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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5

这位家长“陪画”十余年
最后和女儿合作出了本书
听米罗妈妈吴湘云
“传授”美术育儿经验
女儿米罗的成长故事是书中最生动案例

记者 许媛娇 摄影 姜炜

“孩子上培训班学习，
如同妈妈上美容院做保养，
孩子平时画画，
就像妈妈的日常皮肤护理。
”
米罗妈妈用这样一
组比喻，
形象地说明孩子日常画画的重要性，
美容院的保养做一次只是一次，
要长久保持良好的肌肤状态，
离不开日
常护理，
孩子学画画亦是如此。
米罗妈妈名叫吴湘云，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二十年，是富阳第一位绘本作家，同时也有着十余年的绘画“陪护”经
历。在她的引导下，
2003 年出生的女儿王米罗 7 岁时就开始了绘本创作，
4 年时间完成 7 套原创绘本，
又多次和其他
作家合作，
创作绘本和插图。今年初，
母女俩共同的作品《亲子美术》一书出版，
这套书共 9 册，
包括 1 本近 500 页的实
用性
“工具书”
和 8 本绘本故事书。
翻开《亲子美术》这本厚厚的书籍，会惊奇地发现，这不仅是本画画指导书，更是一本育儿手

左为米罗妈妈，
右为本报记者

册。如何引导孩子观察生活中的一草一木？如何与孩子有效沟通交流？如何走进孩子内心，
了解
他们的想法？育儿是个难题，
但在这本书里或许可以找到答案或是一些启发。
扫一扫，
观看相关视频

花 10 年时间“写书”
，为家长和孩子搭建沟通桥梁
与米罗妈妈约定在她家中进行采访，
在一处幽静的小区，她的家在顶楼。
“一楼
是为了生存，二楼才是用来生活的。”在米
罗妈妈的邀约下，直奔二楼“生活区”。
“果
然 是 搞 艺 术 。”这 样 的 感 慨 重 复 了 好 几
次。家具、装饰画，还有各种摆设，都自带
艺术感。
阳台被装点成了小花园，好几个品种
的月季花开得正闹。这月季是米罗妈妈
的丈夫种下的，两年时间从幼苗长成了令
人欣喜的模样。
“需要给它们时间去成长，
会有惊喜。”她看向远处隐约可见的群山，
“你们看，这几座山的走势和山体弧度像
极了《富春山居图》里的山脉”。抛开绘本
作家的身份，米罗妈妈首先是个懂得生
活、热爱生活的人，并且还是广大家长们
的“知心姐姐”，米罗妈妈常常会收到家长

们对于美术育儿的各种咨询，每一次她都
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育儿经验。
“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想像力和创新
能力，美术是有巨大作用的一门学科，也
是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在孩子很小的时
候，就可以帮他们打开这扇美术之窗。”在
《亲子美术》中，展示了王米罗小学时期的
几篇满分作文。米罗妈妈坦言，因为善于
观察，小米罗在写作的时候总能拥有丰富
的“材料”，而观察力的培养正是来源于亲
子美术。她说，家长的观念很重要，不是
每个孩子都需要被培养成艺术家，但孩子
却需要通过美术的学习得到很多其他学
科无法给予的能力。
米罗妈妈是在整理小米罗画画作品
的时候，才萌生了“写书”的想法。
“她的作
品太多，如果不及时整理，我可能会忘记，

起初只是想记录米罗的成长。”在整理画
作的过程中，米罗妈妈发现了很多有意思
的事情，米罗的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
地有变化，同样，这些画作也记录着米罗
妈妈绘画
“陪护”的成果。
“很多家长对于引导孩子去观察去画
画摸不着头脑，我想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
来，用最生活化的语言，带给其他家长帮
助和启发。”米罗妈妈说，这本书从整理到
出版，花了 10 年时间，过程并不轻松，但心
中总有一股力量在督促她动笔。从事美
术教育 20 年，米罗妈妈接触过各种类型的
孩子和家长，她也知道家长们最需要什
么。
“我期待着这本书能作为一座桥梁，增
进家长与孩子的沟通，让亲子美术教育发
挥作用。”

