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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阅读建议

学生篇

两个月的假期将至，不少教师、家
长又开始纠结：暑假里，该给孩子推荐
什么书呢？其实，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逻
辑问题：孩子的阅读，非要大人做主不
可吗？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喜欢自作主张
地给孩子选书。其实，成人选择的书，儿
童不一定喜欢，正如《书，儿童与成人》指
出的：“我们不停地给他们推荐这样那样
我们认为优秀的书籍，可他们从小就将
它们扔在了一边。”是的，孩子们往往更
喜欢自己选择的书。

当然，自己选的，不一定是最棒的
书。很多时候，孩子们是凭感觉选书
的，看看同学在读什么，于是他也读什
么。

时间，是个常数。成长岁月的分分
秒秒，是多么金贵。如果孩子们将大把
时间都浪费在糟糕的书上，后果是很严
重的。就像叔本华曾说：“坏东西无论如
何少读也嫌太多，而好的作品无论怎样
多读也嫌太少；阅读好书的前提条件之
一就是不要读坏书”。一旦成人放弃引
导，也许孩子们长期不会自己选书。孩
子最终是要长大的，面对浩如烟海的书
籍，他们需要不断地去选择。

选择好书，就像选择朋友；读书不
慎，就是交友不慎。从这个意义上说，引
导学生学会选书，选择自己喜欢又优质
的书，比简单地给他们提供书单，重要百
倍。但是，问题来了！到哪里选书、选什
么样的书？

实体书店，良莠不齐；网上书店，浩
如烟海。如此一来，家长、学生往往会患
上严重的选择困难症。怎么办？在此，
我想结合自己多年的阅读经验，给教师、
家长提供选书的一些基本思路：

第一，顺藤摸瓜法。
你正在读一本书，这本书中提到了另

一本书，于是，顺着这本书提供的线索，去
寻找相关的书，这叫顺藤摸瓜。我的很多
书都是这样找来的，比如，当年无意间读
到刘绪源先生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
一书，里面提到很多儿童文学作品，不少
是我第一次听说。于是，我按图索骥，找
到了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刘绪源先生的作品，有料！于是，我
就到网上查找关于他的相关信息，我先
后淘来了他的《解读周作人》《儿童文学
的三大母题》《文心雕虎》《美与幼童》《今
文渊源》《儿童文学思辨录》（特别说明，
这些书都适合语文教师和儿童文学研究
者阅读，不适合孩子读）。由此，我淘到
了一座金矿。

“顺藤摸瓜”是最好的选书方法，下
一本书就藏在这一本书中。只要阅读，
一定会遇见更多好书！

第二，“追星”法。
读了一个作家的书，发现他的书很对

自己的胃口。于是，我们可以找来这个作
家的其他书来看，这叫“追星法”。埃里
希·凯斯特纳、米切尔·恩德、罗尔德·达
尔、E.B.怀特、C.S.刘易斯、曹文轩、程玮、
汤汤等人的书，都有这样的特质。

少年时代，遇见一位偶像作家，这是
一件幸福的事。一本接一本地读，潜移
默化地，你的身上就有了这个作家的精
神气质！

第三，同类搜索法。
你可以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期，去

寻找同类的书来看。比如，你喜欢养狗，
也喜欢读关于狗的书。那么，你就可以找
来很多关于狗的书，比如《忠犬八公》《再
见了，可鲁》《黑焰》等，对比着阅读。当
然，如果对照电影看，那就更有意思了！

关于成长的小说、关于战争题材的
书、关于父亲的书、关于友情的书⋯⋯很
多，很多。只要用心，你一定可以找到属
于自己的一类书！说不定，读着读着，就
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第四，品牌读书法。
有一些书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已经

形成了品牌，几乎每一本书的质量都很
高。那么，我们就可以跟着这些品牌书
读。比如，“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长青藤
国际大奖小说”“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
奖”“双桅船经典童书系列”“彩乌鸦系
列”等，都是优质童书。跟着这些书读，
没错！还有一些国内的大奖书系，也都
不错，比如“冰心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
童文学奖”等。品牌，值得信赖！

