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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B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手绘两米历史长卷，高
兴得跳“战舞”

有人说，不怕学霸，就怕学霸放寒

暑假。用这句话来形容张函茼，再准

确不过。寒暑假就是张函茼“干大事”

的时候。上个寒假，张函茼独立手绘

了一幅长约 2 米的历史长卷《大明实

录》。这幅长卷记录了明朝全时期 17
位君王及他们的大事记。张函茼因此

受邀参与四川省青少年文联阅读专委

会与四川教育报刊社联合主办的一场

读书分享会，作为主讲人向更多的家

庭分享阅读心得。她手绘历史长卷的

事也得到多家媒体报道。

手绘历史长卷的想法，来源于一

份寒假作业。语文老师让同学们根据

所读书籍做一份思维导图。张函茼迷

上了《明朝那些事儿》，假期读了七八

遍。“一张思维导图不尽兴，一咬牙，干

脆把整个明朝的大事件都画下来。”张

函茼回忆道，刚开始满腔热情，当天晚

上熬夜到十一点，才发现“太难了”。

因为这套书是小说性质，许多事件没

有具体年份，也没有概括性的表述，需

要自己概括中心句，对于小学生来说，

真是不容易。常常坐一两个小时，都

动不了笔。

刚好家中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

年》，加上网上查阅的资料，多方对比，

张函茼才慢慢理出一些头绪。最头疼

的是年份，前面写“万历三年”，后面又

是“两年后”，推算成公历之后，又发现

跟其他历史书年份有冲突，又找权威

书籍的说法再验证。中间有几次，张

函茼都想过放弃，想想已经投入了这

么多，又坚持了下来。

4月的一天晚上，她写完历史长卷

的最后一个字，“啪”地盖上书，捧着作

品从书房冲出来给爸爸看，兴奋地大

叫“我做完了”，还开心地跳起了“战

舞”。“哟，了不起！”爸爸连连称赞。

手绘历史长卷之后，张函茼发现

了新大陆。她原来讨厌历史书，但这

套书让她发现，原来历史书可以写得

这么好看。“以前是‘历史小白’，现在

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张函茼说。

二年级开始做思维导
图，喜欢一本书反复读

随意翻开《西游记》，两页纸上整

整齐齐地做了圈点勾画，还标注了景

物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及其用

意。这是张函茼儿时最喜欢的书，她

反复读了近百遍。爱读书、爱做读书

笔记，是张函茼从小养成的习惯。如

何做读书笔记，她颇有心得：第一个层

次，是勾画好词好句，进行简单批注；

第二个层次，是理清“时人地事”，记

住、吃透内容；第三个层次，是对内容

进行提炼、总结，形成自己的观点。

在一张《汤姆·索亚历险记》思维

导图上，张函茼分门别类地总结了书

中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人物的性格

特点，每个类别都有细化的分支，思维

清晰，逻辑链条清楚，看起来一目了

然。张函茼还用色彩、线条、小画进行

了装饰，看起来赏心悦目。思维导图

是张函茼善用的阅读工具，她会用这

种形式对所读书籍进行个性化的总

结。

张函茼和思维导图结缘，始于一

份语文作业。她就读的成都市盐道街

小学推崇用思维导图整理知识点，各个

学科的老师都鼓励学生使用思维导

图。小学二年级的一个暑假，她随手抓

起一本书，准备来一场“伟大的实

验”——做一份阅读思维导图，那时的

她写很多字还要用拼音代替，也完全没

有做思维导图的头绪，把自己能想到的

都堆上去。“现在想来，那更像一份阅读

小报。”张函茼笑着说，连作者介绍、好

词好句都照搬进去了。现在，做一份思

维导图对于她来说驾轻就熟，字越写越

少，逻辑链条却越来越丰富。

在陈琳看来，读的书够多，善于总

结，或许就是女儿打通阅读和语文学

习最后一公里的秘诀。“学好语文，必

须要热爱这门学科，经过多年的浸润，

读足够多的书籍，获取足够多的信

息。不是靠短时间的突击能够实现

的。”陈琳认为。

而让陈琳最为欣慰的是，女儿始

终热爱阅读，享受阅读。家里的书房、

客厅，甚至鞋柜、厕所，到处都是阅读

角，家里随时都能拿到一本书。张函

茼有个特点，能够同时读好几本书，只

要拿起一本书，就能够“立马入戏”，并

且喜欢一本书反复读，《哈利·波特》她

从四年级读到现在，《明朝那些事儿》

她一个假期读了七八遍，最长的记录

是《西游记》，她读了上百遍，书都快翻

烂了。“每个孩子天然地对书籍有兴

趣。父母要做的就是保护好孩子的阅

读兴趣。”陈琳说。

为解决家庭教育及青少年成长的各类问题，家教周刊联合成都春泥夏花教育开设心理专栏，为各位家长提供专业的心理分析与方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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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习惯，我们多数人会觉得要

