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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阅读不教育。”央视著名

主持人董卿说过：“你在读书上花

的任何时间，都会在某一刻给你

回报。”我认为，让孩子变聪明的

方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

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读书

是伴随孩子走向理性明智的必需

品。爱读书的孩子不用愁，不爱看

书的孩子也不是没有办法。有朋

友抱怨：“她家的宝宝天生就不爱

看书、听故事。”其实，哪有不爱听

故事的孩子？除非他有不会讲故

事的父母。还有朋友疑惑：“我选

择的都是专家推荐的好书。”我

想说，谁说专家推荐的图书就绝

对适合每一个孩子？给孩子选图

书，要选孩子喜欢的，而不是父母

或专家喜欢的。

“如果这个世上真的有天堂，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就像

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说的，

让孩子爱上阅读，犹如帮他打开

一扇通往天堂的大门。通过讲述

传说中“盘古开天”“女娲造人”

“花木兰代父从军”等 100 个经典

传奇故事及精心设计的 100 个与

故事内容相关的精彩游戏，“一米

阳光童书馆”编著的《写给儿童的

传奇故事游戏书》以寓教于乐的

形式带着孩子步入绚丽夺目的传

奇世界，使孩子在润物无声中感

受到中国神话传说的美学价值和

思想内涵。

为人父母的，在培养孩子的

过程中无不煞费苦心，从幼儿园、

中小学校的选择到抢报各种培训

班、特长班，可谓“呕心沥血”。但

是，这却是人类的不幸，和孩子的

悲哀。我们中的一些人，或者不懂

潜力开发，或者根本不感兴趣孩

子的潜力。他们往往把教育孩子

当作一种投资，并有意或者无意

地用他们的宗教、政治、意识形态

来打造孩子，使之成为一个貌似

“很有用”的优良产品——符合他

们的期待，如得到社会的赞赏和

邻里亲朋的艳羡，或者考入理想

的高中、大学。而用一位校长的话

说，我们非但做错了，还奔走在

“毁孩子”的路上。她认为，无论孩

子们在家庭和学校里的生活多么

有趣，可如果不去阅读一些美好、

有趣和珍贵的书，就像被夺去了

童年最可贵的财富一样，这个损

失是不可弥补的。

培养读书的兴趣与习惯，这

是为孩子的一生打底子。部编语

文教材主编温儒敏说“提倡少做

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

本的书，读书是取得精神和智力

成长的主要营养源。”新语文教材

的改革，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对学

生的阅读量有了更高的要求。从

小学二年级开始，学生就要开始

整本书的阅读。有统计表明，保持

阅读习惯的孩子，后劲很足。也许

他们从小学到高中从来都不是第

一名，或者进入全级前十名，但是

他们的理解力、接受力、迁移力、

情商等都非常出色。

“好故事会改变孩子的思维、

情感、心灵和看待事物的眼光。”

正如著名日裔美籍绘本作家、凯

迪克金奖得主艾伦·赛伊所言，故

事是人类最好的老师，那些流传

了上千年的中国传奇故事不仅媲

美希腊罗马神话，还向孩子们积

极地传递着一种基本的核心价值

观。100个传奇故事，100种奇妙想

象，100回创意游戏，100次点滴成

长。《写给儿童的传奇故事游戏

书》针对 5-12 岁孩子的年龄特

点，不仅甄选的故事非常经典，著

名插画家李雪菲、李楠绘制的插

图也非常逼真，与故事相关的游

戏涵盖了迷宫、拼图、涂色、连线、

数字运算、常识等，非常精彩，非

常有趣。我读一年级的儿子，非常

喜欢这套《写给儿童的传奇故事

游戏书》（全 4册），他很享受读书

时的快乐，以及传奇故事与游戏

融合所带来的美好感受。

阅读应该是一种生活习惯，

就像吃饭，不追求多崇高的价值，

而是一种正常的生活。读书应读好

书，给孩子选书应选那种经过时间

和历史“淘”过的书。《写给儿童的

传奇故事游戏书》具有极高的美学

价值和思想内涵，故事情节令人拍

案叫绝，游戏设计嵌入故事内容，

融知识性、娱乐性和趣味性于一

体，不仅使孩子在游戏之中潜移默

化地汲取传统文化知识的精髓，孩

子的“创意参与”——阅读与游戏

这两个本不相关的东西“碰撞”在

一起，孩子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载

体”上各取所需，进而“碰撞”“激

发”出“全新的火花”（新的思维方

式），使孩子感受到“纯粹的快乐”