第五，书单筛选法。
找来微信当中阅读量比较大的三五

份书单，下载、打印，拿一支笔圈画，你会发
现，总有几本书，不同的人都会推荐到。这
些书相对就是比较优秀的。再从这些优秀

图书中，寻找适合自己阅读的。
第六，工具书指路法。
有一类书是专门介绍童书的，我把

这类书叫作“工具书”，这些书有检索
的功能，里面会提到不少优秀的书。通
过这些书，顺着推荐去找，找到的应该
都是不错的书。比如 《让孩子着迷的
101 本书》《长大之前一定要看的 1001
本童书》《相信童话》《世界儿童文学阅
读与经典》《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

《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 ⋯⋯这些
书中所提到的书，大部分比较经典，我
们可以指导孩子们从这些工具书当中寻
找想读的书。

第七，儿童书店淘书法。
这里的儿童书店，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实体的儿童书店——不一定

每个城市都有。相对，书的品质良莠不
奇，需要小读者用心去挑选。有些书，可
以在书店里试读，觉得喜欢，买下；不喜
欢，放回。

另一个是网上儿童书店。这种书店
是专门为儿童开设的。教师、家长可以
让孩子自己到网上，反复阅读简介以及
网友们的推荐、评点，努力选出自己喜欢
读的书。总之，书单，不是让你照着去
买，也不是让你买来当作摆设的，而是为
你的选择与阅读提供方便的。唯有津津
有味、不断地去阅读所选的好书，书单，
才有价值。

（作者系杭州市下城区教师教育学
院副院长）

书单书单，，不是让你照着去买不是让你照着去买！！
张祖庆

荐书·初高中

写下这个题目，想起多年以
前，我听过一位心理学者说他观察
孩子从上幼儿园到上高中这样几
个阶段成长的一段话。他说：

孩子进入幼儿园，最喜欢和小
伙伴或者和成年人说的话是“我爸
爸或者我妈妈是怎么怎么说的”；
进入小学，说话内容就改成“我们
老师是怎么怎么说的”；进入初中
又改成“我的同学或者我的好朋友
是怎么怎么说的”；进入高中，变化
最大，改成了“书本上或者这本书
上是怎么怎么说的”。

这样的观察说明：在一个孩
子成长的过程中，爸爸或者妈妈
在小学阶段便失去了威信；教师
在初中阶段失去了威信；同学或
者好伙伴在高中阶段失去了威
信。换个角度说，进入初高中阶
段，如果没有一位爱阅读、善思
考的教师引导，或者说没有经典
名著的引领，那么，这个学生的
思维、精神的发展或者成长就会
受到阻碍或限制。

所以，无论是在初中还是高中
阶段，你都应该意识到培养或者训
练自己思维能力的重要性，而这些
思维能力主要包括：分类、排序、观
察、比较、辨别、想象、预测、推理、
判断等。因为这些能力能让你的
想象、预测更合理而不是随意；推
理、判断更理性和更有力量。哈佛
艺术与科学学院已故的前任院长
杰 里 米 · 诺 尔 斯 （Jeremy
Knowles）在欢迎本科新生的年
度典礼上曾描述过他所认为的高
等教育最重要目标，那就是确保毕

业 生 能 够 辨 别“ 有 人 在 胡 说 八
道”。作为一名中学生，你应该提
早培养或训练自己的这些能力。

又是一个暑期将至，学生们除
了忙于自己的作业之外，是否还有
时间读书？作为一名初高中的学
生应该读些什么书？这里，我推荐
几本供同学们选择参考：

1.《诗经点醒》，流沙河著，四
川文艺出版社。这本书的作者精
选了《诗经》中十三首诗进行深度
解读，对诗中情景和相关社会历史
风俗做了合乎情理的复原，颠覆前
人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

2.《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
李开元著，中信出版集团。这是一
部破解秦始皇谜团的历史推理作
品。作者基于田野调查、文物出土
和墓葬挖掘，糅合了史学、考古学、
医学以及法学等多元学科视角，大
胆推测，小心求证，复活了被严重
误读的秦国历史，让我们在推理中
享受历史的乐趣。

3.《用数学思维观察中国传统
文化》，罗亮生著，上海三联书店。
这本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易经、
阴阳五行、儒学、道家和汉传佛教
等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揭示其思
维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如同一个理
论体系中的概念往往没有保持清
晰的、始终不变的含义；对于推理
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律缺乏清醒
认识；没有在同一个理论体系中
排除相互矛盾的命题、定理或公
理；等等。

