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秉承“每天挨顿骂，孩子进北

大”家教理念的“狼爸”，到从“采用

高压手段要求孩子沿着既定道路努

力”的“虎妈”，到不替孩子作决定，

实行宽容教育的“猫爸”……中国父

母“望子成龙”的矛盾心理，折射出

了家庭教育存在的困惑。

《对话的秘密》是一本亲子关系

和家庭教育类图书，作者樱桃老师

试图在书中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为

什么亲子之间缺乏对话？为什么一

旦对话会以“谈不下去”终结？书中

没有侃侃而谈的大道理，只是通过

一个个形象生动的案例来解读在各

种情况下，应如何与孩子对话，从而

影响孩子内心、让孩子自动改变。

站在孩子的角度，世上最亲者

莫过于父母，然而最能使之叛逆、抵

触的同样也是父母。在“进名牌大学

成功论”的重压之下，使出浑身招数

的中国父母，对孩子既疼爱又对立，

既期待又失望，渐渐变得亲情失控。

如何保持理性，选择好适合自己孩

子的教育方式呢？倘若说教育的根

本在于爱与对话，那么对话教育的

精髓又在何处呢？

书中指出，平等对话的前提，在

于理解和接纳。只有试着站在孩子

的角度理解问题，接纳他们的情绪，

认同他们的感受，孩子才会愿意与

家长对话。该书以“接纳孩子的情

绪”为首章，向我们讲述了跟孩子对

话时，如何能发现他们背后的“秘

密”，如何帮孩子面对自己的情绪，

当孩子要放弃，该不该强迫继续等

一系列问题的最佳解决方式。

接下来的数章，则对“鼓励和引

导孩子”“解放自己，独立孩子”“帮

助孩子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孩子焦

虑的几个来源，给孩子安全感”“积

极的教养，好习惯的养成”等新颖实

用的教子范例娓娓道来。常见家教

问题，代表性案例，最典型问题，最

佳解决方式，透彻分析和详尽讲解，

各种技巧以“手把手”的形式呈现出

来。书里还讲述了如何让孩子远离

校园暴力、培养孩子刷牙习惯、培养

孩子高效完成作业等实际案例。

中西方教育观念的碰撞与融合

是该书的一大亮点。作者以案例为

线索，透过不同的家庭教育观点，为

中国的父母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家

教新思路。书中的思维，是纯粹的孩

子思维，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与成人

世界截然不同。或许，只有当我们真

正蹲下身子，从孩子的高度和视角

观察这个世界，用一种交换身份的

方式去看待孩子的需求，才能从根

本上解决好各种教育问题。

亲子教育，其实是爱的教育，否

则，没有谁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

无私付出。而与孩子沟通交流，是需

要父母掌握一定技巧性的，是需要

以理解与尊重为前提的。如果你爱

孩子，那就请先学会与孩子对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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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教师解读文本的金钥匙
■ 张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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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解读和课程设计是语文教师的看

