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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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之间

避开阅读理解的三个
“坑”：“回锅”、“单飞”、“忘情”

“文章里写了许多‘我’与父亲幸

福的往事，体现了父亲当时的幸福与

快乐；文章最后一段写了‘他的侧影是

那样的幸福和满足’，与往事相连；写

了‘我’与父亲的往事，并着重描写了

父亲，体现了往事与‘父亲的侧影’是

有关联的。”

“通过对童年趣事的描写，表现了

爸爸对‘我’的爱；表现了父亲对‘我’

的爱和亲近，与后文作对比，更加突出

‘我’对父亲的不舍与怀念和看见父亲

老去的悲伤之情。”

…………

看完学生阅读文章后的几份答

卷，李也感觉有些头疼。

这道阅读理解题给了 5 行格子，

于是，理所应当地，学生就倾向于把

它们填满。但总是有些答案，尽管写

了很多字，却翻来覆去地在说同一回

事，就像上面两份答案：幸福的往

事、幸福与快乐、侧影、往事、幸福

和满足；爸爸对我的爱、父亲对我的

爱和亲近。……

这样的回答，常见于分析内容情

节、解释创作行为时。“当面对这样需

要一定思维体量的挑战时，有的学生

会因缺乏结构思维，边答边想，导致的

结果当然是不自觉地重复已知信息，

却答不到点子上。”李也为这种答题方

式起了个名字，叫“回锅”。

李也是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汇源

校区的一名语文老师。在多年的语文

教学中，他发现，在阅读理解这个模

块，有很多学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

于是，李也结合自己的感悟，为孩子们

总结出三个阅读理解时常犯的语言上

的错误——“回锅”“单飞”“忘情”。

所谓“单飞”，李也为它配的注释

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这类问

题常出在品析语句的用词、手法时

——“展现了人物特点”“深化了情感”

“点明了中心”，这类话语看似有道理，

实际上却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

话，即便更换了文章，也一样可以用。

最后的效果就是，说了也等于没说。

而“忘情”有两层含义。第一，忘

了分析文本中的情感；第二，将阅读理

解当作流露自己个性的创作。这类问

题常见于语句赏析、形象特点分析、思

想情感解读时。

第一种情况，比如这两份答案：

“通过‘定、倾、喊’三个动作，表

现出父亲要逗我们玩假装自己要摔倒

了的夸张演技，体现出父亲是我的挚

友。”“诗歌使用了用典的手法，用杜

鹃的传说故事，暗喻了自己的国家已

经灭亡的悲哀事实。”

这两份答案都是直接给出“挚友”

