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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需要让孩
子多读一些经典书籍，以此来拓展其
知识面。读经典不只是让孩子自己
读，更需要家长用教育智慧去引导。

许多家长给孩子买了经典书籍
后，很少督促孩子读，孩子只是图个
新鲜，随手翻看一下便束之高阁。清
代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中有经典的一
句话，即“书非借不能读也”。有一次，
孩子说同学有一本《唐诗三百首》，上
面配了彩图，可好看了，让我给她买一
本。我沉思了一下，让她拿自己的寓
言故事书和同学互换借阅。寓言故事
很吸引人，同学很快就看完了。由于
我给孩子增加了一些学习任务，时间

紧，她抽空看也没看完。该还书的时
间到了，她生气地责怪我，说自己正读
得好，可惜要还书了。我窃喜：要的就
是这种效果。女儿放学回家还在生我
气，我说：“老爸现在郑重宣布，周末给
你买一本《唐诗三百首》，喜欢哪种版
本，随你挑。”先借后买，有意识地留给
孩子借书的缺憾，正是为了实现买书
阅读的预期效果。

我觉着，陪孩子读经典应该是家
长的必修课。刚开始读书，家长多以
讲故事的形式更能吸引孩子的注意
力，增强孩子的兴趣。边读边讲，让
孩子听。时间久了，可以角色互换，
让孩子讲给家长听，并不失时机地鼓

励，让孩子在发音、识字、理解方面
的阅读综合能力得到提高。

长期以来，孩子在我的陪伴下，
养成了睡前读书的习惯。一本 《唐诗
三百首》 成了我和女儿的比赛项目。
我让她先读熟，然后我读、背诵。我
背诵完了让她背，她读几遍，竟然也
能背下来。有时我假装背不下来，她
一看超过我的机会来了，非常认真、
流利地背诵完，那种胜利的喜悦溢于
言表。

为了让她养成及时复习巩固的习
惯，我便要求把很久以前背诵过的内
容连在一起背，结果她有所遗忘，输
了。但孩子不甘心，过了几天，抽空

把以前背过的都温习一遍，结果这次我
输了。从此，她明白了温故知新的道
理，省得我再去讲艾宾浩斯的遗忘规
律，何况讲了她也未必真懂。

书到用时方恨少。孩子读了经典书
籍，家长要使其在运用中让他认识到自
身的不足，进而转化为成长的动力。由
于女儿喜欢读唐诗，阅读量较大，她被
班里评为“读写之星”。看到她有点小
骄傲，我决定让她见一下大世面。

我陪她一起看央视 《中国诗词大
会》，并且告诉她，只要10道题能答对
6 道，就可以满足她一个合理的心愿。
尽管没能答对6道题，但她每次都认真
参与，收获了答对时的喜悦，体验了答

错时的遗憾，被选手的出色表现和嘉宾
的精彩点评所吸引。当然，也听了一些
闻所未闻的诗词典故，记住了一些她所
喜爱的选手，多了几个学习的榜样。《中
国诗词大会》结束了，她问我能不能满足
她一个心愿。我以为是吃和玩的事，没
想到她要求我带她去书店，给她买两本
古诗词方面的书，我愉快地答应了。

让孩子体验到读经典书籍的乐趣，
往往需要家长给孩子创造一个成长的教
育契机和平台。从这个角度说，家长就
是孩子成长的“陪练”和阶梯，让孩子
踩在肩上去攀登知识的高峰。

（作者单位：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
龙园中学）

家长当好陪练 孩子爱上经典
雒会龙

我喜欢读书，每当遇到挫折、困
难或焦躁时，阅读能让我平静下来，
阅读的过程便是自我修复、充满能量
的过程。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无论在
哪里、从事什么职业、成为什么样的
人，当她需要的时候，也能通过读书
获取一份平和的支持。

