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刘吉慧老师给孩子们介绍作品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劳
动
者
周
末

社
会
纪
事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版
式
校
对

吉
言

14
2019年
6月29日
星期六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图

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 近年来
周敏除了坚持创作之外， 常常利用业
余时间， 义务走进各中小学校园， 用
讲座和交流的方式， 与她的小读者们
互动。 她致力于参加各种普及和推广
儿童文学的公益活动。 周敏说， “我
希望通过这种交流， 在孩子们心里种
下文学的种子， 让他们充分感受到文
学的无限魅力。”

从编辑到作家， 用创作分享
儿童文学的魅力

自小就喜欢读书， 爱好文学的周
敏， 算是一个 “半路出家” 的儿童文
学作家， 多年从事儿童文学刊物编辑
工作的经历， 让她拥有较为深厚的文
字功底和较强的语言驾驭能力。 在长
期从事职务创作之余， 周敏也在尝试
创作短篇的文学作品， 零零散散地在
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小说、 童话等。

周敏钟情于儿童文学， 不仅是因
为与她的工作有关， 更是因为她深知
儿童文学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怎样深
远的影响。 “文学总能在润物细无声
中影响和改变人的想法 ， 引人向善 ，
诱人深思。” 周敏告诉记者， 她的文
学启蒙就是在很小的时候， 看书、 看
杂志、 听广播……她总能通过各种途
径， 获取文学的力量， 并享受其中。

“我希望更多的孩子跟我一样 ，
可以亲身感受文学的魅力， 这将成为
受益一生的财富。” 周敏鼓励孩子们从
小阅读童话， 在想象力中， 构建属于
自己的童话世界。 “我的第一篇长篇
小说出版于2014年， 那是部关于梦想、
爱和自由的童话———《维克多的焰火》”
周敏说， 五万多字的童话， 让她 “鏖
战” 了很长时间。 但当小读者们捧着
这本童话爱不释手时， 她才真正感受
到创作是在分享文学魅力和感悟。

《维克多的焰火》 中， 周敏用灵
动、 奇幻、 妙趣给孩子们讲述了很多
生活道理， 该书也被评为国内原创儿
童文学新经典。 这也成功开启了周敏
创作更多长篇儿童文学作品的欲望。

作品出炉， 就成为学生手中
的热门读物

除了 《维克多的焰火》， 周敏还著
有长篇小说 《北京小孩》 《红柳花开》
等。 “这两部小说， 算是我的最新作
品。” 在作家进校园活动中， 周敏的作
品提前两天发放给了学生们。 在交流
中 ， 她惊喜地发现 ， 短短两天时间 ，
已经有很多学生读完了她的书。

周敏并不是一个高产作家， 但她
的作品部部都是良心之作。 《红柳花
开》 是一部讲述 “京疆小记者夏令营”
活动里发生的故事 ； 而 《北京小孩 》
则历经三年多的创作时间， 讲述了初

一女生晓萱临危受命出任临时班长 ，
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带领全班获得
“红星班” 荣誉的故事， 是一部现实主
义题材的儿童成长小说。

“学生们喜欢读， 是因为故事就
发生在他们身边。” 周敏的作品细节丰
富， 语言鲜活， 贴近现实， 既细致入
微地状写了少年们的心理、 情感成长
轨迹， 更浓墨重彩地揭示了他们追梦
不止的 “红星” 精神， 洋溢着青春生
气与昂扬正气。 这样的作品， 孩子们
怎会不喜欢？

记者了解到， 除了热销， 周敏还
将自己的作品送到山区学校， 免费送
给那里爱好文学的孩子们。

定期进校园交流， 让孩子感
受文学的力量

对于致力于普及和推广儿童文学
的周敏来说， 她的创作始终具有某种
“担当” 的 “使命感”。 周敏十分珍视
每一次与读者之间的交流， 一年十几
次的义务进校园活动， 让她最真切地
走到了小读者的身边。

