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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朋友带 6岁的儿子来我家吃饭，

小男孩看到餐桌上有一大瓶西红柿

酱，想读出“西”字，却又一时想不起

它的发音，不由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妈

妈：“红字的左边是什么字呢？”

朋友没有立刻给出答案，而是

流露出有点发愁的样子，慢吞吞地

说：“让我想想啊，名字里面有个红

字，还能做成果酱，应该是一种蔬

菜吧。可是我也想不起来它的读音

了。……”这时，男孩抢先说：“我

想起来了，这个字读‘西’，这是西

红柿酱。妈妈真笨呀，还不如我的

记性好呢！”朋友微微一笑，说：

“当然啦，儿子就是比妈妈聪明！”

母子之间的这番对话，让我想

起曾经听过的一堂亲子教育课，主

讲老师的儿子曾经是高考第一名。

说起关于如何教育孩子的话题，他

讲了一个小故事。在儿子刚上小学

那年，有一次，全家人一起吃饭，

聊起了各种关于“鱼”的话题，儿

子说世界上有一种鱼能发电，爸爸

不相信：“不可能啊，哪有这样的

鱼？”儿子立刻表示要和爸爸打一个

赌：“如果我能证明世界上有这种

鱼，你要请跟我吃肯德基。”爸爸爽

快地答应了。儿子放下碗筷，飞奔

着下楼，拿来一本少儿百科全书，

翻到其中的一页，得意洋洋地指给

爸爸看：“看，世界上真的有发电

鱼，这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爸爸其实早就看过这本书，也记得

其中的内容，但他装出恍然大悟的

样子，说：“儿子，你说对了，看来

爸爸这方面的知识太匮乏，以后还

得向你学习啊。晚上咱们就去吃肯

德基。”这次小插曲，让这个孩子很

得意，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有时

候家长也可能比孩子笨。从此，这

个孩子就爱上了和老爸较劲，越赢

越开心，越赢越爱学，最终取得了

令人欣喜的成绩。

其实，我和女儿之间也经常有

这样的互动。女儿喜欢读故事，从

小到大也读了很多绘本。有时候，

她会突然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极

为认真地说：“妈妈，我给你讲个故

事吧！”说着，她就把书翻开，指着

上面的图画，绘声绘色地讲述起

来。有时候，讲到故事最为关键的

情节时，她会停下来，故意问我：

“你猜，后来怎么样了？”我会摇摇

头说：“妈妈真的猜不出来啊，你接

着 讲 吧 ， 我 对 结 局 充 满 了 好

奇。……”她听了咯咯地笑：“妈妈

好笨！”她根本不记得，这本故事我

早就给她讲过无数次，都快倒背如

流 了 ， 怎 会 不 知 道 结 局 ？ 我 的

“笨”，让女儿的故事讲得越来越流

畅，就连幼儿园的老师都推荐她当

代表，参加学校的故事比赛。

我们身边的很多爸爸妈妈，在

教育孩子时，总恨不得使出浑身解

数，把自己所知道的一股脑地告诉

孩子，树立家长无所不知、无所不

能的权威，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适

得其反，孩子没有变得多么聪明，

反而越来越依赖家长，思维也越来

越迟钝。家长想让孩子变得优秀，

不妨试试在他们面前装得“笨”一

些，忘掉自己所学的知识，陪孩子

一起从“零”开始，更容易激发他

们的好奇心和好胜心，他们也愿意

主动去汲取更多知识的甘露。

阅读，带我们走向深
邃和睿智

2008年，世界经济组织进行了一

次全球青少年阅读能力的调查。他

们在展开全球性的国际成人阅读能

力研究时发现，阅读能力强的人普遍

比阅读能力弱的人更容易找到工作，

薪水也更高。在学历相当时，阅读能

力强的人担任高技能工作的几率更

高，并且，一个人的阅读能力而非学

历水平，更能成为预测一个人在职场

的发展相对准确的依据。

青少年不可能在学校里学到成

年后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尤其

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因此，黎

红指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必须为