与“美的享受”。

学前教育实践的有效开展离

不开学前教育政策的支持与保

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

曼认为，学前教育政策具有优于

其他教育政策的投资回报率，并

满足了公共的家庭需求，因而得

到了经济学家的垂青与社会的认

可。由此可见学前教育政策的价

值与作用。

学前教育政策关涉诸多主体

的利益，其应该如何区分不同主

体在学前政策中的相关性并保障

他们各自合理利益的实现呢？结

合近来所读《学前教育政策的伦

理正当性》（以下简称《正当性》）

一书，学前教育政策要调整、增进

学前领域的公共利益，处理好国

家公共教育利益与不同社会群体

成员私人教育利益之间的关系，

保障不同利益相关者合理利益的

实现，能积极彰显学前教育政策

的伦理正当性。

学前教育政策的利益相关者

众多。《正当性》一书认为，在学前

教育政策实践中，这些利益相关

者与学前教育政策的相互关系并

不一样，受政策影响的强弱也不

尽相同。这就要求对这些相关程

度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区分，以

避免因利益相关者众多而在利益

调节时出现轻重不分、主次不明

的情况。透过利益相关者的理论

与视角，利益相关者是受组织目

标和行动影响的团体或个人。结

合学前教育政策的实际，学前教

育政策的每个目标和每项行动都

会对政策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产生

影响，并且学前教育政策目标的

实现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行动

来达成。

美国学者罗索夫斯基根据美

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基于决

定权和影响力的大小，把高校的

利益相关者分为四个类别，并突

出相关程度大的主体的地位与作

用。罗索夫斯基的研究表明，在教

育领域需要依据一定标准，对其

利益相关者的相关程度进行划

分；同时相关程度越高的主体，在

教育实践中就越应该成为关注的

重点。

《正当性》一书指出，学前教

育政策的利益相关者种类多、数

量大，包括学前儿童、家长、教师、

学前教育管理者、家庭、幼儿园、

教育管理部门以及智库等个体和

团体；根据其利益相关者受政策

影响的大小程度，可将学前教育

政策的利益相关者分为 3 类：核

心利益相关者、重要利益相关者

和一般利益相关者。其中，核心利

益相关者是学前教育政策在调整

分配公共利益时与政策关系最紧

密、受政策影响最大的群体。

《正当性》一书认为，教育的

出发点和归宿是人的发展，特别

是学生的发展。在教育政策利益

相关者当中,最为核心的群体是

学生。具体到学前教育领域，学前

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则是学前儿

童的发展，学前教育政策的核心

利益相关者是学前儿童。因此，学

前教育政策在引导和规范学前教

育实践的过程中要为幼儿发展创

造条件，为幼儿的可能生活提供

指引和保障，这也是学前教育政

策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

学前儿童是学前教育政策在

调整和增进公共利益过程中的最

大受益者。近年来，通过学前教育

政策对学前领域公共利益的调整

与分配，学前教育事业在公平和

质量等方面发生着许多可喜变

化。一方面，学前教育机会不断增

加让幼儿不断受益。随着国家对

学前教育投入的增加以及社会资

源的不断涌入，学前教育机会不

断增加，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和

在园幼儿数量等节节攀升。另一

方面，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让幼

儿最终受益。在增加学前教育机

会的同时，幼儿园环境不断改善、

教玩具不断丰富、特色园本课程

不断涌现、幼儿教师素养不断提

升，这让更多学前儿童享受到有

品质的学前教育，从而使学前儿

童的健康成长更有保障。

在学前教育政策的影响下，

学前儿童是众多利益相关者中发

展变化最大的群体。学前阶段是

幼儿身心快速发展且可塑性极大

的阶段，任何一项政策行动都会

对幼儿的生活造成影响，并可能

影响孩子一生的发展。学前教育

政策须重点关照学前儿童的利

益，并致力于学前儿童的生活导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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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喊停人生一小时！》