“悲哀事实”的结论，而没有分析文本

中的情感脉络。李也认为，文学作品

始终是“摇荡性情”的产物，在分析文

章的字词句时，需要按照正常的思维

逻辑，由浅入深，往往最终会落脚到思

想情感的层面，无论是作者的情感还

是文章中人物的情感。

第二种情况，则是阅读者“灵魂与

情感”的过度溢出。有的学生，在阅读

理解时会以自己感性系统的语言霸占

了理性分析的阵地。“就算是分析文中

的思想情感，本质上仍然需要我们分

门别类、层层推进地还原、陈列观点，

需要的是议论性话语而非诗性的表

达。”李也说。

说到底，阅读理解是一个从“共

鸣”到“梳理”的过程。通过文字，在灵

魂碰撞的过程中，读者与作者达到思

想上的共鸣、情感上的共情，再将其梳

理外化为有理有据的理性分析。

用好阅读，提升写作、表
达能力

在李也看来，大部分阅读理解语

言和逻辑范式的训练，绝非扼杀灵性、

将学生培养为答题机器，因为阅读理

解的训练目标之一，就是对语言信息

传递能力的训练，要清晰准确地将心

中所想加以外化。而全面筛选、点面

结合、要言不烦、紧扣中心、逐层深入

等要求，也是我们日常交流表达的基

本素养。

“如果一个成年人说话没有条理、

重心，语言散漫无章，他在读书时的阅

读理解学习多半也是糟糕的。”李也坦

言。

作为监测学习质量的一项工具，

一张传统的语文试卷基本可以概括为

两套话语系统：一套是以阅读理解、选

择、问答题为代表的逻辑理性系统；另

一套则是文学感性系统，可以独抒性

灵，如作文，如语言运用题的仿写、颁

奖词等。

事实上，阅读理解需要以感性共

鸣做底，作文也需要一些理性的布局、

写作技巧来完成。不仅如此，语文世

界自身即为一个整体，读与写之间，也

是存在通道的。

一般来说，被选为阅读理解的文

章，有诗歌、文言文、现代文三类。被

选为阅读题目的现代文，为名家精心

打磨而成，从选词用句、表现手法、篇

章布局等方面都可以借鉴。从内容上

来讲，无论是诗歌的“山水”“田园”“边

塞”“咏物”“怀古”“送别”“报国”，文言

文的寓言、游记、人物传记、序、风物

志，还是写人、写景、记事、思辨的现代

文，都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和情感，能荡

涤心灵，陶冶情操。其中的故事，还可

以作为素材为写作所用。

带孩子读好生活这本
大书

那么，作为家长，除了陪伴孩子一

起读书，还有什么方法有助于提升孩

子的阅读能力呢？

首先，李也建议，在孩子进入初中

后，一定要引导孩子尝试读“有难度”

的书，而不要停留在只看故事性强的、

流行通俗的小说上。

“就算是小说，也要鼓励他们去看

看更有深度的世界名著。”李也认为，

故事性强的书，虽然看起来“很爽”，但

读完之后也只剩下了“爽”，对拓宽知

识面、提升专注力等帮助并不大；而有

些故事性强，但同样内涵丰富的书，孩

子也比较容易只关注其情节，而忽视

其他值得细品的部分。

其次，鼓励孩子在书上进行批

注。许多热爱阅读的孩子，从小养成

了摘抄、写读后感的习惯，却“不敢”直

接在书上进行批注。对此，李也的建

议是，“不要心疼书。”

批注就是批评、注解。读者一边

看书，一边将自己阅读时产生的感

想、疑问等及时地写在书上，能够很

好地帮助其掌握书中的内容；同时，

这也是读者直接与作者对话的形式。

“不要心疼书，书就是用来读、用来

批的，也不要担心自己的意见不对、

不成熟。只要那是你经过思考的、真

实的感受，那就是你自己创造的文学

世界。”

像脂砚斋批《红楼梦》、金圣叹批

《水浒传》，批注本已经成为批注者自

己的作品。当孩子们也成为一个个小

批评家，会促进他们更加认真地去对

待文本。

最后，还是回到大家都知道的共

读上来。除了共读书本，电影、相片，

甚至生活中的一草一木、日常的生活

场景，都可以作为亲子共同鉴赏的文

本。

看一部电影，父母可以跟孩子一

起讨论其中的镜头，特写镜头是不是

作文中的细节描写，全景镜头的画面

要如何用线性的文字呈现；拍一张照

片，事物的远近关系如何用写作顺序

来呈现，画面中的留白和文章中的留

白是否是一样的效果？

“生活就是一个大文本。父母如

果能和孩子一起‘阅读’，能获得相当

丰沛的体验。”

李也提到了一个他自己与父亲的

故事。在他9岁那年，和父亲外出散步

时，他看见地上有一个蝴蝶的翅膀，上

面有像树叶一样的纹路。当时，他只

觉得蝴蝶翅膀好看，于是用一片树叶

将它托上，捡了回去，放在了活页本

里。

翅膀很漂亮，就像它还能轻盈地

飞起来。可是它的主人，那只从未见

过面的小蝴蝶，可能已经死了。

回到家，李也的父亲写了一首诗：

一只蝴蝶的翅膀，

静静地，

静静地，

躺在地上。

你有过的日子，

多么绚丽，

多么辉煌！

看吧——

翅膀的一半——像褐色的山脉；

翅尖是晚霞——在空中流淌。

陪着山冈，伴着霞光，

那一弯月牙哟——

录下你多少梦想：

——也曾在花间舞蹈，

——也曾伴蜜蜂歌唱，

无边绿意哟，

孕育出春的使者，

孕育出没的姑娘！

是夜来的风？

是蜘蛛的网？

还是小猫的张狂？

让你惊恐！

让你重伤！

让你死亡！

留下不再有的飞翔！

细雨，为你洒泪；

晚风，把你轻扬；

来年春暖花开日——

愿你魂归哟，

这片翅膀！

正好，小儿走过你的身旁，

摘下一片绿叶，

轻轻地，

轻轻地，

把你盖上，

把你盖上……

写完后，父亲给李也读了这首

诗。听完后，李也哭了。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就是一个

蝴蝶翅膀，仅此而已。但是父亲让我

知道了它背后可能有那么多故事，它

就变得不一样了。”李也回忆道。

““阅读阅读理解理解”：”：

让孩子爱读书让孩子爱读书，，还要会读书还要会读书
■ 记者 梁童童

阅读，可以拓宽孩子的视野，可以开拓思维，培养孩子

的想象力。“双减”之后，很多家长和老师更加重视提升孩子

的阅读能力，孩子们也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阅读。然而，有

时间多读，似乎和会读，能很好地掌握阅读内容是“两码

事”。

以语文学习中的阅读理解部分为例，阅读理解依然是

让许多学生头痛的“老大难”问题。为了让孩子们在爱上阅

读的同时也更会阅读，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汇源校区初二

（8）班班主任李也梳理了学生在阅读理解中比较常见的问

题，将其一一剖析、总结。一起来看看，要啃动这块“硬骨

头”，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陪读妈妈陪读妈妈””
是这样炼成的是这样炼成的
■ 朱孟香

