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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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双减”

之后，学生的作业量减少，课余时间相

对增加，合理利用这部分时间实施亲子

共读不仅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读书兴趣，

丰富孩子的文化知识，增长见识，还能

提升学习能力，增强家长与孩子的情感

交流，有效促进“双减”的落实。当然，

亲子共读要达到好的效果，家长还需要

在一些细节上下功夫。

顺应个性，给孩子自主选择权
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让孩子

拥有自主选择权，才能真正培养孩子的

个性发展。亲子共读活动中，在选择阅

读书目时，家长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

和年龄特征，给孩子自主选择所读书籍

的权利，这样才能调动孩子的阅读兴

趣。当然，家长也要在幕后当好孩子的

择书参谋，给孩子一些参考和建议，也

要为孩子所选书籍把关，看一看内容是

否符合孩子的身心健康。

家长还可以引导孩子用自己的压

岁钱、零花钱去书店购买自己喜欢的书

籍，不仅能从孩子选择书目上观察到孩

子的阅读爱好偏向，便于培养孩子的兴

趣，也能让孩子懂得珍惜书籍，学会自

主参与生活。

在阅读方式上，家长要根据孩子的

阅读兴趣，营造和谐的阅读空间。如果

孩子爱涂涂画画，家长可以引导孩子一

边读一边批注，鼓励孩子记录下阅读的

想法和观点；如果孩子爱猜想，则可以

引导孩子把自己变成书中的主人公，猜

猜故事会怎样发展下去。当孩子的选

择权得到适当的尊重，孩子才会成为真

正的自己。

顺应共情，亲子阅读要有互动交流
在亲子共读过程中，家长是阅读的

引导者，目的是让孩子实现从兴趣阅读

到学习阅读，从亲子共读到独立阅读，

最终实现阅读能力的提升。因此，亲子

共读的重点不是家长与孩子一起读书，

而是要有分享与交流、问答与讨论的互

动阅读。

比如，让孩子将阅读时批注的想法

和观点与家长分享；也可以是家长提出

问题，孩子回答，或者孩子提出问题考

考家长；可以是孩子复述故事，也可以

是孩子分享读后感，还可以是亲子一起

发挥想象续编故事；阅读完一本书后，

举办家庭读书分享会，家庭成员分角色

演一演故事等交流互动都是很好的方

式。不管是哪种互动形式，在互动交流

过程中都需要家长与孩子相互理解，彼

此转换角色，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

题。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家长要以

欣赏和支持的态度，珍视孩子的独特感

受，增强孩子阅读的信心，达成亲子共

读的最优效果。

顺应发展，亲子阅读要有激励机制
为了让孩子有持续的阅读兴趣，亲

子共读也需要对孩子进行激励。“言人

之善，泽于膏沐”，家长要学会使用语言

评价鼓励孩子，调动孩子阅读的积极

性，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

低龄的孩子因专注度不够，家长还

可以用活动的方式给孩子激励。比如，

给孩子定下阅读目标，完成目标后，家

长和孩子一起参与一项孩子最感兴趣

的活动。对于高年级的孩子，可以采用

榜样激励和成果激励的方式。比如，阅

读后，家长可以认真撰写读书心得，与

孩子分享，为孩子做好榜样示范。也可

以将孩子写得较好的读书感悟寄给报

刊杂志，如果孩子的作品在报刊上发

表，更能让他们找到会读书、会表达的

乐趣。

激励孩子阅读还可用“阅读存折”

“学分银行”等形式。但要注意的是，无

论哪种形式的激励，都要符合

孩子的个性特点和年龄特征，

满足孩子的心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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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阅读亲子阅读
不只陪伴不只陪伴，，还要有方法还要有方法

■ 记者 周睿

“双减”落地，对家长而言，“减负不减责”，家
长需要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陪伴孩子成
长。而亲子阅读作为家庭教育的必修课，在“双
减”政策下，重要性更加凸显。亲子阅读，不仅能
让孩子对阅读产生浓厚的兴趣，拓宽孩子的视野，
还能创造更多亲子交流的机会，让孩子在温馨的
氛围中收获知识与爱。