改变一个惯用习惯是不容易的，习惯

就像是有惯性一样，一旦开始，就会

持续发展。尤其是孩子，我们常常会

看到某些孩子身上出现一些不良习

惯，比如做作业拖拉、打游戏自制力

差、赖床等等，这些习惯往往会让家

长头痛不已，严重的甚至会因为这些

习惯产生亲子冲突。

在帮助孩子改变不良习惯之

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习惯出现的

原因。以开车为例，开车对有长久

驾驶经验的司机来说特别容易，类

似条件反射一样，不需要太多思

考，但对于刚开始学开车的新手，

就不那么轻松了，脑子里需要一遍

遍地闪过教练教的流程，先开车

门，然后上车调好座位，系好安全

带，打火，踩离合器，松手刹，放

离合，踩油门，踩离合挂档，加速

加档，减速减档等等非常繁琐的步

骤，但是，随着开车次数的增多、

练习的增多，这些步骤就会按照特

定的顺序进行重复，大脑就会把它

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组块”。

当以后驾车的时候，大脑将根据这

些组块，自动进行系列的动作再

现，而不再像之前一样，每次都会

处理大量的动作信息。因此，习惯

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大脑一直在寻

找可以省力的方式。

了解了习惯出现的原因，我们还

要了解习惯是如何运作产生的。通

过一系列心理学实验证明，习惯诞生

于一个闭合的回路，这个回路，由三

个要素组成：暗示、惯性行为和奖

赏。而渴望、信念，则是促成这一回

路的动力来源。大脑中这一回路，首

先存在着一个暗示，能让大脑进入某

种自动行为模式，并决定使用哪种习

惯。其次，存在一个惯常行为，这可

以是身体、思维或情感方面的。最

后，则是奖赏，这让我们的大脑辨别

出，是否应该记下这个回路，以备将

来之用。

比如，有的孩子完成作业拖拖拉

拉，打游戏却雷厉风行，从不见他拖

拉过，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打游戏这

件事，可以让孩子体验到视觉、听觉

以及神经兴奋的刺激，打完游戏后会

直接形成对这种刺激的再次渴望，当

他持续为了满足这种渴望而打游戏

时，习惯就形成了。一旦形成了打

游戏爽这样一种暗示，打游戏这个

行为就会成为一种惯性行为，而享

受视觉、听觉以及神经兴奋的刺激

感就是一种奖赏，这就形成了一个

习惯回路。

另外，有的孩子早上起不来，晚

上不想睡，赖床，尤其是要上学的时

候，家长催喊无数次，孩子磨蹭无数

回，常常是一大早就一屋子“烟火

味”。那赖床磨蹭是怎么回事呢？我

们首先需要理解到孩子赖床这件事

可以让他体验到什么？无非是身体

可以继续体会舒适感的刺激，有过赖

床经历后，他就会形成对这种刺激的

再次渴望，而为了持续满足这种渴

望，赖床的习惯就形成了。一旦形成

了不起床就舒适这样一种暗示，赖床

这个行为就会成为一种惯常行为，而

身体享受舒服的刺激感就是一种奖

赏，这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回路。习惯

回路一旦形成，对于父母早上的催

促，孩子当然会排斥和反抗，反抗的

方式一般多为拖延，原因很简单，因

为你阻止我享受舒服，那我也不能让

你舒服。

所以，明确了习惯的形成，我们

就可以利用习惯的回路机制去培养

自己或孩子的新习惯。习惯培养分

为三个步骤，它们分别是：第一，找出

一种简单而又明显的暗示；第二，清

楚说明有哪些奖赏；最后，要对奖赏

形成一种渴求的状态。

发现孩子“坏习惯”背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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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这个暑假，张函茼就是一名初中生了。热爱阅读的她，并没有在“小升初”的这个暑假里“疯玩”，而是读了一系列外国文学名著：《大卫·科波菲