认同、
理解孩子作品，继而引导、训练孩子创作
《亲子美术》分为三部分内容，都是
十足的干货。第一部分让家长学会“关
注孩子，读懂孩子”，第二部分则讲述了
亲子美术的具体方法，第三部分是美术
亲子团活动。
“ 小孩子也是社会性的，并
非一对一教学就是最好的，他们需要同
伴 ，同 伴 之 间 相 互 作 用 的 效 果 是 很 大
的。”米罗妈妈说。
在采访中，米罗妈妈讲述了引导孩子
去画画的方法。她说，有些家长评价小孩
子的一幅画，往往抱着“像不像”
“美不
美”的态度。很多家长不能接受孩子画面
中乱七八糟的样子，他们觉得工整的、精
致的才是美的标准，实际上，家长的这些
标准可能会对孩子的美术发展起到反作
用。
“ 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不是去看画
‘像不像’，而是要去看画面中‘有没有’。”
在孩子开始拿画笔涂鸦的阶段，家长要做
的是引导孩子动手去画，锻炼孩子们手臂
的肌肉，然后教孩子去观察，把画画当作
一种日常的游戏，在游戏过程中，自然锻
炼孩子的观察力。
要怎么样去引导孩子观察呢？米罗
妈妈分享了小米罗 3 岁零 11 个月时候画
《鸡》的经历。那天，带着小米罗在小区里

散步，小区里有人临时养了一只鸡，当时
的米罗还没见过鸡，很好奇。
“ 米罗你看，
这是鸡，它的头上是什么呀？它有几只
脚？它的翅膀是怎么样的？”米罗妈妈抛
出一连串问题，然后告诉米罗，你要仔细
看哦，等下回家就把它画下来。看了半分
钟，她们就离开了，然后在小区公园里玩
了一圈，之后，回到家里，米罗妈妈就拿出
纸笔让米罗画鸡。
“她一下就画完了，画了
大大圆圆的眼睛，也把鸡的各个部位都画
出来了。”米罗妈妈而后又让米罗再画一
只，继而又得到了一只侧面的鸡，而且比
第一只鸡有进步。
“在观察鸡的时候，这只鸡其实一直
在动。这个时候，要给孩子充分的信任，
相信她可以用心仔细看。”米罗妈妈说，当
时她对米罗讲的就是“回家就把它画下
来，而不是‘能不能画下来’这种不确定的
询问”。像这样的观察、画画，米罗妈妈在
米罗很小的时候就有意识地开始引导
了。她们之间好像有一种默契，看到任何
事物，米罗都会认真去观察，来应对妈妈
突然而来的要求。久而久之，观察周围的
一切成了习惯。
从米罗 4 岁开始，米罗妈妈就带着她

去校园里的荷塘边写生，她会特地让米罗
去触摸荷叶杆子上的小刺，孩子对小刺印
象就会特别深刻，所以她用圈圈和点把刺
特别夸张地表现出来了。米罗在 5 岁零
10 个月时的荷塘写生作品让妈妈触动很
深。
“ 在那张画中，她把荷塘画得很小，把
荷塘周围的树木和小朋友，还有栖息在荷
塘里的生物都画了出来。”米罗妈妈坦言，
从大人的思维方式来看，这张画似乎偏离
了主题，细细观察却令人叹服。
“米罗表现
的是‘大风景’啊，她把观察到的细节放
大，把眼前的场景夸张又生动得表达出来
了，还把看不到的也表达出来了，她很希
望荷花塘里有海马，她把海马也画上了。”
她说，这让她对儿童画有了新的理解，家
长要试着走进孩子的绘画世界，放下大人
的成见，
用孩子的眼光打量世界。
米罗妈妈也会对米罗进行一些训练，
比如速写，她会让孩子见到谁就画谁，有
时只看几秒就要抓住人物特征，有时用游
戏的形式，让孩子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她
看到的人物，并且标上用时几分钟，这样
的方式大大地激发了米罗的挑战兴趣、专
注力和写生能力。

