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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年级的小蜜瓜》和《一年级
的小豌豆》开始，儿童文学作家商晓娜
的作品就被低年级的孩子和家长所熟
知。在这两部作品中，一年级孩子学
习生活场景真实的再现，充满童趣的
细节，孩子与生俱来的天真、善良和勇
敢，让每一个小读者都从中获得了勇
气和安慰。

商晓娜“上学真好”系列可以说是
小蜜瓜和小豌豆的升级版，不久前出
版的《开学第一天》《伤心的值日班长》

《让人担心的家长会》《藏不住的秘密》
四本书继续讲述了让小读者意犹未尽
的一年级孩子的故事。这个系列的主
人公是一起报名了同一所小学的邻
居：男生莫小奇和女生贝小贝。不怕
上小学的莫小奇和不喜欢上小学的贝
小贝进入小学后，都积极地去面对一

年级小学生必须面对的一切，去接受
和完成一个个新的挑战。这些亲子教
育中强调的内容在这个系列里不再只
是空洞的理论和原则，而是由鲜活的
故事和人物来组成。商晓娜熟悉幼儿
的生活，同时也对幼儿的心理成长有
着准确的把握。在这个系列中，作家
从一年级孩子上学的心理准备、物品
准备、生活习惯的改变、学习习惯的养
成等几方面，对莫小奇和贝小贝的生
活进行了描述，用生动的人物故事，图
解了幼小衔接会遇到的种种问题以及
对策，为教师和家长们提供了可供借
鉴的方法，有着幼小衔接指南的作用。

首先，幼儿成为小学生必须有一定
的心理准备。陌生的环境，不一样的作
息时间，不一样的师生关系，不一样的
任务和要求，更复杂的同学关系等都会
让没有心理准备的幼儿无所适从。作
家并不是将他们的尴尬和烦恼调侃式
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是对这个年龄段

孩子易出现的心理问题表达出真诚的
关心，并用故事中人物处理问题的方
式，提示孩子们如何接受新的事物、如
何学会合作、如何面对挫折。

其次，幼儿成为小学生需要养成
新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幼儿园和
小学的任务不同，幼儿必须尽快学会
管理自己，上课专心听讲，根据老师的
要求完成作业等。“闹哄哄的手机”“贝
小贝当老师”“期中考试”“结业式”“让
人担心的家长会”“贝小贝的新名字”

“模拟测试卷”等章节中，一个个具有
现场感的细节描写，不动声色地让小
读者在轻松的阅读氛围中意识到自己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样的阅读经
验对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
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讲述方式贴近儿童心理，轻
松活泼。商晓娜有过小学教师的经
历，因而非常熟悉儿童的兴趣点和能
够接受的表达方式。很多平淡的事件

经她加工描述之后，就变成了趣味盎然
的小故事。例如，在“迷路的探险家”这
一章中，一年级的孩子进校以后都对学
校的环境感到好奇，老师带领学生参观
学校，让他们尽快熟悉。看到他们把图
书馆当作书店时，读者在会心一笑的同
时也和主人公一样对学校的环境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作家在记叙这些事件的时
候并没有居高临下地给出建议，而是让
人物自己去面对和解决。当读者看到莫
小奇也一筹莫展，只能跟着贝小贝一声
接一声叹气的时候，估计和主人公一样
对忘记在试卷上写名字的严重后果印象
深刻。

“上学真好”系列是成年人向孩子伸
出的一双温暖的手，这双手牵引着他们，
帮助他们顺利地走向另一段生命的历
程。让孩子们在来自成人世界的温情和
暖意中去上学，这是每个成年人的责任
和使命。

（作者系昆明学院教授）

带着温情和暖意去上学
余雷

从目前的阅读状况来看，整本书
阅读有些老师可能忽视了起始课（也
可叫导读课），我觉得，这有点危险。
如今，学生的阅读兴趣、阅读习惯和阅
读品质，基本上被破坏殆尽，许多学生
没耐心读完一本书，即便是像《边城》

