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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阅读重构信息时代的童年
童喜喜
近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网络之
于中国，会不会像塑料之于人类？
塑料的诞生，
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
利，
一方面所形成的白色污染又破坏了我们的家
园。就像今天的中国网络，
各项网络基础建设在
全球领先，给我们的发展创造出许多机遇的同
时，
也让我们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难题。尤其
是移动互联网无处不在，
今天的孩子和当年的我
们成长中遇到的问题相似，
面临的处境却截然不
同，
导致的教育困难特别多，
阅读的挑战尤其大。
科技的发展往往利弊兼备，善于运用才能
真正造福于人类。如何让孩子们能站在前人的
肩膀上展翅高飞？必须直面网络对教育、对阅
读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动儿童阅读，是今天的
中国完成自我挑战中最重要的武器。
要在今天帮助信息时代的孩子真正爱上阅
读，必须首先自己胸有成竹，才能有效地引领
和陪伴。根据近年来对教师与父母群体的长期
跟进，我深信，只要家校共育中注意以下几个
方面，一个孩子在小学毕业时，就能够成为成
熟的读者，在不疾不徐、张弛有度中，以喜悦
的阅读过程，幸福达成阅读的目标。

1. 因情而激趣

让生活因为阅读更有趣味，才能从信息时
代的各种娱乐中“抢”回孩子的心。
随着时代的发展，阅读的娱乐化功能被越
来越多的新生事物弱化甚至取代。想要孩子爱
上阅读，必须从激发孩子的内在兴趣入手。
在实践过程中，最简单而高效的方法，莫
过于“兴趣迁移法”：一方面，孩子对什么事
物有兴趣，就购买相关内容为主题的图书，和
孩子开始共读；另一方面，孩子对人与人之间
的情感永远满怀期待、饱含兴趣，如果父母满
含爱意地给孩子讲故事，在任何时刻，对任何
孩子，永远是激发兴趣的最好方法。
要想培养一个真正爱阅读、会阅读的孩
子，仅仅靠兴趣是远远不够的。很多时候，人
们习惯于絮叨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不
过是掩盖科学研究的匮乏。同样天赋的孩子，
只有专业教练才能培养出顶级运动员，这一现
实同样可以运用到阅读指导中——兴趣是基
础、是前提，也只是阅读的第一步。

2. 因理而多元

以理性为阅读增添广度，拓展孩子的认知
边界，不断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才能
形成持续的吸引力。
理性是成人津津乐道的事物，也是在阅读
指导中最容易出现的场景：中心思想、段落大
意……所有的阅读理解，都指向理性。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
阅读和教育，
形式相似而
本质不同，
阅读之理和教育之理的区别同样如此。
教育是社会化的过程。教育是为了传播既
有文明、让人们形成共识，所以教育之理是真
理。真理带有强制性，是一个人通过社会化而

5. 因行而立人

成为人的必然。就像教育要求我们必须信仰真
善美，不可以追寻假丑恶，这就是真理。这意
味着教育往往有标准答案。
阅读包含了部分教育的社会化功能，通过
对出版物的基本出版要求得以实现。此外，阅
读更多指向个性化的自我教育，阅读是通过对
图书的选择和领悟，完成对自我的发现、自我
的期许、自我的实现。
因此，阅读之理是道理。这里的道理，我
们可以把它定义为：不同的人走过不同的道路
的理由，它具有多样性。所谓条条大路通罗
马，在同一目标下有不同路径。
阅读常常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深刻理解
与认同这一点，只有领读者的理性不会压制儿
童读者的灵性时，
儿童才能真正开始理性阅读。
感性是血肉，理性是骨架。理性与感性兼
备，儿童不仅容易形成深度阅读的习惯，而且
在阅读后进入思考变得顺理成章。

3. 因思而内化

用思考为阅读增添深度，
孩子在深入思考、
独立思考中，
才能真正掌握专业的阅读技能。
思考是阅读是否有效的分水岭，是儿童能
否开始自主阅读的起点。哪怕一本书有一个字
促进了孩子思考，这一个字也就不再是书上的
字，而是与孩子生命融为一体的。没有思考的
阅读，读得再多，头脑都是他人观点的跑马
场，无法开启真正的自主阅读。没有思考的阅
读，就算是读再好的经典名著，也只是浮光掠
影、走马观花的“浅阅读”。
促进思考很重要，促进思考的方法非常丰
富也很简单。
孩子在书上对感兴趣的内容乱写乱画是思
考。孩子写写画画所停留的时间，起码就是他
陷入思考的时间。
孩子读完书之后的涂鸦是思考。无论是绘
制书中的内容，还是绘制延伸的内容，无论绘
画的美丑，都是对阅读内容的思考和反刍。
孩子围绕图书内容的发言是思考。复述原

