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方法让整本书阅读变得有趣有效
蒙存明

品读

视觉中国 供图
要的人物形象，就能把与人物相关的故
事情节熟练把握，把握住了主人公的丰
满形象，就能从整体上把握好一本书的
精彩内容。如 《三国演义》 中有“三
绝”——义绝、智绝、奸绝，理清了这
些三绝的所作所为，也就理清了小说的
精华所在。
个性法。《周易》 曰：仁者见之谓
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要及时
鼓励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独特的
个人见解和情感体验。当然这些见解和
情感体验必须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其价
值取向是昂扬向上的，这是文本对话教
学中最为理想的情况，也是培养学生创
新意识的有益方法。
概括法。对于许多大部头的文学作
品，好多学生会有望而生畏的心态。这
么厚的书，我怎么读得完？读了也会很
快忘了啊！这时概括——这个重要的语

文学习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要引导
学生坚持“由整体到局部，再由局部到
整体”的阅读过程，例如 《西游记》，
从整体上看，其实就写了唐僧西天取经
的事情。再围绕着这个中心事情，写了
取经的前因后果，取经的人、事、物等
内容。现在的中小学生负担重、时间
紧，从整体上把握文学作品的主要内
容，显得尤为重要。
联系法。一些文学作品描述的事
情，可能就发生在学生的出生地，尤其
是一些描写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例如
《三国演义》，其中的一些历史故事就发
生在全国的许多地方，可以引导学生先
读与本地有关的故事情节，再由此及
彼，让学生带着兴趣，带着探索的思
想，去阅读与此相关联的其他故事情
节。由点及面，相信不仅能培养学生的
阅读兴趣，而且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影视法。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拍

成风格各异的影视作品，不妨让学生先
看看影视剧，再去阅读原著。然后，组
织学生开一个影视作品与原著的比较辩
论会，先说说哪些内容拍出来了，哪些
内容没有拍出来，为什么没有拍出来，
如果你是编剧或导演，你会着重拍摄哪
些故事情节，为什么。当然也可以把同
一部文学作品、不同的影视作品作以比
较，说说哪个将原著拍得更到位。让学
生心里先有些了解，再去带着兴趣阅
读，肯定是大有好处的。
比较法。同一个时代，总会有不同
的文学作品，可以引导学生阅读同一个
时代的不同文学作品，在比较中培养兴
趣，加深印象。也可以引导学生阅读同
一主题、不同作者的不同作品。例如，
可以阅读同样是写“母爱”的，印度的
泰戈尔和中国的冰心有什么异同？有什
么联系？再如同样是写儿童成长岁月
的，林海音的 《城南旧事》 和曹文轩的
《草房子》 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这些
区别？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
一跳。”比较，永远是一个很好的认识
事情的方法。
情趣法。高明的语文教师总能用妙
趣横生的三言两语，激发学生浓厚的阅
读兴趣。这可以是一个笑话，可以是一
个谜语，可以是一个疑问，可以是一个
俗语的出处，等等。例如许多人都认为
《红楼梦》 原著太难读了，写的全是一
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读
起来令人心生厌恶，这确实是一个不能
回避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引导学生从
猜 《红楼梦》 中的字谜入手，来引导他
们阅读，或许能以小见大，旁敲侧击式
读懂这部伟大的作品。如书中制灯谜一
节中有关探春的谜语:“阶下儿童仰面
时，清明妆点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
力，莫向东风怨别离。”先让学生猜猜
写的是什么东西，再问他们为什么 《红
楼梦》 中的探春总是和“风筝”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因为探春一生的命
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远嫁海外，
从此与家人音信全无。然后引导学生再
阅读书中其他谜语，尤其是第五回，这
是全书的提纲。一些红学家总是说，要
想读懂 《红楼梦》，首先要读懂第二回
和第五回。可以先读懂第五回，尤其是
第五回中描写“金陵十二钗”的画谜、
字谜、判词、曲子，这些都是“草蛇灰
线”
，照应书中的“干里之外”
。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不仅仅是“传
道、授业、解惑”也，而且更应因时、
因地、因事地指导学生饶有兴趣、富有
成效地学习好语文。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永不过
时，而且历久弥新。
（作者系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堰口
镇古城九年制学校语文教师）