“事实上， 当面与学生交流阅读
感受， 这对一名作家来说， 是极为难
得的机会 。” 周敏在讲座中 ， 满脸笑
容， 既分享自己阅读童话的体会和感
受， 又一同分享阅读方式和方法。 在
互动环节中， 周敏则耐心地为孩子们
解答了 “创作背景 ” “人物的原型 ”
以及 “创作灵感的来源” 等问题。 并
通过小游戏， 启发和引导孩子们发挥
想象力。 周敏勉励大家， “想象力比
知识更重要。”

随着交流的深入， 主题讲座已经
跳出了周敏自己的作品， 她分享着自
己关于文学独到的见解和追求， 传递
着无形的文学力量。 正如一个小朋友
在分享中说的那样， “作品中的主人
公就是我们的榜样 ， 我要向她学习 ，
变成更好的自己。”

在孩子心里种下文学的种子

“阿姨， 这个画是我画的， 是送
给妈妈生日的。” 近日， 在一书阁童
心感恩少儿书画展现场， 一位小朋友
指着一幅画兴奋地说。

“一书阁始终在做的， 就是以自
身力量弘扬传统文化， 用自身教育让
更多的孩子加入到弘扬传统文化的行
列当中。 15年来， 我们的感恩教育理
念不变如初。” 据一书阁文化艺术学校
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书阁童心感恩展
是一年一度的大型展览， 今年已经是
第15届， 展出的作品皆是热爱书画的
孩子们创作而成。 此次少儿书画展北
京站的展会理念， 就是 “感恩”。 教会
孩子感恩国家， 感恩父母， 感恩老师，
不忘以己之力回馈社会。

据了解， 一书阁文化艺术学校于
2004年创办， 一直坚守 “全心全意帮

助孩子用书画去感恩” 的宗旨， 至今，
童心感恩展已在北京、 南昌、 长沙等
城市开设100余家教学基地。 此次， 展
出的少儿书画作品达4000幅， 书画展
包含书法和美术作品， 形式多样。 篆
书、 隶书、 行书、 楷书、 草书一应俱
全； 水墨画、 水粉画、 水彩画、 手工
精品琳琅满目， 内容积极向上， 充分
表达了学生们的感恩之情。 趁着周末，
让大家在逛街消暑的同时， 共享这场
书画盛宴， 品读孩子们的世界。

记者看到， 当天观展者络绎不绝
地来到展会现场， 不少家长都带着自
己的孩子来观看这场书画展。 许多孩
子完成作品后， 还都让家长给照个纪
念照， 脸上满怀着喜悦和自信。 一位
小朋友指一幅名为 《渔舟唱晚》 的画
作开心地说： “这就是我画的！”

“这些书画作品大多是由孩子根据
老师提供的选题来自行创作的， 给予
孩子们发挥创意的无限空间。 书法和
歌舞才艺的展示， 更是对孩子们的一
种鼓励， 增加他们自信心！” 北京校区
的刘吉慧老师说。

现场除了书画作品供观展者鉴赏
外， 还设立了游戏区、 体验区和舞台
区 ， 让观展者能够充分体验到乐趣 ，
释放孩子的童真 。 新奇好玩的游戏 ，
让孩子们脱离手机 ， 收获纯真童趣 ；
而独特的扇面书写、 风车涂绘、 手工

DIY等体验内容则让孩子们能在现场
参与到创作之中， 趣味无穷； 除了书
画， 一书阁的孩子还兼备了歌舞才艺。
他们在舞台上或是一展歌喉， 或是翩
翩起舞， 舞台下掌声不断。

“展览组织得非常用心， 不只是单
纯的书画展览， 还有体验区和娱乐项
目也融为一体， 让家长不仅能在展览
中检阅孩子的所学所得， 发现并挖掘
孩子的潜能 ， 也再造了一个 ‘亲子
节’， 更重要的是孩子们学会了感恩。”
在游戏体验区一位家长说。

一书阁15年绘画感恩教育
童心妙笔

□本报记者 博雅 文/图

前不久， 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学讲座在密云区河南寨中心小学拉开帷幕。 儿童文学作家周敏走进校园， 举办了一
场主题为 《童话与想象力》 专题讲座， 与200余名孩子一起分享了阅读和文学创作的乐趣。

作家周敏：

▲孩子们在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