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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一起涂鸦·幸福孩子从画画开始

◎作者：李 钊

作家出版社

★父母最想知道的孩子
学画画的 12 个问题

★如何保护孩子的绘画
天分？ 怎样让绘画滋养
心灵， 培养孩子健康的
品格？ 孩子几岁学画画
好? 学 习 绘 画 家 长 需 要
做哪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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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 发达国家的中小学
美术教育制度是很完善的， 父母只
要中学毕业， 像辅导孩子画画这等
事完全可以由自己来做， 无须再劳
家教或老师大驾。 我们的学校只教
与升学相关的知识。因此，为人父母
后还要补上画画课， 只好再当一回
小学生。
我也是把自己当成小学生来陪
女儿涂鸦的，女儿小时候，家里常常
接待学画孩子的父母， 有的来请教
幼儿学画的事， 有的家长与学画的
孩子拌嘴闹别扭后找我来倾诉，我
有幸成为了聆听倾诉的人。为此，家
里常常高朋满座。
我把那位医生家长请来， 让她
现身说法地介绍自己的学画心得，
辅导家长画一画简单的白描、素描，
并为家长作了美术的普及宣讲。 对
于好学的访客无论如何是不能拒绝
的。
后来， 她们自发组织了一个不
定期的聚会， 邀请美术爱好者和对
绘画感兴趣的母亲参加， 让我帮助
大家解答绘画方面的问题。 聚会的

气氛非常轻松， 她们把这个聚会称
为“
母亲艺术沙龙”。
为孩子学画而先学的母亲是可
敬的， 她们不仅学到了辅导孩子画
画的知识， 还都收获了绘画艺术带
来的好心情。
鉴别一个孩子是否具有天赋，
人们往往只对该孩子做想象力方面
的考察。 富有想象力的孩子被认为
是聪明的孩子， 而缺乏想象力的孩
子则不被看好。
一个孩子的想象力如果得不到
发展，长大后既成不了画家、作家，
也不可能成为科学家和设计师。 当
然， 哪怕是技术工人也需要有想象
力才能把工作做好。
想象力如此重要， 应当从哪方
面着手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呢？ 人们
总结出了不少这方面的经验， 也开
发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
常规的做法是通过讲童话和神
话故事引起孩子的遐想， 激发孩子
的想象力。 同时也懂得爱护孩子的
好奇心，当孩子问“
为什么”时，必须
耐心作答，不能敷衍了事，更不能用

责任编辑：朱云毕

电话：89880057

画画开发孩子的想象力
胡诌的话哄骗孩子。 再有就是用艺
术的形式， 特别是通过学画的方法
来培养孩子的想象力了。
画画在开发孩子的想象力方面
确有奇效， 但并不是什么画都可以
作为孩子的练习范本， 如果按画谱
让孩子学画梅、兰、竹、菊之类的画，
非但不能促进孩子想象力的发展，
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如果让年幼的孩子画成人的
画， 如学龄前的孩子画石膏几何体
写生，也会磨掉孩子的灵性。
因为传统画谱程式化的一招一
式会抑制孩子的自由想象， 不利于
儿童智力的发展， 但如果只作为对
传统文化修养的学习和认识， 偶尔
画一画，当然无碍。
石膏几何形体的写生练习，所
需要的是理性的分析和耐心的刻
画，没有太多的想象余地。但作为素
描入门的练习是有一定的科学性
的， 只是这种练习更适合十一岁以
后的孩子。
通过绘画培养孩子想象力的方
法，其实并不复杂。正确的方法甚至

◎[美]查莉·简·安德斯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星云奖最佳长篇小
说 ，雨 果 奖 、轨 迹 奖 终 选
作品

★你 有 没 有 想 过 ，

世界
末日是什么模样？ 也许
当末日的浪潮汹涌来
袭， 你需要的只是向爱
而生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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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迪厄皮说，“从来
没有人跟我解释过什么。”帕特里夏
决定什么也不做， 而是爬上最近的
一棵树， 看看是否能从树上看到点
什么。比如，一条路、一座房子，或者
什么迪厄皮可能认识的地标。
帕特里夏像爬健身架似的爬上
去，古老的大橡树顶上可是冷多了。
风把她冻透了，似乎那不是空气，而
是水。 迪厄皮用好的那个翅膀挡住
脸， 她哄了半天它才肯出来看看四
周。“
哦，好吧，”他颤抖着说，“让我
看看我认不认识这个地方。 这可不
算是真正的‘鸟瞰’。 真正的鸟瞰要
在比这儿高得多得多的地方。 这充
其量算是‘麻雀瞰’”。
迪厄皮跳下来， 在树顶上跳了
一圈， 直到发现它觉得可能是通往
“议会大树”的一棵路标树。“我们快
到了。”它听起来已经活泼多了，“
不
过不能着急。 它们并不总是开整宿
会，除非讨论的是非常棘手的措施。