作者单位：深圳市新安中学
（集团） 高中部

培养思维能力要趁早
吴泓

长夏将至，对于完成了一学期
紧张专业学习的大学生们来说，有
了一段完整的假期。除去实习、考
证之外，不妨用这段时间读几本

“道理书”，以此反思自我与人生，
“按照自己深思熟虑的思想来指引
我们的生活”（《被检验的人生》）。

人生四季，年轻时是春天，见花
开而心放，见叶落而深愁，一愁一放
之间，便执以为“我”，苦闷而迷惘。
在明代吕坤看来，为外境所滞的“我”
并非“真我”。“胸中情景要看得：春不
是繁华，夏不是发畅，秋不是寥落，冬
不是枯槁，方为我境。”（《呻吟语》）

“真我”应是自主、自由的。
有“真我”者，必有真情；真正

自由的精神必将落实于行动。“勉
强于大庭广众之中，幸一时一事不
露本象”非真情，“室家之中，不厌
妻子”，方是真情。人生之书，父母
大多已翻过春、夏两卷，埋首于秋
之书。我们不妨利用假期回家，和
父母一起劳作，一起聊天，如读书
般读父母，从中学习人生经验，践
行人伦之道。

“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呻
吟语》是“病者”吕坤药己医人之
书，说理切实，情理交融，不失为古
代“修身”“应务”类典籍中的佳作。

不过，《呻吟语》所阐释的人生
智慧以儒为主，很少涉及对爱情与
婚姻等年轻人关心的话题。张松
辉先生《道冠儒履释袈裟》以问题
为纲、以思想的内在逻辑为线索，

在深入辨析儒、道、佛三家人生智
慧差异性的基础上，层层递进，提
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张著广引
道佛、诗赋、史论，文字平实准确、
亲切动人，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养
以及自信而谦虚的文化心态。

不论个体还是社会，永远不可
能与过去完全断裂，总是一定程度
上生活在传统的掌心之中。张松辉
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系统深入地理
解传统人生智慧幽微之处，进而知
人、自知。

在日益开放、多元的当代社会，
自我的认识与塑造离不开对西方智
慧的吸取。美国当代哲学家罗伯
特·诺奇克《被检验的人生》接续古
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哲学理念，
在“开放、真诚和富有思想地”展示
他自己人生看法的同时，还邀请读
者追问“什么是你的道路”，该书所
论极具思辨性与启发性。

以上 3 本书或古或今、或中或
西，但都聚焦于人生智慧，不同程度
地分有一些共同的主题，例如死亡、
情感、家庭、真实、幸福等，分类撰述
的方式方便我们既可以根据兴趣选
读，也可以在比较阅读中深入理解
古今中西人生智慧的差异性与共通
性，在反思中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念。

有工夫读书是福。长夏无妨
多读“道理书”，让精微的智慧养育
你恬淡的心境，年轻的生命将由此
而变得更加明亮、自主而壮实。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教师）

长夏多读“道理书”
周耿

荐书·大学

亲爱的同学：最是书香能致远，
书卷多情似故人，阅读使人精神明
亮，阅读让我们摆脱平庸。这些话语
你已经很熟悉了吧？在某种意义上
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在于阅读。我
们读一本好书，就找到了通向未来的
一条道路。

元代翁森在《四时读书乐》中写
夏天读书之乐：昼长吟罢蝉鸣树，读
书之乐乐无穷。的确，暑期天热在
家，正是读书的好时节。让我们一起
读书吧，让书香伴随我们一起成长。
老师最喜欢的就是你读书的样子！

