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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画画、、侦侦探探小小说说““跑跑赢赢””教教辅辅书书
儿童类读物销量呈上升趋势，“闲书”更受儿童青睐

4月2日是“国际儿童图书
日”，走过49个年头的“日子”
旨在唤起人们对读书的热爱
和对儿童图书的关注。记者
通过调查了解到，市区大型
书店中的儿童读物类销量增
势明显，相比教辅类图书和
老师推荐的励志书和世界名
著，绘本漫画和侦探冒险等
系列“闲书”更受儿童青睐。

绘本漫画与侦探

“闲书”受儿童追捧

4月1日中午12点30分左
右，记者来到位于黄河三路渤
海七路至八路之间的新华书
店，店内陈列的“儿童类读物”
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几名小学
生正在店内手捧书本，阅读得
津津有味。

正在看书的赵怡琳就读于
附近的滨城区一小，中午有一
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她一吃
饱午饭后，就利用这段时间跑
到书店里看会儿自己喜欢的
书，今年上五年级的她自识字
开始就对图书爱不释手。

“我最喜欢看绘本漫画和
侦探类的书，10分钟就可以把
一本漫画书看完，要是很厚的
话，得一两天才能看完。”赵怡
琳说，“平常爸妈也会给我买很
多书，但都是与学习相关的教
辅书，只有周末的时候才给买
自己喜欢看的书。”

此外，赵怡琳告诉记者，放
寒暑假的时候，老师会给学生
推荐一个书目表，基本上都是
适合学生阅读的励志书和世界
名著。

同样就读于滨城区一小的
王瀚说，教辅类图书和老师推
荐的读物都很枯燥和无聊，而
他喜欢看故事情节有趣的励志
小说，还有内容里有“超能力”
的“闲书”，其中“唐家三少”的
小说都是他喜欢的读本。

“我同桌是个女生，但她就
喜欢看恐怖小说，天天听着鬼
故事睡觉，还经常给我们讲鬼
故事。”王瀚说，“现在读书时间
少了，因为夏天就要考初中了，
时间很紧张，但他还是想到书
店里看会儿自己喜欢的书。”

儿童读物销量递增

教辅书渐趋平稳

在新华书店工作的陈女
生告诉记者，这几年儿童图书
类作家越来越多，绘本图书也

越来越多，很受儿童的喜爱，
所以儿童读物的销量越来越
好。像杨红樱、汤素兰以及郁
雨君等作家的作品深受儿童
的欢迎。

“孩子们都喜欢探险类的
图书，最近新出的《查理九世》
就卖得很火，但家长都不喜欢，
家长和老师都购买和推荐与学
习相关的图书，名家名作更受
家长和老师的青睐。”陈女生
说，“而近代作家像沈石溪、曹
文轩的小说销量都挺好，很受
小女孩的喜爱。”

随后记者来到滨城区一小
和授田英才等小学附近的几家
书店了解到，除了教辅书卖得
很多外，像《小桔灯》、《狼王
梦》、《斗罗大陆》等作品都很受
附近儿童的欢迎。

一家书店老板告诉记者，

近几年儿童阅读类书籍销量呈
上升之势，与教辅类图书有平
分秋色的趋势。但在很多家长
眼中，儿童喜欢看的侦探、冒险
类读物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家
长认准的就是对学习有用的教
辅书。

在新华书店工作的孙主任
说，虽然整个实体图书市场受
到网络的冲击，但是儿童类读
物销量却呈现上升的劲头。去
年新华书店的儿童类读物销量
上升了10%，而教辅类图书在
销量低迷之后也渐成平稳之
势。

“家长应该引导孩子树立
一种正确的读书观，不要看盗
版的书籍，因为盗版书籍里有
很多印刷错误，很多漫画书也
都充斥着暴力和少儿不宜的内
容。”孙主任说。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晓霜
孙秀峰

一名小学生利用中午的时间到新华书店看漫画书。

阅阅览览室室、、图图书书角角，，孩孩子子爱爱上上读读书书
越来越多的学校重视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现如今，从小培养孩子们的阅读能力越来越受到学校
和家长的重视，不少学校设立了专门的阅览室或图书角。
近日，记者走进滨州市两所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校，参观了
学生们阅读图书的现状。

秦皇台中心学校：

图书室、诚信读书区，小学生人均30册

秦皇台中心学校共有三个
图书室，藏书6万多册，可供全
校1600名学生阅读，平均每位
小学生有30册书籍、初中生40
册书籍可阅读。同时，学校教学
楼走廊设立诚信读书区，教室
里设立图书一角，使学生随时
随地都可阅读。

学校虽然有三个图书室，
但由于学校师资有限只有一位
管理员负责图书借阅。“刚开始
都是通过语文老师与班主任定
期为学生借阅图书，现在学校
又为学生们添加了两间阅览
室，学生们就可以在每周的阅
读课时自由阅读。”校长赵长征
说，阅览室存放部分书籍，在经
过一段时间后学生差不多已经
翻阅一遍时，就会再置换一批
新的书籍。

赵长征介绍，学校除了图
书室和阅览室可供学生阅览图
书以外，在学校教学楼走廊设

立诚信读书区，在教室里还设
立图书一角，保证教室内平均
每人2本书以外，学生可以放入
自己从家里带来喜欢的书籍。
书都放在书架上，学生喜欢什
么就自己拿，看完了在放回原
位。