孩子培育终身学习的能力奠定稳固

的知识基础，而阅读能力，就是终身

学习的基础。

那么，孩子的阅读能力应该怎样

分年龄段培养？黎红介绍，目前，国

际公认的标准是：9岁以前是儿童发

展阅读能力的过渡期。在这个阶段，

孩子学习阅读的方法，并开始透过阅

读来学习知识和技能。10—13岁，儿

童通过阅读，大量地吸收知识。13岁

以上的阅读以功能性为主，孩子能根

据自身的需要，有目的地挑选文本、

选择性地吸收文本中的内容。阅读

能力越强，收集、理解、判断信息的能

力就越强，越有利于增进知识、开发

潜能，并灵活运用信息以达成个人目

标，有效参与现代社会的复杂运作。

“简而言之，阅读能够提升我们

的思考力，还能够提升我们的情商，

滋养品格，引领我们走向深邃和智

慧。”黎红说。

黎红提到了一个二年级的女孩，

非常喜欢看《哈利·波特》，在看完整

套小说之后，对作者 J.K.罗琳产生了

兴趣。于是，她的家长为她找来了 J.
K.罗琳的传记。罗琳在人生的最低

谷时，生活的挫折和压力都没有让她

屈服，女孩在了解了罗琳的一生后，

觉得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女

孩说，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位这样伟

大的作家，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仪式感，是培养孩子
阅读习惯的有效工具

“学习是一场马拉松，人生更是

一场马拉松，我们不仅要拼智力、体

力、耐力、毅力，还要拼见识、格局、心

态。一切的急功近利都是不可以的，

欲速则不达。”黎红建议家长，陪伴孩

子成长，首先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平

和。特别是小学阶段孩子的家长，要

尽量从容一些，不要太在意孩子一时

的成绩，而应着眼于孩子更长远的未

来，习惯和能力的培养才是更重要

的。黎红认为，教育，浓缩成一句话

就是：培养良好的习惯。在孩子进入

小学，真正开始学习之旅时，就要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阅读习惯，是

学习习惯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孩子的阅读兴趣如何激

发？阅读习惯又如何养成呢？；黎红

用 9个字来概括：树榜样，仪式感，选

对书。

平日里，家长可以给孩子讲一讲

古人好读书的故事，发挥“榜样的力

量”。例如孙敬、苏秦“悬梁刺股”，车

胤、孙康“萤囊映雪”等。这不仅可以

丰富孩子的历史知识、成语储备量，

还能让他们知道，原来从古时候起，

人们就对读书充满渴望，而这也是为

什么他们能够有一番作为的原因。

这些故事能够激励孩子，点燃他们的

阅读热情。

而建立仪式感，固定的时间、地

点、内容，三者中间有一个就能够完

成。每年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

家长一定要引导孩子重视这个节日，

陪伴他们过好这个节日。可以去逛

逛书店、开展阅读分享会等，培养孩

子重视阅读的意识。

此外，黎红还建议，可以每月

固定一天作为家庭阅读分享日。除

了榜样的力量，家长自身的言传身

教也必不可少。在阅读分享日这

天，家庭成员可以放下其他事情，

只做阅读分享这一件事，说说自己

的心得感悟。共读一本书，就是在

分享一个世界，家长和孩子也能因

此有很多话题和感悟可以聊。分享

的方式可以是几分钟的精彩片段朗

读、谈谈感悟、评议等。这种仪式

感，可以让孩子对这一天产生向

往，打从心底认为阅读是令人向往

的、美好的生活方式。

除了固定的时间，每个家庭都需

要一块固定的地方来读书。这个地

方可以是书房，也可以是一个读书

角，在这里建立一个家庭读书馆，邀

请孩子来当馆长或管理员。这样，可

以培养孩子对书的责任感，建立与书

本的“亲密关系”。可以让孩子周期

性地进行好书、新书的预告和推介，

整理书籍，还可以鼓励他们为图书进

行编码，尝试分类整理。长此以往，

孩子读书、爱书的习惯就能养成，书

香就能在家庭里弥漫。

最适合的阅读，就是
最好的阅读

树榜样、仪式感，都是帮助孩子

阅读的辅助性工具，最关键的，还在

书本和读书方法本身。

