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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志辉

读书
需要好习惯

【
读
书
】

最近几年，我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绩。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等优秀

宇航员飞入太空，并在空间站上课的精彩画

面，激发了无数小朋友的航天梦想。只是，宇

宙到底是怎样的？太空里究竟有什么？我们

什么时候，也可以去太空度个假？……呵呵，

问题太多了！该怎样让孩子们能够又快又准

确地了解太空呢？《给孩子的太空指南》一

书，恰好解决了我的许多困惑。

《给孩子的太空指南》一书的作者是加

拿大科普作家鲍勃·麦克唐纳，他有40多年

的电视台工作经历，曾获加拿大皇家学院颁

发的麦克尼尔公众科学意识奖章。这本“太

空指南”，是作者专门为儿童写的外太空入

门科普读物。作者用儿童喜欢的方式讲述太

空的秘密，带他们穿梭于行星之间，引领孩

子们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宇宙奇妙之旅。

这本书有特色的目录。对孩子们来说，

阅读一本厚厚的书很有挑战性。大多数孩子

阅读课外书，还是从感性开始的。这本《给孩

子的太空指南》在目录方面就很符合孩子们

的胃口。

本书有四大部分31章，这31章的标题，

清一色的问句：“我们的银河系有多大？”

“UFO 真的存在吗？”“为什么黑洞是黑色

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宇航员？”“怎样在火

星上驾驶机器人？”“一颗小行星怎样灭绝了

恐龙？”……每一个小标题，都探究一个“太

空问题”；每一个小标题，都能够激发孩子们

的求知欲。

这本书有趣味的内容。很多科学知识，

正儿八经地介绍出来，难免枯燥无味。对孩

子们来说，学知识就要准确可靠，又要有趣

有料。《给孩子的太空指南》一书，作者的知

识介绍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生动形象。

比如聊到“我们的银河系有多大”这个

问题时，作者是这样介绍的：如果把宇宙中

的所有星星都变成沙粒，它们能覆盖世界上

的全部海滩。仔细想过之后，再用你的指尖

拈起一粒沙子看。那就是一颗恒星——我们

的太阳啊。依照这样的比例，地球甚至用肉

眼都看不见。

在“你怎样进行太空行走”这一章里，作

者介绍了过去、今天、未来的太空服的情况。

为了让读者了解清楚在太空行走的真实情

形，作者介绍了俄罗斯宇航员阿列克谢·列

昂诺夫（世界上第一个太空行走者）在月球

漫步12分钟危险而又神奇的经历。列昂诺

夫想尽办法在生死攸关的关口回到太空舱

门口时，却因为太空服膨胀回不了飞船。作

者写道：“……但他不能留在外面，总不能挂

在宇宙飞船的外面返回地球啊！”这本书就

是这样幽默，有很多权威的科普知识，但介

绍却一点也不乏味。

另外，书中还有许多简洁可爱的配图，

和内容相辅相成。

这本书有挑战性的活动。作为科普读

物，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培养他们的科学

探究精神，才是重中之重。《给孩子们的太空

指南》一书，每章后面都设计有一个动手实

践的活动，很好地勾连起知识与能力，让丰

富的科普知识变得更加鲜活、有趣起来。

如第一章里的“模拟银河系”活动，在大

碗里加水，搅动水使水旋转成圆圈，直到水

的中心部分稍微下沉。水旋转5秒钟后，在

水的中心部分滴入一两滴食用色素或牛奶。

观察色素或牛奶的形状。这就是一个银河系

的模型。看，一次活动真正需要准备的，就是

平平常常的一只碗、一勺水、一杯牛奶而已。

既方便，又好操作，更可以挑战自我，真正培

养孩子的科学精神。

一本好书，很多时候就是一位良师。此

书趣味性强，则可以说是一位“幽默风趣的

良师”，而孩子们，会喜欢这样的老师。

烂漫童年，天真岁月，离不开故事和童话

的启蒙。故事里，应该有五彩斑斓、鸟语花香，

应该有日月星辰、泥土气味。在自然中探索，在

