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读书周刊

中国教育报文化副刊中心
微信公众号：中教文化乐读
主编：
王珺 编辑：
梁杰

王珺 设计：
聂磊

校对：
赵阳

电话:010-82296621

2020 年 9 月 9 日

星期三

09

邮箱:dushuzhoukan@163.com QQ 群：
226839819

封面·话题

“看不见的障碍
看不见的障碍”
”
——不要让阅读障碍成为成长的藩篱
关雪菁

人类的语言能力是天生的
吗？心理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和
斯 蒂 芬·平 克 认 为 ：
“口语是天
赋，是本能。”开口说话的能力是
天生的，而阅读是一种人类后天
习得且为人类独有的非凡能力，
大部分儿童都可以通过接受适
当的教育习得阅读的能力，但由
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孩子在
“阅读”这个看似轻而易举的活
动里，却显得格外艰难。对他们
来说，学会说话有多自然，阅读
就有多困难。
在一些孩子的身上，我们
常常能看到一系列矛盾而费解
的现象：荣誉与失败共存，嘉
奖与警告集于一身。昨天可能
才获得“思维敏锐，很聪明”
的评价，今天可能就拿到一张
不忍直视的成绩单。
以往，在面对学业问题
时，成年人 （通常是教师和家
长） 往往会用“笨”和“不够
努力”的标签简单归因，在一
次又一次的争吵、冲突和相互
伤害中，成年人和孩子皆痛苦
不堪。在超过一百年的时间
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教育
者发现，很多时候，学习问题
的本质可能是阅读能力问题。

一个信封上。结果爸爸忘记信
最新的脑科学研究证明，尽管
封放在什么地方，孩子却依靠
中文阅读涉及 7 个脑区系统，英
惊人的记忆力按时赴约。
文只需要 4 个，但大脑阅读系统
随着越来越多的案例被发
回路大致有两条：一条回路用
现，欣谢尔伍德确信，这一障碍
于初学阅读，缓慢地读出单
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普遍。作
词；另一条则是用于熟练阅读
的快速回路。通过对大脑激活
为 医 师 ，欣 谢 尔 伍 德 的 诊 断 报
模式的分析发现，阅读障碍者
告，甚至比第一个智力测试——
比内西蒙智力测试最初版本出
通常是神经回路出现了一个
版的时间更早。
“小故障”，这完全不是孩子努
我们是如何学会阅读的？
力不努力、学习态度认真不认
阅读是一项高级认知功
真导致的结果。
能，并不是人类到一定年龄就
脑成像技术最令人兴奋的应
自然发育成熟的生理本能——
用不仅仅在于发现阅读的机制，
阅读远比我们想象中复杂，但
大脑的终身可塑性让每一个阅读
阅读的习得也有规律可循。
障碍者找到了破局的曙光。适
1. 获得文字意识——意识到
当、适时的针对性训练可以帮助
文字是一种符号
阅读困难的孩子变成熟练阅读
大部分儿童在正式学习阅
者。这也是脑科学成果带给每一
读之前，就已经暴露在文字环境
个阅读障碍儿童的福音。
中——那些生活中随处可见的
广告标语、食品包装袋上的印刷
阅读障碍并非失败的开始
文字、图画书上的文字——这些
使儿童对文字的特点和功能有
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多元文
了初步认识，他们逐渐能够意
化、信息数字化的世界，每个
识到文字是用来记录口语的符
人面临的情况都更加复杂。面
视觉中国 供图
对各种虚实莫辨的言论或谣
号，与其他符号是有一定区别
言，成年人可以通过各种生活
的。这种对文字的初步感知被
经验或知识背景，根据事实的
称为“文字意识”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缺少
情况做出分析和评价，得出相
2. 习得正字法意识——意识
可见的检测指标，阅读障碍常
对恰当的判断。这个过程就体
到文字学习有规律，例如汉字
常被称为“看不见的障碍”。
现了审辨思维的能力。
的“形”与“意”
对于学龄期的孩子来说，
阅读的价值便在于获得审
对 拼 音 文 字 （比 如 英 语 、
学会阅读，是实现所有期待的
辨思考的能力，是系统性能力
德语） 背景的儿童学习阅读来
敲门砖。对于有阅读障碍的孩
养成的过程，这是片段式阅
说，语音意识非常重要。比
子来说，无法顺利获得阅读的
读、碎片化阅读、视频阅读无
如，能把 cat （意为“猫”） 熟
能力，就像一只“困兽”，在课
练拆分为与其对应的三个最小
法提供的。而阅读障碍不仅会
堂上、在家里，甚至是生活中
发音单元/k//ae//t/，也能把发
造成儿童的学业落后，还会给
任何一处角落，他们都在和一
他们的认知、情感、社会性发
音单元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单词。
个看不见的敌人，开展着一场
展以及职业生涯发展等多方面
拼音文字与中文不同。对
看不到尽头的战斗。
造成不良影响。
汉语背景的儿童学习阅读来说，
1983—1984 年 ，《聪 明 的
第一道门槛是汉字的解码——
笨小孩》 一书作者、耶鲁大学
也就是识字。汉语阅读障碍儿
阅读，比想象中复杂
学习研究中心主任萨莉·施威
童遇到的第一个绊脚石就是记
1900 年，美国学者欣谢尔
茨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随机选择
忆汉字的字形和书写汉字。大
伍德，详细记录了两个有学习
了 24 个公立幼儿园，收集了儿
量研究一致表明，汉语阅读障
障碍问题孩子的案例：孩子们
童心智能力、学业成绩、家校
碍儿童在字形加工方面存在困
所有表现显示，他们无论如
行为、自我感知等一系列数
难，他们往往识字速度慢、识
何，都学不会阅读。
据 。 研 究 共 收 录 了 445 名 儿
字量少，写字经常出错，很难
其中一个案例是一个四年
童，被选中的儿童志愿者开始
记住汉字的字形。
级便辍学的 11 岁孩子。根据他
接受定期的观察记录。经过长
3. 当我们阅读时，大脑在做
父亲的描述：
“上了几年学后，他
达 20 年的追踪研究，如今，这
什么？
的问题才被发现。他在学校全
些参与调查的志愿者已经成长
随着现代认知科学研究的
靠出色的记忆弥补阅读出现的
为青年，一些人上了大学，一
进步，功能性核磁共振技术帮
问题。他可以背诵，但却读不出
些人去参军，还有一些人从事平
助我们打开了阅读学习机制的
单词。”为了证明孩子的智力没 “黑盒子”
凡的工作，一些人进了监狱，许
。
有问题，欣谢尔伍德做了一件小
多人已经结婚生子，成为国家的
由于汉字和拼音文字的构
事，他一边告诉小男孩和爸爸眼
主流。他们的经历向我们展示
形不同，大脑对语言的加工存
科预约的地址，一边把地址写在
在 差 异 的 同 时 也 有 共 通 之 处 。 了孩子学会阅读的过程。

