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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万万册册少少儿儿读读物物两两天天被被借借光光
少儿阅读量明显增多，图书馆和儿童体验式书店受青睐

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

周末借出2000册书,按主题供孩子选择

济南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济南市图书
馆）目前馆藏少儿图书28万册，包括经三路
的老馆与省会文化艺术中心的新馆。尤其是
2013年开馆的新馆，凭借舒适的环境和多功
能阅读设施吸引了不少成人和少年儿童。

“新馆少儿阅读区总共200多平米，刚开
馆时我们运过去两万册书，两天就被借空
了。”济南市图书馆少儿部的聂主任称，后来
都是重新购买的书籍，现在新馆每到周末都
能借出2000多本儿童书，是老馆的三倍多。

“之所以这么多，从大环境上讲孩子
可以在艺术中心的三馆内逗留，从而延长
了他们的在馆时间。从小环境上说，弯弯
曲曲的书架形成了五个阅读区域，按主题
来分有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教育和
低幼绘本。旁边还摆着适合各个年龄段孩
子的高矮座椅。”聂主任说。

据了解，市图儿童图书和成人图书的

借阅规则是相同的，但书籍摆放规则不
同，儿童图书虽也有序列号，但只按主题
分类，不必按序号顺序排列，“这样孩子选
择起来比较自由，抽出一本书看，不喜欢
的话再放回去。”聂主任说。

据了解，新馆以举办活动为主，如七
彩泉谈书吧，是为7—12岁少儿打造的交
流、分享读书之乐活动，邀请幼儿高等专
科学校的老师无偿为孩子推荐优秀读物，
和孩子交流阅读感受。

图书馆自己举办的故事会则由馆内
工作人员来讲故事，这些品牌活动每月大
概举办3次。“谈书吧每次参加的孩子有
100多人，其他两个活动加起来有80人左
右。”聂主任介绍。该馆今年1—3月的借阅
量排行榜显示，最受孩子们喜爱的图书前
三名是《宠物集中营》、《让孩子懂事明理
的真情故事》和《吞噬星空》。

泉城路新华书店

设阅读体验店,鼓励孩子坐在店里看书

去年，泉城路新华书店在地下一层
特别为小读者们打造了一个“儿童阅读
体验书店”，从设计风格到功能设施，从
图书资源到人性化的服务，都重新吸引
了不少孩子和家长的眼球。

走进儿童阅读体验店，迎面是七彩的
图书造型长廊，还有用积木堆砌可以任意
组合的平台和书架，让人忽胖忽瘦、忽高忽
矮的哈哈镜，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让孩子
们如同走进童话乐园。店内还增设了小舞
台、3D体验区、益智游乐区、益智手工区等。

“现在的书店都在往体验式转型，对
于消费者来说，进到店里最大的感受就
是整体环境，所以我们的儿童书店做得
色彩斑斓，很有童趣。”济南新华书店营
销部的袁雪主任说，“这样读者进店的次
数和时间就会变多，也带动了我们书籍
的销量，最低上涨了10%。”

据了解，这一儿童体验书店有3万种
图书。其中绘本是一大特色。袁雪称，原
来的图书都插在架子上，孩子们找起来
不太方便，这两年绘本非常时兴，书店就
专门打造了一个四面环式绘本墙。

“在开学或放寒暑假前后，孩子们都
会根据语文老师布置的任务买一些名著
来看，国学类的传统文化少儿类图书近
来也非常畅销。还有一些当代少儿文学
作家的书也卖得很好，像杨红樱、伍美珍
等人的书。”袁雪说。

“原来我们对于孩子们坐在地上看

书这种行为会进行制止，现在我们改建
了木地板，还增设了多组休息椅，准备了
近百个棉坐垫，就是鼓励大家在店内看
书，也给孩子和家长们提供一个亲子阅
读的环境。”袁雪说。

现在这里每周都固定举办儿童读书
会活动，主要针对3到8岁儿童，由书店内
工作人员带领大家读书。除此之外，每周
还有儿童在这里学习做手工，书店还会
在小舞台上为孩子们放小电影。

据了解，在新华书店，少儿类图书属于
四大类图书，包括文教、文学、社科类。在每
年公布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一系列儿童图
书总是名列前茅。“现在儿童图书的种类非
常多，尤其是同质化图书太多，现在出版社
出书也很谨慎，从封面设计到装帧都得有
抓人眼球的地方。”袁雪说。

适合各年级小学生

阅读的书籍

一年级
1．《成语故事精选》（注音本） 中国
少年儿童出版社
2．《安徒生童话》 安徒生著 任溶
溶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3．《中国童话故事精选》 北京大学
出版社

