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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套版画而打造一个艺术展览，这个看似疯狂的想法在艺仓美术

馆得到实现。5月19日，“圆明园·绝美秘境大展”在艺仓美术馆B1层揭

幕，圆明园西洋楼宫殿以全数字360度环景方式重现。 □记者 周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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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之光

建设书香社会，离不开全民阅读。书

籍这么多，看什么？怎么读？处于读者和

书籍之间的阅读推广人，无疑是阅读推广

中的重要的一环。

上周，浦东图书馆 2017儿童阅读推广

人培训班开班，近200名有志于成为“儿童

阅读导师”的市民，成为了这个特殊课堂的

学生。2015年至今，浦图已连续开展了三

期儿童阅读推广人和两期数字阅读推广人

培训班，先后培训了逾 400人。这个对培

训者完全免费的项目，不仅为浦东及全市

输送了一批阅读推广人，还在培训内容、课

程体系设计等方面谋求创新与突破，为上

海的阅读推广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培训课表扩容
新增科普阅读课程

“自从我做了爸爸，孩子经常会问‘为

什么’。可是有很多自然科学问题我并不

了解，往往会被孩子问住。”一名爸爸学员

这样说。上周二下午，儿童阅读推广人培

训班的课程主题是“如何评价少儿科普读

物的优劣”。

这堂课的主讲人，是国内科普圈“网

红”：科普作家、“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科

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史军。面对学员

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在孩子心中，父母就

是知识最渊博的人，但必须要做到‘不知为

不知’。家长可以找人问、查资料，身体力

行告诉孩子正确的求知方式，即便回答错

了也要及时更正。”

相比于前几期的儿童阅读推广人培

训，科普阅读推广是本期新增的课程内容，

史军的诸多观点让在场的近200名学员耳

目一新。

一名学员表示，她曾向一群三四岁的

孩子讲解绘本《好饿的毛毛虫》。绘本中有

一段毛毛虫在茧里待了两星期、等待羽化

成蝶的情节，她问孩子们：“两周是多久？”

小朋友七嘴八舌，有的说十年，有的说一百

年，有一个孩子甚至说，毛毛虫待了一万五

千年！“我感觉非常惊讶：不仅是因为他知

道‘万’这个概念，而且这是一个多么诗意

的想象。”她肯定了一万五千年的说法，却

在第二天被园长叫去谈话。园长认为这是

误导幼儿，还发动老师去给孩子纠错。这

名学员为此很是困惑。

“在讲解科学问题时，阅读推广人可以

用一些夸张的手法。但就任何一个科学知

识点，讲解时必须要严谨，科学的东西容不

得半点马虎。”对此，史军表示，向幼儿传达

两周的概念，可以换一种不显得生硬的说

法，“比如说吃了14顿早饭，晚上睡了14次
觉，孩子就更容易理解了。”

关于科普在整个少儿阅读推广体系中

的重要性，史军认为，与少儿文学阅读推广

相比，少儿科普工作娱乐性弱、见效慢，现

今仍是薄弱一环，但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

重要：“这能够培养孩子寻找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习惯。”

“我们补上了科普这一关键一环，但它

并不是唯一的着力点。”浦东图书馆阅读推

广工作相关负责人杨飞介绍，今年的课表

中，除科普外还新增了《绘本与美育》课

程。著名画家姬炤华向学员传授绘画艺术

美育的经验。杨飞透露，除了增加科普、美

育（视觉、听觉）等内容，还考虑拓展儿童诗

歌等多体裁的阅读推广内容，进一步完善

培训的课程体系。

名师走上讲台
社会力量助力全民阅读

2014年底，浦图成为上海市图书馆学

会阅读推广人培训项目的试点单位。摸索

科学的培训模式，使培训更有针对性与实

操性，一直是浦图该项目组织者不断探索

的方向。2015年第一期培训中，浦图推出

图书馆服务、人文素养、儿童教育和心理

学、文献与阅读、活动策划与推广、观摩阅

读推广活动等课程，2016年第二期培训中,
调整设计了国内儿童阅读推广生态概览、

读书会的组织、绘本学习与作品赏析、儿童

文学的发展与评价、儿童心理与生命教育

等课程，而在第三期培训中，新增的课程则

展示出这样一个理念：儿童阅读推广不再

仅聚焦于学龄前儿童的绘本，还通过引入

科普与美育，力图满足小学生等人群的更

高层次阅读需求。

杨飞介绍，三年来浦图阅读推广人培

训项目通过联动社会资源，师资力量越发

壮大：故事妈妈讲故事、蒲蒲兰绘本馆等沪

上知名的儿童阅读推广机构和个人成为合

作伙伴，而上海、杭州、深圳等市级少儿图

书馆，以及清华大学、北师大、华师大等高

校的相关专家学者，也曾担任讲师或现场

观摩。

有志于阅读推广的社会群体，也在这

个平台上集聚成长。令人惊讶的是，三年

来报名阅读推广人培训的，不仅有图书馆

馆员、幼儿园及中小学教师，还有逾三分

之一的学员都来自与教育和阅读无关的

行业。“我报名，就是想知道，如何更科学

地引导孩子爱上读书。”学员姜女士是一

名企业负责人，她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深感阅读的重要，而这一培训则给了她更

多惊喜，“我原本想学习解决具体问题的

具体方法，没想到学到了一整套阅读推广

的方式。”

