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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报道

阅读推荐

阅读课堂建立的逻辑与顺序
余雷
也是教师思考和交流的平台。每一
节课的总体设计都较好地体现了阅
读课堂需要的逻辑与顺序。
值得学习的是，周益民所选择
的授课内容和学生的已有经验有着
有机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体现了
阅读教学内在的逻辑和规律。
王荣生先生曾说，“语文教学
内容的问题，实质是语文课程内容
的问题。”对授课内容的选择，不
仅体现了语文教师的语文观和价值
观，还体现着教师自身的阅读能
力 。 作 为 一 个 追 求 “ 主 张 ”“ 理
念”和“情怀”的执教者，尽管选
杜威经验论对阅读课堂
择的初衷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考，
的要求
但所选篇目都接近学生的认知，能
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师在 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唤醒学生记忆
教学活动中要充分调动儿童已有的 的同时延展了学生的能力。这样的
经验，但又不停留于儿童的经验，
要 选择站在儿童本位的立场上去呈现
“引导学生有一种生动的和个人亲 阅读教学的内在逻辑和规律，超越
身的体验”
，让儿童从个体的小世界 了语文学科工具性学习的局限。
小学生诗歌的学习方式大都以
走向一个事件和空间都无限扩大的
世界。在这样的教学活动中，教师 背诵和简单讲解为主，疏于诗歌基
的指导
“并不是从外部强加的，而是 本理论的学习。但在 《诗中的声
把生活过程解放出来，使它最充分 音》 和 《一起看声音》 两节课中，
地实现自己”
。根据杜威的理论，
语 周益民就选取了有一定难度的音律
文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学生的 和修辞作为主要授课内容。《诗中
阅读经验和写作经验。因此，良好 的声音》 里选择了七首诗歌作媒
的阅读课堂应当是尊重儿童生理和 介，让学生感受诗歌的节奏和韵律
心理的需要、符合儿童认知特点、遵 特点、探索和掌握基本的音韵知
循儿童成长规律，以丰富的内容和 识、体会通感的作用，感悟“无声
灵活的形式提升儿童母语能力和审 之 声 ” 的 哲 学 意 义 。《一 起 看 声
美能力的课堂。特级教师周益民收 音》 则用 《颠倒歌》 导入，用 《笑
入《造梦课堂》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声》 中的动词让学生体会从“听”
社）一书的 13 节创意语文课就具备 到“看”的感受，总结出“听觉化
了这些特点，这些课堂的构思和设 作视觉”的诗歌写法，再用 《两个
计为追寻高效的阅读课堂作出了有 呼噜噜》 巩固刚刚建立的经验，用
说句子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声音有温
益的探索。
度、有味觉等……
《造梦课堂》里的学生经
枯燥的诗歌理论就这样被周老
验与课程内容重构
师处理得轻松活泼，举重若轻。这
《造梦课堂》中收录的教学内容 样的课堂内容因为没有现成的资
并非教材内容，而是周益民精心挑 料，需要教师根据授课主题去大量
选的适合儿童阅读的儿童诗歌、童 阅读和挑选。如何在有限时间让学
话、神话和民间故事等。虽然这 13 生获得最大收获，给教师的阅读力、
节课的内容不同，但总体思路和理 价值观和对学生理解力的判断提出
念却有着相同的追求。在这些教学 更高要求。周益民选择的课程内容
实录中，课堂既是学生学习的平台， 为教师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何贤桂

传统的阅读观和写作观都强调
大量实践和个体感悟。
“ 书读百遍，
其义自见”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等名言被教育者和学习者奉
为圭臬。诚然，对于缺乏教育机会
且教育科学研究落后的时代，持之
以恒地大量阅读确实是领会文章主
旨、悟出写作技巧的不二法门。但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科学的发
展，我们的教育水平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提升，阅读和写作的教学内容
与教学方式都得到了革命性的更新
与发展。