作的说、发表观点的评、彼此争鸣的辩……不
同形式，带来思考的角度和深度也不同。
孩子围绕图书的演出是思考。无论是简单
的扮演式朗读，还是提供道具的角色扮演，孩
子深入不同角色，体会不同人生。
在促进思考的诸多方法中，我特别推崇的
一种方法是“自相矛盾法”：对同一本书，找
出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理由。如果是对不同的
书表达喜欢与厌恶，只是体现了孩子的阅读口
味。而对同一本书同时表达自己的喜欢和不喜
欢，是帮助孩子学会从多个角度看同一个问
题，促进孩子的独立思考，寻找自我的支点，
也是帮助孩子学习权威而超越权威，汲取名
家、名著之所长为己所用。
一本书或一个作者让孩子喜欢的地方，是
孩子的兴趣所在。一本书或一个作者让孩子认
为不足的地方，则是孩子渴望改变之所在。这
也就是孩子的创造力萌芽之处。
通常举行的写读后感、办阅读小报，
的确是
促进思考的有效方法。但是因为这些方法门槛
较高、需要精力较多，
可以偶尔为之。如果变成
常态，
容易让孩子产生畏难情绪，
尤其在阅读数
量增加时，就会让促进思考变成孩子难以背负
的沉重包袱，
降低阅读的乐趣，
得不偿失。
总之，促进思考的方法不胜枚举。所有思
考都有一个共同原则：尊重儿童思考重于一
切，这也是思考能够顺利开展的前提。

4. 因创而升华

用创造为阅读增添高度，让读后的效果升
华。只有孩子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才会沉醉
于阅读，开始爱上阅读。
正如契诃夫所说的：
“大狗要叫，小狗也要
叫。”一旦独立思考，就会让“小狗”意识到自己
的独特，
就能够激发
“小狗”
的创造力。
再好的阅读只是输入，所有的幸福都来自
输出，所有的输出都是创造。只是根据水平不
同、品质不同，有的创造只是习作，有的创造
则是作品。

用行动把孩子的生命和阅读合而为一，让
阅读成为终身学习的方法、自我教育的习惯。
此时的阅读，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孩子
生命的一部分。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言
行一致是为人的最高法则，知行合一是阅读的
最高境界。人类的所有求索，最终目标莫过于
提升人类自身。
古人云，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在所行的万
里路上，
不仅能强身健体，
也是阅读大自然。孩
子本身就是属于大自然的，
只有让他们多与大自
然亲密接触，
才能放飞童心，
绽放生命。对于今
天的孩子来说，
最大的优势是信息的无限丰富，
最大的劣势则是相较之下现实生活的局限逼仄。
抉择是一种行。阅读文学作品后，以提取
的精神指导生活中的行动。读“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落实到生活中的
同学关系、朋友交往，这几句话就不再是几句
话，而会成为在践行中生命的脊梁。
实践是一种行。对理科而言，许许多多的
实验经过我们亲自去尝试，它们甚至可以在当
下改变我们的生活。
创作是一种行。阅读艺术后，所有创作本
身就在为自己的生活、为这个世界创造出美好。
劳动是一种行。没有见过庄稼的孩子，要
在书中领悟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绝
不可能。如果亲身有过“汗滴禾下土”的感
受，就必然会印象深刻。
总之要创造各种行动的机会，行动才是最
重要的创造。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的孩子自
然能够掌握阅读，掌握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技
能，掌握终身学习的方法，成为信息时代的引
领者与开创者。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
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在信息
时代，相信以阅读重新建构的童年，一定是幸
福的童年，一定能够治愈自己的一生，为自己
创造幸福的人生，为他人开创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再微小的力量也可以改变世界
朱雪晴
最近，重读一本书。书很薄很小，但每一
次打开，我都怀着深深的感恩与敬意。它的名
字叫作 《会做饭的孩子走到哪里都能活下去》。
2017 年的春天，第一次读这本书。那个
异常安静的晚上，我就着一盏橘红的灯，一边
看，一边任由眼泪不住地流。那个温柔而年轻
的千惠，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拼尽全力生下
了女儿阿花。小小的三口之家，一起勉力抵挡
着病魔，也在极度恐慌的绝境中，发现了另一
种朴素的生活。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千惠教
会了五岁的女儿怎么做饭。她说，吃得好，才
能学得好，学习可以排在第二位。她说，会做
饭的孩子，走到哪里都能活下去。
千惠一家三口共同完成的叙述，平静而安
详。但我时不时需要停下来，感受那一下又一
下撞击我心房的莫名力量。我问自己：究竟什
么是最重要的？做了将近 30 年的老师，教人
识字写字，教人读书明理，但几乎从没教人如
何生存，如何坚韧顽强地活着。我有没有勇气
做个尝试：开设一门指导孩子做饭的课程，让
他们也能像阿花那样，学会做饭，学会自力更
生地活着？
这样的想法，让我热血上涌。读完书，我
便开始疯狂地找寻与食育相关的书籍和资料。
《食育》《2016 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普米
森林》《常见食物营养百科》《食物与厨艺》
《中国饮食文化》 等，还有各种关于食物的绘
本 、 电 影 以 及 TED 视 频 。 我 如 饥 似 渴 ， 阅
读，观看，摘录，梳理。
我发现，其实“食育，乃教育之本”早已
是共识。早在 2005 年，日本就颁布了 《食育
基本法》，以家庭、学校为单位进行普及推
广。丹麦教育大纲规定，从小学四年级到七年
级，学生要接受两年的烹饪教育。英国将烹饪
成绩纳入中学毕业考试。那么，我们怎么做？
选哪个人群做试点？我们选择了二年级。研究
表明，口味形成有两个重要时期，首先是怀孕
期和哺乳期，其次就是 9 岁之前。到 14 岁，
一个人的味觉基本定型，摄食习惯和饮食好恶

