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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校园书香 11
方法，撰写、发表读书报告，在交流研
讨中提高写作和口语表达能力。”评价
建议只指出了学生应该达到什么样的
能力，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评价方式。
我认为可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建立不同类型书目阅读与研
讨的日常评价细则，评价项目可包括
书中重要观点和价值取向、阅读方法、
感想体会、读书报告等，然后制定评价
细目标准，对学生读书的数量、质量进
行量化；二是将日常阅读成绩按比例
记入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三是在考
试中对学生所阅读书目的内容进行考
查，进一步强化阅读量以及深层次阅
读的理解、分析、评价、质疑等能力；四
是把读书情况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中，使其成为大学专业录取参考的“加
分”项。建立这样一系列的评价机制，
可以进一步强化和促进学生的日常阅
读，
调动学生阅读整本书的积极性。

“整本书阅读”系列⑩

评价机制要跟上
落实﹃﹃整本书阅读﹄﹄

“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是高中语文
新课程学习任务群之一，其教学建议
要求“高中阶段选择 2 至 3 部著作精
读，其他著作可布置泛读。如《边城》
《茶馆》
《巴黎圣母院》
《莎士比亚戏剧》
等，教师可结合实际情况确定阅读书
目，可师生共同推荐、讨论决定，也可
学生个性化选择。鼓励学生在精读书
目的基础上更广泛地阅读”。看完这
些教学建议后，部分教师对此多有疑
问，学校能允许学生读这些书吗？学
生有时间读这些书吗？我们能落实这
些教学建议吗？我认为，要想落实其
教学建议，需要做到
“六个跟上”
。

理念要跟上
确保瞄准素养教书育人
高中整本书阅读的必读和选读书
目，过去大多是被学校称为“嫌（闲）
书”的“禁书”
,一旦发现学生偷看，那
么没收书、写检讨、请家长、回家反省
一项不能少。深化课程改革的浪潮已
涌进校园，学校领导和非语文教师不
妨了解一点新课程高中语文教学的要
求，不要再用传统思维去想象新课程
语文教学，不要再用应试思维去管理
当今的学生和教学。
学校领导应积极主动创设良好的
语文阅读环境和氛围，让“嫌（闲书）”
光明正大地登上大雅之堂。学好语文
有助于学好其他学科，非语文教师要
看到语文学科的渗透性，这不仅关系
到学生语文素养和核心素养的发展，
更关系到教育从单纯教知识向全面育
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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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要跟上
确保有时间能读整本书

教学安排上要做到
“三个保证”
：
一要保证必修课 18 课时的落实，
确保教师把 18 课时都用在让学生进
行“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上；二要保证
高二、高三选修Ⅰ、选修Ⅱ“整本书阅
读与研讨”教学的课时数，不因为要应
对各种考试而荒废“整本书阅读与研
讨”教学；三是在高中三年中都要规定
学生的整本书阅读时间，保证其阅读
的“合法性”，以确保整个高中阶段教
学目标的达成。

“‘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贯穿必修、
选修Ⅰ和选修Ⅱ三个阶段。在必修课
中安排 1 学分，18 课时，在选修Ⅰ、选
修Ⅱ中不安排学分。”这样的安排有很
大的教学伸缩性和教学管理漏洞，可
能会出现两种现象，一是用必修的高
一阶段教学目标代替高中三个阶段的
“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教学目标；二是
选修Ⅰ、选修Ⅱ沦为“选休”不安排课
时。为防止两种现象的出现，学校在

阅读现场

新媒介要跟上
确保能随时随地阅读
“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学习任务群
中的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种类较多，
学生喜爱的书也五花八门，有的甚至
学校和老师都没有听说过。这样单靠
学校图书馆恐怕远远不能满足整本书
阅读教学的需求，学校应重视阅读新
媒介的建设。
一积极建设大流量高速光纤网、
WiFi 无线网，搭建校园网络视读听读
平台；二购置经典名著、流行文学名篇
电 子 书 ；三 设 置 整 本 书 阅 读 与 研 讨
APP、好书推荐 APP；四建设其影视作
品资源库，设置《读者》
《微型小说》等
杂志的链接。引导学生发现、建构互
联网背景下的新媒介阅读方式，教师
通过有效管控，可实现“整本书阅读与
研讨”和“跨媒介阅读与交流”两个学
习任务群的有机融合与互促互进。