走向更高处
——读 《特别的女生萨哈拉》

殷健灵

几十年来，语文界的不少有识之
士一直呼吁：“我们的语文教学缺乏
整体性、系统性，更缺乏人文性，割
裂了语文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
这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只是苦于种种
原因，始终未见回归正道，令人扼腕
长叹。
开学以来，我欣喜地看到随着课
后延时服务工作的切实开展，在校园
里第一次把语文课外阅读辅导引进了
教室，同时掀起了一股整本书阅读的
热潮。作为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的
老教师，我为此深感欣慰。语文教学
迎来了新风尚，露出了回归传统语文
教学、步入大语文教学的少许端倪，
必将对未来的语文教育教学工作产生
深远的影响。在此，我也想谈谈课外
阅读铺导的一点儿浅见以及“整本书
阅读”的一些方法。
顾名思义法。文章的题目是文章
的“眼睛”，从题目在文章中的作用
入手，就能帮助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整
本书的相关内容。例如 《草房子》，
这个书名中的三个字，在整本书中就
有极其特殊的含义，可以说“草房
子”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在
小说系列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中有着
点明社会环境、为人物活动搭建舞台
等特殊作用。正是在那个特定的时
代，才有那个特殊的学校，才有“秃
鹤”
“细马”
“桑桑”等一些与今天的
中小学生不大一样的学习生活情况。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白居易），只有理解了那个特殊
的时代，才能从整本书上准确理解小
说的内容。
其他文学作品的书名也都有提示
重要内容、揭示写作意图、暗示故事
结局等重要作用。如 《红楼梦》，那
就是“红尘一梦”；《水浒》 讲的是
“发生在水边的故事”；《红与黑》 就
是正与邪、生与死的反复较量……
线索法。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有
一个或多个贯穿始终的线索，找到了
这些线索就能提纲挈领式地理清文章
的脉络，轻松地读懂作品。例如 《西
游记》 就是以西天取经为线索，贯穿
始终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常用“花
开两朵，各表一枝”来表明叙述的线
索。
人物成长轨迹法。许多文学作品
中的主人公，都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
熟、由简单到复杂的成长过程。理清
这个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也就多多少
少掌握了“整本书的一些重点内
容”
，如 《城南旧事》 中的英子，《草
房子》 中的秃鹤、细马等。
欣赏法。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有
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分析这些重

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些习以为常
的东西，
比如，
空气、光、颜色……还
有声音，
仿佛它们从来就属于我们，
并且永远不可能从生活中消失，于
是，我们忽略了它们，甚至，感受不
到它们的存在。
但是，
请想象一下，
假如失去了
空 气、光、颜 色 以 及 声 音 ，那 会 怎
样？失去了空气，
生命将不复存在；
失去了光、颜色或者声音中的某一
样，
生命也许能够存续，
但是生存的
质量又将如何？
我曾经以聋人舞蹈家邰丽华的
童年故事为蓝本，创作了长篇儿童
小说《象脚鼓》。在此之前，我从未
认真考虑过上述问题，聋孩子的世
界对于我是一片空白。但是，正如
庄子语“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如果你不是鱼，无论你是多么熟悉
鱼，依然无法真正知道鱼的感受。
用聋人的话说，我是一个听人，听
人，又怎能彻底了解聋人每一丝细
微的心情呢？
但是，我又多么渴望向我的读
者分享他们的故事，也更愿意和年
幼的孩子讨论——假如失去了声
音，
我们将会怎样？还有，
失去了的
声音，
可以从哪里重新找回？因为，
我始终觉得，
成长中的孩子，
无论年
龄多么幼小，都需要学习了解另一
种陌生的生活，
长大了，
才能以包容
平等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丰富的世界
以及同自己
“不一样”
的人——这是
我写作这本图画书的直接动因。
当真正走近了邰丽华的童年并
且深入了聋孩子的群体后，我获得
了一种全新的认知：
聋哑，
只是残障
之一种，
但是，
所谓的残障并不是缺
陷，
而是人类多元化的特点之一；
残
障不是不幸，而是不便；甚至，身为
聋人，却有着听人没有的长处——
听人说不同的语言有隔阂，聋人的
肢体语言却不分国界；因为代偿功
能，
聋人的视力优于听人；
聋人的手
语需要身体、表情和内心的完全配
合，他们心手合一、简单而纯粹，他
们在寂静中倾听内心的声音，保持
了心灵的本真。
在精神和尊严上，无论是残障
者还是健全人，我们都是平等的。
残障者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支持
和理解。不仅如此，
在残障者身上，
更有让健全人去仰视的品质：他们
于黑暗中体味着光明，于无声中感
悟着韵律，
于残缺中寻求着完美。
于是，
在图画书《寻找声音的女
孩》中，
我试图以主人公小米对声音
的主观感知和寻找声音的脉络为主
线，
来呈现平时被我们忽略的声音。
无论是公共汽车的“鼓包包”，
“黑葫芦”喷吐爆米花，还是旧卡车
爬坡，都来自邰丽华真实的童年记
忆，它们是可以被触摸、被看见、被
感知到的声音；
在音乐教室里，
当被
擂响的鼓带动木地板震动，
“我趴在
地上，
浑身血液沸腾，
恨不得用全身
的每一寸肌肤去感受地板的震
动”——这是邰丽华人生中第一次
“听见”音乐，她对音乐的感受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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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和震撼了我——原来，音乐不一
定要用耳朵听，
一样可以用身体、用心
去感受。
——也许我们看不见、听不见，
但
是，
我们都有一颗扑扑跳动的心啊！
我选择以诗的语言去呈现声音的
寻找，
不仅仅是具象地表现声音，
更是
以从生理感受到心灵升华这样的递进
层次来表现小米对声音的寻找。声音
不仅仅是一个客观存在，
更是与心灵同
在的诗意象征。看似是一个聋孩子寻
找声音的过程，
实际是每一个普通孩子
实现生命价值和自我价值的过程。
希望它不仅仅属于残疾孩子，更
属于每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
（作者系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寻找声音的女孩》
殷健灵/文 [英]郁蓉/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蒲公英童书馆出品

