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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破解整本书阅读的这个新
命题中，通过“测试”的方式“逼
迫”学生按照要求去读书是目前一些
教师通行的做法。这种“测试”很符
合过去几十年语文教学中凡学必考，
学什么、考什么的经验。

今天，我们暂不争论是否可以进
行测试的问题，因为，整本书的阅读
进入教师操作层面，教师拥有自主的
教学权。这里，我就如何进行“测
试”更为合理，谈一点儿个人的看
法，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其实教育部统编 《语文》 推荐阅
读丛书书系的后面也附有类似的测试
题目，比如小学阶段阅读的 《爱的教
育》 一书后面附了这样两个问题——

“写出小说中的三个人物，在这些人
物中，你最欣赏的是谁？为什么？”
“ 《爱 的 教 育》 的 主 题 思 想 是 什
么？”初中生阅读的 《昆虫记》 一书
后面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法布尔精神
对学习与成长的意义”“通过这本
书，你了解什么昆虫的生活习性”。

这些问题设计得都挺好。因为，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完整阅读全书，需
要对整本书的内容相对熟悉，不能一
知半解，否则无法提供令自己满意的

“答案”。这些问题甚至可以作为全班
阅读分享会的主题。当然，如果事先

带着这些“主干”问题去阅读，学生
会把它们看作阅读全书的路径图，引
导自己坚持把书读完。另外，这些

“主干”问题与针对全书固定“知识
点”的测试不同，可以按照自己的阅
读体会提供个性化的回答，每个学生
只要能自圆其说，都可以获得同伴或
老师的鼓励。这与传统的语文知识的
考试有着本质的区别。试想，如果学
生长期用这种思维方式去主动读书、
主观观察问题，这将会对学生的思维
习惯产生重大的影响，会让学生从关
注书中单个人物、具体片段的“小
节”中解脱出来，慢慢形成注重全书

“大关节”、比较“大结构”、思考
“大命题”的宏观阅读视野。从目前
中小学师生的阅读状况来看，我们太
缺乏这种书籍阅读或观察社会现象的

“大视野”了。其实，这种视野的背
后是我们思维方式的固化所致，而上
述“主干”问题的设计就是针对我们
阅读“矮化病”的针对性“治疗”。

其实，我们国家现在在中小学推
动的整本书阅读的目的，除去对整个
国民阅读素养能力在校内提升的设计
之外，单从学科教学的角度讲，是对
语文单篇课文教学注重细读分解，是
知识点考试的一个补充。即通过学生
整 本 书 的 阅 读 ， 让 学 生 跳 出 单 篇

（800—3000 字） 文章的阅读理解，
让学生进入 10 万字左右的中篇小
说、50 万字甚至百万字长篇巨著的
文学作品中，去汲取更为丰富的历
史、人文、社会、语言、自然、科
技、想象等单篇短文根本不具备的

“养分”。让学生在长期的阅读积累中
逐渐提高他们的阅读耐力——过快的
阅读是极其有害的，越是经典书籍越
应该慢下来啃读。不同的书籍需要不
同的策略与定位；逐渐思考并找到适
合自己的阅读方法——每人对文字的
感知能力与智力背景决定了他们各自
的阅读习惯与方式的不同；逐渐发现
并培育自己的阅读兴趣——学生的阅
读兴趣培育是极其艰难的，甚至连续
读上几本难以理解的书籍，他们的兴
趣会荡然无存；逐渐丰富自己的阅读
智力背景知识——学生过于简单的社
会经验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而不同
书籍可以帮助他们弥补这种经验的欠
缺；逐渐拓展学生的类主题阅读意
识——让学生通过归类书籍的阅读
建立起以一本书为主线，关联的书
籍为辅助的“丰”字形的阅读意识，最
终形成学生对一类问题、一类人物、
一类现象、一类事件的阅读与思辨能
力。这个意义远比语文的分数更为关
键。它甚至成为未来社会公民的核心