刚满月就开始读

2012 年元月，我有了女儿。我
总想着让她能无忧快乐地度过学前时
光，觉得人生漫漫，不着急学知识学
本领，但唯独阅读我执着地坚持了。

我是在女儿满月以后开始给她读
书 的 。 读 的 第 一 本 书 是 《格 林 童
话》，那时家里可以给孩子读的书不
多，好在自己一直童心未泯，留了些
童话故事。每天在她洗完澡手舞足蹈
心情大好时，我就拿起书随意挑个故
事轻轻慢慢地读。随着声音的起伏、
表情的变化，她便有了不同的回应，
时而高兴，时而蹙眉，有时也会发出
类似欢笑的咯咯声。

小婴儿在听书的过程中，感受到
的不是故事的魅力，而是妈妈透过声
音传达的爱意。妈妈从孩子有趣的回

应中，获得为人母的满足。从孩子能
坐立开始，我便抱着她读书。妈妈温
暖的怀抱、温柔的声音，书本明艳的
色彩和翻页带来的乐趣，都让孩子享
受读书的快乐。于是，几乎每天，读
书成为我们的必修课，是我们都极喜
欢的事。6 年多过去，我们一起读了
数百册书，每册书都反复读，百读不
厌。

从绘本开始读

给孩子读什么书呢？对于低幼孩
子，最好的读本是绘本，图多字少，
色彩丰富，故事动人。作为大人，我
也被绘本吸引，读绘本与看文字书的
体验是完全不同的。绘本的范围很
大，怎么选书是个难题，费时费力。
由于平时工作忙碌，能陪孩子读书的
时间非常有限，因此，选好书尤为重
要。最初的选书途径是读名家推荐，
阅读松居直的 《幸福的种子》《绘本
之力》 等书，既能找到适合孩子看的
书，也能从中习得绘本阅读的一些技
巧。一旦寻到了好书，方法自然就多
了。

因为喜欢 《小黑鱼》《田鼠阿

佛》，我们读完了李欧·李奥尼的一
系列作品，《亚历山大和发条老鼠》
的紫色鹅卵石至今是女儿的心头好。
在读了大卫·夏农的 《鸭子骑车记》
后，找出了彭懿翻译的 《獾的礼物》

《爷爷变成了幽灵》 等，其中岩村和
朗的 14 只老鼠系列深深俘获了我们
的心，每每翻看都惊叹画面之美、故
事之暖；而 《月亮的味道》 更是馋得
小姑娘想找架长梯和小老鼠一起去咬
一口又薄又脆的月亮尝尝味道。同样
因为优秀译者结缘的书有阿甲翻译的

《石头汤》《阿莫的生病日》《野兽出
没的地方》 等经典之作；漪然译的

《蜗牛的长腿》、朱自强译的 《摇摇晃
晃的桥》 等虽不算名作，但都是非常
有意思的故事。

国际安徒生、美国凯迪克等大奖
获得者，也常有佳作，安东尼·布朗
的 《我爸爸》《我妈妈》 备受推崇，
新锐作家莫·威廉斯的 《古纳什小
兔》 也是女儿爱到心坎的好作品。好
作者、好译者，好的出版社，大奖获
得者，常常都是好绘本的选择线索。
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故事里，可以读
一读台湾汉声出品的 《中国童话》，
按月按天排了362个民间故事，配图

是地道的中国风，在外国作品扎堆的绘
本里，这样的中国元素可贵且必要。

基本保持每天读

我陪伴孩子读书是很随性的，没有
既定的目标，也没有特别的用途。我在
一开始就选择了非指读的方式，以期避
免文字妨碍孩子的读图乐趣，延长孩子
对色彩图片的敏感期。孩子的书放在书
架的低矮层，方便她取放。我们定期调
整书本的摆放位置，让她能在最顺手的
地方挑到不同的书。