推荐

四川小镇的宇宙狂想
赵亮

孙民云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在为
《特别的女生萨哈拉》（［美］ 爱斯
米·科德尔著 海绵译 陕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 写的序中说：“我们都
愉快地读一读，我们就都愉快地看
见了高处，我们可以往那儿去！”是
呀，这真的是一本读着读着，就让
人看见了高处，甚至可以走向高处
的书。
《特别的女生萨哈拉》 是以萨哈
拉自述其成长故事来写的儿童小说。
萨哈拉是一个来自单亲家庭的女孩，
在大家眼里，她是个“问题”学生——
孤独、上课老走神、作业乱七八糟甚
至干脆不做作业、成绩差、屡教不
改……在又一次和妈妈被请到校长室
后，妈妈为了让萨哈拉不接受所谓的
“特别教育”
，与学校协商让萨哈拉留
级复读。
新学年开始了，学校新来的波迪
老师接任萨哈拉复读的班级。波迪老
师在同学们关于新老师的种种猜测中
出现了，“于是这个女孩在说自己故
事的时候，就非要不停地说这个老师
的故事，说啊，说啊，老师的故事就
把女孩子的故事渐渐改变了，女孩子
后来的感觉、心情、每天的日子、暗
暗的愿望……全部都被照耀，成为明
亮和快乐。”（梅子涵）
这是一本写给儿童看的书，但我
相信，这也是一本写给成年人看的
书，更是一本写给中小学教师看的
书，适合所有年龄、所有成长阶段教
师看的书。青年教师可以视之为“如
何当老师”的实战教材，跟着波迪老
师学习，可能会少走很多弯路，会增
添很多教学勇气和智慧，会被引导着
在教育之路上越走越高远。中老年教
师借此反思过往的教育生活，可能会

