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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庄子是我国先秦时代一
位伟大的哲学家，但很少有人知道，庄子还
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庄子所讲的
故事都被收录在《庄子》这本书里，其中大部
分是寓言故事，而“寓言”一词也最早见于

《庄子》，可以说，庄子创造了寓言这种文体。
寓言是用比喻性的故事来寄托意味深

长的道理，给人以启示的一种文学体裁。
童话和寓言有什么区别呢？寓言短，童话
的篇幅更长一些？是的。可是也有很短的
童话，比如之前很流行的微童话。后来我
们看到的标准寓言，往往在故事的最后，
用一两句话来点明这个故事的寓意。所
以，在寓言中，道理比故事更重要。童话
也“讲道理”，但往往不说出来，而是隐
含在故事中、文字里、人物形象上，甚至
在情节与细节中，需要读者自己去理解和
感悟。回过头来看，庄子在讲故事时其实
并没有点明道理，他要阐述的道理也是在
故事中，所以，我认为庄子讲的就是童
话，他是个童话家，一个伟大的童话家。

读 《庄子》，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他讲
的故事，还有神话。《庄子》 里提到的神
话，跟我们平时看到的神话不一样——它
们为庄子所用，用来讲故事，因此并不是完
整的神话，也不是原始的神话，而是庄子的
神话。庄子用神话中的人物来演绎他的故
事，比如“姑射山之仙子”“东海之神”“黄帝
寻找玄珠”。“玄珠”既是一个实体——真的

有一个黑色的珠子，同时也是一个虚无缥
缈的东西，具有象征意义，即庄子津津乐道
的“道”。别看这个故事很短，其内在的张
力，足以支撑一部长篇童话。

我就是基于庄子提供的这个经典桥
段，来构思与讲述“童话庄子”系列 （济
南出版社） 的。我要做的是把庄子讲给大
人听的所谓寓言，变成童话，讲给孩子
听。我会根据庄子寓言的部分内容 （某一
个点，或某个形象——动植物、人物、神
等），发挥想象力，重新创造出一个个新
故事来，这种新故事或新童话，是基于庄
子寓言或庄子哲学的新创作。

说到庄子哲学，我认为庄子的哲学主
要是人生的哲学，也就是对人生的看法和
态度——人生观，也涉及世界观、价值
观。但是跟孩子讲哲学，简直太难了，因
为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孩子是大人的
老师，孩子身上保留了人性中的全部内
涵，可以说孩子就是哲学家。所以，我在

“童话庄子”系列中，尽可能地把我所理
解的庄子哲学融入到故事中，尽可能生
动、有趣地传递给小读者们。

总之，我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
我幻化为庄子，或庄子幻化为我 （庄子是
个很有幽默感的老顽童），给今天的孩子
们讲一个个有趣、好玩、带情感、富哲理
的故事，陪伴大家度过一段年少时光。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庄子是个童话家
萧袤

“同学们，在你的印象中，童话里
的公主都是什么样的？”阅读课上，江
小琴老师向一群三年级的小学生提
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小手纷纷举起来：“公主都是美
丽善良的，比如小人鱼！”“还有白雪
公主，也是美丽善良的！”

“照这样说来，所有的公主都是
美丽善良的喽？”江老师微笑着反问。

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里露出了狐
疑的神色——难道公主不应该是美
丽善良的吗？见此情景，江老师呈现
了几个经典童话片段给学生阅读，如

《格林童话》中的《青蛙王子》、《王尔
德童话》中的《西班牙公主》，以及《安
徒生童话》中的《豌豆上的公主》等，引
导学生讨论这些童话里的公主有什么
特点。孩子们渐渐发现，原来公主可
以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像豌豆上的公
主那样娇嫩无比，有的像《青蛙王子》
里的公主那样言而无信，有的像西班
牙公主那样冷漠无情⋯⋯经典童话就
是这样突破了惯常的模式，给孩子带
来了无限丰富、鲜活的阅读体验。带
着这样的体验，孩子们在接下来一个
多月里，开始了《安徒生童话》《格林童
话》和《王尔德童话》的阅读之旅。

这是一节小学三年级阅读课，也
是学校阅读课程团队近年来建构和
探索的儿童主题群书阅读课程体系
中的一节“启读课”。所谓主题群书
阅读，是指师生为达成一定的阅读目
标，在整本书阅读的基础上，基于不
同年段与阅读基础的儿童思维发展
水平及认知背景，围绕一定的主题或
项目，以每个主题或项目平均关联三
本及三本以上书籍，采用丰富多样及
有针对性的阅读策略，引导学生进行
的阅读行动。

