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古代儿童读物内容丰富，既
有以识字类为主的《三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又有以教学传颂为目的的
《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
为儿童讲述历史通识的“蒙求”体裁如

《叙古蒙求》《春秋蒙求》《三国蒙求》
《唐蒙求》，以及百科知识类儿童读物
如《名物蒙求》《幼学琼林》等。

晚清时代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
刊 ，开 辟 了 中 国 现 代 儿 童 文 学 的 萌
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下，童书
作为对时代新生力量的希望得到重
视，以求塑造“新国民”。这一时期的
童书出版人多是大家，包括儿童教育
家、文学家叶圣陶，儿童文学翻译家郑
振铎，文学家周作人等等，都加入了童
书创作出版的阵地。

而中国童书的出版行业，也从以
快速引入进口童书，到花费时间精力
培养国内的优质原创童书。曹文轩的

《草房子》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朱成梁
的《团圆》获得香港“丰子恺儿童图书
奖”以及“2011 年纽约时报年度最佳
儿童图书”，郁蓉《云朵一样的八哥》以
及黑眯的《辫子》得到布拉迪斯拉发插
画图双年展的“金苹果奖”。

在西方世界，17 世纪初，“儿童”
的概念才得以逐步呈现。1690 年出

版的《新英格兰初级读本》可以算是美
国的第一本童书，在之后的一百多年
里逐渐风靡北美，成为家家户户学龄
儿童的必备。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末是欧美国
家童书发展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
里，童书开始从撰写手法、形象塑造和
题材上更向今天的童书靠近。

1762 年，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
卢梭在荷兰出版了《爱弥儿》（又名《爱
弥儿：论教育》）。在这本书里，卢梭指
出，儿童非但不是撒旦的化身，也非空
空如也的一张白纸，而是与生俱有分
辨善恶的道德感，有他们独特的情感
及理解世界的方式。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指出，童书
必须有不同的形式，以有趣的图片和
故事而非说教的方式来启蒙孩子的心
智。

马克·吐温笔下的小英雄汤姆·索
亚以及哈克贝利·费恩横空出世，喜欢
探险和抑制不住偶尔恶作剧的小男孩
生机勃勃，更像是身边活生生的儿童。

1857 年由英国作家托马斯·休斯
所著的《汤姆求学记》，是第一次深入
展现儿童日常生活、描写儿童学校文
化的开山之作。

1883 年，意大利奇幻小说《木偶

奇遇记》来自卡罗·洛迪，这本书被翻
译成多国语言传播，也成为世界儿童
的成长必读故事。

《绿野仙踪》由美国文学作家莱
曼·弗兰克·鲍姆在 1900 年创作，这部
长篇童话，首开美国儿童幻想文学的
先河，被誉为 20 世纪杰出的美国儿童
文学作品，也有人称其为美国的“西游
记”。

《彼得兔的故事》于 1902 年在英
国出版，书中一只生活在农场庄园里、
身穿蓝色夹克的小兔子亲切活泼，成
为几代欧美家庭经久不衰的童年回
忆。

相较于西方在中世纪末期才产生
的“儿童”概念，中国自古将儿童与成
人相区别，开始读书识字的儿童又叫

“蒙童”，针对“蒙童”而教授的“蒙学”
以及“蒙学读物”早在周秦汉魏时期就
初现端倪。（编者注：《史籀篇》是中国
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约
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春秋时期，公
元前 770 年—公元前 476 年，战国时期
公元前 475 年—公元前 221 年。）

（据《北京日报》）

《岁朝图》与唐花技术

■博闻

在一幅幅古人的《岁朝图》里，各
式花器和各色花卉有各种典故。

岁朝就是正月初一。正月初一文
人、画家要开笔。这一天要喝椒酒，要
祝寿，非常的隆重。

从这幅道光年间的画，能看到画
中的瓶子里插了梅花、百合、柿子、菖
蒲。梅花是过年时候应季的节物，而
柿子和百合谐音是百事如意，是从宋
代以来的传承。人们后来把菖蒲放在
案头，说它的露水可以洗眼，可以明
目，而且还有很特殊的香味。菖蒲成
了文人案头的清供，画家就会在过年
的时候把它画出来。到了明清，尤其
是到了清末民国时期，文人的绘画里
面菖蒲非常多。