素养与关键能力。
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头提及 《爱的

教育》 一书后面附的一个问题——
“写出小说中的三个人物，在这些人
物中，你最欣赏的是谁？为什么？”

要“回答”好这个问题是不容易
的。首先要总览全书，在众多人物中
确定自己心中的“三个主要人物”。
其次要进行二次比较，通过自我解读
与说服的方式，找到自己“欣赏”这
个人物的理由，回答出自己“不喜
欢”另外两个人物的理由。当学生在
比较的同时，也就完成了对全书三个
人物的主要事件、个性、习惯、语言
行为等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在这
种分析中，学生还可以调取自己类似
阅读的经验进行横向的比较，比如可
以用 《窗边的小豆豆》 中的小林校
长、豆豆妈妈和豆豆本人与 《爱的教
育》 的三个主要人物在职业、语言、
处理问题、关爱儿童等方面进行比
较。这样，就会引导学生跳出一本书
的范畴，让他们学会把自己的阅读积
累给予“知识复活”，让自己的阅读
感受真正成为阅读其他书籍的“杠
杆”和“标尺”。通过这种“知识再
运用”，会帮助学生获得继续阅读的
动力，而这种动力是极其难得、极其
宝贵的。因为这种内在的动力源于学

生对阅读的自我认同与肯定，这与我
们拟定一些“知识点”测试相比，其
价值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客观地讲，一线教师对整本书的
阅读指导还存在不少看法，但面对当
下的现实，我们应该暂时放下“无
效”争议，去勇敢地面对现实，在教
师自觉阅读的基础上，从中小学生终
身阅读能力的培养与兴趣保护的角度
出发，减少一些短期的功利做法，依
据不同学情，适当调整不同学生阅读
的目标。按照整本书阅读宜粗不宜细
的原则，建立先抓主旨，再说细节，
先掌握整体，再关注局部，先有上位
概念，再去俯瞰全书的原则，怀着对
经典书籍的敬畏之心，安静地与孩子
一起共读，一起分享，一起讨论每本
书的精彩与背后的故事。这种阅读认
知与我们教师几十年来单篇课文的教
学经验是反向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个
问题，我们仍用教授单篇课文的经验
与做法，用课时的讲解、用表格的测
试、用试卷的测评来“指导”学生的
阅读，小的方面讲，会大幅降低整本
书阅读品质，从大的方面讲，将会败
坏学生的读书口味。长此以往，对学
生阅读与兴趣的培养有着很大的腐蚀
性。

（作者单位：河南省济源市教育局）

整本书阅读的整本书阅读的““测试测试””要慎重要慎重
常亚歌

男孩是一种奇妙的生物，熬夜去
捉一只黑漆漆的虫子、下雨时故意去
踩泥水坑、玩球玩得满身臭汗、把家
里翻得乱七八糟、随时从口袋里掏出
稀 奇 古 怪 的 东西⋯⋯即使长到 80
岁，一个恶作剧也能让他们兴奋不
已。养育男孩是辛苦事，奇怪的是，即
便他惹得你再生气，看到他朝气蓬勃
地扑过来、听到他亲热地喊一声“爸
爸”“妈妈”，所有的辛苦似乎都消弭
了。可惜，在现代社会中，男孩们被过
早地压上了各种桎梏：要考上好学校、
要会待人处世、要稳重、长大要找到好
工作⋯⋯反而那些最宝贵的品质——
勇气、真诚、热情，被人们抛到了脑后。

《男孩的冒险书（旅行版）》（广
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是一套对男孩的
勇气和性格培养有独到思索的图书，
它包含了男孩在成长为男子汉的过
程中的方方面面。作者康恩·伊古尔
登在英国家喻户晓，他从历史中提炼
出从古至今吸引男孩的各种知识，是