《老人与海》这样篇幅短小的书，更不
用说像《红楼梦》这样的大部头，或者
像《呐喊》这样艰深的著作。而上好起
始课就可以帮助学生点燃阅读兴趣，
甚至是持久的阅读兴趣。

在讲 《论语》 之前，我担心学生
对这本书有隔膜、不能很顺利地进入
孔子，担心学生在老师的逼迫下，勉
强去读几天，不能深刻地认识到阅读
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就一定会
半途而废。我最担心的问题是，如果
阅读一本书、一个作者，是勉强进入
的，该是何等痛苦，而且将心比心，
我也不愿意这样做。于是我煞费苦心
地琢磨要上一节起始课，以帮助学生
正确地了解 《论语》 和孔子，我希望
让他们对 《论语》 和孔子产生浓厚的
阅读兴趣，几乎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
间备课。不是说备这节课有多么难，
而是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我左右徘
徊。最终，我确定这节起始课讲两个
内容：孔子这个人和 《论语》 这本
书，前一个问题是重点。

关于孔子这个人，别说讲一节课，
就是讲一个学期都可以，那么在短短
的一节起始课里讲点什么呢？我想，
关注点还是要放到引起学生阅读的兴
趣上，目的是要“点燃”。于是围绕“孔

子这个人”，我设计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家世——孔子生于

没落贵族家庭。
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

的后裔。孔子六祖孔父嘉曾任宋国大
司马，其后代避难奔鲁（自此为鲁国
人），卿位始失，下降为士。——在这
里我强调孔子为贵族后裔，强调贵族
的重要性，给学生一些暗示，要他们注
意，《论语》中的孔子，身上有贵族的血
统，有担当精神。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
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
防叔生佰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
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在这里我想
强调到孔子出生时，已经家道衰落，基
本上是平民，所幸的是，他很聪明——
夫大妻小，可能符合优生的原则吧，这
一点学生会很有兴趣。后来讲课时证
实，学生对这两点的确很有兴趣。

第二个问题：时代——孔子生于
公元前 551 年—卒于公元前 479 年，
与春秋后期同步。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段时间共发
生 133 场战争，分别有：宋与郑 52 场，
齐与晋25场，晋与楚22场，楚与吴24

场，吴与越10场。
据不完全统计，发生弑君事件共

39 人次，分别有：在齐国，换国君 39
位，弑君 12 次；在鲁国，换国君 36 位，
弑君5次；在卫国，换国君43位，弑君5
次；在宋国，换国君34位，弑君6次；在
晋国，换国君39位，弑君11次。

——这仅是部分统计，但已经很
说明问题了。在一个王纲解纽、礼崩
乐坏的时代，谁是那个力挽狂澜的巨
子，谁能够擒住时代之手？很幸运的
是，孔子出现了——孔子不出，如苍生
何？所以朱熹评价孔子说，“天不生仲
尼，万古长如夜”。我们要记住孔子的
恩德，我们都是孔子的后人。

第三个问题：经历——孔子一生
最主要的经历，就是企图从政，但屡屡
失败；转而从教治学，却成就辉煌，遂
成为素王——白衣天子。

求学：“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
立。”（《论语·为政》）向老子问礼，向郯
子学职官，向师襄子学琴。

从政：第一段，20 岁—21 岁，在
鲁，任委吏、乘田吏；第二段，在鲁，51
岁—55 岁，任中都宰，后任司空、大司
寇，后与鲁国执政者季氏发生矛盾，弃

官离鲁；第三段，55 岁—68 岁，凡十四
年，历卫、陈、曹、宋、郑、陈、蔡、楚等 7
国，虽多受礼遇，但并不重用，形如“丧家
犬”，最后回到鲁国。

从教：第一段，22 岁—35 岁，在鲁，
创办私学，收弟子南宫适、颜路、子路、曾
点等；第二段，38 岁—50 岁，避鲁，收弟
子颜回、子贡、子羽、子禽、公西华、子游、
曾参、子张等；第三段，68 岁—73 岁，回
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

《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
七十又二人。”