杨飞透露，五月受训的近 200名儿童

阅读推广人培训班学员，将各显神通开展

一段时间的阅读推广工作，并在半年后接

受专家评议。通过评议且成绩优秀的学

员，将获得阅读推广人资格证书。未来，浦

图还将强化阅读推广人的实训管理，并推

动学员与阅读推广机构的合作，让培训成

果惠及更多市民。

■本报记者 曹之光

“小朋友，请看着这幅画讲一个故

事吧……”“家长，您已为孩子报了这么

多培训班，每周再新加半天课，孩子能

忙得过来吗？”5月21日下午，浦江学堂

2017年度招生面试在浦东图书馆举行，

260多名小学低年级学生及其家长，争

取“知图班”“知心班”“知惠班”的近百

个免费培训名额，录取率不到四成。一

个免费的公益培训班，为什么这么热？

浦江学堂是由著名文化学者、《百

家讲坛》主讲人、上海开放大学教授鲍

鹏山创立的公益性教育培训机构。

2013年，浦江学堂在浦东图书馆开出

首个班级“克图班”，过去 4年来，已在

上海、武汉、芜湖、常熟、北京等城市开

出20多个班，600多名学员遍及全国。

浦江学堂规模迅速扩容，入学竞争

没有因此降温，反而愈发激烈。5 月

初，浦江学堂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今年 9
月开班的三个班的面试报名。“在浦东

图书馆授课的‘知图班’，有120个面试

名额，短短 20分钟就被‘秒杀’了！”浦

江学堂总务长杨长彬介绍，这种热度已

是每年招生的常态。

冲着鲍鹏山与浦江学堂的名气，家

长怀揣热切期望。浦江学堂的办学者

却更期待理性思考的志同道合者。在

面试前，鲍鹏山特意在浦图举行招生说

明会，为家长“灭火”：“家长是孩子‘言

传身教’的榜样。我心目中学员的家

长，是能够全身心支持浦江学堂教育理

念，而不是‘走马观花’，只是想带孩子

来体验下浦江学堂是什么样的。”鲍鹏

山表示，浦江学堂以《论语》《孟子》《大

学》《中庸》等经典为教材，传授的并非

是单项的知识或技能，而是价值观与是

非判断能力，以此直抵教育的最核心价

值：安身立命。

“每个周末，您的孩子必须抽半天

来上浦江学堂的国学课，而且要确保至

少三年的出勤率，这必须要有家长的全

力支持。”鲍鹏山认为，浦江学堂所践行

的系统性教育模式，定制了“3+2+N”

五年学制，“前面不学，后面听不懂”，使

插班就读成为不可能。一个学员放弃

就读，等于浪费一个免费的培训名额。

鲍鹏山再三强调：“浦江学堂是一道免

费午餐，您吃掉可以，倒掉是绝对不可

以的。请家长一定要想清楚，您和孩子

是否能坚持学5年。”

正因为如此，浦江学堂的面试对象

是孩子与家长，以此寻求更多教育的志

同道合者。事实上，浦江学堂在过去 4
年来，已经集聚了一群志同道合者。鲍

鹏山透露，浦江学堂90%的日常管理工

作，现由浦江学堂的数十名学员家长负

责。浦江学堂总务长杨长彬原本是一

名企业家，如今却把绝大部分精力投入

到浦江学堂。杨长彬强调：“做教育，我

们是认真的。”

正是有家长及社会各界的支持，浦

江学堂的发展之路走得越发宽阔。预

计到今年 9月，浦江学堂将在上海、深

圳、合肥等地新开20多个班，届时将有

近 50个班同时授课，学生规模超过千

人。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 见习记者 郑

峰）日前，一座小小的红色木屋，出现在芳

甸路上海证大大拇指广场。不少市民一

手捧着书本，一手牵着孩子，在木屋前排

队，就是为了等待那一刻：和孩子一起，把

书本放进小木屋中，将一份知识的馈赠，

送给那个不知名的“他”。

“我们号召市民每带走一本书，再在

木屋里留下一本。”上海证大大拇指广场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悦读·大拇指”图

书共享计划，旨在通过社区居民以书换书

的运作模式，促进闲置书籍的利用，并拉

近彼此间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活动以“书屋不上

锁，取书不登记”的设计，不仅为市民提

供了无门槛的参与方式，也是对社区文

明程度的一次测试。图书共享计划将长

期进行。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5月 23日，

上海·别府友好交流五人书画展在上海

吴昌硕纪念馆落幕。这个特殊的展览，

不仅集中了5位在中日两国享有很高声

誉的书画家的佳作，更是中日文化交流

友谊之树长青的见证：93岁的日本前首

相村山富市，日本别府美术馆馆长、87岁
的西村骏一先生，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