慢慢地，孩子读书开始有了自己的
主意，我想给她读的书，未必合她心
意。只要有闲暇时间，我们就会拿书来
读，她挑书，我读给她听，至今保持着
基本每天阅读的习惯。3 岁前爱读的字
少图多的绘本现在仍然喜欢，翻出 《猜
猜我是谁》 最后的镜子页，她一个人能
哈哈笑上好一会儿。适合大孩子读的字
多图少的书，也能得到青睐，很小时偏
爱 《玛蒂娜》，让我读了一本又一本，
一遍又一遍。

“只要是妈妈读的书，我都喜欢”，
或许任何其他人或工具都不能替代妈妈
的声音带给她的阅读体验吧。这半年，

我给她读了不少绘本以外的书，《海底
两万里》 一字不落读完后，她便迷上了
这样的故事。近一个多月读了“绿野仙
踪”系列的 《了不起的大法师》《仙乡
奇境》，每天一两章，近35万字也不觉
得多了。不出意外，今年将会读完整个
系列。

读书习惯怎么养成？除了从小埋
下阅读的种子，让孩子从读书中获得
愉悦感并持之以恒外，我们坚持了读
书 应 有 的 仪 式 感 。 在 她 还 很 小 的 时
候，我就教她爱护书籍，只有干净的
小手才可以去拿书，只有端坐在明亮
的环境下才能看书，所有的书页都保
持整齐，不折不画，破损的书页一起
修补⋯⋯这些小细节带给孩子对书籍
的敬畏和珍惜。家里所有的书籍都保
持着整洁，女儿对书的珍爱和我如出
一辙。

现如今唯一的遗憾，或许就是她识
字量太少，离自主阅读尚有很长的路要
走。但我不着急，愿意继续读给她听，
享受陪伴她读书的快乐。终有一天，她
会告诉我：“妈妈，我可以自己读书
了。”到那时，我们便能各自捧书各自
欢喜。

（作者单位：浙江省衢州市教育局）

陪孩子读书 给人生赋能
郑丽芬

家教行动家教行动

女儿刚刚读小学五年级，却在全
校赢得了“书博士”的美称。这个美
誉确实名副其实，因为多年来，女儿
通过买书、借书、奖书、品书，与书
结下了不解之缘。

女儿上学前班时，我就经常带着她
去逛书店。女儿在琳琅满目的书海中
走来走去，犹如进了芝麻宝洞。第一次
逛书店，她就选了《格林童话》《智慧丛
林历险》《呼噜噜的故事》等 8 本图书。
回到家后，她像“饥饿的乞丐扑在面包
上”一样，一口气将这 8 本图书全部看
完，晚上还让妈妈给她重新讲了一遍。
此后，书店成了我们父女俩常去的地
方。为了鼓励女儿读书，我特地买了一

个书柜放在女儿的床边，她一伸手便可
以够到上面的书。女儿对这个书柜十
分喜爱，特地用易拉罐做了一个笔筒摆
在书柜上。

古人云：“书非借不能读也。”我
在图书馆给女儿办了个借阅证。每年
的寒暑假，女儿都要去图书馆借书。
看着馆内堆积如山的图书，女儿高兴
得连蹦带跳，欣喜若狂。书籍借到手
后，她几个小时不出自己的卧室，专
注地坐在写字台前看书，边看边做笔
记，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借阅图书使
女儿眼界大开，收获颇丰。

女儿在全校统考取得了第一名的
好成绩，我在书店里买了《少年百科全

书》《会走路的树》《中华文史故事》《新
少年》合订本等 10 本好书作为奖品奖
给女儿。女儿抱着奖品高兴得不得
了，非要拉着我和爱人的手一起看不
可。于是，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你一
段、我一段地接龙读书，共同品味书中
的精华。这种阅读方式让女儿大受裨
益，不仅在较短时间内汲取了书中的
营养，也培养了她读书的浓厚兴趣。