在黎红看来，读书是一件越早越

好的事。0—3岁的孩子也可以读书，

不过，这个阶段的孩子最适合从绘本

开始阅读。

绘本是用图画和文字共同叙

述。透过图画与文字两种媒介的交

织与互动，呈现一个故事。绘本中的

图画，比起连环画和插图，更具主导

地位，也更加唯美，可以令人沉浸其

中。

黎红以 《疯狂的星期二》 为

例，说明绘本的特性。如果只看其

中的文字，会让人有些摸不着头

脑，但如果能随着文字走进图画，

就“如同走进梦幻般的世界，感受

到一个个不平静的夜晚。”书中的故

事以一种梦幻般的形式呈现，对于

成人来说可能有些匪夷所思，甚至

在第一遍阅读时有些不明所以，但

对于孩子来说，这些就是他们在幻

想中经常见到的场景，只看一眼，

就能明白故事情节。因为有了想象，

世界才如此的丰富多彩。

“现在有类型众多的绘本，满足

了儿童在当下的成长阶段所好奇的

一切。面对0—3岁，甚至一二年级的

孩子，家长不必说教，让他们读故事

就好。因为绘本就是以孩子乐意的

方式，教给他们我们想说的所有道

理。”黎红说。

过了绘本的阶段，孩子能够驾驭

纯文字的时候，选择就多了起来。《千

家诗》《唐诗鉴赏》《宋词鉴赏》《飞鸟

集》等适合大声诵读，喜欢的还可以

背下来；鲁迅、冰心、朱自清、季羡林

的散文，孩子可以从中学习语言和写

作。

伟人传记，也是不容错过的一

类书。黎红说，一本优秀的人物传

记，不仅能增长见识，还能丰富梦

想，给孩子以直面人生的勇气，增

加生活的智慧。比如，读 《苏东坡

传》，让孩子知道即便人生的不如意

十之八九，也要在逆境中学会自得

其乐，开怀大笑。这有利于提升孩

子抗挫力，帮助孩子管理好情绪，

减轻负能量的影响，积极面对人生

的起伏，实现逆风翻盘。比如，读

《撒切尔夫人传》，从这个杂货店主

的女儿到名首相的一生中，看到

“我要战斗下去，直到胜利为止”的

勇气、韧性和决心。

读伟人传记，能让孩子接触到人

生的全面，触摸历史和地理的宏大，

让孩子深刻感受到苦难不是个体的

悲哀，而是成功者的必修课。在人生

的关键时刻，他们能更加淡定从容。

选择了合适的书，阅读的方法也

很重要。

黎红建议，带孩子读绘本时，不

能只关注故事情节，家长要引导孩子

多观察画面，尤其是文字中没有图画

中有的信息，或是图中没有文字中有

的信息，还要利用书本的翻页间隙，

让孩子猜测故事的走向，悬念在最后

点破，故事就能带给孩子极大的情感

震撼，留下深刻的印象。

稍微大一些的孩子，家长要引导

他们坚持深阅读，把阅读分为读前、读

中、读后三个部分。读前，可以查阅资

料，了解作者的生平，了解历史地位和

背景；读中，带着问题去读，学会质疑

作者和角色的观点，遇到问题可以查

阅工具书来找答案，遇到重点句段，可

以勾画批注、背诵；读后，及时分享，或

是撰写读后感，或是续写、复述，总之，

阅读要与表达、实践相结合。

在阅读人物传记时，家长可以

帮助孩子完成人物大事记，梳理出

这些伟人人生中的重要时刻、最低

点和最高点，总结出他们是如何面

对的，这样能更好地帮助孩子从书

中受益。

家长不妨家长不妨““笨笨””一点一点
■ 张军霞

与孩子一与孩子一起起
爱上阅读爱上阅读

■ 记者 梁童童

陈寿说：“一日无书，百事荒芜。”——读书是人生的指明灯；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对于表达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轼说：“粗缯大布裹生
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可以培育不俗的气质；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读书可以让人摆脱愚昧，走向睿智。

阅读，可以滋养人的性情和品格。让阅读成为生活的常态，需要从童年就开始培养阅读的习惯。阅读对于低学龄的孩子来说，只是看故事吗？孩子的阅读兴趣
如何激发，又如何维持？近日，成都市青羊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邀请了青羊区教科院研究员黎红，就“家长如何指导孩子阅读”一题进行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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