相较单篇阅读、群文阅读、整本
书阅读而言，主题群书阅读将提升儿
童高阶阅读能力、培养高阶思维作为
明确的指向目标，通过规划、设计分
布于不同年段的主题或项目序列，作
为群书甄选和群书彼此关联的主要
依据。以三年级为例，我们规划了六
个主题：“皮皮鲁”“小人鱼”“四季歌”

“女生”“男生”和“风的旱冰鞋”。每
个主题都至少关联了三本书，如“小
人鱼”这一主题就涵盖了《安徒生童
话》《格林童话》和《王尔德童话》。安
徒生、格林兄弟和王尔德是世界童话
作家的三座高峰，经过甄选的这三本
经典童话书籍就构成了主题群书。
在阅读课程实施策略上，则通过开设

“启读课”“赏读课”和“创读课”，帮助
学生进行“小人鱼”主题群书阅读。
这三种创新课型串联起主题群书阅
读课程的完整链条，在不同阶段展开
实施，分别承担了营造阅读期待、经
典元素赏析和创新阅读活动等不同
功能，同时契合了学生阅读规律，关
注了学生阅读兴趣，也给予了学生重
组阅读信息，进行创造性表达的机会
和空间。

难以忘记在学校阅读课程骨干
教师汪琼的“赏读课”上，孩子们发现
隐藏在书籍中的秘密时的惊喜：他们
发现，《格林童话》中的《六只天鹅》和

《安徒生童话》中的《野天鹅》有许多
相似之处，两篇童话主角、配角、主题
都是相同的，有些情节甚至包括一些
细节也是相似的。如故事中的公主
都在为她的哥哥们忍受巨大的委屈
和痛苦，默默承受着别人的误解甚至
诬陷，却无法为自己辩解；但她们历
经磨难之后都有一个美好幸福的结
局，这一点又都是让人欣慰的。随着
阅读的不断深入，孩子们又发现，“从
此幸福”的美好结局在王尔德的童话
作品中发生了变化，比如《夜莺和玫
瑰》，呈现的就是一个令人叹息的结
局。这种在群书之间的往返穿插阅
读，是在整本书阅读的基础上展开的
高阶阅读，要求学生通过阅读群书获
得更加开阔的阅读视野，占据更加高
远的阅读坐标，并学会对较为纷繁复
杂的信息进行分析、比较、批判、评
价、运用和重组。这就是高阶阅读能

力的培养，也是高阶思维的训练过
程。

而主题群书阅读中的“创读课”，
则是在看似热闹、轻松的活动中蕴含
着创造、想象、穿越，甚至颠覆⋯⋯于
是，在“创读课”上，灰姑娘穿着水晶
鞋出现在舞会上，来自不莱梅镇的乐
师为她奏响了美妙的舞曲；而安徒生
笔下那个总不会做错事的老头子终
于犯了一回错，他把拇指娃娃错认成
了拇指姑娘⋯⋯除了人物走秀、角色
扮演，还有自编童话剧演出、戏剧海
报设计与展示等活动。阅读，在童年
记忆中打上了快乐、温暖的烙印，儿
童自由的天性、创造的源泉，都在阅
读中得到了尽情释放。

曾有人质疑，在小学低年级也可
以进行主题群书阅读吗？的确，低年
级儿童的阅读能力、知识背景等方面
都存在相应的局限，但我们同样可以
确立、设计契合该年龄段儿童生命特
质的主题序列，并以此为依据甄选恰
当图书，开展主题群书阅读。考虑到
低年级儿童的发展规律和思维特点，
我们以儿童生命成长为核心，站在儿
童的视角，确立了以经典绘本作为主
要阅读资源，规划设计了八个主题序
列：儿童智慧开启、儿童哲学启蒙、儿
童美学鉴赏、儿童心理治愈、儿童亲
情体味、儿童人际交往、儿童品德涵
养、儿童国际理解等。以“儿童美学
鉴赏”主题为例，我们为一年级儿童
甄选的绘本有《雪人》《艺术大魔法》