一晃女儿五年级了，她经常代表
全班、全校参加各种竞赛、考试，每
次都能取得较好的成绩。老师对她的
评价是：知识面广，知识储量丰富，
能够从多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作文的文笔也非常好，在班级里发言

时总能讲得头头是道⋯⋯我想，这与
她平时读书多大有关系。

一位教育学家曾说过：“如果父母
是张弓，那么孩子就是搭在这张弓上
的箭。”这句话告诉我们：孩子成就如
何，射向哪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
母。父母的导向，会直接影响到孩子
的爱好、兴趣、习惯的形成和生活取
向，自然也就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与
成才。希望越来越多的父母认识到读
书的重要性，用自身的阅读好习惯去
影响孩子，把孩子们引上一条用知识
和智慧铺就的成长通道。

（作者单位：辽宁省鞍山市 《辽
河湾》编辑部）

女儿是个“书博士”
钱国宏

儿子今年 7 岁，上小学一年级，
除了正常教科书的学习，我还要求他
利用课余时间背诵一些古诗词。在儿
子一岁多启蒙的时候，我曾教他背过
很多唐诗、三字经、百家姓一类的，
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启蒙的小
知识都随着儿子的顽皮好动烟消云散
了。

刚开始背诵，儿子很是抵触，他
觉得背诵唐诗一点都没有他的拼装玩
具有意思。不是想喝水，就是要上厕
所，再就是坐着不舒服，反正就是找
各种理由、各种借口，叫你哭笑不
得。

曾听人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当一个人的某方面兴趣与他的志
向结合起来时，离成功就已经不远
了。”对于儿子背唐诗这件事，我如
果过于急躁了，他的抵触心理肯定更
加厉害。我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找
出儿子的兴趣所在，才能引导他对背
唐诗产生兴趣。我突然想到那些教他
识字的卡片，色彩丰富，形象生动，
儿子很是喜欢。儿子又特别喜欢画
画，我是不是可以利用他的特长，与
他一起把唐诗画出来。

于是我就和儿子商量：“小宝，
今天咱们不背唐诗，和妈妈一起画画
怎么样？”

“好，好，妈妈我最喜欢画画
了，我们一起画吧！”

我铺好纸张，打开水彩笔：“小
宝，今天我们画小鹅在河里游泳的
画。”

儿子高兴地拿起水彩笔画起来，
一会儿一只活灵活现的小鹅跃然纸
上。我趁机拿出唐诗书：“小宝，你
还记得吗，这小鹅游泳有一首唐诗，
叫 《咏鹅》，写的就是小鹅在水里游
泳的情形，你看。”我把唐诗书上

《咏鹅》 那首指给他看，这次他一点
没有抵触，而是很有兴趣地和我研究
起来。“妈妈，真的，这首诗就是写
小鹅游泳的，和我画的一样。”儿子
眼睛亮亮的，非常自豪地和我说。

“是的，小宝，你画得很棒，我
们一起把这首诗念一遍，再去画其他
的唐诗好不好？”看到儿子的情绪被
调动起来，我就趁热打铁。这次儿子
一点都没有抵触，而是很兴奋地和我
找书上可以画出来的唐诗。我们一起
相继画出了 《风》《咏柳》《春晓》。
我把儿子画好的唐诗一幅幅贴在墙
上，一有时间就和他一起朗读背诵。
慢慢地，我们画的画越来越多，儿子
记的诗也越来越多。而儿子也在画唐
诗中寻得了兴趣，每天在做完作业后
会主动打开书寻找可以画下来的唐
诗。

背唐诗不再是儿子愁眉不展的功
课，也不再是我的压力和负担。

凡会学习者，学习得法，则事半
功倍；凡不得法者，则事倍功半。教
育孩子亦是如此，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而大人的耐心和方法也很重要。