而雍正年间的宫廷画家陈书的一
幅画里，里面的蓝釉瓶子画得特别精
美。瓶子上面画了梅花和山茶，山茶
和梅花都是春节时期重要的节物，正
是盛开的时节，同时也有事事如意的
寓意。瓶子上还能看到石榴、桃子和
佛手。一般在传统的绘画里面看到了
石榴一定能找到桃子和佛手，因为这
三种果实代表的是多子多福多寿，这

种画也叫做三多图。
牡丹和玉兰都是不会在正月里

开的花，但是《岁朝图》里却会出现这
两种花卉，并且都代表“玉堂富贵”的
意思。古人为了能让这些非时令的
花盛开，想到了一个办法，叫唐花，有
时也写成火字旁的“煻”。煻就是烧
火、火炉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今天的
温室技术。

冬天在温室里加温，催花早放，这
样的技术其实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南
宋的周密写了一本《齐东野语》，在“马
塍艺花”条提到南宋的唐花技术：“凡
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花不是这个
季节的，但它早开了，这种花通通称为
唐花。“其法以纸饰室密”，找一个比较
封闭的房子，用纸把它封起来。“凿地
为坎，绠竹置花其上”，然后把花放在
上面。“粪以牛溲硫磺”，用牛粪或者马
粪让它发酵，发酵的时候自然就热了，
温度就高了。“然后置沸汤于坎中”，然
后把滚烫的水放在坎中。“汤气熏蒸，
盎然春融，经宿则花放矣。”放一个晚
上，花就开放了。

比如明清时候的唐花基本都在北

京的草桥和南池子，南池子是给宫里
供花的，草桥是市民用花的，你会找到
很多关于这两个地方的唐花技术的记
载。还有史料显示，清代苏州也有唐
花的技术，这主要是因为乾隆皇帝南
巡。

关于唐花，还有一个小故事。“武
则天怒贬牡丹”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
有名的传说。通过历史考察发现其实
里面体现了唐花的技术。武则天怒贬
牡丹的真相其实是因为在武则天时
期，工人还没有法子让牡丹在冬天开
放，而其它的花，都可以用技术让其开
放。根据历史记载，野生牡丹从野外
引种到宫苑里或是庭院里，是从武则
天开始的。武则天看到自己老家的牡
丹开得非常好，所以就引进到长安和
洛阳。可是，虽然武则天那时有暖房
技术，但因为牡丹刚刚引种到花园里，
普通的工人没法掌握牡丹花的催花技
术，所以牡丹就没有盛开。事实上，牡
丹催花的技术到了清代，也只有两种
牡丹可以在冬天被催开，其它的牡丹
还是没法催开。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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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改 革 的 方 程 式 ，就 是 在 一 次 次
突破禁区、打破桎梏、破旧立新中不断成
型的

“改革要突出重点，攻克难点”“要提
高政治站位，勇于推进改革，敢于自我革
命”“要结合实际，实事求是”“要鼓励基层
创新，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
神”。近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四个要”，发出了“改革再深入”的动员
令。郑重的嘱托、殷切的期待，在冬日里
又一次点燃了全社会推进改革的热情。

“航船”是在论及中国改革时，常被用
起的一个比喻。以此观之，40 年前启程时
吃水尚浅，凭着“千里快哉风”可以劈波斩

浪；而如今，巨轮行于静水深流的航段，吃
水深了，更容易触到水底暗礁，对掌舵行
船也有了更高要求。由浅到深、由易到
难，这样的发展规律，也必然要求改革不
断深入下去，去除深水区的礁石、突破航
行中的瓶颈，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领
时代”的转变。

“善战者，求之于势。”40年来，中国的改
革一次又一次掀起澎湃浪潮，每一次的拍岸
惊涛都是改革势能的释放。“改革不停顿，开
放不止步。”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
次离京考察便在改革前沿阵地庄严宣示，为
继续推进改革凝聚强大动能。党的十八大
以来，从简政放权到“三去一降一补”，从异
地医保结算到人民军队革命性重塑，从实施
全面二孩政策到户籍制度改革⋯⋯随着一
系列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的改革落地生

根、渐次开花，结构性、深层次、历史性的
变革也悄然发生。

有人将新一轮改革大潮分为“起势”
“蓄势”与“破势”三个阶段。如今，改革已
经走到了如何“破势”的紧要关头。放眼
国际，我们正面对诡谲多变的世界局势；
揆诸国内，改革本身面临着期待值上升的
压力。投资活力不断增强，为什么还会有