很难再变。
国内还没有系统的校园食育教材，那就自
己研发，自己构建。我带着二年级的老师，以
一年为期，搭出了七个板块 64 课时的课程框
架：认识食物、合理饮食、食物生长、就餐礼
仪、食品安全、饮食文化、食品制作以及食育
实践。2017 年暑假，我们静心备课、模拟授
课、反复研讨，终于在新学期，带领二年级的
小不点儿们，踏上了食育之旅。
没想到，一年过去，整个年级 350 个孩子
几乎全都学会了制作早餐，烧出了至少两道家
常菜——你看，他们小小的手牢牢握着锅铲，
眼睛紧紧盯着食材，虽然需要在脚底下垫个小
凳子才够得上灶台，可是他们真的走进了厨
房，学会了做饭！
不仅如此！因为亲近食材，他们不再贪恋
垃圾食品；因为亲自做菜，他们不再挑食浪
费；因为亲子共餐，他们与爸爸妈妈的关系变
得更为温馨和谐。
这样的成果，让我们信心倍增。之后几
年，我们不断改进课程——
升格“教室午餐”，让每一顿寻常的午餐
具有满满的仪式感。午餐铃响，孩子们洗净双
手，摊好餐垫。分餐员各司其职，有序分餐。
领餐完毕，孩子们在老师指导下，分析“今日
菜品”，讨论营养组成。然后，怀着感恩之
心，在轻柔的音乐声中享受“食”光。
在校园一角开辟“星耕园”食育基地。所
有孩子，以 PBL 项目式学习的方式，从菜地
规划、选种育苗，到日常管理、阶段总结，全
程参与。他们在自己的地里收豆子、拔青菜、
摘南瓜、掰玉米，那一张张笑脸，真的比阳光
还灿烂。
还有每个寒暑假必做的“爱厨房”作业
单：至少为家人做三次早饭，不重样；学会磕
蛋、打蛋、剥蛋；学会用菜刀切青菜与萝卜；
每天喝足四杯水；至少学会一种厨房电器；做
一道最爱吃的菜，并画出它的营养组成……
就这样，食育课竟成了二年级学生最爱的

本报记者

梁杰
其实，许多促进思考的方式本身就是创造
的方法，如果能够有意识地提升品质，就能够
在促进思考的同时创造出优秀作品。比如，涂
鸦可以成为绘画作品，戏剧可以成为影像作
品，实验可以成为手工作品，写作可以成为文
字作品，等等。
任何形式的创造都是对生命的升华。阅读
后的创造，
是以作品的方式固化了阅读的成效，
让阅读能够以物化的方式体现出成果，便于孩
子的不断积累、自我激励、打磨修订、继续提升。
创造的过程，不仅巩固了阅读的效果，也
常常会刺激形成新的阅读需求，往往会让孩子
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凭兴趣的“自由阅读”向有
目标的“自主阅读”的跨越。