百感交集，也可能会遗憾没有更早遇到
这些貌似不经意的话，有写作天分
断过一个老师的脚骨，在许多人眼里这
这样的好书，还有可能顿悟并突破某个
的孩子自能领会其意。萨哈拉“总是会
就 是 一 个 疯 子，用 萨 哈 拉 的 话 来 说 ，
职业瓶颈，破茧重生，重新出发，与学
盯着她写给我的那些话，就像我脑子里 “如果德里也是一本书的话，书名一定
生一起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教育生活。
有一个勤劳的搬运工，而她的话就是一
是 《犯罪故事集》 ”。德里没有萨哈拉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育的
块一块石头，我的搬运工搬呀搬，几乎
那样特别的天赋，毕竟天才总是少数，
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
把这些石头都搬进我的脑子里了”
。
波迪老师唤醒的是德里心中的善、信
醒和鼓舞。”
“激励、唤醒和鼓舞”是多
萨哈拉感冒没去上学，晚上，波
任、尊重。
么美好的教育境界，然而，如何“激
迪老师送作业本到家里，妈妈担心地
在最初的日记中，德里是这样写波
励、唤醒和鼓舞”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
问萨哈拉还是不是老样子时，波迪老
迪 老 师 的 ：“她 是 头 母 猪 ，大 大 的 母
传，对许多教师来说大概只能是一种理
师告诉妈妈她从不看学生以往的记录
猪，干吗老说我？我又没说她！我要告
本，因为“如果有个孩子不老实，反
想的教育追求，波迪老师则将这句话演
诉我妈妈让她等着瞧！”故事的最后，
应慢，不会看书，慢慢地我会看出
绎得淋漓尽致。
德 里 在 日 记 中 写 道 ：“我 希 望 有 个 朋
波迪老师给萨哈拉的第一印象着实
来，我有眼睛，足够了，所以我不需
友！”波迪老师的评语是：
“你其实在班
不怎么样，
“ 她根本不像个老师，倒像个
要 记 录 本 ”。 妈 妈 有 点 儿 忐 忑 地 问 ： 级里已经有一个朋友了，只不过你还不
成天晃悠在街上的问题少女，
当然，
她比 “那你从她身上看到了什么？”波迪老
知道。为什么不斜眼看看你的旁边
少女要显得大一些”
。这样一个
“像问题
师说：“她将是一名作家！”听到波迪
呢？
”德里回复：
“你能帮我斜眼吗？你
少女”的老师，用什么魔法来唤醒萨哈
老师的话，躲在房间装睡的萨哈拉
那么好，一定可以斜眼很久，帮我找到
拉，来赢得孩子的衷心喜爱呢？
“ 感 到 我 整 个 人 开始发胀，就好像被
我的朋友的，是吗？”德里的故事是书
波迪老师给学生布置的第一项作业
打气的气球”。交谈下来，妈妈逐渐信
中另一条精彩的故事线索，两个“问
是写日记，要求每天都写，当堂就开始
任了波迪老师，并试探着问道：“那我
题”孩子，一个是天才，一个智力平
写 。萨哈 拉只 写了四 个字 ：“我是 作
要怎么做才不至于浪费了这个天才？” 平，波迪老师对他们的期待也许不同，
家。”日记交上去，萨哈拉就后悔了，
波 迪 老师 非常肯定地 说 ：“ 给她讲 故
但对他们抱以同样的信心，同样的坚
觉得自己做了蠢事，像个大傻瓜，她想
事，虽然她已经大了。还要在房子的
持，同样的热忱。
老师应该也会这样觉得的。日记本发下
每一个地方都放上纸和笔。给她许多
书中还有很多日常教育情境的叙
来 了， 她看 到老 师 写的评 语 ：“我 相
许多书让她读，也许你已经在这么做
述，貌似平常，但其中也都蕴藏着深邃
信！”萨哈拉四天没有在日记本上写一
了。”波迪老师不断强化着萨哈拉“我
的教育智慧，如师生初遇的第一节课，
个字了，波迪老师在本子上用红笔写
是作家”的信心，而且将这种信心坚定
老师提前来到教室、上课铃响前的所作
道：
“作家需要写作！”波迪老师还会在
地传递给了孩子的妈妈。
所为、和学生一起制定规矩、关于日记
萨哈拉的本子上写：
当然，故事并没有结束，萨哈拉的
的约定、调整座位、和德里的第一次较
如果你听到别人说了一个你觉得很
作家梦还是个“秘密的自己”，波迪老
量、对学生冒犯和语言不当的应对，等
美、很漂亮的词，那就把它记下来，然
师还要帮助萨哈拉将这 个“ 秘 密 的 自
等，认真品读，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着许
后这个词就成了你的了！
己”变成真正的自己。在一次课上，波
多教育成功的秘密。
别匆忙地给一个故事一个无聊的结
迪老师鼓励近两年没有在班级举手发
中小学教师读这样的一本书，反复
尾，
“我醒来后发现这只是一个梦”
，这
言的萨哈拉读她自己写的故事，让同学
品味、咀嚼、思考，不知不觉中也许就
是个非常糟糕的把戏。
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萨哈拉，也让萨
已经往高处走了一段。读这样的一本
别轻易地把你写的人物杀死，让他
哈拉终于有了展现自己文字才华的勇
书，也让我们确信，好的教育，好的教
们一直一直活下去，就像在真实世界中
气，
开始真正成了“所有美好的中心”
。
师，应该且可以带着儿童走向高处。
一样。
波迪老师的头号“问题”学生不是
（作者系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局副局
…………
萨哈拉，而是德里。德里一年级时就踢
长）