活动要跟上
确保研讨多样有趣
开展丰富多彩的整本书阅读与研讨
活动，
直接关系到学生整本书阅读的积
极性和质量。研讨活动一定要跟上学生

阅读的步伐，
教师可设计五类活动：
一是同读一本书纸介交流，将材
料张贴在班级或学校宣传栏上供大家
阅读，也可以是持续辩论式的生生、师
生交流。二是举办“我所喜爱的一本
书”推介交流，可以是专栏性，也可以
是校园广播电视性的，还可以是大会
式的，让学生共享更多的书目，收获更
多人的读书体会。三是读书竞赛，比
如开展读书知识竞赛、读书演讲赛、读
书辩论赛。四是读书会，比如开展读
书故事会，可以是书中的故事会，也可
以是自己读书的故事会；开展读书报
告会，以检验学生写作、口语表达的能
力；开展读书朗读会，让学生选择经典
著作或经典片段进行朗读。五是视读
听读主题中心评议活动，以书中重要
观点和价值取向作为主题，让学生围
绕主题跟帖发表己见。

评价要跟上
确保阅读和研讨有机制
“整本书阅读与研讨”的评价建议
指出，
“ 通过阅读，把握书中重要观点
和价值取向；探索、建构、深化阅读整
本书的经验，总结、完善读书方法，并
与其他同学交流；发展思辨能力和想
象联想能力，掌握正确的思考问题的

教师阅读要跟上
确保能引领参与研讨
“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教学建议指
出，
“ 教师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学习、提
出专题目标、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讨论
与交流。教师应以自己的阅读经验，
平等地参与交流、讨论，不能以讲解代
替或约束学生的阅读与思考。”教学建
议对教师任务的定位，要求教师必须
是读书的先行者。
教师一要深度阅读教材所规定的
精读书目，对其内容有自己独到的理
解；二要通读教材所规定的泛读书目，
对其内容有大致理解；
三是广读当前流
行的学生喜爱的书目，
以便随时随地有
效参与学生喜爱的自选书目的研讨交
流。这样，教师才能“对整本书中人物
形象、
思想内涵、
艺术手法等有理解、
分
析”
“
，对整本书有自己的理解、感悟、评
价、质疑”
，
才能
“提出专题目标、引导学
生深入思考讨论与交流，
以自己的阅读
经验，
平等地参与交流、
讨论”
。
做到以上“六个跟上”，
“整本书阅
读与研讨”教学才能真正得到落实，达
成让学生“建构读整本书的经验，体验
读书乐趣，养成读书习惯，发展思维品
质，形成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为一生
的发展和人格的完善奠定基础，实现
语文核心素养全面提升”
的教学目标。
（作者单位：天津市蓟州区教育教
学研究室）

