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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书 点 亮 智 慧 阅 读 陪 伴 成 长

读书周刊

奶——给孩子充足的原动

力，为生命涂上温暖底色

“奶”，既是真实的乳汁，也
是一种象征；是有形的，也是无
形的。这种以爱为“奶”的营
养，要灌注在孩子的整个成长过
程中。在这抹温暖的底色里，作
者更多从“亲子关系”的角度强
调了“母亲在场、父母陪伴和捍
卫童年”的重要。

“母亲在场”。西方有一句教
育格言：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
世界的手。梁启超在 《倡设女子
学堂启》 中也曾写道：“故天下
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
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
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
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
强弱之大原也。”

可见，母亲教育在孩子成长
的过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从胎教到乳汁哺育，孩子与母亲
进行近距离的肌肤相亲，心息相
通，让孩子自由地释放本能的需
求，带给他们无与伦比的快乐和
安全感。

“父母陪伴”。陪伴是最长情
的告白。现在的孩子缺少的不是
玩具，不是漂亮的衣服，不是书
籍，更多的是父母的陪伴。哪怕
是共同看一会儿书，聊一聊学校
的事情，去一趟游乐场，做一次
开心的游戏⋯⋯

反观自己，在孩子成长的过
程中，我最得意的便是一路陪
伴，与儿子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亲
子关系。我们家沟通的传统项目
是“话聊”。每天睡前的 20 分钟
交流，是我和儿子之间最美妙的
时光。有时是开心事的分享，有
时是烦恼事的诉说，有时是学习
方法的交流，有时是生活百态的
探讨⋯⋯即便在儿子的青春期阶
段，我们也大多能和谐相处。其
实，也没什么秘诀，只是每次意
见不合的时候，我都能比较理智
地保持沉默，适时退让，真诚沟
通。

“捍卫童年”。作者在书中强
调：一个人童年时受过的伤害，
尤其是来自父母的伤害，会像刻
印一般，在人的心里留下永不会
消除的生物疤痕。只要遇到相似
的情景，童年时感受的痛苦就会
再次发作。

读到这里，我的眼前便浮现

出初中好友忧郁的神情。童年时
期，她在青春反抗期与强势老妈
斗智斗勇，甚至拳打脚踢、恶语
相向，以致结婚时彼此价值观相
悖让母女矛盾不断升级。童年时
与母亲相处的种种，至今在她的
内心留有挥之不去的阴影。而
今，已近中年，她苦笑自己学会
了妥协、反省和克制。因为她害
怕童年的恶性循环会延续到自己
女儿身上。

尽管她的父母都是研究生学
历，但正如文质老师所说：并不
是一个人拥有高学历、高能力就
一定会做父母，只有当一个人具
备了为人父母应有的知识、技巧
和方法，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足
够好的父母”。我想，“足够好的
父母”一定是深谙童年秘密，懂
得捍卫童年的人。

蜜——让孩子认识与体察

“好的世界”，使生命丰盈

“蜜”是指在孩子成长过程
中，要把鼓励、赞赏这些甜蜜的
情感支持方式，变成家庭中最重
要的互动方式。在这里，作者更
多从“教育方式”的角度阐释了
孩子认识与体察世界的方法。

我对其中这段话深有感触：
“游戏可以让孩子体验乐趣，学
习活动规则，激发想象力。父母
遵从孩子喜欢优秀的天性，可以
寓教于乐，让孩子时时乐学。”

记得儿子小时候性格急躁，
特别马虎。正当我无计可施时，
孩子却从多米诺骨牌的游戏中汲
取了诸多智慧。他说，玩多米诺
骨牌需要极大的耐心，因为急躁
会导致前功尽弃。是啊，这可一
直是儿子性格中的弱点。我顺势
告诉他，比赛并不是最快的赢；

学习和生活中有比提高速度更丰
富的内容。譬如橡树，它之所以
又高又壮，是因为它生长得缓慢
而坚实。

儿子因自身的体验，感受到
了自己的“软肋”，这真的是难
得的进步。读这本书我明白了其
中的真谛：一个人在游戏中，会
有更多的奇思异想，是因为他的
兴奋中枢被激活了。看来，游戏
中的智慧不可小觑啊。

思维的触角不断延伸。在这
一部分里，还有很多扣动心扉的
观点：“让儿童成为儿童”“培养
天赋，不是培养天才”“把每个
孩 子 都 当 成 天 鹅 一 样 去 鼓
励”⋯⋯

咀嚼品味时，生活中与之相
应的场景常常次第闪现，不免感
触：一本好书带给人的不仅是精
神上的滋养，更多的是在自我发
现中，增强了自我修复、自我改
变的能力。

盐——性格塑造决定孩子

未来的格局，让成长举重若轻

这一部分，作者更多从锻造
能力的角度，一针见血地指出：
适当的“盐”，帮助孩子形成良
好的品格，让他面对某种社会现
实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而不是
逃避和退缩。