“之前我们还在全校推选
出了61名读书积极分子，建立
起梦想读书社，引导更多学生
读好书、爱读书。”赵长征说，现
在学校老师自己搜集了优秀的
诗句、故事等文章编写《秦台晨
韵》，在每天早上上课前20分钟
的晨诵时间让学生阅读学习。

此外，学校每学期都会举
办演讲比赛，而比赛奖励就是
学生们喜爱的图书。赵长征认
为，对学生奖励的图书是最好
的礼物，让学生拥有自己的书
籍，提高学生阅读质量对学生
的作文水平理解能力是有帮
助。

滨城区教育实验幼儿园：

启发幼儿读书的兴趣让他们喜欢读书

在滨城区教育实验幼儿园
(清怡园)教室的一角，记者看到
一个小小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
图书，这些书几乎都不重样，童
话、寓言、故事，品种多样。书架
下铺着垫子，孩子们围坐在垫子
上一起津津有味地看着图画书，
有的孩子还聚在一起讨论故事
情节。大二班班主任李老师告诉
记者：“这些孩子们有的喜欢讲
故事，有的喜欢倾听，无论怎样，
老师都会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启
发他们读书的兴趣，让他们愿意
读书，喜欢读书。”

“幼儿园儿童读物中每一
页都是几个字或一句话配一整
张图画，老师在陪他们读书的

时候也不会特意地要求他们认
识哪个字，而是更注重培养孩
子在阅读过程中的识图能力。
除了读书，老师也会鼓励孩子
们‘写书’，把他们在家里发生
的小故事画下来，回到班上讲
给同学们听。”李老师说。

目前，滨城区教育实验幼
儿园(清怡园)共20个班，每班
配有儿童读物100本，另还有图
书室和阅读室内的图书，园内
共有图书3000多册。滨城区教
育实验幼儿园四个园区加起来
的图书总量近万册，图书种类
涵盖了童话、国学、故事、实物
类等十多种，能满足孩子们的
多种兴趣爱好和需求。

文/片 本报记者 郗运红 见习记者 马雯雯

秦皇台中心学校的学生在阅览室上阅读课。

幼儿电子阅览室

有人欢迎有人忧

1日，记者连线滨州市30多家
幼儿园调查发现，幼儿园基本上
都有图书室或图书角，有的幼儿
园甚至建立了电子阅览室。儿童
电子阅览，有的家长表示欢迎，有
的家长则表示担心。

这家幼儿园安排每周每个班
级有一到两节的电子阅览课，时
长分年级按孩子年龄安排20到30
分钟的时间。主要由老师带着让
孩子们观看一些关于开发智力的
图片、看图说话等内容。

对于幼儿园给孩子开设电子
阅读室，众多家长表示为孩子的
眼睛担忧。市民李女士说：“幼儿
园孩子年龄太小了，孩子的眼睛
还在生长发育阶段，过早接触电
子产品对孩子有辐射不说，对孩
子的眼睛视力肯定是有影响的，
我可不想让我孩子从小就戴眼
镜。”市民张先生说，虽然现在是
电子时代，但应该着重加强孩子
传统的读书方式，养成爱读书的
好习惯，让孩子过早使用电子产
品会助涨他们的依懒性。

也有一部分家长认为电子阅
览室好处多。刘女士表示：“现在
的小孩子基本上都会使用电子产
品，学校开设电子阅读室也是顺
应了社会的发展。”而张女士告诉
记者，在家的时候也会在iPad上
给孩子下载一些图画书看，“能在
书店买到的，适合小孩子看的图
画书还是比较少的，我经常在网
上给孩子买书，有时候也会在网
站上下载一些儿童童话给孩子。”

沪滨眼科医院门诊部宋主任
说，孩子的视觉发育期是在14岁
之前，在14岁之前若是过多接触
电子产品会影响孩子的视觉发
育。“多媒体毕竟是教育的一个发
展趋向，但是给幼儿园的孩子用
还是太早了一点。作为一名眼科
医生，我们还是不提倡学校给孩
子提供过多的多媒体教学课程。
若能使用黑板板书和纸质读物最
好，一般幼儿园的孩子接触电子
产品，一天最长总时间不要超过
30分钟，最好是15分钟一次。”

本报记者 郗运红
见习记者 马雯雯

大多数孩子不知

国际儿童图书日

4月2日是国际儿童图书日。
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发起的这
个纪念日，是为了纪念丹麦儿童
文学大师安徒生的诞辰，同时让
儿童在阅读中健康成长。记者采
访发现，虽然滨州大部分儿童都
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但多数人
并不知道儿童图书日。

1日下午，记者在城区多家书
店的走访中，并没有发现哪个商
家以“国际儿童图书日”的名义进
行图书促销活动。记者随机询问
了两个店主，他们均表示没有听
说过这个纪念日。

在黄河三路的新华书店内记
者看到，有不少来选购图书的小
学生。但提起“国际儿童图书日”，
多数小学生表示没有听说过，“我
不知道有这个节日，我只知道4月
1日是愚人节。”

随后，记者在一小学门口随
机采访了一些小学生以及送孩子
的家长。听见“国际儿童图书日”
几个字，孩子们脸上都一脸疑
惑。”一位家长也表示，对这个纪
念日确实不大了解，各方面对此
的宣传也不是很到位，“如果再多
点纪念日的气氛，再多一些有关
读书的活动就好了。”

本报记者 王晓霜 孙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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