《小蓝和小黄》《小黑鱼》等，为二年级

儿童甄选的绘本有《当毕加索遇上马
蒂斯》《打瞌睡的房子》《荷塘月色》

《我是花木兰》等，引导学生从图画和
文字两个维度进行启读、赏读和创
读，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共同观察美、
感受美、赏析美。如，阅读《打瞌睡的
房子》，孩子们惊叹于文字的节奏之
美，也为发现图画细节的秘密而感到
惊喜；阅读《我是花木兰》，孩子们发
现作者将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和铅笔
画两种技法糅合在一起使用，两种技
法所碰撞出的创造性美感令人深深
叹服；而根据《小黑鱼》和《当毕加索
遇上马蒂斯》创作的剧本进行的绘本
剧表演，则突破了阅读只能“读”的窠
臼，成为创造美、体验美、表现美的过
程。由于这些经典绘本极为丰沛而
独特的美学优势，使绘本主题群书阅
读成为培育儿童美学鉴赏能力与意
识的重要路径，也成为培养低年级儿
童高阶阅读能力的主要策略。

由此可见，儿童主题群书阅读课
程的创生与实施，是在整本书阅读的
基础上，将阅读课程主题化、序列化，
不但极大增加了儿童的阅读量，扩展
了儿童的阅读视野，更指向了儿童高
阶阅读能力和高阶思维水平的提
升。儿童主题群书阅读将会成为一
种持久的力量，帮助、引领和鼓舞儿
童，从群书所铺展的那一片片美丽的
流域，走向更加广袤深远的知识海洋
和精神空间。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未来科技
城海曙小学特级教师）

指导

“读书得间”是一种很强的阅
读能力。青少年学生通过培养阅
读习惯、阅读兴趣，在具备相当阅
读经验后，就应当向着“读书得间”
的阅读能力执着修炼，以求不断提
高阅读收效和学问造诣。

什么是“读书得间”呢？据王
充闾先生《漫话“读书得间”》一文
讲，“‘读书得间’是一句成语，体现
了宋明以来学者治学的一种成功
经验与思维方式”。王先生文中通
过《说文解字注》和《庄子·养生主》
的引证和解析，又说：“看来‘间’的
本义为门缝、骨缝，后泛指事物间
的空隙。这个‘间’与读书联系起
来，就有了字里行间、文字本身之
外、书的夹缝中、书的空隙等含
义。冯友兰先生讲，‘读书得间’，
就是从字里行间读出‘字’来。字
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本来没有
字，当你读得深入时，便会读出字
外之字。”

下面再来补叙一下“得间”中
“得”的含义。显而易见，“得间”的
构成是动宾结构，“得”是动词，

“间”是宾语。细解其意，“得”是获
得，是通过阅读、思考、辨析之后，
获得“间”的真谛的方式或过程。

综上两方面的解析，“读书得
间”就是通过博览群书，积累深厚
的学养，以缜密的思考力、敏锐的
感知力去获得隐存在“间”中的深
蕴。若想练就这种高强的阅读能
力，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做足功
课。

一是善于存疑，保持批判性思
维，每读至艰深处要多问一个“为
什么”。

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获得者、药学家屠呦呦在上世
纪 60 年代，勇敢地承担起中草药
抗疟科研的艰巨任务。她带领团

队首先从整理历代典籍、本草、
地方药志的单、验方入手，经过
200 多种中药的 380 多个提取物
筛 选 ， 最 后 将 焦 点 锁 定 在 青 蒿
上。然而反复实验后发现，青蒿
的抗疟效果并不明显，与大量中
药史籍均记载青蒿抗疟疗效显著
相矛盾。于是她又对史料进行反
复阅读、辨析，终于从公元 340 年
东晋葛洪 《肘后备急方》 中，发
现如下一段描述：“青蒿一握，水
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她和
团队仔细研析，逐字揣摩，一个
关键的字眼——渍，引起她的高
度 关 注 。 为 何 古 人 将 青 蒿 用 水

“渍”，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煮
熬”的方法呢？善于精思存疑的
屠呦呦灵感洞开：“渍”是常温，

“煮”是高温，一字之差，从字缝
中找出了“间”的真谛。原来高
温煮熬破坏了青蒿的活性成分，
于是改用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
有效成分，结果，编号为“191”
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疟原虫
感染的小鼠和猴子时，有效率为
100%。屠呦呦及其团队以此重大
突破为契机，经过 191 次实验，于
1971 年 10 月 4 日，青蒿素研制终
获成功并付诸临床应用。在全世
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
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屠呦呦
也因此于2015年10月获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

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寻
觅出“渍”这个极端关键的字眼，正
体现了“读书得间”的阅读功效，是
它催生了一种抗疟神药的诞生。
由此观之，这一高强的阅读方法，
在学问修炼当中的作用是何等重
要！