麦田守望

找寻真正适合自己的阅读方式

着迷的书，着迷的人

刘奕

张贵勇

如今，各种电子产品和工作、生
活方式随时让我们有限的时间支离
破碎，阅读也常常只能在零碎时间里
完成。于是，
有的人选择了碎片化阅
读，在各种微信公众号间打发上下班
坐地铁的空隙，也有人选择了听书或
者电子书阅读器，换一种方式“整阅
读”。近日，亚马逊推出全新经典版
Kindle Paperwhite 电 子 书 阅 读
器，更为轻薄的机身和 IPX8 级防水
设计，让读者可以在更多场景中安享
阅读。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
“70
后”传统作家徐则臣和“80 后”新媒
体作家陈磊一起聊了聊阅读的传承
与创新。
“写作归根到底其实是一种阅读
式写作，我们需要别人的经验给我们
提供参考，需要别人的想法来激发我
们的想象，需要别人生活中的一盏灯
来唤醒我们的记忆，从而写出来具有
我们自己气息的作品。因此，
无论是
从我个人成长还是职业角度来说，阅
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比写作
本身可能更重要。”徐则臣说，
“ 我个
人的阅读习惯是沉浸式的、长时间的
阅读，这种深度阅读对人生和精神建
构来说是必要的，可以让我们深刻地
体味并有足够的时间去理解一件事
物。我特别喜欢《史记》和《红楼梦》，
但没必要去哪里都带着沉重的书籍，
我希望能够随时去阅读，无论是课间
10 分钟还是等车时间。怎么办？我
可以用像 kindle 这样的移动设备，
调整阅读思路，寻找一种整合时间的
方式去应对碎片化时代。”
作为《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和《半
小时漫画世界史》 的作者，陈磊平时
主要做有关知识传播相关内容的公众
号，在他看来，碎片化阅读是快节奏
时代下的必然产物，这未必是文化的
流失，倒更可能是信息的高度浓缩和
高度传播。
“我们经常会写类似于一
分钟让你看懂什么世界这样的标题，
这个过程是时代倒逼创作者的过
程。
”但陈磊也提醒大家，
“不要认为
碎片化快阅读就是真正的阅读，这个
时代可能不一定让我们进入真正的深
度阅读中去，但至少应该认识到，我
这 5 分钟所读的内容绝不是我要知道
的全部。
”
其实，电子阅读存在两面性，一
方面广泛接收各方面的信息，
让读者
沉浸在信息轰炸中不能自拔，
自然而
然地开始碎片化阅读；
另一方面，
电子
阅读因为十分便捷，可以让读者随时

随地阅读，这样可以把零碎的时间积
攒起来投入到深度阅读中，
有的人甚
至把上厕所、洗澡的时间都拿来阅
读。所以，
有专家表示，
只要充分地利
用好电子阅读，甚至可以解决很多阅
读的困惑。近日，掌阅公司发布了一
款超级智能本 iReader Smart，既具
有现在电子书阅读器的全部阅读功
能，又具备了手写平板设备的丰富手
写功能，还可以把笔记上传至掌阅云
端、
导出到印象笔记。阅读不是结果，
还需要思考和表达，
正如掌阅公司董
事长成湘均所说：
“帮助阅读的最好方
式，
是记录下自己的思考和理解。
”
碎片化阅读并不是成年人的
“专
利”，也影响到了儿童。很多父母虽
然知道亲子阅读的重要性，
却因工作
忙，偶尔才有时间陪孩子读书，无法
做到持续性，
更难培养孩子良好的阅
读习惯。2017 年，由美国哈佛大学
教育学院终身教授凯瑟琳·斯诺、
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陈思领衔的
研究团队发布了中国首份 0—3 岁亲
子阅读教育干预的有效性研究报
告，报告显示：在深圳，每天能与
孩子共读的家长仅占 9%。因此，如
何有效地进行亲子阅读成了当下年
轻父母的苦恼。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国际信息
通信展览会上，5G、人工智能等受到
大家的关注。笔者在现场看到，
中国
移动自研的创新产品
“和宝贝智能机
器 人 ”正 在 给 孩 子 们 讲 绘 本《我 爸
爸》。它以最先进的基于人工智能的
图像识别技术为基础，
带来翻到哪页
读哪页的自在交互体验，
还能与孩子
对话交流。据介绍，
“ 和宝贝智能机
器人”不仅可以用专业又生动的中、
英文讲绘本，
还能够让父母通过 APP
制作属于孩子的专属绘本朗读。当
孩子想看绘本时，可以选择爸爸妈妈
的声音给他讲故事，
就好像父母就在
身边，给缺少父母陪伴又渴望读书的
孩子带来了福音。但是我们也应清
醒地认识到，
无论是智能机器人还是
凯叔讲故事 APP，
只能作为一种阅读
补充或智能小助手，
真正的亲子阅读
应该是父母把孩子抱在怀里，
带有体
温的阅读和温馨的互动。
在碎片化时代，
“读书”
这件事并
没有远离我们的生活，
只是在这个瞬
息万变的时代里，它不停地以新形式
出现。对于我们来说，正视它的同
时，调整阅读习惯，找到真正适合自
己的阅读路径或方式才是必要的。