麦田守望

“小候鸟”
图书角
关爱留守儿童

周益民老师在课堂上

构的第一步。
玄妙的诗歌理论被周老师处理得深
而对于整节课的教学设计，周 入浅出，
“ 通感”
“ 比喻”
“ 拟人”等术
老师十分注重由浅入深，从个别到 语虽然没有出现，但学生已经熟悉
在周益民一堂堂有生命力的阅 一般、具体到抽象、主要到次要的逻 了这些修辞方式的表现形式。
读课堂中，充满着教师对学生经验 辑顺序。例如《诗中的声音》的设计
纵观周老师的阅读课堂，能够
建构过程的发现与引导。即使是很 就体现了从具体到抽象、个别到一 将学生阅读经验的生成规律与教学
小的细节，
周老师也很少给出结论， 般的思维路径。周老师从带学生拍 内容和顺序建立紧密联系，以此彰
而是引导学生从并列关系、因果关 手打节奏开始，让学生从拍手的节 显杜威提出的“经验观”，尊重学生
系、递进关系等逻辑关系去分析和 奏和声音的高低中联想他们曾听到 发展规律，激发学生阅读体验。谈
判断。
“ 经历”
“ 经验”
“ 评判标准”是 过的声音的节奏和旋律。接着，周 永康老师曾在周老师的课堂教学赏
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
老师引导学生进入儿童诗《夏日音 析中这样说，
“ 益民种种练习，不过
例如《诗和图画的婚礼》一课 乐厅》“
，音乐厅在哪里？
“
”你听到了 是事物的表象，
透过表象，
我们可以
中，周老师在导入环节展示图片让 什么声音？”
“ 声音有什么变化？”提 读到其间藏着的唤醒。他课上有各
学生猜成语。学生说出答案时，周 出系列问题之后，让学生在音乐中 种各样的唤醒，比如生活经验的唤
益民并没有急于表扬和鼓励，而是 想象画面，听出声音里的情绪和场 醒，再比如语言的唤醒等。”阅读是
提问
“怎么猜出的？”
当学生回答后， 景，进而让学生模仿小动物和虫子 一种唤醒，
需要唤醒的不只是学生，
周老师给出了具体的肯定：
“这就是 们的声音进行对话，充分感知诗歌 成人和教师也需要被唤醒。这种唤
会观察、会联想。”并立刻示范使用 的节奏和情感表达。随后学习的 醒不只是有情怀、有热情就可以实
成语，提醒同学课后学习可延伸的 《巴喳巴喳》，再次让学生感受诗句 现，它需要把握阅读教学内在的逻
内容。这样的环节在周老师的教学 描绘的画面。有了这两首诗感性认 辑，
需要平心静气地研究和探索，
需
中随处可见。
“ 怎么猜出的”这种提 知的铺垫，周老师继续带领学生学 要像周老师一样
“走自己的路，
让自
问对于学生阅读习惯的培养有着重 习《花朵开放的声音》，让学生在谈 己的风格更鲜明，
发出更大的声音”
要的作用，
学生会通过教师的引导， 话教学中自己发现
“无声之声”
、
“心 （成尚荣语）。
发现自己的阅读经验。这是经验建 弦”的内在含义。在很多人看来很
（作者系昆明学院教授）