“过不了关”的担忧？蓝天保卫战初战告
捷，但何时可以彻底跟雾霾告别？社会保
障网越织越密，又怎样迎接近在咫尺的

“银发浪潮”？在今日中国的改革清单上，
思想障碍与利益藩篱交织，调整阵痛与发
展烦恼叠加；当越来越多的深层次矛盾浮
出水面，就更加呼唤改革的力量。

34 年前，福建 55 家企业负责人在报
纸上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推

动了改革时势。不久前，又有企业家写信
倒营商环境的苦水，也提示着继续深化改
革的迫切。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
就“四风”问题新表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改革再深入，要
突破思想的藩篱、突入利益的禁区，就要彻
底改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扫除那
些阳奉阴违、敷衍塞责，以真抓实干落实中
央精神、完成改革任务。勇于担当、勇于创
新，改革才不会被架空，我们才能在新时代
继续书写“史诗般的进步”。

时至今日，改革依然是最有号召力的
旗帜，我们依然需要拿出敢拼敢闯敢试的
血性。无论是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最多
跑一次”，还是斩断医药与医院之间利益链
条的“三明医改”，探寻这些改革实践背后
的成功奥秘，让人感叹勇于推进改革、敢于

自我革命的改革决心。事实证明，中国改
革的方程式，就是在一次次突破禁区、打
破桎梏、破旧立新中不断成型的。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只有敢于向积存多年的沉疴
痼疾开刀，敢于适时调整深层次利益格
局，才能为改革扫清创新发展的梗阻，进
而开辟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境界。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有磨砺，始得
玉成。1992 年春，深圳仙湖公园，邓小平
同志铲土种下一棵高山榕，早已亭亭如
盖；今天，深圳莲花山公园，习近平总书记
手植的那棵高山榕，正长势喜人。两棵苍
翠挺拔的高山榕，映照着 40 年的改革图
景，也预示着通向未来的勃然生机。矢志
推动改革深入、再深入，在新起点奋力实
现新突破，我们就能在改革画卷上书写浓
墨重彩的时代华章。 （据《人民日报》）

蓄势而发，推动改革再深入■四十春秋

■大观

■知道

《岁朝图》 （宋兆宝 清道光年间）

《团圆》

《彼得兔的故事》

为何今年元宵月八年来最大？
据介绍，今年 2 月 27 日 22 时 39 分，
月亮距离地球最近，只有 36.4 万公
里。因此，今年农历正月十四、十五
连续两天，各地公众看到的月亮，都
会感到又大又圆。

今年的元宵月，又是“十五的月
亮十五圆”。据了解，从 2017 年至
2019 年，连续三年的元宵月，都是

“十五的月亮十五圆”。

既然元宵月是“十五圆”，那么，
最圆时刻出现在什么时候？天文专
家表示，月亮最圆时刻为 3 月 2 日上
午 8 时 51 分，不过公众晚上赏月时
不受影响。

明年元宵月同样是“十五的月
亮十五圆”，且“超级月亮”与“元宵
月”相遇，比较少见，但也是正常天
文现象。

（据《羊城晚报》）

今年元宵月八年来最大

在春节传统习俗里，年画是一
个重要的角色。

学者冯骥才曾把木版年画称作
“中国民间美术的源头”。这一“源
头”确实历史悠久。汉代民间已有
人在门上贴“神荼”、“郁垒”神像。
据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生病时，梦
里常听到鬼哭神嚎之声，以至夜不
成眠。秦叔宝、尉迟恭两位大将就
自告奋勇，全身披挂地站立宫门两
侧，结果宫中平安无事。李世民遂
命画工将他俩的威武形象绘在宫
门上，称作“门神”。民间便纷纷效
仿。

宋朝时传统绘画和雕版印刷术
交融发展，使得木版彩色套印年画
走向成熟和普及。此时，春节家家
户户贴门神已成为一种风尚，门神
从镇宅消灾演变为迎福纳祥的美好
愿望。后又逐渐形成祈求人寿年
丰、吉祥如意、招财进宝的习俗。孟
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
旧事》等典籍，都记载了宋代京城春
节期间出售年画之类吉祥装饰品的
景况。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业手工业