尔》、《雾都孤儿》、《呼啸山庄》、《双城记》……“初中和小学不同，语文学习中会涉及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利用假期提前准备吧！”张函茼一边喝着苏打水，一

边笑着说。

张函茼的妈妈陈琳是中学语文教师，在她看来，女儿读书有三个特点：阅读面宽；阅读速度快；对思维的锻炼能迁移到语文学习中。

最后一点尤其难得。家中时常有高中语文试卷，张函茼随手拿来一做，还觉得“很简单”，高考真题的阅读理解，张函茼也能取得高分。这并非偶然，小学

时，张函茼的语文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作文常常只扣一两分。“多年积累变成了对文字的敏感。”陈琳分析，小学时期培养的阅读方法，让孩子很受益。

记者：怎样在家中营造好的阅读

氛围？

陈琳：每个孩子天然就有阅读的

内驱力，家长要做的就是保护孩子的

这份兴趣。比如，减少其他娱乐产品

的干扰，保证家里到处都有书，重视

孩子的识字量。我们家几乎不开电

视，一家三口闲暇时都喜欢看书。书

房里三面墙都是书柜，客厅也有书

架，然而，买书的速度还是跟不上她

看书的速度，可能这也是她一本书反

复读的原因吧。孩子的阅读敏感期

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上幼儿园前

看布书、绘本，到了幼儿园中班的时

候，我们教孩子系统认字，每天晚上

不超过 20 分钟，到了幼儿园大班，孩

子有了七八百字的识字量，就可以自

己读绘本了。

我们阅读的形式轻松、随意，没有

固定的时间或地点，也没有家庭读书

会，吃饭、散步时会很自然地聊最近看

的书。

记者：怎样选书，父母需要干预吗？

陈琳：选书上，家长需要做一点功

课，进行适当干预。孩子小时候对书

籍没有足够的辨别力，就是单纯地喜

欢看书，有段时间，女儿特别喜欢公主

书，芭比娃娃的各种故事，没多少营

养，我们想了各种策略，终于让她对其

他书有了兴趣。

现在她看的书主要有三个来源：老

师推荐的书，自己到图书馆、书店选的

书，爸妈推荐的书。给孩子推荐书，要

结合孩子的兴趣、特点，比如好动的男

孩，喜欢看看科普、动物类。小学阶段，

大部分孩子都喜欢看动物类、儿童生活

类、魔法类的书。比如，沈石溪的动物

小说、杨红樱的书、《哈利·波特》等。

父母要引导孩子读一些名家名

篇，充分利用寒暑假，让孩子啃一些大

部头的经典作品。只要是好书，不给

孩子过多设限，逐渐从儿童文学过渡

到人物传记、名著，比如《美国陷阱》、

《拿破仑传》、《达·芬奇传》。

记者：阅读这件事上，家校如何配

合？

陈琳：女儿良好的阅读习惯，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学校的培养。从小学一

年级开始，女儿所在班级就开始组织

周末读书会，学校周边的咖啡店、图书

馆等，都留下了同学们分享读书感悟

的身影。家长重要的是做好后勤，我

们在学校组织读书会时，会提前给同

学们发进度表，讨论结束后，还会用图

文报道作为纪念。读书笔记、批注、思

维导图，一开始也是老师布置的作

业。女儿特别用心地对待，付出多，收

获也多。

记者：课堂学习和课外阅读，时间

如何分配？

陈琳：记得女儿刚上三年级时，

学习内容和难度都增加了，女儿曾经

急得要哭，说看书时间变少了。后

来，她做作业的速度越来越快，学校

开始延时放学时，她在学校就把当天

的作业做完了，回来做一些兴趣班的

作业，其他时间就能全部用来看书。

因为我和孩子爸爸总有家庭琐事，在

家里，她是读书最快、读得最多的那

一个。

陈琳：关注孩子的阅读敏感期
作为语文教师，同时又是爱阅读的妈妈，陈琳在张函茼的阅读习惯养成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培养孩子阅读习惯，

家长需要做什么？记者与陈琳展开了对话。

对 话 家 长

读书分享会上，张函茼展示手绘的历史长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