阿甲是国内起步颇早的阅读推广
人 ，听 他 说 起 过 10 多 年 前 的 一 件 趣
事：他和 5 个朋友举办了一场读书会，
结果当天只来了一个孩子，于是有了 6
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讲童书的一幕。
更好玩的是，大人讲得有趣，孩子听得
入迷，
相约下次还来。
除了起步早，
阿甲在众多阅读推广
人中，也是出了名的阅读面广、阅读量
大，
各种童书的作者、内容、出版时间乃
至各个版本之间的差异，
他大多烂熟于
心，
如数家珍，
并常常能发现浩瀚书海中
的遗珠之作。他和萝卜探长合著的《让
孩子着迷的101本书》
（新疆青少年出版
社），
就很能显出他们多年深耕童书阅读
的功力。尽管该书2003年曾出版过，
如
今全新修订出版，
但其中的内容依然让
人禁不住赞叹作者的眼光之锐、选本之
精、涉猎之广、分析之透，
跟书中介绍的
100 多本经典一样，丝毫不给人过时过
气之感，
很有不随时间流逝而变老，
反而
常读常新、
越读越爱读的意味。
阿甲读书多、藏书多，
“翻墙”搜索
英文资料、考据查证的功夫，更是让很
多人望尘莫及。他喜欢从细枝末节入
手找线索，一有机会就抓住作家本人
或相关人士求证的习惯，使他积攒了

许多童书领域的硬知识和新段子，简
也要深入其内里，将书与人、与生活、
直就是一部活的童书百科大辞典。与
与时代相结合，既读书又读人，又读出
他聊天，就像听评书故事，总能获得有
历史，融会贯通，反复回味。在此过程
价值的信息，
对童书的认识更深一层。
中，读者便跟着作家重生一次，一进一
这种深厚的考据功夫加上爱讲故
出，
更懂经典之分量、童书之伟大。
事的个性，
在《让孩子着迷的 101 本书》
例如，许多人知道《母鸡萝丝去散
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一部部经
步》是一本出版于 1968 年，原文只有
典依次排开、一个个故事陆续登场，让
32 个英文单词、中文只有 44 个汉字的
我们看到儿童文学的魅力所在，
见识了
经典图画书，但可能不知道作者佩特·
每本经典为何成为经典，
知道了经典应
哈群斯创作它时只有 26 岁，从前根本
该怎样读、童书的正确打开方式，也让
没有创作过任何图画书。她之所以能
我们窥见令人着迷的书背后其实蕴藏
创作出这样一部堪称教科书的作品，
着令人着迷的人，
找到了优秀童书作家
是因为她遇到了著名的童书编辑苏
之间的联系，解开童书进化、发展的秘
珊·赫希曼。而苏珊是哈珀公司传奇
密，这一点在他编校和主编的《亲爱的
编辑厄苏拉的得力助手，与之同事近
天才》
《童年的力量》中亦可见一斑。
10 年。那么，厄苏拉是谁呢？她可谓
由此可见，
《让孩子着迷的 101 本 “20 世纪美国童书界最伟大的编辑”，
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有着学科阅读
是莫里斯·桑达克、汤米·温格尔、E.B.
的先知先觉，从古典名著、图画书、童
怀特等知名童书作家生命中的伯乐。
话，到科普故事、魔幻小说、成长事故、
也许有的孩子不关心这些，
但对于
漫画，每一门类都做到了选本精当，深
引导孩子阅读的父母与教师，
这些花边、
入阐述，有追随经典、为童年打底的意
逸事、
趣闻很有嚼头很有益处，
在合适的
思，还在于挖出了作者的生平、经历和
时机讲给孩子，
能引导他们既关注令人着
与书有关的奇闻趣事，使经典变得生
迷的书，
又关注令人着迷的人，
书人互见，
动、鲜活起来，让小读者们读得痛快，
相得益彰，
每一部经典因此变得可爱、
好
读着上瘾。实际上，一本本经典就像
玩，
孩子的精神世界更容易被点燃，
谁说
一个个有故事的人，既要看他的表面，
这不是经典最好的打开方式呢？