（作者单位：中铁三局四公司宣
传部）

和孩子
一起画唐诗

杨丽丽 大家来“玩”阅读

日前，湖南省岳阳市以湖
南民族职业学院附小学生、家
长为主体的“快来一起玩吧”
亲子俱乐部的 15 个家庭，相
约来到洞庭湖畔的柳林草地
上，举行“大地上的阅读”亲
子共读分享活动，大家或朗诵
书中的一个段落，或讲述书中
的一个故事，或介绍书本的大
概内容，并评选出一本最受欢
迎的书。图为其中一个家庭的
父母在与孩子及其同学一起读
绘本。

彭维 摄

离开学校紧张的学习生活，放假
回到家里，孩子往往有一种释然的感
觉。但漫长的假期，正好是孩子静下
心来阅读的极好时机，作为家长不要
因 为 忙 碌 而 忽 视 了 孩 子 的 假 期 阅
读，这是培养孩子阅读兴趣、提高孩
子阅读能力的良机。

发挥家长的榜样引领作用。我们
常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长的一言一行对孩子会产生潜移默
化的作用。事实证明，爱读书的父母
必定有爱读书的孩子，父母的言传身
教是对孩子最大的激励。而一家人经
常在一起分享一本好书，能够给孩子
带来的就不仅仅是书中的文字和故
事，而且还有一种浓浓的亲情了。

家长喜欢阅读，会带动孩子喜欢
阅读，良好的家庭阅读氛围会影响孩
子的一生。所以家长要有良好的阅读
习惯，不要沉迷于看电视剧，更不要
沉迷于玩手机。沙发、床头、书桌等
地方，放上几本书或报刊，触手可
及，随手翻阅；也可以和孩子一起亲
子共读，共同约定阅读的书籍、阅读
的时间，定期进行阅读交流，谈阅读
感受、阅读收获；还可以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和孩子一起逛书店、参加读
书会等。在家长的影响下，孩子会逐
渐爱上阅读的。

选择适合孩子阅读的书籍。“开
卷有益”，只要孩子静静阅读，家长
一般不会去过问读什么书。现在图书
市场仍然比较复杂，盗版的甚至不健
康的书籍对孩子的影响不言而喻。家
长要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去识别，不能
听之任之。

我们都知道孩子的兴趣、爱好、
能力和注意力与成人不一样，他们对
图书的选择当然不可能与家长相同。
所以家长在为孩子选择图书时，首先
要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引导孩子阅读
符合年龄段的愉悦心灵、培养情趣、
积极健康的书籍报刊，进正规书店、
买正规书。鼓励多读经典书籍，接受
优秀的传统文化；鼓励多读自然科学
书籍，开发科学思维、培养探索兴
趣；多读名人传记书籍，陶冶情操、
励志向上；鼓励多读纸质书籍，以免
孩子陷入电子书的浅阅读。

给孩子阅读的时间。有的家长感
到十分困惑：反复强调孩子要养成阅
读的习惯，可是那么多作业都应付不
过来，有的还要练琴等，几乎没有时
间，到底该怎么读？很多家长为了孩
子有一技之长，利用假期给孩子报各种
各样的兴趣班、特长班，钢琴、美术、
舞蹈、跆拳道、主持人、小作家⋯⋯
一刻也不让孩子闲着，这不仅不利于
孩子能力的拓展，也不利于孩子全面
健康成长。

家长要帮助孩子合理规划假期活
动，每天腾出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
的时间是不成问题的，让阅读成为每
天的必修课。但是阅读不必拘泥于形
式，不必非要坐在书桌前读。比如家
长带孩子外出旅游，可以在候车的时
候读；到公园去游玩，可以在休息的
时候读；孩子早上起床，不妨靠在床
上读一会儿；孩子有朋友来访，就和
朋友一起读。这样的安排可以增加读
书的情趣，激发孩子对图书的积极情
感，还教会了孩子如何挤时间来阅
读。久而久之，良好的阅读习惯会成
为孩子人生旅途中的好帮手。

（作者单位：山东省莱芜市陈毅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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