《亲子美术》工具书

米罗妈妈和 3 岁时的米罗

洞察生活、理解爱、探究传统……
每个孩子都可以是绘本小作家
米罗妈妈在 2012 年时出版了
绘本《想当虫子的米罗》，米罗看到
这本书后，觉得出书并不难，并且
是件好玩的事情。在米罗妈妈创
作第二本绘本《妈妈，先听我说一
下嘛！
》的时候，米罗就凑过来要帮
着一起画。
“ 她觉得有些地方我画
得不好，会帮我擦掉，她来画。”米
罗妈妈自然满足了米罗的小心思，
绘本中的小动物形象交由米罗创
作，
当时米罗只有 6 岁半。
起初，米罗妈妈并没有让米罗
创作绘本的想法，直到在一本书中
看到一位父亲让自己的孩子创作
绘本的故事，这让她一下子有了灵
感，
“ 我也可以让米罗尝试着画绘
本呀”。于是，在暑假到来的时候，
她向米罗提议“来画绘本吧”。米
罗像是期待已久，马上就答应了。
“既然要做这件事，就要坚持去完
成。”米罗妈妈说，这个时候就要培
养孩子的责任感，孩子做出的承诺
要努力去兑现。
达成共识后，母女俩开始寻找
题材，米罗讲述着一些曾经听过的
故事，妈妈则帮着一起改编、构思，
有时候也会天马行空。
“ 开始的时
候艰难多于乐趣，第一页画了四五
遍，觉得不好就擦掉重新来。”她
说，当时挺佩服小孩的毅力，完成
第一本书花了整整一个暑假，虽然
艰难，但米罗的兴趣被调动起来
了。三年后，米罗对自己的第一本
绘本却不再满意，主动提出画第二
遍。这足以证明孩子作为作者对
自己作品的责任心也成长起来了。
接着，米罗提出想要继续创
作，于是，米罗妈妈把发生在身边

的故事分享给她听，一时间，手上
能够使用的故事素材多了起来。
“米罗对有趣的事情都特别感兴
趣。”米罗妈妈说，当米罗把身边人
有趣的故事改编完绘制完之后，新
的机遇来了，当时家里养过一条小
狗，米罗在与小狗朝夕相处中体会
到了爱与责任，她很快把关于养狗
的经历绘制成了绘本。
“ 画这本书
的时候，我几乎就不用参与了，在
我们交谈的过程中，脑子里就有了
具体的画面。”米罗妈妈说，当孩子
去经历绘本故事的时候，身心是沉
浸其中的，建议家长们让孩子去经
历某一件事，并且决定把事情做成
绘本故事。孩子在经历一个故事
时，并不是去感受童话的美好，而
是去体验人生的喜与乐、爱与恨，
对孩子的内心成长非常重要。
米罗的绘本《访唐记》非常有
意思，有人说是“毁名画”系列，在
画面中却能收获很多乐趣，更重要
的是米罗由此认识了很多唐代的
名画、名人、名诗和有趣的故事。
“这样的创作能激发孩子探究传统
文化艺术的求知欲，在绘本创作
中，她也学习和经历了这些故事。”
米罗妈妈说。
米罗用了 4 年时间，连续创作
了 7 本原创绘本。
“ 每一个孩子都
有能力创作绘本，创作的技法并不
重要，坚持去完成自己承诺的一件
事才是关键。”米罗妈妈说，在绘本
创作历程中，孩子们会学着对诺言
负责、学着坚持、学着不放弃、学着
研究、学着用图画的方式思考、学
着在美术的世界里发现生活的美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