男孩最想交的朋友。从还没有胡子
的年纪开始，他就对各种各样的知识
抱有极大兴趣。面对学校里的问题，
比如怎样才能知道一栋楼的高度，老
师会教一些平淡无奇的方法，而康恩
准会爬到楼顶上抛出一根绳子，让它
一直垂到地面，然后量绳子的长度。

对世界永远保持好奇、涉猎知识
越广越好、自由成长，这些男孩的特
质一直在他身上延续。在成为一名
专职作家后，他将这些男孩的可贵品
质融汇到了自己的系列作品《男孩的
冒险书》中。它教给男孩基础的历史
地理知识，因此成为一个有深度的
人；它鼓励男孩动手制作玩具和工
具，不需要因此心灵手巧，但可以有
一天像爸爸一样爬上梯子去换灯泡；
它用充满勇气的故事，激励男孩成为
一个勇敢、有担当的人，但却清晰地
主张勇敢不是莽撞；它告诉男孩，女
孩和他们有不同特质，但即使男孩温
柔、女孩爽利也没什么大不了，他们

彼此平等。书中有经典的游戏、有趣
的问题、精美的插画、惊险的故事，足
以满足男孩的阅读胃口。

《男孩的冒险书》中文版曾入选
清华附小寒假必读书单。作为这个
系列中的最新一版，《男孩的冒险书

（旅行版）》较以往的版本有更多创
新。首先，书的大小就很不同，旅行
版袖珍了许多，可以装到背包里，随
时随地翻出来看上一段；其次，书中
的内容有更多扩充，增添了许多孩子

（包括女孩子）感兴趣的历史事实；再
其次，外观上美了许多，新增了许多
插图、步骤图，相比之前买过的大本
全彩版，图片也有了更新换代；最后，
旅行版除了原本的四册，还赠送了一
册《男子汉的旅行小百科》，由《环球
科学》执行主编褚波等写就，配合另
外四册罗列了许多相关的旅行地，可
以带着书有目的地去旅行，边走边
看。即使已经购入了《男孩的冒险书

（全彩版）》，再收一套旅行版依然觉

得物有所值。
很喜欢第五册《男子汉的旅行小

百科》前言中的一段话：“父母对男孩
的养育，就是一个为他们筹备远行的
过程，行囊里面有支持他探索的好奇，
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有美好动人的故
事，还有有温度、有担当的偶像⋯⋯”
在这里，也借用它的标题做个结尾吧：
男孩，愿你的行囊里应有尽有。

男孩，愿你的行囊里应有尽有
——读《男孩的冒险书（旅行版）》

付迎亚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自有其经
久不衰的魅力。《父与子》系德国著名
漫画家埃·奥·ト劳恩（E.O.Plauen）
于 1934 年至 1937 年发表在《柏林画
报》上的一组漫画。当时德国正处于
第三帝国时期，战火不断，硝烟弥漫，
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德
国。《父与子》的问世像沙漠中的一片
绿洲点燃了希望，像严冬的一束火把
温暖了渴望的心灵。父亲和儿子的
亲情故事以及乐观幽默感染着每位
读者,漫画中父亲大胡子肥胖的外形
及儿子刺猬头发型已深入人心。历
久弥新，《父与子》被誉为德国幽默的
象征，享有颇高的艺术评价。一组漫
画集，历经近百年的风雨洗礼，依然
熠熠生辉，堪称为经典。新时代，新
发展，新思路，新征程，辽宁少年儿童
出版社出版的《看〈父与子〉漫画 学
双语对话》《看〈父与子〉漫画 讲双
语故事》，为漫画《父与子》注入了新
的活力。

双语解读，精准呈现。这套书系
双语解读，突破了原作“只有漫画”的
禁锢。其实，近年来读过不少《父与
子》的中英注解版本。大多版本语言
以“一句话”为主，只能起到提示作
用；有的版本还出现了“误读误解”现
象，更不用说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
和叙事学意义上的逻辑推理与表达
的精准；有的版本就是有英文注解，
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中式英语”的不
足。而这两本漫画书，中文和英文注
释分别由英美国家语言专家和中国