的进一步发展，雕版印刷中的彩色
套印技术更为成熟，使得木版年画
得到飞速发展，出现了诸如天津杨
柳青、山东杨家埠、苏州桃花坞等著
名的年画产地。

年画在清代进入鼎盛期，康乾
年间国泰民安的社会局面，为年画
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俗小
说的风行，又为大量的年画作坊提
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清代年画题
材多，出现了大量以历史故事、神话
传说、戏曲人物、演义小说等为主要
内容的作品。

年画的名称有一个不断演变的
过程，在宋代被称为“纸画”，明代被
称为“画贴”，清代被称作“画片”、

“画张”、“卫画”等，直到清朝李光庭
的《乡言解颐》一书中始见“年画”一
词。与此同时，年画拥有了固定含
义，指木版彩色套印的、一年一换的
年俗画作，以描写和反映民间世俗
生活为特征。

可以说，中国民间年画是中国
民俗文化的图解。因为，它不仅具
有艺术价值，还承载着大量的人文
和自然信息。 （据《解放日报》）

中国年画，民俗文化的一种图解

“ 温 水 煮 青 蛙 ”这 句 话 来 源 于
19 世纪末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家
做过的一个“水煮青蛙实验”。科
学家将青蛙投入 40 摄氏度的水（不
是沸水）中时，青蛙因受不了突如
其来的高温刺激立即奋力从热水
中跳出来得以成功逃生。当科研
人员把青蛙先放入装着冷水的容
器中，然后再缓慢加热（每分钟上
升 0.2 摄氏度），结果就不一样了。
当青蛙发现无法忍受高温时，已经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不知不觉被煮
死在热水中。

然而，有人通过试验发现真相
好像不是这样的！做实验的是奥克
拉荷马大学的动物学教授霍奇森。

青蛙属于两栖类动物。两栖类
是冷血动物，也是变温动物，体温会
随着环境的温度调整。霍奇森选定
的加热速率，是每分钟 2 华氏度，也

就是差不多 1.1 摄氏度。霍奇森发
现，到了一定温度以后，青蛙开始躁
动不安，试图逃离这个环境，如果装
载的容器允许，青蛙还是会跳出来
的。基于此，霍奇森宣布，温水煮青
蛙的故事是错误的。

那么问题来了，那得要多慢才
能煮死青蛙呢？我们再来看一个著
名的亨滋曼实验。亨滋曼使用了 90
分钟把水从 21 摄氏度加热到了 37.5
摄氏度，平均每分钟升温速率不到
0.2 摄氏度，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
并没观察到青蛙的行为异常。青蛙
可耐受的临界高温大约是 36 至 37
摄氏度。如果加热到 37.5 摄氏度，
青蛙即使没有立即死亡，但在温度
慢慢上升的过程中，它已逐渐丧失
一跃而起的能力。这些“煮”青蛙的
实验目的都是考察温度和神经反射
性的关系。 （据《今晚报》）

温水能煮死青蛙吗?

元宵节与我国本土的道教关系
密切。道教文化有所谓“三元”神之
说，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
分别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
五为诞辰，因此，在这“三元”之日都
要举行祭祀活动。其中“上元”又叫

“上元节”，是元宵节的别称。按照
这个说法，元宵节起源于对上元天
官的祭祀活动。

在 汉 代 ，京 都 平 日 实 行 宵 禁 ，
唯有到正月十五才解除宵禁。由
于元宵节有张灯观赏的习俗，因此
也称为“灯节”。东汉时，佛教传入
中国。佛教教义中将火光比作佛
之威神，汉明帝为宣扬佛教，敕令

在上元之夜“燃灯表佛”。从此以
后，元宵张灯便蔚然成风，相沿成
俗。

元 宵 的 民 俗 与 除 夕 是 相 对 应
的。除夕夜是关门团圆，人们暂时
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处于静止状
态；而在元宵夜，人们以喧闹的户外
游戏打破静寂，“元宵闹夜”成为明
显的节俗标志。

到了唐朝，经济高度繁荣，社会
空前安定，元宵节庆祝活动规模盛
大。唐玄宗时的开元盛世，长安的
灯市规模很大，燃灯五万盏，花灯花
样繁多。

（据《中国青年报》）

元宵闹夜人狂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