一、温故知新
统编教材重视整本书阅读，这

些教材上推荐的和老师推荐的书你
读过了吗？如果还没读过，要趁这
个暑假赶快补上哦。

1. 必读：《朝花夕拾》《西游记》
《骆驼祥子》《海底两万里》

2. 选读：《所罗门王的指环》《海
鸥乔纳森》《少年小树之歌》《影之翼》

《杰出青少年的七个习惯》
二、先睹为快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些

书是八年级课本上要求阅读的书
目，你可以开始计划阅读哦，至少读
完八年级上册课本中的《红星照耀
中国》和《昆虫记》。

1.必读：《红星照耀中国》《昆虫
记》《傅雷家书》《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

2. 选读：《寂静的春天》《名人
传》《孔子的故事》《伟大也要有人懂
——一起来读毛泽东》

三、诗与远方
正如狄金森所说：没有一艘船

能像一本书，能把人带向更远的地
方。老师推荐的书一般都超好看又
意义深远哦，你可以从中选择几本

认真读读哦。
1.诗词赏析：《莫砺锋说唐诗》
2.二战题材：《安妮日记》《数星

星》
3.校本教材：《那些日子——初

中生节日主题读本》
4.日积月累：《日有所诵》《新教

育晨诵》
四、读读背背
古诗文是教材中选入的优秀传

统文化精华。亲爱的同学，你知道
吗？中考、高考文言文、古诗词分值增
加，你应该重视文言文朗读、理解和背
诵哦。

1.七年级下册的古诗词你都抄
在抄写本上了吗？有没有画诗意图
啊？没有，那赶快抄写补上哦。

2.如果你能借一本部编本八年
级上册语文书大声读读更好。特别
是文言文《三峡》《答谢中书书》《记
承天寺夜游》《与朱元思书》《富贵不
能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愚公
移山》《周亚夫军细柳》，你也可以在
网上搜索这些文章抄写、背诵，以后
向同学们展示哦。

五、温馨提示
1.要读正版书、完整版的书，尽

量不读节选本、少儿版等。
2.不动笔墨不读书。请同学们

以圈点勾画、旁批、摘抄、画思维导
图、办手抄报、写读后感等形式做好
读书笔记。

3. 有 条 件 的 同 学 还 可 制 成
PPT，以后在课前展示，与大家分
享。

4.从你假期读过的书中选一本
你最喜欢的，写一段推荐语，为其他
班的同学推荐。

（四川省古蔺县中城中学教师
陈新华供稿）

一所山区校七年级学生的
阅读书目

五年级的同学们，暑假将至，大家在享受
假期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阅读是进步的阶
梯。今年的暑假，希望同学们至少完成两本书
的阅读，一本从必读书目中选择，一本从选读
书目中选择。请大家边读边模仿下发的助读
单，记录自己的读书过程，把阅读中的思考和
阅读后的成果展示出来。

助读单：
《城南旧事》

【好书读一读】
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

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他们给小
英子留下了怎样的回忆？让我们走进《城南
旧事》，看我们的心灵会为什么而触动，会让我们
回忆起童年的哪些往事？

书中人物故事是人生的最简朴的写实，关
注人物，试着梳理书中的人物关系；林海音的
文笔最善写动作和声音，请留心这些描写；书
中的故事会让你有哪些改变？

【作者简介】
林海音（1918 年—2001 年），中国现代

著名女作家。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
湾省苗栗县。5 岁来到北京，在北京度过了
她的童年与青年时期，北京也是她文学之路
的起点。1948 年，举家迁往台湾，在台湾她
出版了众多文学佳作，被称为台湾文学的“祖
母级人物”。

【阅读我能行】
1.《城南旧事》中有几个小故事呢？请用

表格或者思维导图的形式写出这几个故事的
题目、故事的人物、人物的姓名与性格，以及
人物之间的关系。

2. 林海音的文笔最善写动作和声音，举
例并仿写一段，写出你想通过动作和声音表
达人物什么性格？

3.书中的故事激发你想起了童年的哪一件
往事？这些故事会让你有哪些改变？可以和你
愿意沟通的人以有趣的形式分享。

【闯关我最棒】（评一评，写理由）
人物关系我知道:
描写方法我了解:

我的想法有改变:
【连线电影——为自己的童年故事设计

一份海报吧】
《城南旧事》已被改编成电影，如果你的童

年故事也被写成电影剧本，你想让演员表演一
个什么故事呢？想一想，再为你童年的电影起
个名字，并设计一份海报吧，看看你的童年故事
电影能改变多少观众对生活的感悟，如有条件，
你也可以试着用摄像机或者手机拍一部自己童
年故事的小电影哦。