这些孩子中有大量的阅读
障碍儿童未能得到及早识别，
这问题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即
使学校最终做出了正确的诊
断，但也为时过晚——孩子往
往错过了最佳的干预年龄。事
实上，阅读障碍儿童首次诊断
的时间一般是三年级或更晚，
而研究发现三年级之后才确诊
的阅读障碍，干预难度很大。
“缺陷是孤岛，优势如海
洋”，阅读障碍的本质，是局部
性的、独立的缺陷，在它的周
围是一片“优势海”，这些优势
包括：推理、问题解决、理
解 、 概 念 形 成 、 审 辨 式 思 维、
常识。尽管阅读障碍者学习阅
读的道路充满荆棘，但与此不
成比例的是，阅读障碍者更倾
向于“不走寻常路”，这种“不
能走寻常路的学习过程”赋予
了他们独特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为父母，如何看待你的
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
觉得孩子被诊断为阅读障碍，
意味着他的未来注定失败了，
那么他也会有这种感觉。阅读
障碍本身不应该成为阻碍孩子
追求梦想的藩篱。只要有足够
的智力、技能、坚持和支持，
阅读障碍的孩子几乎可以踏足
任何他感兴趣的领域。阅读困
难者，可以在你能想象的每个
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包括写
作、法律、医学、科学和诗歌
等学科领域。
阅 读障碍并不是失败的开
始。正确面对、
积极解决才是最佳
方案。对阅读障碍儿童的价值给
予始终如一的肯定，是至关重要
的。无论是和孩子一起读书，
还是
读书给孩子听，
父母要不断提醒孩
子，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用
孩子的优点定义他是什么样的
人，
而不是他的弱点。

准确识别 尽早干预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蓬勃
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阅
读障碍干预应该满足以下原则。
1. 早期干预很重要，年龄小
的孩子更容易；
2. 一对一的或者小组式干预
更有效；
3. 多数成功的干预训练都强
调语音意识干预训练；
4. 阅读准确性训练比阅读
流畅性更容易成功；