高校中文专家并肩研讨和精心创作，
保证了双语语言专业、地道、流畅、有
趣，翻译更专业，更国际化，较之以前
的版本有了一个新的突破。

分册设计，策划首创。相同的漫
画，不同的解读。《父与子》漫画书分

“对话版”和“讲故事版”两种，这是基
于中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心理特点和
阅读兴趣进行的，而且各具特色。“对
话版”适合于幼小儿童，他们正处于语
言建构的最佳年龄，做好恰切的示范
引导至关重要。由于漫画故事解读语
言凝练、设计简洁，年幼的孩子接受起
来难度不大，很容易理解，并能引发他
们适当的思考、联想。为了便于低龄
儿童学习双语对话，使发音更准确，做
到视听结合，“对话版”还专门配备了
配套同步录音，让读者通过扫码就可
听到每篇地道、优美的英语对话。

“讲故事版”主要适合中小学生
阅读。故事情节较“对话版”更生动、
更细致、更完整。有的还注意到了故
事的连续性，尤其是不幸遇荒岛一
段，把 23 个小故事都连了起来，让孩
子有一种读小说的感觉。这种连续
性的导读，有利于开发孩子的思维，
让孩子对这里发生的故事有一个整
体的概念。孩子在看故事、讲故事的
过程中，也能享受故事，并学会双语
会话和叙事。这也契合了当下“讲好
故事”的全球新语境。

本书还有一大特色，就是为每篇
漫画故事都添加了“画龙点睛”式的
英文标题和与之相应的、表达巧妙的

中文标题。这从一定程度上能够训
练孩子的提取重要信息、提炼主题的
能力，并且在“讲故事版”，还设计了

“词语积累”和“想一想”的环节。如
此一来，对于个别词的积累，孩子们
就能有的放矢；并且在“想一想”问题
的导引下，能够多思考，以便更好地
理解漫画的主题及教育意义。

另外一点做法也值得肯定，即所
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父与
子》漫画原作中有个别故事情节不太
适合中国的中小学生，所以，编者经
慎重考虑，减了少数几篇故事。这种
大胆剪裁很适合我们中国教育国情。

资源多元，挖掘无限。《看〈父与
子〉漫画 学双语对话》《看〈父与子〉漫
画 讲双语故事》集结了186个漫画故
事。不管是作为亲子读本，还是作为
教学范本，书中都有大量可挖掘的教
育资源，并且可以无限开发。

从内容上看，漫画主要记录了父
与子平常的生活。父亲的滑稽与智
慧、真诚与善良、慈爱与严厉、博爱与
果敢，儿子的调皮与乐观、聪明与善
良、真诚与可爱，让我们读出了浓浓
的父子情，感人至深，有的甚至让人
泪流满面；让我们读出了正直善良的
品性，如潺潺流水般，带给我们一种
人性的美好；让我们读出了生活的智
慧，我们的大脑在潜移默化中被开
发。当然，夸张是漫画常用的手法，
有一些漫画也应该是创作者想象出
来的。比如荒岛经历、宫殿经历，比
如识字的狮子、疯长的鲨鱼、爱臭美

的怪兽等，这些漫画带有寓言的性
质，很有意思，孩子爱读，并且其中又
蕴含着别样的智慧与启示。

从形式上来看，两本漫画解读，
主要是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编
辑的。但漫画读者不分年龄，学习也
不分学段，任何人都可以走进漫画，
深入体会漫画所要表达的主题。比
如，《严爱相济》，儿子把墨水瓶打翻
在地，当父亲要教训儿子打屁股时，
发现儿子裤子后面有了破洞，于是拿
来针线帮儿子缝好，儿子本以为躲过
了一场暴风骤雨，没想到还是受了惩
罚。“人要明辨是非，做错事就得被惩
罚”，这是父亲对儿子说的话，也是值
得很多家长学习并效仿的。