“2018 年的 5 月 12 日，母亲的
十周年祭日，我决定要写这么一部
小说。
”
著名科幻作家七月谈起新作
《小镇奇谈》时说，
“那天我驱车回到
汉旺小镇，
在那里待了大半天。作为
‘5·12’
地震核心灾区，
小镇旧址已经
完全荒废，
封闭了起来。因为十周年
的缘故，
守门人为过去的厂里人打开
了铁门上的锁，
我走在里面，
像是回
到了某个不可名状的世界。
”
作为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
奖获得者，七月是土生土长的四川
人，他少年成名，17 岁就发表了处
女作，之后在《科幻世界》
《九州幻
想》
《今古传奇》等杂志上发表了大
量作品。2019 年，七月凭借《群星》
又斩获第十一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
奖最佳长篇金奖。最新上市的《小
镇奇谈》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七月
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聚焦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四川乡镇汉旺，回忆了小
镇曾走过的辉煌历史，更谱写了一
曲浩瀚的宇宙狂想。
汉旺的故事要从一段特殊的历
史时期说起。20 世纪 60 年代，为
了应对美苏可能发起的第三次世界
大战，中国三线建设启动。所谓三
线大致可以分为：
第一线是沿海、东
北，
第二线是华中中原，
第三线则选
在了川陕的群山之中。当时的四川
毫无重工业基础，为了响应三线建
设，大量从外省引入设备和人才。
龙门山下三面环山、人口稀少的汉
旺小镇，很短时间内便迎来了上万
名外地工人。建设工厂，
备战备荒，
年复一年，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到
来，汉旺也渐渐被世人所遗忘了。
《小镇奇谈》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
背景之下。

七月在汉旺生活了 18 年，浓浓的
本土质感加上从小耳濡目染的荒野奇
谈，让他笔下的这个科幻故事充满了
传奇色彩。现实与科幻的紧密交织，
这种结合了作家本人生活经历的真实
创作，也让这本书洋溢着中国特色的
情感张力。著名科幻作家潘海天坦
言：
“《小镇奇谈》的杰出，不仅在于从
封闭小镇一步跨越到宇宙基础层面的
宏大构思，
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从故事
里读到那些典型的中国焦虑、中国情
感和中国愤怒。我喜欢这个故事。
”
与前作《群星》不同的是，
《小镇奇
谈》讲述的是少年的故事，
这也是七月
对于青少年向故事创作的一种尝试。
当三线建设隐没于历史，汉旺小镇依
旧守护着共和国的秘密。直到 1999
年 5 月 4 日，四名少年因为同伴的消
失，
发现了小镇的异常，
踏进了秘密的
旋涡。
悬疑、冒险、奇谈，种种色彩让该
书不失为一本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读
物。与此同时，书中又大量充斥着 20
世纪 90 年代的怀旧气息和中国特色
的情感张力，这让本书有了更广泛的
受众基础。作家今何在说：
“在我的印
象里，
科幻小说往往显得严肃深沉，
可
《小镇奇谈》里却有一股子浓浓的少年
气。当科幻黄金时代的探索精神和少
年人的执着追寻合二为一，这股纯真
的力量足以发现宇宙的终极奥秘！”
导
演陈思诚则认为：
“《小镇奇谈》有对宇
宙终极命题的思索，有对少年人内心
世界的描摹，更有对上世纪 90 年代的
怀念。每一位走过少年时代的读者，
都会有独属于自己的代入感。作家七
月将自己的创作母题上升至星空，下
沉至现实，通过诡谲奇异的故事表现
出来，
很是让人着迷和惊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