节令里穿行，会令人打开一个感知世界的新视

角。

绘本《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就是讲给孩子

们的节气童话。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

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在中国，二十

四节气的背后，是一个多情善感的诗性世界，

是我们祖先体悟宇宙、亲近自然的曼妙智慧。

当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转型，越来越多

的孩子失去了与泥土接近的机会，跟大自然的

关系正日益断裂。他们被禁锢在钢筋水泥房

里，远离了春风秋月和草长莺飞。他们不知道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也不知道麦苗长什么样

子，不知道一粒米变成餐桌上的米饭，要经过

多少人的手、经历多少工序。而这套绘本，可以

带他们去感受大自然的奇妙和美好，弥补远离

乡村田野的缺憾。

这套绘本的作者是一位长期从事教育工

作的妈妈，她说，这本书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

传达二十四节气原有的知识，而是让孩子们回

归自然，听懂大自然的语言。书中按照二十四

节气的时间顺序，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个小村

为例，讲述二十四节气这项古老发明的历史由

来，以及它对我们当下生活的影响和启示。

这套书分《春》《夏》《秋》《冬》4卷，每卷6个

节气。故事以小女孩牙牙在爷爷家的经历为主

线，同时分八大板块讲述与每个节气有关的天

文、气象、物候、农事、民俗活动等知识，并辐射

到南北不同地区，设计了记录节气变化的观察

互动内容。每个节气还为孩子甄选出适合读诵

记忆的节气诗词和谚语。孩子们既可以跟随牙

牙的脚步，去看看何时种豆子、何时收麦子、何

时摘西瓜，又可以参照知识板块图文并茂地演

示，动手尝试各种好玩的手工技艺、传统游戏，

从中体会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发掘农耕文明

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书中的牙牙，是作者高春香的女儿。她住

在乡下爷爷奶奶家，每天都有很多好玩的事

做，有很多神奇的秘密等着她去发现。她跟着

爷爷奶奶在田野里观察农作物的生长，体验二

十四节气的变化，渐渐听懂了大自然的语言。

雨水“柳发芽”，惊蛰“动物醒”，春分“燕归来”，

白露“燕南去”……还有，清明踏青、冬至吃饺

子、大雪堆雪人、吃时令菜等习俗，都充满了诗

意，像童话一样美丽。

秋天到来的时候，牙牙画了一张秋天计划

表，来记录瓜果成熟的变化。她每天一起床就

跑到葡萄架下，看青青的葡萄有没有长大一

点；再跑到桃树下，看看桃子有没有变红；然后

再跑去菜园里，看看向日葵有没有结籽。

立秋那天，牙牙奶奶在庭院里摆上一张桌

子，采摘了好多新鲜成熟的瓜果，摆放在桌子

上；奶奶还帮她摘了一朵大大的向日葵。她们

点亮蜡烛，仰望星空，向天上的织女祈求智慧

和手艺。

冬至呢，书中说，它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

制定出的一个节气，很多地方在冬至日有祭祖

的习惯。它也是北半球一年里日照时间最短的

一天。书中设计了温度计的图画，可以用画笔

在温度计上记录这天的气温。年龄稍大点的孩

子，可以比照书里的天象介绍，夜观北斗七星

斗柄的指向，或者欣赏杜甫的古诗《小至》：“天

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冬至民谚，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冬至三

候：“一候，蚯蚓结；二候，麋鹿解；三候，水泉

动。”其中，“麋鹿解”说的是每年冬至前后，麋

鹿的角会自然脱落，要到第二年夏天才会长出

新角。 那么，古人如何确立二十四节气呢？

“太阳黄经度数、地球太阳位置与节气的关系”