符合学生阅读规律的教
学活动顺序

一本孩子写给孩子的书
谢青桐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和城
市流动儿童已成为社会关注的
热点，这些孩子因为长期在城
乡之间奔波迁徙而被形象地称
为“小候鸟”。日前，在由百胜
中国肯德基携手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共同创立的关爱留守/
流动儿童的
“小候鸟专项基金”
周年庆典上举行了一场“慈善
默拍”，展示了三幅来自“小候
鸟”
画家创作的公益画作，通过
默拍的形式为基金筹措善款。
其中一幅来自曾经的
“小候鸟”
粟泓翱的绘画作品引起了大家
的关注，他描绘的是一家人团
聚之后外出游玩时的愉快景
象，看到的人无不感叹唏嘘，这
幅作品最终被明星公益大使王
祖蓝拍得。
肯德基小候鸟基金成立
于 2016 年，一 年 多 来 面 向 留
守/流动儿童开展了一系列情
感呵护和心灵关怀活动，包括
为留守/流动儿童集中的社区
捐建 1000 多个图书角并组织
读书活动，利用肯德基遍布全
国的餐厅网络开展小候鸟专
场故事会,在节假日为受助儿
童开展阅读活动以及包括手
工、绘画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现场发布了由第三方调研
机构——北师大公益研究中心
撰写的评估报告，回顾了基金
成立一周年的公益成效，同时
宣布小候鸟基金 2.0 计划正式
启动，该计划将发动更多社会
力量，在原来惠及 60 万儿童的
基础上，扩大 50%覆盖面，争
取在基金成立第二年为 90 万
留守/流动儿童传递关爱。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
长朱锡生表示：
“ 未来一年，我
们将着重提升小候鸟图书角的
管理效率，筛选配合度高的社
区儿童服务机构网络，加大阅
读指导，丰富活动形式。同时
坚持发动社区工作人员为孩子
们开展阅读活动，将关爱活动
常态化。”

爱上阅读，
爱上这个世界

类题材作品《小猪吃十彩》，就是小
作者展开想象的翅膀，调动儿童纯
真天然的心智，表达自己的内心世
界和对生活的美好理解的一部佳
作。
童真是儿童独有的，是儿童文
学作品的灵魂，也是儿童文学与成
人文学最明显的区别。小猪贪吃，
想吃黑色食品，可小兔给他端来一
盘红色食物。吃过之后，他感觉很
好吃。从那一天开始，小猪经常变
9岁的曹天健写出《小猪吃十彩》 换不同的颜色吃食物。此后，无论
的故事，
童心充盈，
童趣横生。和以往 什么色彩的食物他都喜欢吃，再也
儿童文学作品不同，
这不是成年人撰 不挑食了。小猪品尝十种颜色的过
其实是一个精彩的寓言：
人生需
写的故事，
而是孩子书写的文本，
这才 程，
要不同的体验，
需要多样的感受，
需
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
文学作品一直是浇灌、放飞儿 要丰富的尝试，以此来理解生活的
珍视生活的一点一滴。
童想象力的重要载体，而幻想文学 美，
小猪不仅从十种颜色的食品中
则是想象集中且具有标志性的文学
并转化
类型。儿童天生对幻想文学有着浓 汲取了见识、智慧和正能量，
厚的兴趣，优秀的幻想儿童文学作 为自己的能力和本领，还从给予他
品可以在孩子成长中留下难以磨灭 食物和帮助的朋友那里获得了友
的印记。这部属于童话范畴的幻想 谊，更激发起感恩之心。他说：
“我

感谢每一个好朋友，谢谢你们给了
我那么多好吃的。以后，我也会给
你们好多好多好吃的。
”
在小猪的心
里，住着每一个甜蜜又温暖的好朋
友。贪吃的小猪，把每一个好朋友
都
“吃”
到了心里。
“吃”的过程，既“吃”出了
能力，更吃出了“感恩的心”。这
就是智商、情商的双赢，这才是一
个健全灵魂。9 岁的小作者能具有
这样的认知，实在令人欣喜。曹天
健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展现了自己
心灵深处的天真、单纯和好奇，并
为社会传递了正能量，发现生活中
的爱和美。
近年来，儿童文学愈加趋向成
人化，
无论是叙事风格，
还是题材都
带有成人色彩。这是因为，在浮躁
的现代社会和市场化环境下，受各
种时尚文化产品的影响，许多成人
作家并不真正理解儿童的内心特点
和思维习惯，或者他们自己早已失
去了质朴的童心。
《小猪吃十彩》完