家本领。事实上，关于文本解读的书籍很多，

与课程设计有关的著作也不少，能够把两者

巧妙结合起来阐释的书籍不多。特级教师李

竹平的《语文寻意——从文本解读到课程设

计》一书，从单文实践、单元解读、群课设计

三个维度出发，通过作者代表性课例，向一

线教师呈现文本解读与教学设计的范本，真

正实现了从文本解读走向课程设计。

该书分为“文本解读的实施理念、单篇

文本的解读案例、单元整体的解读实践、文

本解读的课程价值”四辑，阐释了文本解读

的实施理念、解读实践及其课程价值，语言

清浅，明白晓畅，特别适合一线语文教师阅

读。李竹平长期深耕一线语文课堂，深谙文

本解读的重要性，书中首先提出了“文本解

读是语文教师的看家本领”的观点。为了说

明文本解读的重要性，作者打了个比方：“语

文教师缺乏文本解读能力，就像指挥官在战

场上，只分得清敌我，却弄不明白战场上的

情势一样，只能瞎指挥，浪费了不少炮弹，牺

牲了不少士兵，最后只落得个一败涂地。”形

象生动地说明了文本解读之于阅读教学的

重要意义。

什么是文本解读呢？作者给出了答案：

运用一定的策略、方法，从不同维度理解具

体文本写了什么、怎么写以及作者为什么这

样写。这是确定学习目标的基础，是选择学

习内容的前提，是设计和组织学习活动依

据，是评价学习成果的重要参照。文本解读

何处着手？李竹平提出了文本解读从“素面

相对”开始，认为文本解读是一个“寻意”的

过程，通过各种阅读实践、策略和途径理解、

分析文本要传达的真实“意思”、构建文本的

学习“意义”、发现文本的课程的“意蕴”。为

此，特别介绍了“还原”和“比较”在文本解读

中的运用策略。列举了《跳水》一课，很多版

本的教材都删去了最后一个自然段，删去了

一个真实而丰满的父亲形象，人物就标签化

了，文本意义减损了大半。这样的“还原”有

利于深入探究文本奥秘，帮助教师发掘或判

断文本的学习价值，以此创生的学习活动和

课堂对话，对学生的阅读方法的运用与思维

的提升，尤为可贵。这就昭示了文本解读有

必要回到原著，“还原”文本进入课文前的样

子，就会发现“新大陆”。

“单篇文本的解读案例”一辑，作者结合

《桂花雨》《牧场之国》等10篇课文进行文本

解读，附上教学建议或教学活动设计，比较

清晰完整地呈现出从文本解读到教学设计

的过程，让读者得以窥见其中的奥秘。书中

不仅针对单篇文章提出了解读思路和设计

教学的策略，还就单元整体的解读提供了实

践路径，切合“大单元整体教学理念”，具有

现实意义。书中选取一至六年级八个单元进

行单元整体解读，提出单元整体教学规划和

教学建议，着力整体教学设计，较好地凸显

了大单元教学思想。这样的文本解读到教学

设计案例，易为一线教师理解与接受，为读

者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学得过手的单元

整体解读和教学设计的策略与方法。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站在课程维度审视

文本解读的价值，从文体角度出发，抓取了

中国神话、古诗词、儿童诗、小说、童话、说明

文、散文等教材中常见的文体，该如何解读，

如何进行课程设计，提出适切的教学建议和

思考，让读者看见某类文体的特征，找到基

于文体解读的钥匙，建构各种文体的课程价

值。这样的语文教育，把学生从一篇课文的

学习，到单元课文的学习，再到某类课文的

学习，进行了巧妙而又符合语文学习规律的

勾连，改变了学习零碎、散乱的状态，让知识

技能形成了系统化和网状结构，语文核心素

养在这个过程中得以落地，学生得以从中汲

取母语的营养，实现语文核心素养的进阶。

倘若你不知道如何把文本解读转化为

课程设计，不妨读一读这本书。李竹平在《后

记》中说，“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值得一读的

地方，那就是我努力呈现了从文本解读到课

程设计的思考过程和成果，让阅读这本书的

老师清晰看到，文本解读是怎样成就课程设

计，进而让课程落地的。”诚如其言，这本书

是一线教师解读文本的金钥匙，更是从文本

解读走向课程设计的桥梁，值得细品慢嚼。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

自己读书越来越慢了。

后疫情时代的生活，更是给我的慢

阅读提供了可能性。一本十多万字的长

篇小说，短则一周，长则一月才能看完。

看书时，眼睛和脑子会仔细跟着书里的

节奏。过去那种蜻蜓点水和眼疾脑快，

一遇到不喜欢的段落、行和词语一跃跳

过的现象，再也不见了。读书，真的是一

段、一句、一个词、一个字去读了。有时

候，还要调动耳朵、嗅觉去配合欣赏。读

到共情之处，还会调动内心情愫，产生

愤慨、喜悦、伤感、遗憾等等情绪。不由

自主地流泪、拍案也有过多次。读到精

彩的句子，要返回去多读两三遍，细细

品咂，方觉有滋有味。觉得精彩的句子

甚至段落，还会大段大段抄录、批注，甚

至写短评和书评。这样的读书，肯定快

不起来。

刚发现自己读书慢了的时候，我有

点焦虑。书海茫茫，当作家又离不开大

量的阅读。看看网上那些一个月读十几

本，一年下来几百本尽收眼底的阅读达

人，再比比自己，这样的速度，完不成自

己定的“每年至少读30本书”的阅读任

务不说，也跟不上自己写作的刚需。

回想青葱岁月，不管是鸿篇巨制还

是生涩意识流，一本书只要拿到手，我

一目十行、风卷残云，别说一周，就是一

夜看完一个长篇也是有的。我以为，目

前这样的慢读书，是自己人到中年，视

力、精力和反应能力都有所下降的缘

故。后来我仔细分析了下，觉得慢慢地

读书，并不是一件坏事，甚至，它是有妙

处的。

人有了一定阅历之后，性格没有年

少时那样急躁了，语速放慢了，声音低

沉了，脾气也和缓了，怎么可能在读书

这种需要静心凝神去专注的事情上，再

急匆匆的呢？

诚然，快速阅读能最大限度增加阅

读量，貌似更适合我们这个飞速发展、信

息爆炸、知识海洋波涛汹涌的网络时代。

但读得快就吸收多吗？我看未必！

我们有句俗语来形容这种现象，叫

“萝卜快了不洗泥”，还有“心急吃不了

热豆腐”，以及“欲速则不达”。饭吃得快