二是精读万卷，积就深厚的阅
读学养，善于在字里行间琢磨出弦

外之音，得到虽未明说却已渗透出
来的意蕴。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赠花卿》
曰：“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
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
几回闻？”这首诗是写给友人花卿
的赠诗，读来明白如话。仅从字面
上看，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只是赞赏
音乐的高雅和美妙。但作为赠友
人的送别之作，而无只言片语提及
与友人叙友情、道珍别的意思，岂
不就有些文不对题了吗？

杜诗题为“赠花卿”，“卿”是当
时对辈分较低者的尊称，“花卿”即
花敬定。杜甫赠诗于他时，因其平
定段之璋之乱对朝廷有功，正任成
都府尹。史书记载，花敬定任此职
期间，经常居功自傲，日常生活多
有僭越。杜甫听到的音乐虽然高
雅美妙，但因为属于皇家专有的享
用，花敬定作为一府尹，竟然让乐
工演奏，这明显属于僭用，很容易
被皇家疑为有不轨之想。因此，杜
诗中“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
几回闻”，就决不是仅在赞赏音乐
的美妙，其包含的意蕴，实是虚写
此、实写彼，讽谏花敬定不要骄恣
越位，以免遭遇不测。这才是杜
甫写作此诗的主旨！

许多文学大家的经典作品往
往就是这样，要表达的深意留之于
言外，让人思而得之。真正要读懂
读透，就需有日积月累“读书得间”
的真功夫、硬功夫。

总括而言，要学会并熟练掌握
“读书得间”的能力，学问多多，以
上两个方面化而为一，即要达到
举一点而能反三，指一隅而知全
局，综汇多端而能融会贯通，“读
书得间”的阅读方法就能熟练掌
握并运用自如。
（作者系衡水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

从“读书得间”谈阅读的功力和收效
郭来湖

近几年，我国的基础教育领域开始关
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然而讨论主要
还是集中在语文、历史等人文学科。我们
一直缺乏如何在理科尤其是物理这样的基
础性学科中进行批判性思维教育的系统梳
理。汪明老师的 《批判性思维与中学物
理》 不仅在理论上对物理学科的思维方式
进行了系统的思考，而且提供了丰富的教
学案例，实为一项开创之举。

物理与批判性思维是什么关系呢?
我在高中时学习的是理科，然而在高

考结束之后，我的大学专业以及后来的工
作都不再与物理有直接关系。所以，高中
时学习的物理，除了模模糊糊剩下几个人
名和公式之外，时至今日全部都交还回去
了。最近几年，我关注基础教育领域的批判
性思维教学，一直思索的问题是：物理（以及
其他各学科）应该教会学生什么？难道三年
甚至更长时间的辛苦学习仅仅是作为一个
应付高考的工具？我们希望学生从这门学
科中获得哪些可以终身受益的东西？

我向一位物理学博士提出这些问题，
他想了想，说：“假如现在有个人跟你说
他在某个地方看到一个身高 20 米的巨
人，就像是姚明放大了 10 倍，你信不
信？”我说：“当然不信。”为什么不信
呢？因为有悖常识。一般而言，有悖常识
的断言需要承担相当大的举证责任。所
以，不管对方描述得多么绘声绘色，如果
看不到相当确凿的证据，我不会轻易相
信。那么，物理学博士是怎么看待这样消
息的呢?他说：“这样的巨人是不可能存在
的。要知道，随着物体尺寸的增长，其体
积 （以及相应的重量） 的增长速度快于表
面积的增长速度。因为面积与平方成正
比，而体积与立方成正比。假设有这么一
个相当于普通人等比例放大 10 倍的巨
人，那么他的重量就大概是普通人的
1000 倍，而其骨骼横截面则是普通人的
100倍。在单位面积上，巨人的骨骼必须
承受的重量就是普通人体骨骼所承受的
10 倍，而人的大腿骨在单位面积承重增
加不到 10 倍的时候就会断裂。所以，这
个巨人只要跨出一步，他的大腿骨就会断
裂。不仅是骨骼，巨人的其他身体机能，
如供氧、消化等，也会受到表面积与体积
的不相称带来的限制。这些系统性的限制
决定了这样等比例放大的巨人是不可能存
在的。”

他的一番见解让我看到了经过长期系
统的物理学科训练的人与我这样为应试学
习物理的人的区别。在 《普通高中物理课
程标准 （2017 年版）》 中，物理学科的
核心素养包括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
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四个方面。上面这
个小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物理观念”和