全是儿童书写的作品，无论是叙事
手法，还是场景想象，或者遣词造
句，都是原汁原味的儿童文学。每
一个篇章和段落，都是那样清新自
然，
符合儿童的审美，
遵循儿童的心
理，毕竟，孩子最能理解孩子的喜
乐，
孩子最能表达孩子的情感。
五年级的北京孩子曹天健，用
儿童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打量人群，
用儿童的思维来思考世界、理解生
活。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一
定是从骨子里理解童心、敬畏童心
的，
它不但要关注儿童成长，
还要表
现儿童成长，更要陪伴儿童成长。
安徒生之所以成为世界最经典的儿
童文学作家之一，就是因为他的作
品里对童心世界有着敬畏和呵护。
从《小猪吃十彩》这本书里，我们读
到的不是以
“成人”
视角进行的居高
临下的所谓“关爱”，而是平等同步
的零距离的“陪伴”，这才是最为难
得的阅读体验。
（作者系文化学者、
专栏作家）

阅读张贵勇的文章好多年
了，我常被他那娓娓道来的诚
恳所折服，也喜欢那文字中所
流露出来的深切情怀与理性思
考。
《给孩子的童年书》
（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是他陪伴孩子
小学六年时光的阅读回顾与经
验总结。其对小学六年到底该
读什么书、该怎样读书的阅读
建议与书单推荐，对小学教师
引导学生阅读极具参考价值。
在六年小学时光里，作者
每天抽出 40 分钟左右时间，与
儿子哲哲一起读儿童的书、好
玩的书、经典的书，从图画书、
桥梁书、童话，
逐步扩大到儿童
诗、历史书、哲学书、动物小说
等，
再发展到侦探小说、
漫画书、
科幻小说、
地理书、
艺术书等，
进
而使孩子走上自主阅读之路。
可喜的是，哲哲的阅读视野在
不断扩展，
其阅读能力、思考能
力及品位在不断提高，他对图
书的选择、世界的看法和自我
的审视，
均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哲哲的阅读经历，让教师
和家长都获得了这样的启发：
孩子的成长离不开书籍。阅读
能激发孩子的潜能，能重塑孩
子的内心世界，更能让孩子爱
上这个世界。阅读不仅让哲哲
获得知识，
更收获了一种善良品
性。每每徜徉于文学名著，
他的
心灵与小熊维尼、
卖火柴的小女
孩、阿尔菲先生等不期而遇，
此
时沉淀在他心里的不只是故事，
还有信念和爱。除文学作品
外，那些科普书则引导他勇敢
探索世界的奥秘，
历史、地理等
书籍让他更加好问、更加热爱
思考，艺术类书籍则在他的心
里种下了美的种子。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阅读让孩子从一个
无知的自然人快速成为一个聪
慧的文明人，变得更加优雅。
从小有学科阅读的意识是每个
小学生的基本阅读要求。本着
开阔视野、完善知识结构、经营
精神家园的目的去阅读，孩子
的内心与面目都将与众不同。
对孩子而言，书籍是他们
的精神食粮，也是一种生活方
式，能让他们打好精神发展的
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信念，
即便遭遇艰难困苦，孩子也依
然会相信世界是光明与美好
的。作者的亲子共读经验表
明，六年的广泛阅读让哲哲拥