这三个问题讲完，孔子的出身、基
本精神和生平，就基本上清楚了，但还
不可感、不可爱、不可触摸，还不是一
个人间孔子。于是我又设计了三个小故
事，故事中的孔子才是有血有肉的。这
三个故事是：绝粮陈蔡、恸哭颜渊、哲
人其萎。

第一个故事写孔子的镇定大气，处
逆境而不乱，必有大胸怀，孔子的贵族血
统显现力量。第二个故事写孔子的师生
之谊，这是当今最欠缺的；颜渊之死，《论
语》浓墨重彩，四次写到（可《论语》总共
才 11000 多字啊）。现在可还有这样的
老师哭送学生？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

是哽咽着说不出话。第三个故事写孔子
最后告别人世，他老而不颓唐，异常清
醒，担心自己走后，无人挽救这个江河日
下的乱世！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学生的
眼睛都亮了——那一刻，我感觉睡在学
生心灵深处的开悟觉醒了！而这正是我
想要的效果。

关于“《论语》这本书”我主要讲述了
两个问题：《论语》的基本面貌和儒学的
发展历程。

《论语》的基本面貌：
1.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语录体，

20 篇，512 章（又说 492 章），共计 11000
多字。

2.20篇大多以人物为篇名，如“颜渊
篇第十二”“子路篇第十三”，也有的以内
容为篇名，如“为政篇第二”“八佾篇第
三”，无论哪一种，都跟本篇开头的第一
段话有关，如“述而篇第七”（子曰：“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乡党
篇第十”（“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
能言者”）。

3. 核心思想是“仁”，凡 109 处，是
礼、乐、忠、信、孝、勇⋯⋯的总纲。

4. 赵普说：“《论语》二十篇，吾以一
半佐太祖定天下”。

儒学的发展：
1. 先秦：孔子讲仁；孟子好义；荀子

崇礼。
2.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将儒家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作
为官方思想。

3.唐代：韩愈，维护“道统”，反对佛老。
4.宋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5.近现代：新儒家，康有为、梁漱溟、熊

十力、冯友兰⋯⋯康有为说，“孔子之道，其
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
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

——把这些内容跟学生讲清楚，《论
语》的基本面貌也就清晰了，而且儒学的基
本思想也开始进入学生心灵。我相信这样
的起始课，对学生的阅读兴趣，对学生全面
地了解孔子和理解《论语》是有作用的。

那么，整本书阅读的起始课是不是
就只有这一种形式呢？当然不是，比如
有个学校请我去讲《庄子》，我就采用了
完全不同的方式，我给学生读了一篇自
己写的文章《作为诗人哲学家的庄子》，
一边读文章，一边跟学生讲庄子的故事
与《庄子》这本书，学生也是听得兴味盎
然。整本书阅读的起始课到底怎样讲才
好，我的看法是，你找到了最适合引发学
生阅读兴趣的方式方法，那就是最好的，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吧。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区教研中心高
中语文教研员）

整本书阅读要上好起始课整本书阅读要上好起始课
——以《论语》为例

何郁

“整本书阅读”系列②

本报讯 （子依） 日前，由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
调办公室指导，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
团、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主办的“微
笑彩虹”关爱特殊儿童公益活动进校
园启动仪式正式拉开序幕。

启动仪式上，中国新闻出版传媒
集团总经理、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
常务副理事长李忠表示，校园是孩子
们最好的社交场所，关注特殊儿童群
体的阅读和生活，将成为“微笑彩虹”
公益活动未来的重要方向。活动今后
将走进全国更多的校园，用阅读阳光
温暖每一个童心。来自北京市育才学
校的小学生、教师和家长与现场嘉宾
热烈互动，李忠为听障儿童公益救助
联盟捐赠“彩虹小书架”，全国政协委
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为北京
市育才学校颁发“微笑彩虹——关爱
特殊儿童公益活动校园活动基地”示
范点铭牌。