“科学思维”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在什么地
方。这可以从对比中看出来：作为一个批
判性思维的研究者，我知道面对一则信息
时不应该轻信，在作出判断时要依靠确凿
的证据和严谨的推理。但是当面对这样的
具体问题时，我能想到的仅仅是常识或经
验等主观的角度。我在中学所学习的物理
并没有内化成那位博士所具有的物理观念

和思考角度：从所讨论的对象本身的特性
和结构出发，从物理的客观规律出发，通
过量化的计算推出结论。

正如这本书中所说的“物理学科思维
的特征是用准确的表述和严谨的方法对事
实真相进行描述”，“准确的表述、严谨的
推理、追求真相、尊重理性”都属于批判
性思维的核心要素，这些要素在不同的学
科领域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在物理学中，
它表现为对物理对象的特性进行细致考
察、严格定义物理量、可量化的计算、基
于客观物理规律进行推理，从而将判断和
信念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如果说在高考
结束之后物理学科应该留给学生什么，我
觉得这应该是清单上的重要一项。

2018 年在常州高级中学举办的“第
三届全国基础教育批判性思维教学研讨
会”上，我与汪明老师初次见面。当时我
就很惊奇且佩服汪老师在烦冗的校务工作
之余仍然对教学有精湛的研究。在阅读本
书初稿的时候，我与汪老师有了进一步的
交流，他的谦虚认真和对书稿的精益求精
更加令我印象深刻。在谦虚认真的背后，
我看到的是一个批判性思考者的态度：不
盲从他人的意见，愿意不断反思自己的想
法。唯有这样，思考才能够精益求精。

该书第十二章提出的“基于批判性思
维的深度学习模型”，与我所一直推行的
基于建构主义思想的探究式学习不谋而
合。深度学习的目标是思维技能的迁移，
也就是给学生留下点儿什么可以令其终身
受益的东西。在一次论教育的讲演中，爱
因斯坦引用了这样一句谚语:“教育就是
当在学校所学的一切全都忘记之后还剩下
来的东西。”愿这本书为向着这样的目标
摸索前进的教育者们带来启发。

（作者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哲学
博士，《权衡：批判性思维之探究途径》
中文版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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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海霞

作者亲笔信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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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从你美丽的流域走向深远的海洋

——儿童主题群书阅读课程的创生与探索
闫学

古诗词一直是最能代表语文学科的
重点板块之一，它的魅力流淌在我们的血
液里，是独属于中华民族的浪漫与文艺。
近日，天天出版社出版的李天飞新作《为
孩子解读古诗词》，结合大量常见的古诗
词原文，用通俗易懂、轻松幽默的语言带
来了古诗词阅读、鉴赏与写作教程。

不同于一些严肃死板的古诗词鉴赏
类图书，该书用一个个青少年关心的问题
串联章节，同时按照科学的顺序编排，一
步步引导读者进入古诗词的美好世界。
比如作者开篇就直入重点，阐释了“我们
为什么要学诗”，李天飞说：“作为中国人，
学诗是塑造理想人格的最佳、最便捷途
径。”接着，他从诗词的写作背景、情感表
达、主题、意象、物象等方面解读诗词的鉴
赏方法。学会“读诗”之后，还可以通过对
仗、押韵、格律等部分，学习如何“写诗”。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认为，
我们的孩子从小背诗，大多过几年就忘
了，因为他们只是背诗，并没有学诗。怎
么才叫“学诗”呢？要懂得诗的情趣、韵
味、意境、语言、体裁、格律，还要能够把
这些融会贯通。

“古诗词教学是小学语文学科重要的
教学内容，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家长开始注
重孩子的古诗词积累，然而‘重积累疏运
用’是当今古诗词学习的一个弊端。”北京
市东城区教师研修中心语文教研员吴琳
表示，《为孩子解读古诗词》引导孩子们阅
读、鉴赏、运用古诗词，在大量实践情境
中，深入浅出地教给孩子们如何对自然、
社会和身边的人产生深厚情感，使孩子们
的心灵因情感而生长出强大的语文能力，
使“学诗”成为中国人的日常。

在李天飞看来，古诗词的读与写并
不是诗教的最终目标，而是要在解读古
诗词中，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融入其
中，让青少年读者可以通过诗词深入体
会中华文化的魅力和韵味，进而建立求
善求美的观念，培养丰厚的情感，让古
诗词伴随他们的一生。

诗词的入门之道
赵亮

推荐

创读课带给学生不一样的体验创读课带给学生不一样的体验。。 本文作者本文作者 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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