为切实做好“双减”工作，减轻家长焦虑，近
日，成都市少城小学开展了以“‘双减’后的家庭教
育指导”为主题的专项培训，邀请到成都开放大学
教授苏文胜，就“‘双减’下的亲子阅读”给家长们
带来具体指导和专业建议。

提升阅读能力
家长要成为会指

导孩子阅读的人

亲子阅读是家庭教育的核

心内容，对促进孩子成长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亲子阅读

也是实施家庭教育的重要载

体，在“双减”背景下，更需要家

长的关注和重视。

想要孩子爱书，家长自己先

要爱书。苏文胜认为，一些家长

在亲子阅读的过程中使不上劲，

发挥不了作用，是因为家长本身

在阅读环节上就没有过关。开

展亲子阅读的前提条件是要有

协助能力的大人，这就要求家长

要习惯阅读，喜欢阅读，有一定

的阅读经验。“如果家长本身就

是一个长期不阅读或不喜欢阅

读的人，他就不可能具备阅读经

验以及从浅到深的一种阅读能

力，也就无法为孩子提供阅读的

帮助。”苏文胜说。

那么，在亲子阅读中，家长

需要具备怎样的协助能力？苏

文胜指出，一个人的阅读能力

大概分为四个层级：旁观者层

级、人物角色层级、作者层级、

批判性层级。

旁观者层级是还没有进入

阅读状态，看书要么看个好奇，

要么看 3 分钟就犯困；人物角

色层级是能知道故事的情节，

随着人物角色、情景变化走进

故事里；作者层级是能在阅读

中思考作者是怎样构造故事情

节、怎样搭建整本书的知识架

构的，能站在作者的角度去看

待人物角色的演变和文本的含

义，能感知人物的发展、情节的

延伸等；批判者层级则是一种

反思能力，一种哲学思维能力，

能判断作者所写的内容是否符

合时代发展，是否有科学依据。

苏文胜表示，作为家长，至

少要有介于人物角色层级和作

者层级之间的阅读能力，才能

更好地引导孩子阅读。

亲子阅读，不仅能培养孩

子的阅读能力、书写能力，还能

促进孩子认知能力、审美能力

等综合素质的发展。但亲子阅

读不是简单地读，要让它更好

地发挥作用，还需要讲方法。

在苏文胜看来，亲子阅读

不只是把书一本本看完，它还

包含了选书和回应。“选书——

阅读——回应”构成亲子阅读

的完整链条，不断循环往复。

选书，不只是去找几本书，

它涵盖了家庭的藏书、近在手边

的书，以及家中书籍陈列的方

式。

首先，每个家庭要有书房，

要有足够的藏书，给孩子一个

少干扰、安静的阅读环境。其

次，要给孩子设立一个舒适的

读书角，让孩子在放松的状态

下阅读。最后，要注意家中书

籍的陈列方式，书籍不要摆放

得整整齐齐，要尽可能放在孩

子随手可拿的地方，并把封面

摆出来，这对培养儿童早期的

阅读兴趣和阅读爱好尤为关

键。家长可以每周清理一次书

籍，把孩子已经看完的书进行

整理和调整，把最希望孩子看

的书放在孩子最顺手的地方。

阅读，则有三个阶段。初级

阶段，培养孩子的阅读好奇心，

0—12岁之间，如果孩子的阅读

好奇心和兴趣没有建立起来，必

须补上这堂课；中级阶段，培养

孩子的阅读持久力，要坐得住、

静得下、看得久；高级阶段，培养

孩子的阅读鉴赏力，让孩子能自

我思考，自我去认识世界。

回应，最好的方式是开展

亲子读书会。阅读以后，开展

20—30 分钟的亲子读书会，讨

论观点，分享感悟，对培养孩子

的阅读能力非常重要。

如果孩子不愿意参加读书

会怎么办？苏文胜给家长们支

招：父母可以选孩子感兴趣的书

先展开讨论，刻意谈一谈孩子喜

欢的角色，或者故意批判孩子平

时表达过的观点，引起孩子的兴

趣，从而主动加入讨论中。

闲聊和写作也是回应的一

种方式，是完成从说到写的一

个完整的链条。当孩子在阅读

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能力

和水平，家长要鼓励孩子多交

流，让孩子先说，然后把最精彩

的观点提出来表扬，并引导孩

子将观点延伸。这个过程中，

家长不要告诉孩子答案，只给

他建议和方向，这样才能循序

渐进地从阅读到写作，激发孩