我曾经告诉女儿这样一句话：如果

想要自己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如果想

去体会脚步所不能丈量的地方，如果希

望走过的路途鸟语花香，那么在你成长

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位良师益友的陪伴

——书。良好的阅读习惯会让你的精神

世界开满五彩缤纷的鲜花，会让你的内

心世界拥有纯净和美好，更会让你的气

质在诗书中不断得到升华！

女儿今年 11 岁，马上就要上初中

了。从她一岁多开始，我一有空就给她

讲故事，有时是自己编的，有时是读或背

诵故事书给她听，睡前故事是必须的。

从她咿呀学语时我就发现她特别爱识

字、爱看书，每次和她走在路上，她都会

用手指着广告牌、车牌上面的字问我怎

么读，每次看到书她也会爱不释手。从

女儿上幼儿园开始，我就有意识地给她

买各种各样的书。她每次看书时特别投

入，我从内心里感到欣喜，并开始保护孩

子的这种读书兴趣。

为了营造温馨的读书氛围，更好地

培养她的读书习惯，无论再忙，我一定

会抽出时间陪她一起读书。大多时候，

我们都是在家看书。有时我们呆在同一

个房间，静静地读各自的书，互不干

扰；有时我们坐在一起大声地读一篇文

章或诗歌；有时我会放一首轻音乐，和

她一起选一篇美文，让她一个人读，我

当她忠实的听众，她读的时候，我会放

下手中的一切，全神贯注地倾听，读完

以后我会给予她赞美与鼓励；有时我会

找出一篇文章，她读一段，我读一段，

她最喜欢的是和我一起模仿书中人物，

分角色阅读，读完以后我们互相点评，

交流读书心得。

读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不认识的

字，我一般不会告诉她，先做个标记，读

完以后让她查字典，把拼音写在书上，这

样大大增加了她的识字量。有不懂的词

语或句子，她会问我是什么意思，我也会

耐心地跟她解释，并当场让她造句看看

她是否真正理解。有好词好句让她重点

标记，有时间就抄在本子上。从小学三

年级开始，我发现孩子的阅读能力不是

很好，很多阅读题都是答非所问。从那

以后，她读完一篇文章，我会根据文章的

内容向她提问，考察她的阅读理解能

力。通过这种方法，孩子的阅读能力有

所提高。有的时候读完一本书，我还会

让她分享一下感悟，并趁机引导她写一

篇读书笔记。

在陪伴孩子阅读的过程中，家长一

定要有耐心，孩子总有闹情绪的时候，我

们不能跟着发脾气，可以等孩子情绪稳

定下来再读。当孩子读书时，我不会对

她提过多要求，主要是陪伴和引导，特别

是理解能力方面，她能理解多少是多

少。凡事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读

书也是一种累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最

重要的是坚持。读得多了，自然就理解

得多了。家长不要功利性太强，也不要

太在意结果，对孩子阅读的书目，也不要

太多限制，诗歌、散文、童话、哲学类、绘

本类、传统文化读物等，阅读面越广越

好，要求太多、限制太死，只会让孩子对

阅读产生厌烦情绪。让孩子自由自在

地，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地在书海中翱翔，

从阅读中收获快乐，他们的读书兴趣才

会越来越浓。

虽然我和女儿一起读的基本都是少

儿书籍，但有的时候读完一篇文章或一

本书，我也会学到一点知识，深受启

发。“陪读”的感觉真好，在陪伴孩子

的过程中，自己的心灵也得到净化，自

我也得到提升。“陪读”既丰富了孩子

和大人的知识，陶冶了孩子的情操，提

升了孩子的气质，还能增加亲子感情，

何乐而不为呢？

在我的陪伴中，孩子的读书习惯一

点一滴养成，我觉得，培养阅读习惯，方

法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父母对孩

子的爱、细心和耐心，还有正确的引导，

而不是强制要求，这也是教育的核心。

陪孩子一起读书，和孩子一起感受

阅读的乐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