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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社会各界都在提倡青少年阅
读经典读物，“四大名著”等也进入了学
生阅读书单。但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
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呢？我做儿童经典
阅读普及工作有了一段时间，发现今天
的经典阅读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很有
必要提出来分析。

第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知识的来
源是否安全。由于知识的泛滥以及图书
市场存在的各种问题，“不安全”的甚至

“有毒”的知识泛滥并不亚于食品市场。
而在经典阅读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依托名著，不负责任地传播

“谣言”，二是不负责任地解读名著。
有一篇名叫 《淮南子·外八篇》 的

文章，在网上流传甚广。这篇伪造的文
言文的文字既不通顺，行文也不典雅，
不知为何竟骗过了许多人，把它当作汉
代名著 《淮南子》 的一章。甚至有的中
学教师都“中招”，把它当作真的古文，
竟然还出成模拟试题考学生！以其昏
昏，何能使人昭昭？甚至有硕士研究
生把这篇文章当作真的史料，竟然在论
文中当作重要文献进行神话学的分析，
这就是没有养成鉴别知识的习惯所造成
的后果。

人们对经典名著的兴趣，为传播它
们带来了便利。但有些名著的传播内容
新鲜惊悚，以“猎奇”为主，颠覆之前
的认知，很容易使家长和孩子因觉得新

奇而相信，误认为这是真正的知识。还
有一些人为了吸引眼球，不负责任地解
读名著。例如，用阴谋论解读四大名著
等古典小说。诚然，经典有着丰富的可
解读的空间，但总有精粗之别，总有负
责任和信口开河之别。这也说明在相关
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很少有人
能真正投身到名著的普及、解读中来；
社会各界投入到经典普及的力度还不够
大；对内容产品的入行、审查和规范还
不够成熟。当高端内容产品和粗劣内容
产品的传播成本没有什么不同时，内容
市场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作为家长，应该像鉴别食品一样，
培养和提高孩子鉴别知识的意识。不是
什么书都可以买，什么文章都可以信。
应该选择权威的经典读本、有理有据地
解读，为孩子把好“知识安全”的第一
道关。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引导孩子将碎
片化的知识整合为体系。当下的孩子阅
读经典的一大特征就是碎片化，阅读时
间是碎片化的，阅读内容也是碎片化
的。虽然也读了许多东西，但就如一个
孩子只吃零食而没有吃主食，对孩子的
成长发育并没有好处。

曾经有个学生拿给我一篇作文，询问
我的意见。通看起来，他的文章辞采不可
谓不华美，态度也不可谓不认真，但文章
从头至尾，充斥着混乱与不和谐。一问之

下，果然他文章里的各种论据都是东拼
西凑来的。

我和一些中学教师交流过，现在的
孩子比起 20 年前的同龄人，拜网络之
惠，视野不可谓不广，收集材料的能力
不可谓不强，但分析问题的能力却有下
降的趋势。这正是因为缺乏对经典原著
的阅读，吃了一肚子知识碎片，所以无
法将知识整合为体系。

面对这个问题的最佳对策，是给孩
子制订完整的阅读计划，让孩子按部就
班地学习。不必贪多，先用足够的时
间，保证精读、通读完哪怕一部传统经
典。

这部经典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来，
可以是 《诗经》《论语》《庄子》《史
记》，也可以是唐代任何一位大诗人的文
集，还可以是四大名著里的任何一部。
要求是必须读熟、读通、读透，对其中
每一个问题都不要轻易放过，对这部书
乃至这位作者有全局的、成体系的认
识。这在传统治学方法里有个说法，叫

“根底书”。或者说，在头脑中建立一个
足够强劲的“知识内核”。

这样做的好处是：有了这样的“根底
书”，之前读过的各种碎片知识，都会吸附
到这个体系上来，就像磁铁吸附铁屑一
样，在孩子的头脑里有了确定的位置。

最后一个问题，是家庭阅读环境是
否均衡融洽。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碰上家长问这
样的问题：“我天天叫孩子阅读古典名
著，四大名著、《论语》《史记》 买了一
堆，可是他根本不看啊，怎么办？”

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通常是：“您
自己看过吗？”大多数家长的回答是否定
的。如果家长自己不阅读经典，或者根
本没有兴趣阅读的话，那么传统经典对
于孩子来说，只是一个新的学习负担而
已，他们会把这些东西和课堂作业等同
起来，这样一来，如何能够培养起孩子
阅读经典的兴趣？

正确的做法是，家长应该对名著先
有所涉猎，如果没有读过，应该先下功
夫。在这一点上，很多家长存在着畏难
心理，认为名著卷帙浩繁，而自己工作
繁忙，何时能看完。实际上，读书并不
是一定要从头看到尾 （即通读），大学者
也不是把所有的书都从头看到尾。许多
时候，可以通过导读来实现。例如，阅
读名著前页有水平的序言、单行的解读
类书籍等。这样快速浏览之后，对整本
书有一个提纲挈领的认识，然后和孩子
才能有共同的语言。孩子才会认为，父
母的精神高度和自己处于同一个平台
上。由此，创造出一个均衡融洽的家庭
阅读环境，才能让孩子将阅读经典作为
兴趣的一部分，爱上经典阅读。

