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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假，杜莹带着小学读二年级的女儿在20天内走了18家博物馆，与无数国宝进行
了面对面接触。“我们的行程中包括河南、陕西，沿途的洛阳、开封、西安等都是著名的古
都。一走进当地博物馆，女儿就被灿烂的中华文化吸引住了。”

记者问，20天18个博物馆的行程会不会太匆忙，杜莹却说，并不匆忙，也没觉得疲劳。
“原本计划一天走一个博物馆的，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我和女儿被里面精彩绝伦的青铜器
所震撼，当时就决定住宿一晚，第二天继续参观。要知道，我们的行李还都放在西安的宾馆
内，两地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可明知会带来各种不便，我们还是临时改变了计划。这就是
国宝的魅力啊。”

也就是在参观的过程中，杜莹发现了一个情况：女儿对国宝起初会很感兴趣，可没过多
久，博物馆里相对刻板的介绍就让她的热情消退，需要自己另类的讲解，女儿才有继续参观
的动力。这给了杜莹很大的触动。

福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第2019094期：05 10 12 18 19 27 06
福彩3D第2019218期：5 3 2
15选5第2019218期：02 03 04 10 14

《漫话国宝》作者杜莹
做客宁波书城：

当国宝变成
萌萌哒小可爱
孩子就更有
求知的动力

昨晚，《漫话国宝》一书作者杜莹做客宁波书城，在
三楼红领巾e站与小读者们进行了一场主题为“与国宝
一起，邂逅中国传统文化”的分享会。

接受记者采访时，杜莹说，当国宝变成萌萌哒小可
爱，其背后的故事被讲述出来，一定更能激发孩子们对
国宝和历史的热情。另外，由杜莹撰写的一本关于宁波
人文的绘本不久也将和读者见面。

杜莹毕业于浙江大学，目前在宁波工程学院任教，她长期从事艺术史方面的教学，致力于
传统文化的传播推广。她创作的《二十四节气的味道》被翻译成英文版、意大利文版用于海外
文化交流；策划制作的亲子类美学节目《朝画夕食》在爱奇艺推出，迄今播放量达500万次；在
荔枝微课平台开设公益涂鸦课程，已累计225节课时，目前参与课程学习人数过万。

博物馆之行回来，杜莹陷入思考，她决定动手制作一些作品，用可爱的动漫来讲述国宝背
后的故事。于是，一系列独特的书籍慢慢成形，最后会编成《漫话国宝》。在这里，国宝不再是
枯燥的文字和严肃的图片。杜莹把国宝进行拟人化，用萌萌哒动漫进行展现，还加入了许多
网络用语。她给每件国宝设置了名片，里面有姓名、出生地、年龄、职业、现居住地等。出生地
就是该件国宝被发现的地方，职业就是国宝的用途，现居住地就是安放国宝的博物馆。

“这些作品适合三岁以上的孩子阅读。我希望自己的书不仅能展示国宝的美好，还能
成为一条纽带，引领更多的孩子走进博物馆，亲眼看一看这些国宝。国宝背后彰显的是中
华民族的独特魅力，当我们身临其境，用心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都会为自己是中
国人而倍感自豪。”

《漫话国宝》从今年年初面世，先后出版了6册，销售量已超30万册。杜莹告诉记者，接
下来的7至9册已经列入计划中，会将更多博物馆的国宝收录其中，而且她还会带着女儿再
次启动博物馆之旅。

记者问杜莹，书中如此多的国宝是否有宁波元素？她表示，在河南博物院的内容中，有
一款国宝名为贾湖骨笛，出土于距今7800年-9000年前的贾湖遗址，被专家鉴定为我国目
前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在关于贾湖骨笛的衍生内
容中，我详细绘制了宁波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河姆渡骨哨’。与贾湖骨笛的作用不同，这款
骨哨主要用于狩猎之际的示警，以及集合伙伴、提醒队友。有兴趣的小朋友不妨前往河姆
渡博物馆了解。”

采访中杜莹还透露，由她主笔的《宁波A—Z》儿童绘本目前已经绘制完毕。该绘本将
26个英文字母与宁波本土人文历史相关联，一个英文对应一个宁波知识点。“比如，英文B，
我们就会联想到Bridge（桥），配上宁波的灵桥；字母E，就选取单词Education（教育），相关
联的是亚洲首位女性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女士。字母Z取什么好，一度有点难住我们
了，思考很久决定选取单词Zoo（动物园），其代表就是宁波雅戈尔动物园。”杜莹希望，当宁波
的孩子开始英语启蒙，在背诵英文单词的时候，就能与家乡的山水人文一同了解。

目前，杜莹的团队已经将《宁波A—Z》制作成课题，未来她希望能开办多场公益讲座，
向更多小朋友推荐这些寓教于乐的内容。 记者 朱立奇

20天带女儿走了18家博物馆

希望作品引领孩子探访国宝

将宁波人文与英语教学相关联

体彩开奖信息
6+1第19094期：2 8 2 1 6 5 8
20选5第19218期：01 05 11 12 14
排列5第19218期：6 4 9 2 5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