了还难消化呢！书读快了，很难谈得上

认真思考和真正理解，并且，脑海奔腾，

一本书一本书“飞流直下”，“水过地皮

湿”，更不利于加深记忆。这样的读书，

除了可以对自己的阅读量表示欣慰以

外，实质意义估计没那么大。

我们这个世界运行的节奏已经太

快了，战争一触即发，有人一事爆红，舆

情一炒冲天……急功近利的人越来越

多。是时候放慢节拍，以平和的心态、从

容的脚步、淡定的心情来对待这个车轮

飞转的世界了。

对读书这样雅致的事，更是这样。

您可能会说，无论快读慢读，大部分人

读过的大部分书，最终都会被遗忘。就

如我们对曾经度过的大多数日子的记

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不见一样。

可我宁愿相信，经过“小火慢炖”的阅

读，会更入味一些。

人们通过读书来实现对人生的救

赎，来填补人生的空白，来获取力量去抵

御孤独。跑得太快，势必不能好好欣赏身

边的美景。一个人只能过一个人的人生，

这是人生的憾事。人们之所以读书，无非

想通过读书来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增加

人生的厚度，品味其他多样和别样的人

生。那么，对待读书这件事，只有用足够

的时间，用更投入的欣赏、更认真的态

度、更贴近的姿势和更凝神的聚焦，总

之，只有用慢慢的速度，才能对书中内容

仔细体会、深刻理解和加深记忆。

读书滋味长。要想滋味长，读书就

得慢。

与孩子一起读完《神奇的收费亭》，我

的想法与著名儿童作家梅子涵在封底的评

论是一致的：“这么好看的童话书，我小时

候它们在哪儿？”

作者诺顿·贾斯特（Norton Juster），美

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他身为建筑家，却因

童话作品而闻名于世。《神奇的收费亭》是

贾斯特最知名的作品，首印于1961年，历经

50年而不衰，已经成为世界儿童文学宝库

中不朽的经典。

《神奇的收费亭》是一本充满神奇想象

力的书，高明的文字游戏构建故事情节，但

深邃的人生哲理又无处不在。依据儿童爱

幻想的天性，将孩子们带入一个神奇的想

象王国，通过每个国度里发生的奇特经历，

改变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懒散与怠惰，

给孩子们以勇气与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

考。

主人公小米洛是一个做什么事都提不

起劲来的小男孩，他觉得做什么都很无聊。

一个下午他回到家收到了一个大包裹，里

面有一个需要自己拼装的收费亭。当他驾

驶着自己的电动汽车进入收费亭后，神奇

冒险开始了。

从期望国开始，小米洛一路途经懒散

国、词语国、寂静山谷、结论岛、无限之路、

数字国、无知山，这些国度的名字相信你已

看明白了，这是一个关于思想与哲理的童

书。小米洛通过在这些词语国中的经历，重

新认识到生命与时间的意义。

小米洛的冒险一路有“时间狗”与“骗

人虫”相伴，这就是告诉孩子们时间永远不

停歇。“骗人虫”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存在

的自我欺骗，它常常自以为是、胆小、逃避。

小米洛经历的国度寓意非常深刻，期

望国是到达任何地方之前都必须经历的，

期望国里的是否先生最讨厌自己做决定，

懒散国不允许“想”的存在，汽车陷在这里

动弹不得。闹钟狗提醒他动脑子，一动脑

子，车轮就飞速地转起来。词语国的文字可

以出售，因意外被关进监狱，认识了被关押

着的“哪个”婆婆，知道了智慧王国的来龙

去脉。混乱的监狱关不住想离开的小米洛，

他踏上更丰富的冒险之路。

向下长的男孩可以看见隐藏的东西和

事物的本质，却看不见眼前的事情。幻觉城

与现实城的人们生活节奏加速，完全看不到

身边的风景，于是风景就真的消失不见。噪

音充斥世界，没人欣赏美妙的音乐与大自然

的乐章，声音守护人无比愤怒，创造了寂静

山谷，小米洛聪明地为大家偷回了声音。

“时间杀手”让他们将水一滴一滴运

走，小米洛终于明白浪费时间是多么可怕

的事情。无知山的巨人被战胜，却引来恶

魔。公主们告诉小米洛，犯错并不可怕，重

要的是你能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并学到更多

的东西。

他最后抵达空中城堡解救出韵律与理

性公主，让词语国王与数字国王重新达成

合解，智慧王国终于重现光明。

找寻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与挑战、困惑

与冒险，一次又一次的战胜困难的过程中，

小米洛终于发现：“那些看起来不可能实现

的事情会变得可能，就是因为你们不知道

它们是不可能的。”他也终于明白自己的懒

散与无聊，都是在白白地浪费生命。

当小米洛从神奇国度重新出来时，他

发现时间才过了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是

孩子在发呆，也是一场重要的思考之旅。当

他想再返回收费亭时，却只收到了一封信：

“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孩子需要使用。只要你

思考，你就会自己找到通向它们的路。”在

小米洛的心里，世界和从前再也不一样了。

这是集想象、教育、哲理、童心等等各

种元素完美结合的一本优秀童书。这个故

事中关于现代生活的弊病的批判，时隔多

年仍具有鲜明的参考价值：缺乏交流、过于

循规蹈矩、贪婪、懒惰、节奏飞快的生活、过

于理性而丧失美感等等，都值得我们重新

去审视与思考。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本书，

若是在童年遇到，必会终生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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