5. 训练中也应当加入进阶阅
读、写作训练以及阅读理解技
巧等内容；
6. 个体对干预训练的反应存
在差异。
成功的阅读干预，重点和
难点都在于执行。而在整个干
预过程中，每一个教师和家长
都会面临很多的挑战：
1. 由于阅读障碍在我国内地
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主要停留
在基础研究阶段，学术领域对
阅读障碍的诊断和干预方面的
应用研究还比较薄弱。
2. 在中国内地还没有一个标
准化的、综合的中文阅读能力测
验，学者和教师们只能采用一些
针对某种单个阅读能力的测验，
比如识字量测验以及阅读流畅
性测验，
进行必要的能力筛查。
3. 有效果的干预往往需要一
对一的针对性方案，而专业机
构和人员不足、干预时间较长
的现状，往往需要家长和老师
付出相当的耐性与坚持。
从识别开始：家长可以做
什么？
追求越好的教育，家长的
作用就越大。在帮助孩子实现
人生期待的过程中，及时发现
问题，接受专业的测评和干预
方案，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人
生礼物。那么如何及时发现和
识别孩子是否有阅读障碍的风
险呢？下面列出了阅读障碍孩
子的典型表现。以下 10 项中符
合 6 项以上，并持续半年以上，
孩子有可能存在阅读障碍，需
要寻找专业机构进行诊断。
1. 语文成绩显著低于同班平
均水平；
2. 读得慢且吃力、阅读后无
法理解内容；

■相关链接
今年 6 月，
浙江临海小学教
师顾新国将自己的新著《我要记
100 分》寄赠北京师范大学资深
教授顾明远先生，
很快便收到了
顾先生中肯的点评。本书系顾
新国老师根据自己为阅读障碍
学生阿喜记下的教学日记撰著
而成，
记述了阿喜小学前三年的
100 多个学习和活动的故事。
顾新国老师表示，
之所以关注这
样的孩子并坚持为他写日记，
是
想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教师、
家长
理解阅读障碍儿童。本书借阿
喜的故事说明阅读障碍学生也
是有上进心的，
也是有智能优势
的，
我们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我
们要发现并培养他们的优势，
使
得他们的人生也能精彩。
以下为顾明远先生对本书
的点评——

3. 阅读时容易跳字、跳行；
4. 不喜欢朗读，朗读时落
字或容易读错字；
5. 书 写 速 度 慢 ， 容 易 写 错
字；
6. 常常记不住日期或名字；
7. 平衡感不好、小肌肉动作
笨拙；
8. 逃 避 需 要 大 量 阅 读 的 任
务，避免读长篇小说或其他文
字材料；
9. 自尊水平低，对自己没有
信心；
10. 学习外语特别吃力。
《聪明的笨小孩》一书给出
适用于所有孩子的阅读建议，供
家长、教师参考：
1. 坚持每天不少于 30 分钟
的阅读时间。阅读困难的孩子
需要一直面对的问题，就是要解
决独立阅读的难题，由于他们在
形、音、义上的解码速度大大低
于普通孩子，所以，他们的阅读
速度会比普通孩子慢很多。
2. 帮助孩子了解汉字构成的
规律。在入学后，孩子要从口头
语言过渡到书面语言，要建立起
汉字字形、字音、字义的有效联
系，这才能保证在阅读时实现看
到汉字就能将字形、字音快速对
应，并同时完成字音与字义的对
应 ，这 种 对 应 关 系 只 有 稳 固 建
立，才能保证孩子看到一个汉字
能快速地读出来。
3. 书法的练习有助于笔画、
笔顺的识记。
4. 重视口头语言中的语义
学习，听故事、讲图画书、口
头阅读的能力培养也帮助孩子
最大限度地克服了阅读障碍儿
童都会出现的语素意识的问题。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学术图书策划编辑）