在 《让孩子知生死——“生
命教育刻不容缓”》 一章中，作
者提出死亡教育越早越好的观
点，因为孩子的思考早于父母；
要为孩子建立“生命教育第一”
的概念，让孩子认识到“身体发
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
始也”。

记得儿子四年级时，就曾和
我聊起过关于死亡的话题。当时

是因为儿子害怕死亡，为了让他
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我给他讲了
佛陀解释死亡的故事。通过这个
故事，我和儿子一起畅谈了感
受。儿子逐渐认识到人死亡的必
然性，同时也懂得了应该如何珍
惜生命，如何面对死亡。

劳动教育必不可少。作者写
道：劳动意识、劳动能力强的孩
子，在其他方面的能力会更强，更
容易与他人建立和谐的关系。因
为城市化等原因，中国的孩子劳
动意识明显欠缺，父母应该创造
一切条件提高孩子的劳动能力。

某种程度上，我是个“懒
惰”的人，所以儿子很小的时
候，我就开始让他学着洗衣服，
即便洗不干净，我也从没批评过
他，更多的是鼓励和赞赏。结果
是，我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某个
早上，他和我同时起床后，自己
在书房熨运动服和红领巾。他
说，刚熨过的红领巾，平平整
整，热热乎乎，戴在脖子上特舒
服。渐渐地，我明白了他细腻的
心思：每到开学第一天、下一周
的开始，或特殊的日子，他总是

希冀用美好的心情迎接黎明的到
来。

今天，有些孩子贪图安逸，
不爱劳动。作为父母，我们要努
力让孩子认识到：是劳动创造了
世界，劳动创造了价值；让孩子
了解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从小就有劳动光荣的意识，并让
他们去体会劳动带来的喜悦。这
些大道理，要融入日常的教育之
中，而不能只停留在口头的说教
上。

书中类似的常识教育比比皆
是，作为新时代的父母，我们

“ 不 仅 要 在 思 想 观 念 、 生 活 方
式、社会能力等方面做领先上一
代的父母，还应该反过来向孩子
学习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以
及更有包容力、更有宽容度的思
想观念”。

迫不及待地读完此书，回味
良久，回望自己的育儿经历，我知
道成长是成人与孩子共同的旅
程，需要相互的促动。再往深想，
在教育学生时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者系辽宁省葫芦岛市龙
港区南苑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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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小学教师的读书笔记

陈兴杰

又到春日，又到评选表彰“推
动读书十大人物”的时候。为表彰
2016 年 度 的 推 动 读 书 榜 样 ， 将

“全民阅读”引向深入，“中国教育
报 2016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评选即日启动。现面向全国读者征
集候选人，欢迎广大读者推荐或自
荐您身边积极参与阅读推广并取得
一定成效的“推动读书人物”。

推荐内容包括：被推荐者姓
名、单位、联系方式、事迹介绍

（阅读主张，阅读推广事迹简介，
阅读推广持续时间，推广效果及
影响力等），以及推荐者姓名及联
系方式。

欢迎使用电子邮件报送参评材
料，请在邮件主题处注明“读书人

物推荐”，发至 dushuzhoukan@
163.com。手写稿请寄：北京市海
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中国教育报
文化副刊中心，邮编 100082。信
封注明“读书人物推荐”。

“推动读书人物”征集活动截
止至2017年4月3日。

中国教育报年度“推动读书十
大人物 ”评选自 2004 年开展以
来，已评出了120位关心教育，在
引领读书、推广阅读方面功绩显著
的读书人，这些读书榜样在各自领
域以不同的方式、同样的热忱，点
燃了一个班级、一所学校、一个地
区的阅读激情，为实现“全民阅
读”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本报文化副刊中心启

你推动读书，我们推举你

寻找2016年度阅读先锋

编者的话

三月，草长莺飞，处处散发生机。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
节，我们将目光转向生命的初始，探寻如何遵循成长规律，激
发生命内在的力量。教育学者张文质打磨5年推出的《奶蜜
盐：家庭教育第一定律》今年初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许多教师利用寒假细读了这本书，并
做了读书笔记。有的老师说：“阅读《奶蜜盐》，我是一边读，
一边回顾自己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并反思自己对孩子和学
生的教育存在哪些问题。”更多的老师说：“这本书不仅适合身
为父母者阅读，同样适用于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更应该读读
这本书。”本期我们编发一位小学教师的读书感悟，愿三月的
春风和这本书一起，吹拂教育之思，唤醒成长之悟。