阅读推荐

读地图，唤起对自然的好奇和敬畏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海洋、沙漠、高山、河流，它们古老
而智慧，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
有的甚至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它们
是世界最初的样子，
是让生命诞生的温
床，
是镌刻在基因之中的生命密码。它
们分布在地球上、呈现在地图上，巧妙
地变成孩子们的思维游戏，
孩子们会好
奇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沙漠？什么样的
植物和动物能在沙漠里生长？孩子们
会惊奇于大海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
世代生活在海边的人会种这样的植物、
驯养这样的动物、建起这样的城堡、崇
拜这样的神灵？这种游戏式的探索，
会
让孩子对脚下的大地产生好奇和敬畏。
小书迷王国近日在京推出的
“地图
(探索版)”共 4 册，分别是《地图·海洋》
《地图·沙漠》
《地图·高山》
《地图·河流》，
内容选自畅销全球30多个国家的《地图
(人文版)》。该书以全新视角，
从地形开

始，
进而深入探索 16 个奇
妙国家的山川、物种、历
史、建筑、美食、服饰等。
还有 16 个定制主题创意
游戏，帮助小读者开拓视
野、发现世界各个角落不
一样的神奇与美丽。
“希望小朋友们明
白，除人类之外，塑造世
界的还有更强大的力量：
风、
雨、
水、
泥土、
阳光……
希望你们能拥有一颗敬
小读者和妈妈一起做
“火山喷发
火山喷发”
”
的实验。
的实验
。
畏自然的心。同时也希
望家长们能明白，
从地理角度去认识世
敬畏，才会转换一种视角，意识到自己
界是多么重要的事。”蒲公英童书馆总
作为世界公民，对于地球、对于生态的
编辑颜小鹂表示，
现代科技消除了高山
责任。据悉，
“地图(探索版)”已登陆肯
大海曾经对人类的某些限制，
只有重新
德基，购买快乐儿童餐随餐得图书 1
唤起这样的目光，
才能重新唤醒对这些
册，全国 3000 多家肯德基门店还将举
高山大海的好奇和敬畏。有了好奇和
办线下故事会。

