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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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多读书为什么要多读书、、读读
好书好书？？

“我读书时，常常觉得‘书到用

时方恨少’，所以越发珍惜每一次阅

读的机会。”成都市成华小学国学教

师张秀红坚持每天 5 点起床，阅读

国学经典，她还带着学生和家长一

起阅读，建立了专门的读书群，交流

读书方法，分享读书心得。“读经典

方知朝代更迭、先贤沉浮。学生多

读书才能开阔视野，知朝代更迭、人

生沉浮，明白为什么学习，明白人生

前进的方向。”张秀红说。

儿童文学作家、北京大学中文

系教授曹文轩认为，现阶段，语文学

习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语文学习必

须建立在广泛的阅读基础之上，并

且首先需要关注课堂外阅读。对语

文教师而言，把语文比作是一个山

头，要想攻克山头，则需要广泛调集

其他山头的力量；对学生而言，语言

理解能力、语感把握能力、叙述和阐

述世界能力的培养，还需要沉浸到

广泛的课外阅读中去。

张秀红的实践似乎印证了曹文

轩的观点。她曾要求学生每天提前

20分钟开始早读，吟诵国学经典，还

把《大学》《中庸》《论语》《老子》《飞

鸟集》等名著，带进了课堂。她的班

里常常传出敲击桌面的节奏声，然

后是朗朗上口、婉转悦耳的吟诵声，

一度成为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很显著，班级的

语文成绩依然名列前茅。张秀红的

学生，现就读于天府七中的解予涵

说：“我惊讶地发现，初中教材中的

文言文，小学时就烂熟于心了。”课

外阅读一直是他每天必不可少的功

课。

地处理县孟屯河谷的下孟小学

是一所典型的农村学校，也是一所

民族地区学校，学生的视野被层峦

叠嶂的大山阻隔。自 2018年以来，

学校在四川省乡村振兴联盟的帮助

下打造“书香校园”，开始建立长期、

固定的阅读活动，建立起课前微吟

诵、课间齐诵读、晨起大声读、国学

室开放阅读等常态阅读制度。2019
年，教育部在理县开展的教学质量

检测结果显示，下孟小学各项阅读

能力的得分率都高于其他农村学

校，有几项甚至高于城区学校。

“开卷有益，从小培养孩子的阅

读习惯，对孩子的成长是终生有用

的。”成都市教科院历史教研员、成

都市特级教师赖蓉辉曾有 20 多年

一线教学的经历，她发现优秀的学

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爱阅

读。“多读书，读好书，对培养学生学

习习惯，增加文化积淀，增强文化自

信，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阅读阅读，，从读喜欢的书从读喜欢的书
开开始始

“只有全民都阅读了，国家才能

真正的强大。”成都市教科院语文教

研员、语文学科主任、国学室主任罗

晓晖认为，当前中小学生在阅读方

面表现出来的不正常情况有两个，

一是读书太少，二是品质不高。一

方面，课业负担普遍沉重，严重挤压

了读书和思考的时间；另一方面，学

生读的书多半是教辅书，真正有价

值的书却很少接触，阅读品质自然

不高。

“为什么他们会读教辅书？是

因为读教辅书能够带来考试成绩提

升的利益。为什么他们很少读经

典？是因为读了这些书也不会显著

地提升考试成绩。”在罗晓辉看来，

在考试依旧是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

方式的现状下，把经典阅读更大比

例地纳入考试体系，切实减轻课业

负担，才能真正加强读物管理，让学

生多读书、读好书。

那么，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适合

读哪些书呢？

罗晓辉认为，读什么样的书，老

师和家长要在有所引导的前提下给

予学生选择的自由。例如，对于小

学生来说，他们想象力丰富，喜欢看

有想象力的作品，有的喜欢《西游

记》、有的喜欢《海底两万里》、有的

喜欢中国的神话传说、有的喜欢希

腊的神话故事……没关系，读他喜

欢的。对于喜欢诗歌的中学生来

说，他喜欢读诗就好，至于爱读唐诗

宋词而不爱读《诗经》，爱读外国诗

歌而不爱读中国古诗，都无所谓。

“阅读，从读喜欢的作品开始，才能

长期保持阅读的兴味和动力。”罗晓

辉说。

至于阅读时的方法，罗晓辉的

建议是，养成动笔读书的习惯。虽

然现在网络阅读方兴未艾，但他认

为，学生阅读更适合读纸质读物。

“即便电子书和纸质读物的内容是

一样的，但纸质读物可以随时翻

阅，可以在上面勾画圈点做批注，

能够在阅读时带来更多的专注，更

有利于学生系统性地学习知识。”