或者是问答时间。不过，你最好祈祷
不是问答时间。 ”
“
什么是问答时间？ ”
“
你不会想知道的。”迪厄皮说。
帕特里夏发现， 从树顶上下来
比上去难多了，这似乎有点不公平。
她基本上一直手滑， 向下掉了将近
十二英尺。
“
嘿，有只鸟！”帕特里夏刚一落
地，黑暗中就传来一个声音。“过来，
小鸟。 我只想咬你。 ”
“
哦，不。 ”迪厄皮说。
“
我答应你，我不会玩太久的，”
那个声音说，“
会很好玩的。 等着瞧
吧！ ”
“
谁在那儿？ ”帕特里夏问。
“汤明顿，”迪厄皮说，“是一只
猫。它住在人家里，但是它跑到树林
里来，杀死了我很多朋友。议会一直
在讨论怎么对付它。 ”
“哦，”帕特里夏说，“我可不怕
小猫咪。 ”

独白者4：博士

◎作者：向 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从地狱来，要到天堂
去，路过人间。 破山中贼
易，破心中贼难
★独一无二的心理学破
案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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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错误的方法更容易操作和实施。
我是通过联想和添加的方法，
循序渐进地引导孩子进行艺术联想
的。
如画孔雀时， 我会启发孩子从
美丽的羽毛中联想到一朵绽开的
花，再延伸到妈妈漂亮的裙子，孔雀
头顶上的羽毛可让孩子想到童话故
事中女皇的王冠装饰。这样一来，孩
子自然会发挥自己的想象作画，不
再拘泥于自然形态的孔雀形象了。
老师还要不失时机地启发孩子
强调自己的想象力， 通过联想和夸
张创作出一种新的面貌， 人们把这
过程称之为“创意”。
有的孩子把孔雀变成了穿着漂
亮衣服的小公主， 有的小朋友把孔
雀开屏画成盛开的花， 花盆是由孔
雀的身体演变出来的，很好看。有的
小朋友图方便干脆把开屏的孔雀画
成了一把扇子， 孔雀的脚爪变成了
中国结。
（精彩下期继续……）

丛林迷踪

群鸟飞舞的世界末日
它越来越不确定它们该怎么
走， 虽然它很确定最大的树就在某
条小溪或某块地附近， 也很确定那
是一棵非常茂盛的大树， 与其他树
不在一起； 而且， 如果角度正确的
话，你会看到“议会大树”的两段大
树枝像翅膀一样展开。而且，它可以
通过太阳的位置轻松知道方位。 如
果太阳还没有落山的话。
“我们在森林里迷路了，”帕特
里夏颤声说道，“我很可能会被熊吃
掉。 ”
“我可不认为这个森林里有
熊，”迪厄皮说，“而且，如果有谁攻
击我们的话， 你可以试着跟它谈
谈。 ”
“所以，我现在可以跟所有的动
物交流？”帕特里夏发现这个会很有
用，比如，下次玛丽·芬丘奇对她不
好的时候， 她可以说服玛丽的狮子
狗咬她一口。或者如果，她父母雇的
下一个保姆养宠物的话。

连载 A3

汤明顿跳起来， 推开一块大圆
木， 像一个带毛的导弹一样落在帕
特里夏背上。 一起落下来的还有它
锋利的爪子。帕特里夏尖叫着，差点
脸朝下摔下来。“滚开！”她说，“把那
只鸟还给我！ ”汤明顿说。
那只白腹黑猫差不多跟帕特里
夏一样重。它露出牙齿，在帕特里夏
耳边发出嘶嘶声，同时开始挠她。
帕特里夏做了她唯一能想到的
事：用一只手握紧可怜的迪厄皮，此
时的迪厄皮已经处在生死边缘，然
后她用力向前向下摆头， 直到弯下
身，几乎可以空手碰到自己的脚趾。
那只猫从她背上飞出去， 落地的时
候恶狠狠地咒骂着。
“闭嘴，离我们远点！”帕特里夏
说。
“你会说我们的话。我以前从来
没遇到过会讲兽语的人。 把那只鸟
给我！ ”
（精彩下期继续……）