一本好书，就像一把钥匙，能够
打开我们心灵的窗；一本好书，就像
一根魔力棒，能够放大我们智慧的
眼。《看〈父与子〉漫画 学双语对话》

《看〈父与子〉漫画 讲双语故事》，就
是这样的好书！

（作者单位：河北省涿州市教师
发展中心教育科研部）

为经典注入新的活力
陈亚飞

本报讯 近日，由京东方艺云和咿
啦 看 书 共 同 发 起 的 “ 开 启 趣 味 阅 读 ”
Funbook 儿童智能双语阅读器产品发布
暨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数字阅读区启
用仪式在北京举行。

Funbook 是一款护眼的儿童智能双
语阅读器。它采用了京东方创新研发的护
眼屏，搭载了咿啦看书独有的动画书格式，
通过动画、游戏、配音、交互、AI老师、智能阅
读报告、智能评测等，为儿童打造身临其境的
阅读体验。同时，该阅读器还设立了科学趣
味的阅读课程体系，不断丰富中英文图书资
源，并采用蓝思分级阅读体系，打造了一款能
够实现沉浸式阅读体验的儿童智能双语阅
读器。在发布会同期，京东方为国家图书馆
少年儿童馆捐建的数字阅读区正式启用，新
落成的数字阅读区充满童趣，阅读区内配备
了Funbook智能阅读器，为更多孩子带来
新鲜健康的数字阅读体验。 （郁书）

Funbook开启趣味阅读

说起著名作家刘心武，很多人认为他
是一个“红学”专家，因为他曾在《百家讲
坛》上揭秘《红楼梦》，引发了国内新一轮的

“《红楼梦》热”。在近日由北京新华先锋出
版科技有限公司与言几又书店联合举办的

《画梁春尽落香尘：刘心武妙解红楼》《一切
都还来得及：刘心武经典散文》新书发布会
上，当主持人问刘心武“为何从作家身份走
上了研究《红楼梦》的道路”时，他说自己自
始至终都是一个作家，从未因 《红楼梦》
而抛弃了作家的身份。“之所以研究《红楼
梦》，是想向它学习写作的方法，我们中国
有这么好的作品，何必去学习卡夫卡、博
尔赫斯呢。”

“《红楼梦》是很好玩的。”年逾古稀的
刘心武精神矍铄，两个多小时的分享会妙
语频出。回忆起 20 多年前与 1987 年版电
视剧《红楼梦》林黛玉扮演者陈晓旭一起录
制央视节目的往事，当时他们曾谈到林黛
玉、薛宝钗谁更适合职场的话题，在大家都
说薛宝钗更适合职场时，陈晓旭提出了不
同观点。她认为从葬花一节可以看出，林
黛玉是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人，这正是职场
所需要的。刘心武表示“听后心中大畅！
黛玉葬花就是一场最早的行为艺术”。

他还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妙玉的欣
赏，在《红楼梦》前八十回里，妙玉一路捍卫
着自我尊严，贾家请她入住大观园栊翠庵，
她要求贾家下请帖，并不为权贵折腰。贾
母来栊翠庵喝茶，她敢不露声色地“顶
撞”。当主持人问到“您身上是否也有妙玉
这些特质”时，刘心武点头笑说自己其实是
个“边缘人”，各大笔会、文学论坛上几乎都
见不到他，研究多年《红楼梦》，也从未加入

“红学会”。
刘心武谈到了自己研究《红楼梦》的两

大方法——原型考据和文本细读。《红楼
梦》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所以做原
型考据很有必要，但他强调，并不是对每一
个人都要做这番考据。而讲到文本细读
时，他说自己通过文本细读有所贡献，以前
读者只知黛玉葬花，而他提出了迎春串花，
是一幅不可多得的美景。迎春本是个被忽
略的人，但即使再渺小的人也有生存的尊
严，从这一场景中可以得到体现。