97岁的高式熊老先生等中日两国老一辈

艺术家，都专门为此次展览捐赠了作品。

参展本次展览的 5位书画家，在中

日两国都享有很高声誉。日方书画家

中，西村骏一为别府市美术馆馆长，荒

金大琳为别府大学名誉教授、大分县书

美术振兴会理事长、别府市美术协会会

长。中方书画家中，吴超、吴越为吴昌

硕曾孙，梁进青则是上海著名油画家。

开幕式上，荒金大琳向吴昌硕纪念馆赠

送了一幅书法作品，内容为吴昌硕所作

诗歌《晓渡黄浦》，他表示：“今年我 70
岁，已经学习吴昌硕艺术50年了。我因

为吴昌硕爱上了中国。”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本次展览正

是浦东新区与别府市推动中日民间友

好文化交流的最新成果。”浦东新区区

委宣传部副部长赵瑞春表示。据了解，

1997年，经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介

绍，吴昌硕纪念馆与别府大学开展友好

交流。同年，两地艺术家在浦东举办了

“庆祝香港回归”书画展。此后20年来，

浦东与别府两地交流逐步深化。借助

吴昌硕艺术在中日两国间的影响力，浦

东与别府已在文化、教育、旅游、经贸友

好合作等方面有诸多合作。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灵感来自

240年前乾隆年间留下的《圆明园西洋楼

二十景铜版画》，此套版画世上仅存一

套，将圆明园西洋楼的屋顶、草坪等细节

刻画得非常细致。策展人温怡宁在看到

这套版画时，便希望将圆明园西洋楼建

筑群中西合璧的特色呈现给当代人。最

终，在两岸三地 10多位专业动画师与历

史文献研究员的通力合作下，通过电脑

重新勾勒出西洋楼六栋宫殿与喷泉建筑

在240年前的立体原貌。

进入展馆，观众首先便被长10米、高

4米的 3D光雕投影剧场吸引了注意力。

通过多个投影仪的组合投射，这个立体

剧场循环播放一段5分钟的影片，以声光

电结合的形式，重现了圆明园从无到有

的建造过程，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辉煌

时期，以及火烧圆明园的历史。

展馆内另一个亮点是VR体验区,展
现“谐奇趣”南北面宫殿的 3D雕刻模型

及VR虚拟实境。“谐奇趣”是圆明园西洋

楼群内第一座完工的欧式水法大殿，但

经历战火后，如今只剩下建筑的基座与

台阶。策展团队花费将近6个月，以电脑

动画技术制作了时长为 2分钟的VR影

片，重现“谐奇趣”南北面宫殿的外观。

当你戴上VR眼镜，便仿佛从云端徐徐降

落至“谐奇趣”宫殿正前方，随着身形的

移动，能够走上宫殿正门台阶，也可以绕

至宫殿南面或北门，感受宫殿曾经的壮

观与宏伟。

除了VR体验之外，这个展览也为亲

子体验做了不少细节设计。展出墙面较

低的位置，有 10岁以下儿童专属的导览

文字，“亲子导览手册”也是免费的。现

场有专业导览员介绍西洋楼建筑“大水

法”模型、圆明园重要推手西洋传教士郎

世宁的史学背景，还可带领大小朋友到

“穿越古今互动手游”互动游戏区，完整

游历“圆明园”西洋楼著名的 10大景点

等。除了展览之外，每周五至周日推出

“VR虚拟实境体验课程”及“全息投影亲

手制作课程”，12岁至 18岁的参观者可

在课程中破解数码艺术的秘密。本次展

览将持续至8月27日，成人票80元。

“阅读推广人”免费公益培训受热捧
浦东图书馆三年培养400余名“读书导师”

捐出一本爱书 分享一份书香

浦江学堂2017年度招生招录比2.5:1

主办方寻觅“志同道合者”
五人书画展见证
中日文化交谊

一套版画造就“圆明园·绝美秘境大展”

证大大拇指广场的红色木屋里都是居民自发捐赠的书籍。 □证大 供图

《圆明园西洋楼二十景铜版画》复刻版本（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