阅读指导

转型期的文化
意涵与童年隐喻
——评儿童小说 《挂龙灯的男孩》

李学斌

现实中，
儿童是与成人不同的生命存
在。他们在价值观、生命感觉、情感态度
等诸多方面都与成人不同。比如，
对于龙
是不是真的存在、地龙是如何变成天龙
的等
“无厘头”
问题，
孩子们往往喜欢刨根
究底。而借助于对这些秘密的探查，
孩子
在洞悉生活真相的同时，
也会从中获得自
我情感与心灵的确认。在这一点上，
儿童
文学作家冯与蓝通过成长小说《挂龙灯的
男孩》
（明天出版社）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
镇男孩从痴迷
“地龙”
到勇做
“天龙”
的心
灵成长轨迹。
小 说 故 事 层 面 新 鲜 好 读 ，意 味 深
长。因小小年纪父母离异，
且寄人篱下，
九岁男孩陆弘真个性孤僻，落落寡合。
一个偶然的机会，爷爷向他讲述了小镇
的历史，
从此，
探寻
“地龙”
和
“天龙”
秘密
就成了他内心的渴望。在经历了好朋友
转学、爷爷病逝等一系列事件后，
小弘真
渐渐醒悟：
地龙之所以能飞，
就在于它飞
腾的愿望和努力。于是，他义无反顾地
攀上高塔，挂起了龙灯……与当前市面
上形形色色以校园生活为背景的儿童小
说不同，
《挂龙灯的男孩》无论题材内容，
还是艺术形式，都呈现出某种卓尔不群
的特质。
首先，
这是一部融地域风情、
小镇史
实、
民间传说、
民俗故事为一炉的儿童成
长小说。其依托特定地域和民俗文化而
展开的童年故事让小说甫一落笔，就显
示出异于那些“轻松搞笑”的校园、家庭
故事的复合性、厚重感。小说将童年还
原到了真实而驳杂的现实语境中，通过
原生态的童年摹写，将儿童生命成长的
真相和盘托出，在揭示童年某种深邃质
地过程中，将生命成长的社会性与文化
内涵也呈现得具体而微，
莹莹动人。
其次，与诸多“就童年而写童年”的
成长小说不同，
故事里，
小弘真的生命发
展轨迹固然是情节主体，
但是在故事背景
隐牛镇这一特定环境中铺展、绵延开来
的，
还有经久流传的地龙传说、
龙灯民俗，
以及波澜壮阔的小镇社会变迁史。这样
的情节结构不仅隐喻了小镇不同历史时
期的社会转型、文化衍变，
而且更重要的
是，小说借助九岁男孩陆弘真的感知视
角，
生动呈现、深入阐释了中华文化一脉
相承、
生生不息的抗争意识、
进取精神。
除此之外，作为儿童小说，
《挂龙灯
的男孩》还从三个层面体示出童年成长
的丰富意涵：
一、童年成长是基于现实环境的自
我探寻。成长既是童年寻求与现实的融
合，也是儿童谋求与自我的和解。小说
中，
作为破碎家庭里长大的孩子，
陆弘真
的生存环境苍凉如水、迷离而斑驳，
当来
自小伙伴秋良的友情和爷爷的亲情先后
失去时，
陆弘真内心的失落、情感的失衡
可想而知，
此时，
循着
“地龙”
的足迹去探
查
“天龙”
秘密，
就成了他重建生活坐标、
恢复内心秩序的救赎之举。故事里，无
论是对“地龙”的执着探寻，还是陷入顾
大海、王涛的骗局而怯懦沉沦，
都无不隐
喻着童年一路走来必将遭遇的磨难与历
险。而正是这样的挫折和磨砺，唤醒了
陆弘真的自我意识，
让他在苦闷、反思中
迎来了心灵的顿悟与新生。
二、童年成长是自我心灵愿景的孕
育和达成。现实中，儿童有内外两面的
生活。其中，内生活是儿童生命力与精
神面貌的核心所在。原因就在于，以愿
望、梦想、勇气、信念为要旨的内生活不
仅是童年情感的催化剂、童年行动的内
驱力，更是心灵成长的永动机。
《挂龙灯
的男孩》中，
陆弘真像一个毫无主见的小
跟班，
也像随遇而安的小混混，
好在小镇
的传奇故事与
“天龙”
的神秘传说很快点
燃了内心的渴望。于是，他试图通过对
“天龙”的探寻去修补情感的缺漏，去重
构心灵的地图。实际上，
故事里，
陆弘真
也正是经由内心的震颤与激荡，最终通
过知难而进、追求梦想的行动，
实现了精
神上的自我确证与自我张扬。
三、
童年成长既是一种责任承担，
更
是一种精神超越。小说中，
“ 寻找地龙，
解开天龙的秘密”一开始仅是九岁男孩
朴素的愿望，还涉及不到责任意识和社
会影响。可当秋良转学、爷爷生病、爸爸
回乡等事件接踵而来时，陆弘真内心蛰
伏已久的自尊心和抗争意识渐渐苏醒
了，
在亲情滋养、友情召唤、困境激发、信
念激荡等诸多力量的引领下，终于懂得
了行动的意义，并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
“挂龙灯”
的责任。由此，
这个怯懦、孤僻
的小男孩，
以其迎难而上、挺立塔尖的昂
扬姿态，完成了童年成长的自我实现与
自我超越。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
小说这一由“地龙”探寻到“天龙”升
腾的隐喻叙事、成长表达，不仅勾勒出
儿童精神成长的轨迹，而且也昭示了中
华文化流淌在民间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的精神传承。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