有了一颗柔软的心，变得更加
良善与高贵，这便是阅读给予
他的
“精神底子”
。书中写到这
样一个例子：
有一次早晨外出，
雾霾笼罩着北京城，哲哲与爸
爸都戴着口罩，此时的哲哲想
起了没戴口罩的小动物会不会
咳嗽生病，生病了该怎么办。
人们常说善良是人的本性等待
着“被激发”，而阅读则在无形
之中对孩子内心的善起到了积
极的催化作用。
阅读也让孩子的思维更为
活跃，更有思辨力。孩子在阅
读过程中，常常会有一些惊人
的发现，这恰恰是大人所忽视
的。作者举例为证：
哲哲看
“弗
朗兹”
系列时，
惊讶地发现外国
小朋友同样也有快乐、苦恼、困
惑，甚至总结出这样阅读的规
律：大多数奇遇和历险的故事
主角都是孤儿。七八岁时的哲
哲会对历史产生疑问：
“人类为
什么总是发生战争？”
“ 这些故
事是怎么来的？”
“ 史书上说的
都是对的吗？”
等等。看似稚气
未脱，实际上是孩子真正进入
书籍世界，
生成自己的认识，
并
表达出自己对人类社会的疑
问。这完全符合孩子的认知规
律，是老师在日常教育与阅读
生活中应着力引导，并以此帮
助孩子提高素养的最佳过程。
六年的小学生活，是孩子
成长的关键期，也是阅读的分
水岭。一个孩子在小学阶段
读什么书、爱不爱读书，直接
关系到能否真正拥有终身受
益的阅读素养而成为一名与
书为伴的终身读者。如何让
孩子变得博学、聪慧、自信、勇
敢、善良，或许是每位老师、家
长都要思考的问题。
《给孩子
的童年书》中，哲哲的阅读内
容、方式和习惯，都可以作为
每位小学生的阅读参照。正
如作者在序言中说：
“ 我希望
更多的小学生能像哲哲一样，
在阅读中爱上这个世界，自信
地走向宏阔的未来。”同时作
者既在书中总结了阅读的方
法，
又整理了哲哲的书单，
也介
绍了许多经典童书，我们要做
的就是循着这个原则与方向，
和孩子一起在阅读中享受诗意
的栖居。
（作者系浙江省台州学院
教师）

阅读现场

《地图（人文版）
》作者畅谈艺术创作
本报讯 （子依） 淡雅的色
彩、朴拙的画面、手绘的质
感，七大洲、四大洋、北极和
42 个国家，这是一本由蒲公
英童书馆出版的手绘 《地图
（人文版）》，也是一本儿童百
科绘本。来自波兰的两个作者
亚历山德拉·米热林斯卡和丹
尼尔·米热林斯基用他们的方
式，呈现了这个世界的构成：
边
界、城市、河流、山川、建筑、有
代表性的动物、植物、历史、人
文名胜、与当地有关的奇妙趣
闻等。近日，他们来到国图，与
京城读者们分享该书背后的故

事，
体验不一样的艺术世界。
“事实上，每一个国家，只
要你深入它的地理、文化与历
史 ，都 会 发 现 许 多 迷 人 的 东
西。我们挑选这个国家最独特
的、人们最感到自豪的东西，但
有时候也很难避免诸如战争之
类的问题。”
丹尼尔说，
“一开始
做这本书就期望它不像是一个
印刷品，而是独一无二的一本
书”
，所以他们自己设计了字体
和 1200 个词汇。他强调，设计
不仅仅包括书的内容，纸张的
选择、颜色的把控都是设计的
一部分。