害怕孤独
人的一生中充满着未知， 我们
也因此对命运充满敬畏。 然而陈志
的命运却让沈跃感受到了一种恐惧
……太凑巧了， 他出事的时候正好
是云中桑归国不久。而且，这件事情
的发生完全符合云中桑的心理动
因。更何况，云中桑有制造出这起事
件的能力。
资料上有陈志的照片， 年轻帅
气，眉眼间意气风发。而此时沈跃面
前的这个人却像烂泥一般瘫坐在轮
椅里，脑袋歪斜着，一只手不停地在
抖动。 沈跃见到他的时候保姆正推
着他在联排别墅的小院中晒太阳。
沈跃问保姆：“
他能说话吗？ ”
保姆点头：“可以， 就是有些词
说不大清楚。 ”
沈跃走到陈志面前， 蹲下，问
道：“你还记得你小学时候的同学云
中桑吗？ ”
陈志咧嘴笑了， 点头道：“我和
他一直是同学，从小学到高中。 ”
想不到是这样。 沈跃又问道：
“你和他的关系怎么样？ ”
“
一直很不错。 ”
“
听说上小学的时候你欺负过

他？ 他刚来你们班上的时候。 ”
“不会吧，我怎么不记得了？ ”
他没有撒谎。 但这并不奇怪，那
时候他还很小， 愤怒的情绪骤然而
至，而且他自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陈志忘记了这件事情很正常。
可是他想不到， 那一次的伤害却永
远存留在云中桑的心里。
“
刚才你说你和云中桑的关系
一直很不错，真的是这样吗？ ”
“是的。 那时候我们两家人在同
一条街上住，我们上学、放学都在一
起。 ”
经常在一起并不能说明心里的
恨不存在， 只不过是存留在潜意识
里面不自知罢了。 更何况那时候的
云中桑并不懂得心理分析。 应该是
在他父亲自杀之后， 云中桑潜意识
里面的东西才开始苏醒，再后来，当
云中桑充分掌握了心理学的理论与
技术之后，仇恨才被彻底唤醒。
现在，沈跃需要证实这个猜测。
“
你们一直都没有发生过任何
矛盾？ ”
“
听说云中桑从看守所里面逃
跑了？ 这究竟是不是真的？ ”陈志问

道。 沈跃从他的脸上看到了兴奋的
表情。 这是什么样的心理？ 幸灾乐
祸？心理平衡的需要？嗯，应该都是。
出身于官员家庭，学业、事业一帆风
顺， 从一贯优越的环境中瞬间跌落
到如今生活不能自理的状况， 这种
心理上的巨大落差任何人都承受不
起。而云中桑从日本留学归来，成了
心理学博士， 如今却走上了犯罪的
道路， 两个人的人生也就差不多同
样悲惨了， 这不能不让陈志从中获
得一点点心理安慰。也许，还不只是
一点点……
“你们上大学期间有过联系
吗？ ”
“很少了。他上的是名牌大学。”
“
他出国期间呢？ ”
“
我是听别人说他出国去了。 ”
“
他回国后是不是主动联系过
你？ ”
“
不，是我联系的他。 我听说他
回国了， 就召集同学一起聚了几次
会。 ”
“那时候你已经是副校长了
吧？ ”
陈志的眼神亮了一下， 可是瞬

间又黯淡了下去， 回答道：“是啊
……”
“
你和他单独在一起过没有？ 比
如一起喝茶、吃饭什么的。 ”
“
我不喜欢去茶楼， 包括咖啡
厅。 那时候我经常在外边喝酒，都是
一群人。 不过他请我去过一次咖啡
厅，因为是他特地邀请我去的，我不
好拒绝。 ”
嗯。 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内心往
往比较浮躁，更害怕孤独，和一群人
喝酒确实是摆脱孤独的直接方式。
“
当时你们在咖啡厅里面都谈
了些什么？ ”
“
就随便说了些话。 反正就是闲
聊。 ”
“
所以你觉得很无趣，到后来脑
子就有些昏昏沉沉的了， 是不是这
样？ ”
“
你怎么知道？ ”
沈跃微微一笑， 道：“其实云中
桑这个人很无趣，是吧？ ”
“
他太闷了。 同学聚会的时候话
也不多，喝酒一点都不豪爽，始终端
着留学博士的架子。 ”
（精彩下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