顾新国老师这本书，记
述着一名有阅读障碍的小学
生的学习生活。小学生阿喜
有 阅 读 障 碍 ，通过视觉系统
识字和记忆语句都非常困
难，但听觉系统很灵敏，记
忆很容易。对待这样的孩子
怎么教育？顾新国老师费尽
了心血。书中记载着阿喜的
一件件故事。
故事中一方面体现了残
疾儿童阿喜渴望上进，努力
克服困难的精神，另一方面
充分体现了顾新国老师的一
片爱心和高尚的师德精神。
由于顾新国老师的爱心、细
心、耐心的指导，使一名残
疾儿童能够过上愉快幸福的
童年生活。故事经过顾老师
的艺术加工，具有一定的艺
术性、教育性，也具有可读
性。老师们读读，会有所启
发。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 （2020 年版）》 图书推介⑥
51. 万物简史：
少儿彩绘版
结合现代科学发现和人类历史际
遇，
融自然演化史和万物认识史为一体
的科普图书。在宇宙概观、地球测量、
时空观念、地球构造与变化、生命形态
与生命体、人类与地球相处 6 个主题之
下，以娓娓动听的故事和 400 多幅精美
图片，
通俗介绍人类对自然的最重要认
识成果，以及相关的科学技术史趣事。
以人类产生、
生存、
演化于其中的宇宙、
太阳系、地球、生物界以及人类自身为
线索，串联相关知识，打破了以学科设
计知识板块和以时间顺序组织宏观叙
事的樊篱，
以全新的跨学科跨时空视野
呈现所要介绍的知识，
给人以耳目一新
之感，
妙趣横生，
使人惊奇，
引人思考。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校长、特级
教师 张飞）

52. 蜡烛的故事
根据 19 世纪杰出科学家法拉第科
学讲座文稿整理而成。从蜡烛的制造方
法和使用材料开始谈起，
围绕蜡烛燃烧
和一系列相关实验所产生的现象，
分析
其中所经历的物理和化学变化及过程，
清晰地阐述氢、
氧、
氮、
水、
空气、
二氧化
碳等常见物质的特性和相互转化关系，
并由此从一个侧面揭示人与自然界的联
系。所展示的精巧设计和实验方法，
对
日常生活和自然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环
环相扣的归纳和推理，
提出和解决科学
问题的独特视角，
以及价值观引领，
无不
具有独特的思想魅力。科学知识、
科学
方法、
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完美结合，
是
一部历百余年而不衰的科普经典。
（湖北省利川市第一高级中学特级

教师

瞿显荣）

53. 地球的红飘带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影响中国革
命进程的惊心动魄的壮举，
也是人类历
史上的伟大奇迹。此书是根据著名作
家魏巍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
绘制成的
长篇连环画，
主要围绕着长征途中与国
民党蒋介石及其地方军阀的斗争，
与大
自然极其险恶的环境的斗争，
与红军领
导层中错误路线、
错误思想斗争的历史
事件而展开，
讴歌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
和红军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不屈精神与革命
胆识。由于现今留存于世的长征图像
资料极少，
为此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投入
了极大的热情，曾两度重走长征路，体
验红军当年的艰辛，
又深入到民间搜集
素材，
以精湛的艺术创作呈现了史诗般
的长征故事。此书不仅为青少年提供
了一部可视的长征史，
而且也是对青少
年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坚定理想信念的
形象化、
高品位的学习材料。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
导 胡知凡）

54. 人民音乐家：
冼星海
星海闪耀，
生命如歌。在中国音乐
的卷帙浩繁中，
回望历史的长河，
我们的
目光聚焦于抗战时期的人民音乐家——
冼星海。本书摘取冼星海书信日记以
及学生和故旧的追忆评述，
以生动的文
字、
翔实的史料呈现出冼星海执着于音
乐理想的一生。在本书的介绍中，
冼星
海的一生经历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从出
生到中学阶段，被誉为“南国箫手”；国
内外刻苦求学，崭露创作天赋；投身民

族救亡浪潮；远赴苏联，病逝他乡。阅
读此书，
不仅可使学生深入地认识这位
伟大的人民音乐家及其脍炙人口的作
品，
还可使学生感受到他在短暂的一生
中，
通过音乐艺术为祖国的生死存亡而
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教授、
博导 刘沛）

55. 父与子

四个章节，
使读者一目了然。全书精选
出的 360 句箴言，均摘选自新中国成立
以来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
文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毛泽东
主席的主要著作，
每句箴言都注明了详
细的出处。360 句箴言按照毛主席倡
导的对立统一和矛盾转化的辩证方法，
分为“有穷与无尽”
“有患与无畏”
“表达
与倾听”
“ 大局与小节”等 36 小类。
《毛
泽东箴言》中那些富有哲理、寓意深邃
而又浅显易懂的名言警句，在世界观、
人生观和方法论等方面给读者以启发
和教益。
（首都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教授、博导 石鸥）