有什么奥妙？孩子们在绘本的阅读中，会得到

明晰的解答。节气确立的背后，有三种依据：寒

暑温度变化、降水量不同和感应时节的物候劳

作。如“立”表明的四季之始，“二分”的昼夜平

分，“二至”的典型极致。“暑”与“寒”对应温度

变幻的细腻感知，“雨、露、霜、雪”是对降水量

及形态的微妙描述，更有“惊、清、满、芒”遵循

物候而作的智慧。

我们需要做的是，陪着孩子，跟随书页轻

轻掀起，去观察第一声雷在哪个节气响起，第

一道彩虹在哪个节气出现，什么节气露水产

生，什么节气雪花飘落……甚至，可以尝试制

作一个圭表测量日影，了解一年中太阳、物体

影子长短与节气的关系。

手捧绘本，你会觉得，不论大人还是儿童，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

“被‘看到’不仅仅是被认出来。对一个

孩子而言，那意味着被老师‘看到’的感觉，

意味着被承认是一个存在着的人、一个独立

的人和一个成长中的人。一位真正有情怀的

老师知道该如何去‘看’孩子——注意一个

害羞的表情，注意一种情绪的流露，注意一

种期待的心情。真正地‘看’不仅仅是用眼睛

看。”

读完薄薄的《教育的情调》，我心里却想

着厚重的教育话题来。当我从《教育的情调》

中读到这样的语句时，不禁回想起自己教学

生涯中的那些“视而不见”来。

小峰，瘦小“乖巧”的男孩入学不久就让

大家“记住”他了。常常为一点在别人看来很

小的事情而大发雷霆，莫名发火、摔东西、拒

绝吃饭……慢慢地，老师和同学只能对他敬

而远之。一次，数学课上学习《组合图形的面

积》，一道题难住了大家，他怯怯地举起小手

分享了自己的想法。受他启发，同学们恍然

大悟，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我看到小峰脸

上闪过了一丝害羞的表情，特别是看到那些

曾经被他“伤害”过的同学也真诚地赞扬他

时。我趁势大力表扬他乐于分享，鼓励学会

在集体中生活。从那以后，他发脾气的频率

越来越少了。

小宇，文静高挑的男孩，因为爸爸妈妈

常年在外工作，只能和年迈的奶奶一起生

活。他安静得令人感觉不到他，学习和人际

交往方面都表现得谨小慎微。好多时候，我

想和他聊一聊，但每次他都胆怯地躲到一

边。慢慢地，我发现了他的用功和努力——

笔记很工整，做作业有效率，错题一定改

……我悄悄地给他写一封信，热烈地表扬了

他的做法，肯定了他的成绩，也希望他能更

大胆一些。“没想到您能给我写信，以为只有

优秀的同学才有的，以为老师已经把我忘了

……”当他悄悄对我说出这些话时，我震惊

了。原来在小宇心中，老师眼里只有“优秀”

的孩子，怀揣着这样的痛苦去学习，何来被

赏识的快乐呢？

“看见”学生，就是要走进他们的心去聆

听、去感悟。当我们可以注视到每个角落安

静的生命时，相信可以迸发出生命的精彩

来！我尝试和每个孩子进行书信交流——表

扬他们的努力，指出改进的方向，倾听他们

的心声。少了面对面的紧张和局促，让心灵

在笔尖流淌，这样让彼此“看见”，也让他们

时刻感受到老师的“在”。

是啊，每个孩子都应该被看见，我曾经

的视而不见对他们是多么大的伤害呀！虽然

学到了一点知识，但那可怜的知识就是他们

应对社会生活的全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甚至我们为了好看的成绩、漂亮的分数

而不管他们是活生生的成长的人，只功利地

要求他们摒弃自己的情感，去做一个知识的

容器，为他们的“不达标”而愤怒。当他们感

受不到我们的“看见”时，必然会迁怒于学习

和其他。

内心有爱，把爱献给每个孩子，就会有

美好的教育情调；生活有情，在教书育人的

细微处用真情，会油然生发出美好的情调。

怀揣教育情怀，追求教育情调。努力“看见”