选自《父母艺术力》插图

阳光透过高大的落地窗斜射进
来，照在摆满书的书架上，你在联
网的电子设备上输入想读的书的书
名，不一会儿，你选的书就通过传
送带来到你的面前。你把书放进旁
边一个外形类似电冰箱的容器里，
揿动按钮，书页在红外线照射下翻
启，等你取出来，书的每一页都散
发出天然香氛的味道。你坐在阅览
区舒适的座椅上，伴着咖啡香翻动
书页；或者，你将书带回家中，待
你阅读完毕并不需要再来图书馆归
还，而尽可以选择你方便的地方，
比如车站附近的还书机⋯⋯

是的，科技正在重新确定阅读
的姿势。

3 月 8 日至 10 日，北京教育装
备展示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北

京 艾 迪 讯 智 慧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携
RFID（射频）技术、图书杀菌机、智
能保健站等产品亮相展会。作为台
湾首家承接“图书社会化运营”的专
业服务运营商，台湾艾迪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专业化、智能化、人性
化、标准化打造出了“艾迪讯模式”，
并将此模式应用于台湾新北市图书
馆、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公共图
书馆和学校图书馆。

去年 7 月，艾迪讯在大陆的子
公司艾迪讯电子科技（无锡）有限公
司承接了北京海淀北部文化中心图
书馆服务外包项目，利用“艾迪讯模
式”使图书馆的效益大大提升，在 5
个月的时间里突破了海淀区政府设
定的年读者流量达 25 万人次的目
标，受到海淀区及周边读者的好评。

科技，重新确定阅读的姿势
本报记者 王珺

《乳房：一段自然与非自
然的历史》

（美）弗 洛 伦 斯·威 廉 姆 斯
著 庄安祺 译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本书从一个母乳喂养孩子的
故事开始：新手妈妈弗洛伦斯无
意中发现母乳除了拥有各种美好
成分之外，竟还含有许多环境毒

素。这些原本不该出现的工业化
学物质为什么会跑到自己的乳房
和乳汁里？身为一名科普记者，
弗洛伦斯在惊愕之余着手探究，
她前往美国各大癌症研究中心、
环境政策研究所以及新西兰的乳
房研究实验室等机构，和众多科
学家、人文学者交流，从人类学、
生物学、医学、环境史的角度解读
乳房，回答现代生活如何改变我

们的乳房和健康等问题。

《女性身体的智慧》
（美）希拉里·哈特 著 冯欣

姬蕾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女性常常忘记，我们的身体
本身就像一座神秘的城堡。我们
需要的爱，不一定要从其他途径
艰难获取。当我们开始对内的探
索，就会发现那些本就居于我们

体内的爱的力量。本书作者汇集
了世界上最有远见的精神导师们
的思想精粹，揭示了女性身体本
身的美好，以及女性身体内蕴藏
着的巨大能量。

《“她”字的文化史》
黄兴涛 著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她”字的文化史：女性

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增订
版）》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以
插图的形式，呈现当年“她”字
及相关文字早期被实践或论争时
的原始样态，以及运用者的风
貌，希望能带给读者以真切的历
史现场感，呈现“人”“场景”
和“历史内涵”多元互动的研究
路径，堪称近年来中国文化史研
究的佳作。

【相关链接】

日前，商务印书馆联合北京市
海淀区星火小学举办了“丁酉春日
开卷 诵念《大学》”仪式，由著名昆
曲艺术家、戏曲民俗学者、古诗文吟
诵教育家张卫东司礼执事。

仪式在张卫东先生的开卷礼下
拉开帷幕。接着，张先生带领学生
们诵念《大学》全文，学生们手持

《大学》 正襟危坐，跟随张先生一
句一句地诵念。张先生的国子监官
韵诵念音韵腔调高古，可追溯两宋
衣钵，节奏平稳，声音铿锵，基本
保留《洪武正韵》切音，咬字口风
维护明代根本，依清代京师官韵流
变后的标准传留。

诵念完毕，张先生带领孩子们
向孔子像行礼，向老师行礼，最后
转身向在场的嘉宾和旁听的父母行
礼。随后，学生们依次上台领取

《大学》 线装书。此书由商务印书
馆与张卫东合作整理出版，标有墨
笔抄录的工尺谱，并对异体字进行
反切注音，除运用汉语拼音外还有
部分运用国际音标，由线装书制作
工艺最佳的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师
傅们手工完成。

据悉，有着120年历史的商务印
书馆近期成立了国子监官韵诵念传承
中心，并授予星火小学为传承基地。

小寒 文 和萌 摄

迎春日开卷读书 小学生诵念《大学》

··广告广告··

书海观潮

封面·荐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