子写作的内驱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

培养孩子对阅读的兴趣，孩子

才会以积极主动的心态投入到

亲子阅读中。

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兴

趣？苏文胜给出了一些具体建

议。

在培养阅读兴趣的早期，家

长可以与孩子进行场景游戏、角

色扮演等。家长的演讲方式、肢

体行为、家长在讲故事时对细

节、情节的描述水平、和孩子的

互动、亲子之间串联故事的能力

和演绎故事的水平，是培养孩子

阅读兴趣重要的基本元素。因

此，对低段孩子来说，游戏是培

养兴趣最好的方式。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到

小学高段和中学时期，家长可

以通过解读名著、和孩子一起

探讨经典等方式培养孩子的阅

读兴趣。

探讨解读，就是话题的探

讨。苏文胜指出，家长在给孩

子讲故事、解读名著之前，需要

先训练自己的能力。首先，要

训练自己的表达能力。家长要

多读一读好文章，可以对着镜

子读，训练自己的表情和肢体

动作，提升表达能力。其次，要

养成阅读的习惯。阅读不只是

看书，还可以通过听故事的方

式阅读，家长可以把刷手机的

时间改成听故事，有了更多的

积累，才能更好地去给孩子讲

故事。第三，给孩子精读或讲

名著之前，家长一定要先预

习。尤其是阅读和表达能力较

差的家长，一定要先去读一读，

知道大概的情节和可能延伸讲

解的方向，再去给孩子讲，才会

流畅自然，而不是简单地照本

宣科。这个过程中，家长可以

和孩子展开讨论，通过讨论，了

解孩子对故事的认识，展现孩

子的分析和思考。

对阅读内容的选择，苏文胜

建议，在孩子高段时期一定要读

经典。“只有通过时间和历史沉

淀的东西，才是最优秀的。”苏文

胜说，世界名著和人类文明诞生

的那些神话故事，都可以早早地

让孩子去接触。“无论是中国神

话还是希腊神话都可以给孩子

讲，只要把你认为不好的那些元

素抛弃掉，孩子喜欢的那些知识

点、故事情节和人物，都是可以

去跟孩子讲的。这些神话故事

可以帮助孩子去理解生命，去认

识世界。”

阅读是学习的基础，坚持亲

子阅读，孩子的学习能力也会有

长足的进步。如何提升孩子的数

学学习能力也是很多家长关注的

问题，苏文胜说，数学能力的提

升，也能通过阅读来实现。

“家长不要简单地去关注孩

子刷了多少题、做题的对错，而应

该重点去培养孩子的数学感觉，

让孩子多读一些数学书，建立逻

辑思维能力。”苏文胜说，数字、加

减乘除、点线面，是小学阶段最核

心的几个数学元素，弄清这些基

本元素，就把握了数学的原点。

“数学就是一个建模的过程，将生

活中的场景抽象化去建模，是我

们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需要。因

此，让孩子弄清数学的基本概念

和由来，才能把握住数学的根本，

从表面现象里找到内在规律。”

接龙、速读等数学游戏，能提

升孩子在生活中感知数学的能

力。平时，家长可以和孩子玩一

些估算游戏，比一

比谁估算得准，然

后再测量估算和

真实数据之间的

差距；还可以玩一

玩“一半一半”的游戏，比如，把孩

子喜欢吃的薯片分一半，再分一

半……一直分下去，可以帮助孩

子理解“无限小”的概念；家长还

可以和孩子一起做出游计划、一

日的消费安排等，这些游戏其实

就是从现实世界走向抽象世界的

桥梁，也就是数学的建模过程。

除了做游戏和看数学书，苏

文胜建议，家长还可以给孩子订

一些科学杂志，培养孩子的科学

素养，这些都是构造数学理念和

数学能力的基础。

建立阅读循环模式
为孩子打造触手可及的阅读环境

培养阅读兴趣
开展有游戏感、故事感的亲子阅读

延伸阅读边界
在生活中去感知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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