（作者系作家、学者，著有《为孩子
解读〈西游记〉》）

经典阅读遇上新问题经典阅读遇上新问题，，怎么破怎么破？？
李天飞

小时候，每年过完春节，我
常看见爷爷坐在炕边，一边翻日
历，一边念叨着“七九河开，八
九燕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
走⋯⋯”当时不太明白，大一点
儿后我才知道，原来爷爷是在
看农时。这古谚就像大地的钟
表，提醒着靠天吃饭的农人按
时劳作。

到了我的孩子这一代，他们
大多生长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与
粗犷原始、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不
再那么无间，对农谚、节气等更
是缺乏足够的认知。尽管当下已
经进入了所谓的智能时代，物质
极大富庶，信息随处可得，农耕
文化似乎渐渐消失在视线之中，
但孩子们其实非常需要了解真实
的大自然。这种了解不是止于四
季流转、了解时节变化，而是更
好地认识万物，了解自然生命漫
长的生长过程，进而与脚下的大
地做一次深深的联结。

“二十四节气旅行绘本”系
列 （接力出版社） 就是带领孩子
们感知节气文化的入门书，并逐
渐窥见不同城市文化、地域文化
及各种节日文化、饮食文化背后
的多样生活：贝儿和家人踩着节
气的脚步，游览祖国的大好河
山，品尝地方美食，听大人讲述
古老的传说故事，渐渐理解了何
为节气、自然与大地。其实，贝
儿的身上有许多生长在城市的孩
子的影子，随贝儿一家走遍全国
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回溯农
耕文化、触摸自然脉搏的过程，
重新认识天与地、人与自然、乡
村与城市、过去与现在、自我与
外界之间的关系。

农耕文化看似久远，实则常
新，有许多值得学习、传承和反
思的东西。除了节气文化、天气
知识，还有文化与习俗衍变的历
史，如古人立夏为什么要穿红衣
服、立夏挂蛋的传统是怎么来
的、为什么要赛龙舟、布依族在
六月六这一天会做什么。“二十四
节气旅行绘本”系列一一回应了

这些知识，通过丰富的内容、有趣
的故事，帮助孩子们真切地感受
了节气文化的内涵，完善了知识
结构，将重要的农事劳动、时令饮
食与养生经验尽收眼底。

每个节气背后都有一段故
事，每段故事都让人心生美好。
在精心设计的行走路线中，作者
保冬妮以兼具故事性、艺术性与
趣味性的文字，展现了中华文化
温婉、从容、淳朴的一面，串起
舌尖上的中国、足尖上的节气，
读起来很容易入境；王俊卿的绘
画也最大限度还原了不同地域的
特点，将当地的地形地貌、风土
人情、知名景观、文化精髓真实
地展现出来，既充满童趣，又开
阔眼界，看起来赏心悦目，让人
不由得有种说走就走的冲动。

童年，是为孩子精神打底的
阶段，需要接受更多中华传统文
化的熏陶。对此，父母有必要通
过行走、阅读、戏剧等方式，把
这些内容教给孩子，引领他们从
区隔的楼房走进广袤的大自然，
从枯燥的知识学习走向丰盈的自
然生活，从仅仅关注自我转向打
开心胸、关心万物，接受知行合
一的生活教育、自然教育和生命
教育，更深刻地认识农耕文化。
从现实来看，农耕文化蕴藏着人
类最初的生活方式，有着古人对
自然、生命丰富的情感，并折射
出地理、天文、历史、社会等学
科知识，成为引领孩子认识当代
中国的一条捷径。

而且，但凡优秀的童书，不
只是有着丰富的知识、开阔的视
野，还能帮助孩子完成世界观、
价值观的塑造。读完“二十四节
气旅行绘本”系列，吟着“春雨惊
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
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每个孩子想必会更加认同中华传
统文化、热爱自己的祖国，更愿意
亲近土地、了解历史，最终完成自
己与大自然的内在联结，成为一
个拥有文化自信、脚下有根、心
中有未来的中国人。

与大地做一次深深的联结
本报记者 张贵勇

《疯狂外星人》
赵华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本报讯 近日，“2018 年北京全民
阅读工程——北京阅读季·书香童年童
书排行榜年度 50 佳”在京发布。本次
评选由北京幼儿园阅读联盟主办，共有
100 家以上的出版社选送了 1000 种图
画书，在进行了专家试读、幼儿园试
读、父母代表试读等几个环节后，最终
有400种图画书被筛选出来进行现场专
家评审。评审视角从“儿童心理发展”

“童书质量”“童书艺术力”“亲子共

读”等不同维度进行综合考量，最终评
选出了 2018 年度适合 0—6 岁儿童自主
阅读或亲子共读的“童书50佳”。

这些上榜的优秀童书包括 《嗷呜！
嗷呜！》《杯杯英雄》《别让太阳掉下
来》 等，不仅囊括中外，在题材、种
类、主题上也呈现出包容与丰富，严格
把握了文学故事书与科普书的比例、各
年龄段童书的比例，为儿童阅读提供了
广阔的多维视角。 （李明）

书香童年童书排行榜年度50佳揭晓

麦田守望

图书角

“疯狂外星人”少儿科幻系列小说包
括 《大漠寻星人》《长城砖》《北极通缉
令》《小猪的宠物》 4 册，小说以大胆瑰
丽的科学幻想，创造了一个个神秘而充满
惊喜的外星世界，从不同角度、不同主题
出发，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性格迥异、千奇
百怪的外星人。每个故事都充满正能量，
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智慧和想象的
力量，激发创造力和探索未知的兴趣！

阅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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