你的读书过程：

相关链接：
五年级阅读书目（2017年修订版）

必读书目
文学（3本）

《城南旧事》，林海音/著
《狼王梦》，沈石溪/著
《蓝色的海豚岛》，[美]奥台尔/著，傅定邦/译

科学与数学（3本）
《安德的游戏》，[美]奥森·斯科特·卡德/著，

李毅/译
《偷脑的贼》，潘家铮/著
《数学维生素》，[韩]朴京美/著，姜镕哲/译

人文与艺术（3本）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林汉达/著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高春香、邵敏/著；

许明振、李婧/绘
《孔子的故事》，李长之/著

选读书目
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图画书 《从百草园到三味
书屋》 上：鲁迅/著，郭警/图,

下：鲁迅/著，陈曦/图
《鲁宾逊漂流记》，[英]笛福/著
《男生贾里》，秦文君/著
《窗边的小豆豆》，[日]黑柳彻子/著
《我要做好孩子》 黄蓓佳/著
《大盗贼》，[德]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著
《西顿动物故事》，[加]西顿/著
《数学思维树》，[韩]朴京美/著
《余宝的世界》，黄蓓佳/著

（清华附小商务中心区实验小学供稿）

“这是一个关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
——鄂温克族的故事，整个故事的基调沉
稳、厚重、悠远，不是那么色彩绚丽，却正
是我期待的。作为一名图画书画者，我一
直在等这样一个故事，等了很久。”在近日
由接力出版社主办的《鄂温克的驼鹿》新
书品读会上，图画书画家九儿如是回忆自
己与自然文学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
相遇。正是此次相遇，促生了一部厚重而
又富于民族特色的原创图画书。

《鄂温克的驼鹿》是黑鹤与九儿历经
3 年打磨的图画书作品，诗意的笔触、精
美的绘画，记录了生活在我国北方大兴
安岭森林的使鹿鄂温克老猎人与一只

“猎兽”——驼鹿相互信任、生死相依的
传奇故事，探讨了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相
遇与别离、相守与互助。

“这个故事来源于多年前使鹿鄂温
克老人芭拉杰依的真实经历。当年，芭
拉杰依老人也曾收养过一只被遗弃在森
林中的小驼鹿，当小驼鹿长大后，芭拉杰
依将它送回了森林里。”黑鹤说，这就是
使鹿鄂温克人对待生命的态度——狩猎
但不滥杀，只取生存必需的部分，而对那
些弱小的幼崽，他们会精心地收养和保
护，最终送它们回到森林中去。他希望

能将使鹿鄂温克人的这种精神传递给生
活在城市中的孩子们。

长期从事儿童图画书研究的孙莉莉
从情感教育的角度深入解析了《鄂温克
的驼鹿》的重要意义，她说：“读者在阅读
时，随着情节的推进，在不同的角色之
间、不同角色的情绪之间跳动，最后形成
了对这本书的感受，这就是一部优秀的、
有力量的图画书能够带给读者最重要的
情感教育。”在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姚颖
看来，《鄂温克的驼鹿》就像是一部恢弘
的、以驼鹿为主角的“儿童成长故事”，书
中的驼鹿像儿童一样天真、懵懂、好奇，
读者从故事中读到了“厚重”，也读到了

“灵动”。与此同时，作家通过文字赋予
作品独特的情感和人文关怀，画家则用

克制、质朴的艺术风格与文字相互呼应，
触动着人们对大自然返归、对人类自我
的审视。

阅读《鄂温克的驼鹿》，让读者走近北
方森林，感受使鹿鄂温克人的文化，以及
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解。正如儿童文学
作家彭学军所说，“这类图画书是一个独
特的、高端的存在，它将我们的阅读视野
拓展到了一个无限远又足够深的境界，让
拘囿在水泥建筑和各种兴趣班、提高班的
孩子们，领略到了荒原苍劲幽远的气息和
生命的丰美与壮丽。也许，这并不能改变
什么，但至少会有一颗渗透着高贵的人文
情怀的种子播撒在了孩子的心里。有了
这颗种子，对于梦想中的生命绿洲，便有
了期待的理由。”

炎炎夏日，听黑鹤讲述北方森林的故事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案例展示

清华附小：我来帮你读

暑期热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