育才学校成为
“微笑彩虹”校园活动基地

阅读现场

麦田守望

如今是个嗜吃之人就自称“吃货”，
然而要成为真正的“吃货”还需具备点

“吃货的自我修养”，提高修养的捷径之
一自然是读“吃书”。如果是给“小吃货
们”看的“吃书”最好还要有一定的“可
吃性”，《饺子和汤圆》（卷儿/文 任晶
晶/图 连环画出版社）正是这样一本

“可吃性”颇佳的绘本“吃书”。
这本书的“可吃性”主要来自内容

的色香味形俱全。这里有对两种中华
传统食品的质感的描述（黏黏的、滑滑
的），有对外皮厚度差异的形象表现，有
对造型压花的幽默调侃，也有两种馅料
典型不同的对比。除了两种食物的形
态表现外，作者还将主要的食用方法和
食用节令也逐一趣味性地暗示出来。
在画家的笔下，国人最为熟悉的两种食
品立体、动态、谐趣地呈现在儿童面前，
其色香味形无不毕肖、触手可及。“小吃
货们”怎能不“对书大嚼”呢？

生动的图像和口语化、儿童化的
清浅文字结合，相得益彰，在朗朗上口
的阅读中，读图的印象将大大加深。
为了突出主题，加强阅读印象，以及弥
补本书叙事较弱的不足，作者还有意
设计了对比的手法，在比较中凸显出
两种食品的差异，而在叙事的后半部
又用逗趣的方式（泡澡）来暗示同为馅
料类面食的两种食品的相似性，中部
还插入面条的出场充当“小丑”，在插
科打诨中丰富作品的趣味性。可以说
作者在同异转换、叙事节奏和趣味性
设计上颇费心思，目的都是在于保证
本书的“可吃性”。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可吃性”有
温度，它立足于中国人的味觉记忆，将
两种普通而又最普及的食物化身为可
爱的人设。书中柔和、温情、欢快的氛
围正是我们儿时在灶间焦急等待、逢年
过节时才能痛快大吃一碗的渴盼，是家
庭团圆的幸福和乐以及自家饺子汤圆
口味的独特与鲜美。在中国，地不问南
北，味无涉浓淡，每个地方都有一碗属
于自己的饺子、汤圆，每个人都有属于
自己的舌尖记忆。书中的花瓷碗蒸腾
着缕缕热气，勾起了永恒的乡愁。

不过，虽然是这么一本“可吃性”
颇佳的图画书，但是读者们未必舍得
吃掉书中的两个小家伙，因为画家把
它们设计得实在太萌了。幼儿作品图
像中的角色多数都具备柔和圆滑的线
条，造成稚拙可爱的特点。画家更是
利用了饺子和汤圆天然的形态上的优
势，将现实的棱角隐去，人物更加柔
化。胖乎乎、圆滚滚、萌萌哒的两个小
家伙让人根本无法下箸。

再加上拟人化的设定使这两个小
家伙活脱就是两个顽皮的孩子，心理
学上人们对于越接近人的形象的事物
越容易引为同类、激起同情，也是这部
作品变成“不忍吃的吃书”的内在动
因。饺子和汤圆泡澡后从封底离开的
尾声设计，说明连作者也是不忍下口
吧，于是“私自”放走了小家伙们。吃
还是不吃呢？这个问题还是交给翻阅
这本绘本的同样可爱的“小吃货们”去
决定吧。

（作者系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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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整本书阅读与研讨”
作为贯穿始终的学习任务群之一，
被列入新修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
程标准》。相比使用文选式教材时
单篇独章、逐段逐句的讲授，整
本书阅读在理论上更有利于学生
阅读经验的建构、阅读能力的提
升和阅读成果的形成，为学生进
行深度阅读、养成良好阅读习惯
打下基础。但是，如何在浩如烟
海的经典名著中选取书目？如何
针对不同类型的书目设计有效的
教学方案？如何对学生进行组织
管理和评价⋯⋯2018 年，本版推
出“整本书阅读”系列栏目，期待
读者积极投稿，把自己的探索、实
践和思考与大家分享交流，使更
多的教师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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