最新出版的《画梁春尽落香尘：刘心武
妙解红楼》一书中除了学术论文、学术随笔
和三篇别开生面的红楼探佚小说外，还特
别收录了从未公开过的刘心武与“红学泰
斗”周汝昌先生的往来信件。刘心武说，周
汝昌先生是他的恩师，他继承了周先生的
考据派，许多红学观点也引自周先生。当
年周先生视力很差，每次给他写的字都有
核桃般大，字迹相互重叠，他每次读来都非
常感动。《一切都还来得及：刘心武经典散
文》则收录了刘心武不同创作时期的代表
性文章，是一部很有可读性的、温暖的散文
集。他说，自己都是在生活中有所触动，才
会写散文随笔。也正因为如此，《画梁春尽
落香尘：刘心武妙解红楼》虽然是一本“红
学”著作，“但因为自己本来是个写小说和
随笔的，所以，自信我的笔触让读者读来绝
不会感觉枯燥。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般读
者消遣、消闲、怡情悦性的读物”。

刘心武：《红楼梦》
是很好玩的

本报记者 却咏梅

阅读推荐图书角

与以往的历史读物不同，“甲骨文
学校”系列通过轻松幽默、悬疑迭起的
幻想故事，介绍了“中国小时候”殷商
时代的历史文化知识。

“甲骨文学校”系列由新经典文
化·爱心树童书推出，第一部一经出
版，就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激发了作
者黄加佳的创作热情。最新出版的

《丝绸之路历险记》一书中，她以“一带
一路”为创作背景，用悬念迭起的故事
讲述丝绸之路的由来。黄加佳表示，
中国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只要找到
兴趣点，从小慢慢地了解和积累，就能
渐渐形成一个较完备的知识体系。这
样在考试的时候，才能游刃有余地对
知识储备进行选择组合。正是基于这
样的考虑，她在创作《甲骨文学校》和

《甲骨文学校：丝绸之路历险记》时，将
史料和考古发现可佐证的政治、宗教、
文化、衣、食、住、行等糅入冒险故事
中，让青少年读者在畅快阅读中，掌
握不同层面的知识。

“甲骨文学校”系列
黄加佳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点亮小橘灯——金波80岁寄小
读者》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80岁
的纪念文集，分“带着童话去旅行”“我
们一路看风景”“说说我的小物件”“我
童年的玩伴儿”和“送上我的祝福”五
个部分，共选登 82 篇童话、散文、故
事、诗歌作品。其中有金波用童话的
眼睛看到的世界，有他见过的美景，有
他的昆虫玩伴和各种小收藏、小物件，
有饱含他纯真情感的诗歌。该书获得
了中国好书、年度中国 30 本好书、冰
心儿童图书奖等，目前发行量已超 10
万册。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描绘他第
一次拿到此书的印象，“像火把，像灯
盏，像灯笼”。金波正是用这样一盏特
殊的“小橘灯”，照亮了世间的美好，照
亮孩子前行的成长之路。

《点亮小橘灯》
金波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阅读现场

麦田守望

本报讯 由中国和平出版社、悠贝亲
子图书馆主办的“我+妹妹”系列新书发布
会近日在沪举行。该书由“花婆婆”方素珍
和知名插画家郝洛玟联合创作，适合0到6
岁孩子阅读，四册包括《小圆妹真讨厌》《好
忙好忙的大宝哥》《我是老师，你是学生》

《三角形变变变》。方素珍说：“给小朋友做
的书，就像在他们心里播种，这粒种子会开
花，还会住进来小精灵。”这些小精灵，方素
珍给它们起了个名字叫作“智慧”。“在两孩
家庭孩子相处中，这些心里的小精灵会跟
他们说悄悄话，帮助他们下判断。”

会上还举行了“方素珍文创工作室”成
立揭幕仪式，未来，和平社与方素珍除了继
续在图画书、桥梁书等领域深度合作之外，
还将一起策划制作更多立体书、手工书，并
进行文创产品开发。 （田明）

方素珍“我+妹妹”系列出版

“整本书阅读”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