知名图画书作家劳拉读者见面会举行

在孩子的品格中注入“中国基因”
张菊玲
梁启超先生说：
“品格者，人之 发，按照小学各学段学生的认知特 品格提取出来，在新时代的大背景
所以为人，藉以自立于一群之内者 点及最新语文课标的学习要求，编 下加以淬炼，形成具有时代印记的
也。”中国品格，即中国人独有的人 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文章、诗 “中国品格”
。
格追求与道德修养。今天，以中华 词，
并挖掘经典文章、诗词的主人公
诸如《小学生读本》第五册，书
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构建自己的 及作者的有关趣闻轶事，最后通过 中第一辑的主题是“家·母爱是
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形成独一无二 “主编说”，围绕经典诵读中的人和 通向光明的灯塔”，首篇“品格故
的 中 国 学 派 正 在 成 为 时 代 的 必 事，
结合今天的生活环境进行点评、 事”为 《画荻教子》，讲述了大文
然。当然，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不 解读和引申，把古人高尚的品格和 学家欧阳修的母亲在没有纸笔的
能仅仅是学者们的构建，更重要的 智慧迁移到当代学生心中。这样的 情况下，用池塘边的荻草教欧阳
是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当 精神食粮让中小学生读得懂、能接 修练字，教给他做人做事的道理
代中小学生，在他们中间进行美好 受、喜欢读，如此，
“中国学派”才能 的故事。紧接着，用“主编说 ”
品格的渗透和陶冶。
有深厚的生长土壤。
这个栏目，对于所节选的故事体
“中国品格”丛书（宁夏人民教
“中国品格”丛书分为小学生 现的“中国品格”进行解读和阐
育出版社）很显然把握住了这一深 读本和中学生读本，小学生读本分 发，正如该书主编严文科强调，
刻议题，它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 为 1—6 册，分别针对 1—6 年级的 “我们要将故事和今天的世界结合
化，面向中小学生，避开“仁”
“ 义” 学生使用；中学生读本分为 1—5， 起来，相互找到一个对应点。”
《中
“礼”
“智”
“信”这样的大概念，而是 分别针对七、八、九年级及高一、高 学生读本》第三册第一辑，主题为
从“善 ”
“诚”
“恋”
“缘”
“惜”
“ 谦 ” 二年级的学生使用。因为学段的 “ 勇·高 尚 的 品 格 是 真 英 雄 的 标
“梦”
“勤”等这些更具体、更易为当 不同，内容设置上也有所区别，但 配”，有孟子的“大勇可畏”、有“大
代小学生所理解和接受的主题出 基本立意都是把中华民族伟大的 树将军冯异”
“陈公弼传”
“论勇”等

有关
“勇”
的思考及英雄传记……
更可贵的是，
“中国品格”丛书
中除了“高大全”的英雄，还有很多
在平凡中恪守道义、秉持操守、维
护纯善的普通人。他们没有豪言
壮语，他们的善举、义举自然而然，
但却标志着道德建设的走向和刻
度。五千年来，中国的道德模范已
经变得平民化，对高尚品格的传播
和颂扬已经从官方转移到民间，从
牌坊、匾额转移到戏曲、民间小调，
一代一代的“中国品格”在最深沉
的中华民族血液中流淌、传承。
若当代的中小学生常习之，积
年累月、潜移默化，必成为未来有
追求、有操守、有担当的新一代中
国人。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可翘首而望！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师
范学院）

本报讯 （伊湄） 以“视觉
的艺术——给孩子一双不同的
看世界的眼睛”
为主题的世界知
名图画书作家劳拉·瓦卡罗·希
格读者见面会近日在京举行。
作为一名非常懂得孩子内
心的作家，
劳拉一直在用她的创
意和画笔为孩子创作充满奇思
妙想的图画书。她的作品因简
单和富有创意很受孩子们的欢
迎和好评，
而她最爱使用的翻翻
书、洞洞书的创作技巧，
更给小

读者们带来了一次次的视觉惊
喜。她创作的《先有蛋》和《绿》
分别荣获 2008 年和 2013 年凯
迪克银奖，
新作《雪景》即将由二
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
见面会上，
劳拉以其图画书
作品为载体，
介绍创作过程中的
一些有趣细节以及作品背后不
为人知的故事，
品味那些极富创
意的艺术表现形式，
将作品更加
立体地呈现给读者，
让孩子们能
够用艺术的眼光看世界。

“光华公益书海工程”
获赠图书
本报讯 （肖聪） 近日，北
京天域北斗图书有限公司向
“ 光 华 公 益 书 海 工 程 ”捐 赠
4000 万码洋图书，涉及地图、
地理教辅、儿童地理绘本等。
“光华公益书海工程”
是由
共青团中央和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共同发起，
中国光华科技
基金会组织实施的，
旨在以公益
手段启动闲置文化资源，
广泛募
集出版发行单位的库存图书，
为

基层学校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和
广大农村赠书，
支持中西部地区
和基层的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
发展的全国性公益活动。
北京天域北斗图书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志豪表示，
通过
“光
华公益书海工程”将优秀的儿
童读物送到广大边远地区，是
文化企业的责任，希望有更多
的个人和企业加入，共促全民
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