他说，“学生读书要动笔，要做摘

录，要做笔记，这是读书过程中必

须有的辨别和思考，这样阅读收获

才更大。”

家校联动家校联动，，营造书香营造书香
氛氛围围

彭州市隆丰小学校长何明春认

为，目前，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家

庭，阅读氛围还不够浓。特别是家

庭阅读，受父母文化层次、家庭环境

等因素影响，家庭阅读的氛围还不

太浓，从而淡化了学校阅读的效

果。他建议，教育主管部门、研究机

构和学校，要根据国家教育方针、时

代特点，结合地区和学生实际，与时

俱进地营造书香氛围。同时，学校

和家庭应形成联动机制，保证学生

的课外阅读得到有效的指导。比

如，学校可以开展亲子共读读书活

动、开设亲子共读家长培训、开展家

庭阅读之星评选活动等。

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小学校五

年级班主任廖桂兰告诉记者，她在

给学生上课时，讲到与课文相关的

书籍，就会推荐学生去阅读，班级也

会定期举办读书会，让学生分享读

书笔记。在加强家校联动方面，她

会要求学生和家长每学期开家庭会

议，确立学习目标和阅读目标，并做

好会议记录。“所有的家庭会议记录

我都会看。”廖桂兰说。

下孟小学为了唤醒农村家长培

养孩子课外阅读习惯的意识，利用

家长会给家长提建议。比如，家长

和孩子共同制订读书计划，按计划

读书；亲子共读每周至少保证两个

小时。学校还开设了“家长读书

班”，通过“家长读书故事会”这一形

式，交流分享家长与孩子共同阅读

的故事，以此激励和带动更多的家

长。

那么，在培养孩子阅读习惯这

件事上，家长可以怎么做呢？

成都市成华小学五年级学生家

长周梅说：“我用实际行动告诉孩

子，阅读是伴随一生的，不是只在上

学阶段学习，要从小养成读书的习

惯。”她每天晚上都和儿子一起阅

读，刚开始时，他们读《半小时漫

画中国史》等漫画历史图书，还常

常角色扮演里面的小故事，让孩子

真正体会到读书的乐趣。现在母子

俩已经一起阅读了《道德经》、《孝

经》，以及鲁迅、冰心、叶圣陶等

作家的书籍。今年，他们又一起设

定了一个目标：除了一些要背诵的

古诗集之外，计划读完 6 本书。

“我们读的量不是很大，但比较注

重阅读的精度，读完一篇文章之

后，都会思考、解析中心思想，做

好读书笔记。”周梅说。

女儿今年4岁，特别喜欢听故

事。每晚入睡前，都会要我给她

讲三五个故事才肯乖乖去睡。

为 了 让 女 儿 喜 欢 上 阅 读 ，

我在她才 3 个月的时候就给她买

了卡片书。书的每一页只有一

张大图，下面用黑体字标注了

这张图为何物。女儿一岁的时

候，我为她买了翻翻书和洞洞

书，一步一步地激发她的求知

欲。上了幼儿园，就让她正式

接触绘本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女儿很喜

欢阅读。只是，每晚都要给她讲

故事她才肯去睡。有的时候，我

生病了或者累了，就有点懒惰，想

把讲故事这件事放在第二天。谁

知，女儿“不好惹”。当我躺下来

盖上被子时，她就不停地嚷嚷让

我给她讲故事。实在不行，就开

始动武，骑在我身上跳来跳去，紧

接着就是把我的眼皮往上翻，用

她的头发刺激我的鼻子。总之，

给她讲故事是唯一可以让她安静

的办法，也是唯一让我能早睡的

办法。

我们和公婆住在一起，只要

他们在家没事干，就抱着手机看

各种视频，我的老公也是这个样

子的。曾经，我也和他们讲过在

孩子面前把手机收起来，好让孩

子不迷恋手机，可各种方法都尝

试过，结果都不理想。后来，我就

计划着让孩子放学不直接回家，

而是在其他地方玩耍一两个小时

后再回家。回家后洗漱，看书，睡

觉。

计划实施了一段时间，效果

还可以。可是到了冬天，天寒地

冻，而且一放学天就黑了。为了

安全起见，我们还是选择了早早

回家。回到家后，女儿在客厅玩

耍，玩着玩着就被视频里的声音

吸引了去。没办法，我就大声对

老公说：“赶紧把手机收回去，

不要在孩子面前玩手机！”我这

样讲的次数多了，老公见我过来

就本能地把手机装在兜里，不再

看了。

都 说“ 女 儿 是 父 亲 的 小 棉

袄”，除了让老公不在女儿面前玩

手机，我还决定把他的主动性调

动起来，让他也在女儿的阅读中

出出力。

每天孩子放学后都会从班级

的漂流书籍里带回一两本绘本

来。我手头上有些工作要处理，

就把读绘本的重任交给了老公。

前几日，老公还不适应，时间长

了，女儿只要从书袋里拿出绘

本，他就主动给女儿读。不仅给

女儿读上面的文字，还把他认为

孩子难以理解的内容进行了解

读，并联系生活实际，给女儿举

例说明。

有的时候，看着这父女俩依

偎在一起，一个人读，一个人问，

心里暖暖的。我对老公说：“女儿

越来越喜欢你了，也越来越离不

开你了。你是个好父亲，我都有

点‘吃醋’了。”