每一个孩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读

书需要讲究方法，养成好习惯。

坚持读原著。“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主张读“原典”，原典原汁原

味，鲜活灵动，尽显骨肉和风韵。现

在所谓青少年版、简略版、精编版书

籍，普遍没有肉的骨架，只是一具骷

髅，原书的风韵已经荡然无存。

多读经典。库切说过：“历经过

最糟糕的野蛮攻击而得以劫后余生

的作品，因为一代一代的人们都无

法舍弃它，因而不惜一切代价紧紧

地拽住它，从而得以劫后余生的作

品——那就是经典。”经典具有内涵

的丰富性、实质的创造性、时空的跨

越性、无限的可读性。读经典是最

“时省效宏”的方式，可以成为阅读

的“捷径”。我们应该增强定力，多读

经典著作，多读大师的著作，少走弯

路，把自己的品位提上去。

重视读序跋。书前为序, 书后

为跋。序和跋主要向读者说明或介

绍与该书有关的一些情况,在读书

之前阅读序和跋, 有助于读者知著

之由起，明书之大概，估书之优劣，

提高阅读效益和质量。

不动笔墨不看书。读书不动笔

等于走马观花，积累效果差。要把特

别的材料、直接的理解和感悟及时

记下来，要么原文摘抄，要么在消

化、理解的基础上记读书笔记。

善于利用工具书。读书碰上困

难，只能借助于工具书。遇到难字难

词，不明白的成语典故，要查字典、

词典；了解国际国内时事资料与统

计材料，要参考年鉴、手册；研究政

策、写作论文，要借助各种书目、文

摘、索引、百科全书、类书、政书、名

录、图册、年表、历表。

思想集中。读书，朱熹提出应一

心在书上，心无旁骛，雷打不动，且

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读书贵在

持之以恒，不可急功近利，追求立竿

见影的效果。明代学者胡胥仁联曰：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睡；最无

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朱熹说：

“看文字须大段精彩看，耸起精神，

竖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

般。就一段中须要透；击其首则尾

应，击其尾则首应，方始是。不可按

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

读思结合。子曰：“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孟子主张“尽信

书不如无书”。朱熹说:“大疑则大

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明代

学者薛瑄在《读书录》中谈道：“读书

记得一句，便寻一句之理，务要见得

下落，方有益。”浅阅读只提供信息，

深阅读才接近智慧。读书要熟读精

思，方能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读

书要下足“寻思”功夫，不可呆看，力

争读出“问题”，推敲立论，斟酌证

据，悟求通达。陶渊明的“不求甚解”

表达的是“什么都不在乎”的超凡脱

俗，而不是讲的读书方法。

学会“品书”。“书不尽言，言不

尽意”，既要注意字里行间所表达的

是什么事实、什么知识、什么思想感

情等，又要反复咀嚼品味作者的思

维方式和行文的表现力，得其“弦外

音，味外味”，精妙处，忍不住击节叫

好；伤感处，止不住泪眼模糊；激愤

处，耐不住拍案而起；谐趣处，憋不

住哑然失笑。

善于探讨交流。子曰：“敏而好

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读

书既要学而不厌，又要多与人交流。

《礼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

寡闻”。自己阅读以后产生了感受，

应该大胆地跟别人分享、交流，在交

流和探讨的过程中倾听更加多元的

见解，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提高鉴赏

能力，甚至可以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郑板桥指出:“‘学问’二字须要拆开

看。学是学, 问是问。”

知行合一。陆游说得好“纸上得

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扬雄

提出，“读而能行为之上。”他在《法

言》中谈道：“学，行之，上也；言之，

次也；教之，又其次也；咸无焉，为众

人。”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

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要将读书和思考所得积极用于实

践，着力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要读写结合。写作是学习的重要方

式，也是对读书的升华。

《教育的情调》

作者:马克斯·范梅南
译者:李树英
出版社:教育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年10月
ISBN: 9787519119799

每个孩子都需要被“看见”
■ 姜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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