德国漫画家卜劳恩的《父与子》是
世界漫画经典之作，整部作品创作于
1934—1937 年之间。作品中的父与子
形象，
实际上就是取材于画家本人与儿
子克里斯蒂安的形象。书中通过一个
个生动幽默的小故事，
将画家在生活中
57. 习近平讲故事：
少年版
的真实感受表现了出来。作品中所塑
造的父亲，有时特别宠爱儿子，有时对
善讲故事、
旁征博引是古今中外著
儿子又特别严厉；作品中的儿子，有时
名政治家、
思想家的共同特点。
《习近平
特别淘气，
有时则又特别深爱父亲。这
讲故事：少年版》收集了习近平主席在
种感人的父与子之间的感情，
曾深深地
各种场合的讲话中所引用的 47 个生动
打动了世界各地读者的心。此书特别
的故事，
并对相关的故事进行了解释与
适合小学中低年级儿童阅读，
一方面书
延伸。这些故事分为“对内篇”和“对外
中一个个充满趣味的小故事，
与这阶段
篇”两篇及“廉政故事”
“品格故事”
“励
儿童的生活最为贴近；另一方面这阶段
志故事”
“ 治理故事”
“ 人民友好故事”
是儿童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启蒙时期。 “国家交往故事”
“文化融通故事”
“历史
因此，
通过阅读此书中充满幽默感和人
情感故事”
“亲历的故事”九类故事。习
情味的故事，
可使儿童潜移默化地受到
主席巧妙而适时地利用各种历史故事，
善良、
正直和宽容的道德教育。
把复杂的哲理深入浅出地讲出来，
把严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
肃的道理融入具体的人和事，
用故事拉
导 胡知凡）
近与各个国家人民的情感距离，
以历史
的经验讲清今天的治国理政。阅读这
56. 毛泽东箴言
本书，
既可以使学生丰富自己历史和政
《毛泽东箴言》一书收录了毛泽东
治知识，又可以领略领袖讲话艺术，学
同志适应时代发展、
体现中华伟大智慧
习用历史故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的至理名言。翻开目录，
八个醒目的大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
字“观世、
正己、
待人、
处事”将全书分为
授、博导 毛振明）

58. 马克思画传：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版
马克思（1818—1883）是人类历史
上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
想一直在指导着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马克思的深刻并不妨碍普通人和
青少年去了解他。借助大量图片和生动
流畅的文字，
这部画传讲述了马克思的
思想和故事，
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中学毕
业论文的笔迹以及他当时得到的评语，
告诉我们作为学生、
报社编辑、
丈夫和父
亲的马克思。在书里我们也看到了周恩
来总理读过的《共产党宣言》的封面图
片。配合书中图画的文字很多出自马克
思自己，
譬如他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里面写的那段名言：
“在科学的入口
处，
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
必须提出
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
”
（北 京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教 授、博 导
彭小瑜）

59.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是为保护未成年身心健康，
保障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
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
智
力、
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培养有理想、
有
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而制定的法律，
这部法律从总
则、
家庭保护、
学校保护、
社会保护、
司法

保护、
法律责任等方面，
阐述了未成年人
应享有的生存权、
发展权、
受保护权、
受教
育权和参与权等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共有七十二条条款，
详
尽地阐述了全社会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
的法律责任。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能帮助作为未成年人的小学
生、
家长以及学校教育工作者了解未成年
人的权利，
了解自己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责
任，
是一本应认真学习的读物。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
授、博导 毛振明）

60. 中华人物故事汇 . 中华先
烈人物故事汇
这些感人的先烈故事是很好的青少年
读物，
能够让他们认识这些为中华民族复兴
奉献出生命的英雄人物。有些先烈过去在
文学和文艺作品中曾经被讲述，
有比较高的
知名度，
另外有一些是在过去不曾被经常宣
传的。大量的先烈是无名英雄，
有些在牺牲
后连亲人都很多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这
套丛书收录了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
譬如林
觉民、
李大钊、
蔡和森、
瞿秋白和黄继光，
但
是也为一些以前介绍不多的先烈写了细节
丰富的传记，
譬如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德铭
以及在狱中相见、
双双就义的陈觉和赵云霄
夫妇。赵云霄女士产后被
“湖南惩共特别法
院”
判处死刑并执行后，
其遗骸至今未能找
到。在2009年，
她的衣冠冢得到重修，
并与
陈觉先生合葬为夫妻墓。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博导 彭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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