夜深，女儿已入睡，她的嘴角

挂着微笑。我想，她在梦中一定

又梦到了她牵着父母的手，开始

了书中某段的冒险之旅。我翻开

诗集，进入了我的诗意生活，就像

每天的亲子阅读一样。

傍晚下楼，带女儿去公园散步，遇

到几位熟识的宝妈，孩子们玩着，我们

大人聊着。过了一会儿，发现孩子们不

再四处疯跑，都在假山旁边坐了下来，

有一个胖胖的男孩，正站在中间，比手

画脚地讲着什么，小脸涨得通红。不一

会儿，又换了一个小朋友站出来，原来，

他们在开故事会呢！

我们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发现孩

子们个个想象力丰富，有的讲的是电

视里的动画片，有的讲的是在幼儿园

里听来的故事，内容五花八门，小听众

们都乐得哈哈大笑。这时，一位宝妈

跟我说：“我听了好大一会儿了，发现

你家女儿词汇量很丰富，格外能说会

道，你是怎么教的啊？”

我微微一笑，说：“其实，我也

没有刻意去教她，只是坚持每天给她

读故事，时间久了，她就慢慢记住了

一些词语，这大概算是‘磨耳朵’的

作用吧。”

我第一次听说“磨耳朵”这个词，

是有一次参加家长讲堂的公益讲座，

主讲老师说，幼儿注意力集中的时间

不会太长，在她做游戏、吃饭时，给她

播放一些故事、儿歌，时间久了，孩子

慢慢就会记住一些。

我尝试过用故事机给女儿“磨耳

朵”，发现她不怎么喜欢，常常坚持说

“我还是更喜欢妈妈的声音”。我的声

音当然没有那些专业的播音员动听，

但它却是女儿最熟悉的声音，也许这

才是孩子贪恋妈妈给她讲故事的缘故

吧。

于是，我每天都会选择一些优秀

的绘本故事、朗朗上口的儿歌，抽

时间慢慢读给孩子听。我们一起翻

动书页，我们时常因为故事中的一

个情节哈哈大笑，我在这样的阅读

过程中也重温着童年的乐趣，女儿

也更愿意把我当成“大朋友”，每天

的亲子共读时光，让我和孩子的心

贴得更近。

慢慢地，家里的书满足不了女儿

对故事的渴求了，我就在图书馆给她

办了专门的借书证，每个周末她都去

借书，从一岁到 4岁，她前前后后读了

200余册绘本。有一次，幼儿园举办故

事比赛，我给女儿挑了一个《狐狸和乌

鸦》的故事。她本来在家里已经把这

个故事讲得很熟练了，可是到了学校，

她又自己作主，临时将故事改成了《小

马过河》，并且十分流畅地讲完了故

事，还在比赛中获得了奖品，别提多么

得意了。

如今，我们的亲子共读，每天都在

继续，用读书给孩子“磨耳朵”，家长切

忌功利心太强，要用放松的心态，慢慢

去读，相信经过书香浸染的孩子，一定

会拥有更加充实、快乐的童年。

亲子阅读时光亲子阅读时光
■ 丁虹云

用读书给孩子“磨耳朵”
■ 张军霞

让阅读成为让阅读成为孩子孩子
成长中最美的姿态成长中最美的姿态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9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65 本，仅超一成
（12.1%） 的国民平均每天阅读一小时以上。受大环境影响，我国青少年的阅读状况也不甚理想，不仅存在阅读量不大的问题，也有阅读品
质不高的现象。青少年阅读现状值得关注。

在今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读物管理和中小学生作业、睡眠、手机、体质管理一起被提出，成为教育界热议的话题。近日，教
育部又印发了 《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明确提出12条“红线”，严把课外读物进校园的入口关，也给家长为孩子选择课外
读物提供了参考。

课外阅读是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方式之一，改进课外阅读的内容与方法，有助于促进学生自我发展、健康成长。那么，如何让中小
学生爱上阅读，养成阅读的习惯？抓好学生读物管理，学校、教师和家长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
一起聚焦“阅读”，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引导孩子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 记者 钟兴茂 实习生 胡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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