愿者。 他们
不但教授阅读的方法，也教老师
和家长们如何带领孩子将“阅
读”转化为“表达”。

在对家长的课程中， 蓝玉华
把“亲子共读”划分为三个阶段：
学会阅读、喜欢阅读、成为终身阅
读者。 带孩子读绘本并非照念文
字。 阅读引导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是让孩子提问，发表自己的观点。

如果孩子的“十万个为什
么”把家长问住了怎么办？ 蓝玉
华建议：“科学的回答不是最重
要的。 家长需要和孩子一起探
索，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

这种学习能力并不等同于学
校里的学习和考试。没有正确认知
的家长往往用“指读”教孩子识字，
希望孩子能够逐渐自主阅读。实际
上，“绘本阅读并不是为了识字”，
蓝玉华纠正家长们的观念，“孩子
们必然要经历‘听得懂、看不懂’的
阶段，这有利于培养语感。 家长陪
着他们慢慢听、慢慢读就好”。

当“陪伴”成为习惯，孩子也
就能够喜欢上阅读。 这和不同年
龄儿童的心理特征有关。 低年级
孩子的生活重心是老师，高年级
孩子的生活重心是朋友，和父母
的距离日渐疏远。 但共读可以实
现情感的体验。 当孩子喜欢阅
读，进而成为终身阅读者，也就
成了终身学习者。

儿童阅读习惯的培养需要
家校共建，面向老师的课程则更
偏专业操作。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东风日
产爱心车主王彦方具有多年的阅
读公益推广经验，她在进阶课中将
“教师指导阅读” 的准备工作概括
为：收集作者资料、收集书籍信息、
收集相关的影视和音乐作品。“作
者获了哪些奖、他的成长经历……
老师要给学生一个预习单。 ”

阅读的过程需要伴随着问
题推进。“老师需要用问题刺激
孩子思考，但不是简单地提问，”
王彦方进一步解释设计问题的
重要性，“老师要做好文本的处
理，分章节组织孩子记录，有些
是填空题， 有些是开放式问
题———它们没有标准答案。 ”

这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正
是训练思考能力和信息提炼能力
的关键。所有问题的答案串联在一
起， 就形成了孩子对整本书的认
知，这些认知并不必人人相同。

孩子、父母、教师，三位一体
的课程结构围绕着一个
共同的中心———儿
童成长的过程中，
始终需要保
持思考和
好奇。

从云上，惠及更多人

儿童阅读教育进阶课的内
容，均来自“阳光关爱·i 读计划”
四年来在众多乡村小学的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四年来，“阳光关
爱·i 读计划”已先后走进全国 13
个省份，建起 16 间“东风日产阳
光关爱阅读室”， 捐赠超过 5 万
册全新图书，它们是鼓励乡村儿
童阅读开始的第一步。

除此之外，阅读室还配备了数
字化图书借阅管理系统，每位师生
都有一张专属借阅卡，让阅读偏好
与需求真正做到有“据”可依。“阳
光关爱·i读计划”还对过往开展活
动的乡村小学进行持续帮扶，这些
工作和孩子们的阅读一样，需要习
惯和坚持，久久为功。

正如一位志愿者在课程中
说，培养儿童的阅读“就像种下
一颗种子”， 这些工作都需要长
期坚持，方能长成参天大树。

线下的足迹远远不够，中国有
近 3亿儿童，也就意味着有 3亿颗
种子等待着以恰当的方式被种下。
如今， 这些线下课程中的精华部
分，以线上进阶课的形式在云端呈
现，不仅覆盖乡村儿童，也延伸到
更广泛的城市学龄儿童中间。

这正是“阳光关爱·i 读计划”
公益项目四年来一直期待的———

让一切心存好奇和
梦想的孩子，在这里
看见未知的新鲜领
域，掌握和知识对话
的秘诀。
（据《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