二年级
1．《格林童话集》 格林兄弟著 杨
武能译 季羡林主编 中国书籍出
版社
2．《叶圣陶童话》 叶圣陶著 人民
文学出版社
3．《张天翼儿童文学全集》 张天翼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4．《长袜子皮皮》 林格伦著 李之
义译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三年级
1．《伊索寓言》（古希腊）伊索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2．《中国寓言故事精选》 曹文轩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3．《天方夜谭》 王瑞琴译 人民文
学出版社
4．《我要做个好孩子》 黄蓓佳著
江苏少儿出版社
5．《中国历史故事精选》 北京大学
出版社
6．《木偶奇遇记》 科洛迪著 任溶
溶译

四年级
1．《中华美德故事精选》 北京大学
出版社
2．《寄小读者》 冰心著 湖北少年
儿童出版社
3．《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瑞典）拉
格洛芙著 高子英、李之义译 人
民文学出版社
4．《爱的教育》 亚米契斯著 卢
坚、孟容译 天津教育出版社
5．《上下五千年》 曹余章著 甘肃
文化出版社
6．《西游记》 吴承恩著 上海美术
出版社

五年级
1．《水浒传》 施耐庵著 上海美术
出版社
2．《昆虫记》（法）法布尔著 王光
译 作家出版社
3．《鲁滨孙漂流记》（英）笛福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4．《中国兔子德国草》 周锐、周双
宁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5．《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刘易斯·
卡洛尔著 管沼淳译
6．《海底两万里》 凡尔纳著 管家
琪译 北京出版社
7．《草房子》 曹文轩著 江苏少儿
出版社

六年级
1．《三国演义》 罗贯中著 上海美
术出版社
2．《汤姆索娅历险记》 马克·吐温
著 张友松译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
社
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奥斯
特洛夫斯基 梅益译 人民文学出
版社
4．《童年》 高尔基著 人民文学出
版社
5．《呼兰河传》 萧红著 复旦大学
出版社
6．《小王子》 圣埃克苏佩里著 艾
柯译 云南美术出版社

相关链接

济南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结
合教育部小学生阅读书目以及
小读者们的评价，为各个年级
的小学生开出了适合他们阅读
的书籍清单。

4月2日是国际儿童图书日，目前济南市较吸引孩子的大型阅读场所，包括市图新馆儿童阅读区
和新华书店地下一层的儿童体验店，都在优化设施环境、丰富图书门类以及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上
下足工夫。据调查，目前少儿阅读量已明显增多，孩子自主选书的范围开始变广，家长也不再格外予
以限制。

据观察，目前主要针对低龄儿
童的畅销绘本基本都是一些国外作
家编绘的，袁雪解释：“一般家长比
较认可国外引进版的绘本，因为绘
本在国内兴起比较晚，所以比起国
外绘本还是比较落后的。”

在新华书店负一层的儿童阅读
体验店，喜欢看绘本的小孩子还真不
少。一位陪着孩子坐着读书的家长
称，孩子今年四岁，特别喜欢读这些
花花绿绿的绘本，“但现在的儿童书
定价也不低，一套绘本动辄上百元，
所以总是带他来书店里看。”

济南市某婴幼儿用品店近期也
推出了“社区儿童图书馆”，这是市
内第一家可免费阅读的社区教育中
心，以绘本为主。在其历山路的一家
分馆内，工作人员称，一个月左右的
时间，已经有100多个孩子来办理过
绘本借阅证了。

从事教师职业的刘女士称，她
的女儿今年读二年级，平时非常喜
欢看书，尤其是一些像《窗边的小豆
豆》、《小王子》这样的儿童文学书，

“我一般都会亲自带孩子去买书，或
者和孩子商量好后替她买，现在她
书架上有一百多本书了，从基本的
工具书到百科全书、儿童版的名著
一应俱全。”

“现在孩子的阅读量明显增多，
自主选择图书阅读的范围也变广
了。”聂主任说，“他们不会只去图书
馆找书，如果老师推荐的书目这里没
有，他们也会留下来选择类似的书
看。家长也变得不再特别限制他们。”

“从一个家长的角度讲，平时应
该抽时间和孩子一起读书，并跟孩
子一起讨论，看她能从中获取到什
么道理，或者发现什么问题。”刘女
士说。

中小学一般都要设置读书课让
孩子阅读一些课外读物，意在开阔
学生视野，同时提高孩子的语言运
用能力。例如十亩园小学的读书课
设置在每周三下午，孩子们可以选
择从家里带一本书，每个年级再给
孩子订一本名著类的书，然后隔周
轮换着阅读。

“从老师的角度讲，还是希望家
长们在尊重孩子意愿的基础上，也
有针对性地引导他们的阅读品味。
例如一般孩子都喜欢阅读色彩丰富
的图画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应该
让他们读一些完整的文字书。”刘女
士说。

市图为小读者举办的七彩泉谈书吧活动。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低龄儿童爱看绘本

孩子自主选书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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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华书店读书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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