编者：WhatYouNeed 编辑部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3月
ISBN: 9787559442697

《写给儿童的传奇故事游戏书》

编者：一米阳光童书馆 出版社：四川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月 ISBN：9787541089930

无阅读不教育
■ 刘英团

学前儿童——
学前教育政策的核心利益相关者

■ 杨运筹

《学前教育政策的伦理正当性》

作者：田涛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月
ISBN：9787519455903

青春
因磨砺而出彩

■ 朱延嵩

去年的某月，我做了一个全麻的胃息肉

手术。待手术做完，我从梦境中被医生拍醒，

对手术中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我惊叹于麻

药的威力，也回味在先前一无所知的感觉

中。太神奇啦，连睡眠中都没有这样纯粹干

净，脑海中居然什么也没留下。人生要是不

时有这样的“断片”，暂时从烦恼和压力中解

脱出来，该有多好。

《我要：喊停人生一小时！》这本青春题

材作品，以“慢下来”为主题，意在使处于紧

绷状态的青年朋友从阅读中得以休闲放松，

并在阅读中找准前进的方向，汲取前进的动

力。

这本装帧考究、设计独特的书十分亮

眼，它包罗小说、诗歌、私密谈话、漫画等多

项内容，邀请不同背景、不同年纪、不同生活

环境的年轻人与读者共同探讨生活话题。这

是一段由年轻人做导游的旅程，他们用文

字，带你去北京、上海、纽约、曼彻斯特等城

市，感受他们的内心和生活状态，引领你思

考自己的人生。

香港工作生活的快节奏闻名遐迩。在马

路上慢悠悠行走的人，有可能被视为另类，

飞快超越他的行人，会对他抱以不屑，甩出

一句“阻挡了地球运转”。于是，很多人被整

体氛围同化，加入疾行族，从容不迫倒成了

奢侈的事。《我们能够在哪里寻找从容？》一

文的作者深刻剖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是人们对前途未知的不安全感，力图通过高

效率的工作方式，去换得坚实的生活保障。

而这样做，显然也给自己上了一副精神“枷

锁”，总是感到身心俱疲。“当事者迷，旁观者

清”，作为城市一员，却能以旁观者的角度看

现象，让自己从趋众从流中解脱出来，享受

放手失控的快感，勇气可嘉，且弥足珍贵。

《研究生开学三个月了，我可以退学

吗？》里，“我”决定退学。当初考研时，在备考

阶段也曾备受煎熬，见缝插针地苦读，在压

着线好不容易进入复试后，最终才幸运地成

为研究生。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却因在几个

月的学习中发现专业非为所爱，而萌发了

“退学”的念头。当被亲朋好友反复问及诸如

“那你为什么要考研”等问题，“我”却无法给

出确切答案。可“我”最终还是坚持了想法，

并因新的抉择感到快乐。这充分说明一个道

理：年轻人在奋斗的路上，很多时候不妨听

听内心的声音，而不是被世俗的眼光和评价

所累，这样才能活出自我、激发潜能。

在《漂泊的第三年，我究竟得到了什

么？》一文中，作者在连续几个月的漂泊不定

中，搬了 3次家。所有的吃穿住行，都被浓缩

在一个28寸的箱子里，他就是拖着这个箱子

在不同城市间兜转。而在家乡的一些同学，

有体面的工作，住在漂亮的房子里安居乐

业。可作者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他庆幸

在漂泊的日子满足了曾经的所有幻想。追寻

生命的意义，寻求生活的新意，这难道不是

我们所有人都向往的目标吗？

《我要：喊停人生一小时》一书关涉年轻

人涉世之初面临的种种问题，虽然没有全解

的答案，却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参考，对青

年的成长发展不无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