必修课。
“以前，我觉得泥土是脏的。现在，我觉
得泥土是香的，是神奇的，因为什么样的东西
都能从地里种出来！”
“我喜欢薯片、蛋糕、话梅，还有各种饮
料，但是现在去超市，我都会让妈妈绕道而
行，因为，那都是垃圾食品。”
“我们家每周末的早餐，都被我儿子承包
了。哈哈，这样的小暖男，老母亲再也不用担
心他将来找不着对象啦！”
“从无肉不欢，到均衡饮食，食育课程悄
无声息地改变了我们家的饮食结构。”
“太喜欢食育课了！能不能把这个课一直
开到六年级呀？
”
我无比幸福地享受着这点点滴滴，感慨着
小小的食育课带来的巨大变化。
多么庆幸，我能遇到这样的一本书。每一
次重读，我都会扪心自问：我是否拥有着真正
健康的生活方式？我是否对做饭的人和食物本
身，心怀敬畏与感激？我是否能持之以恒地倡
导“餐桌的力量”，使之成为我的教
育使命？
时光匆匆，转眼五年。我不知
道，当年那个站在凳子上跟着妈妈学
做饭的阿花，还有她的父亲，现在怎
么样了。他们一定不知道，在中国，
在杭州，在一个叫作银河小学的校园
里，
因为他们这家人的故事，
因为他们一起写的这本
书 ，至 少 有 1700 个 孩

子，学会了做饭，明白了“吃好，才能学好”的道
理；至少有 1700 个家庭，记住了“爱孩子，就是
要教会孩子独自生存的能力”
这一朴素的话语。
而我，每每打开这本书，就会确信：再微小
的力量，
也可以改变世界。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银河实
验小学）

挑选童书
有 学 问

·六一特刊·

童年是美丽的，美丽的童年有美好的童
书相伴才更加完美，童书在孩子成长中的价
值我们还远远没有认识到。格林在 《消逝的
童年》 里说：“或许只有童年读的书，才会
对人产生深刻的印象。”国家全民阅读形象
代言人朱永新也认为：“儿童时期的阅读体
验，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成年的生活
历程只不过是童年精神世界的展开。”记者
曾采访过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他
就是被一本童书 《小种子旅行记》 所唤醒，
并通过自身的努力，从一个偏远山村的农村
娃成长为今天的外交家及世界童书联盟的掌
门人。可见，童书对一个孩子将来成长为一
个什么样的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童年是阅读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现在
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重视孩子的阅读问题，
笔者也在采访中经常被家长问到该给孩子选
什么样的童书。说实话，给孩子选书是一门
学问，尤其是在近年来中国童书出版呈现爆
发式增长的背景下，为孩子选书更加困难。
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海量童书，很多父母无
所适从。如何从中挑选出适合孩子的好童
书，需要我们有一种理性的心态、有一双智
慧的眼睛。我以为挑选童书是有内在规律可
循的。
首先，了解你的孩子是选好童书的必要
前提。儿童是特殊的群体，有着特殊的需
求。而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世界，因其年
龄、家庭背景的不同、个性发展的差异以及
阅读能力和品位的不同，对阅读读物的选择
也有所差别。我以为，只有了解孩子的年
龄、性别、习惯、兴趣等多方面细节，才可
能为孩子推选出适合他们阅读的童书，也只
有这些适合孩子特点、满足其兴趣爱好的童
书才能让他们爱不释手，真正读进去。父母
在这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只有父母才最了
解自己的孩子。
其次，阅读童书是需要阶梯的，童书也
有分级分类。如果父母不了解童书的分级，
一上来就给孩子读大部头的文字书，如中国
的“四大名著”，很容易让孩子产生惧怕甚
至厌倦情绪。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认
为，儿童阅读有一条黄金定律，即“什么年
龄段的孩子读什么书”，孩子的身心发育特
点是与阅读内容、书的形式对应的。他认
为，分级阅读不仅分孩子的年龄，也分孩子
的阅读能力。应遵循“服务大多数”“群体
性差异”“量身定做”“儿童本位”四大原
则。
一般孩子在 2 岁以后就可以开启阅读之
旅，首先应该从图画书入手。儿童文学作家
梅子涵认为，图画书是带领儿童进入文学的
最初的媒介。在儿童从图画书进入文字书之
间，还有个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需要有个
过渡的桥梁，即桥梁书。就像给孩子一个阅
读的支撑，桥梁书能帮助孩子顺利地跨越鸿
沟，进入到更加丰富的儿童文学、科普、艺
术等多彩的世界，只有这样循序渐进，才能
让孩子更快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小读者。
再其次，要给孩子选择经典童书。童心
是世界上最宝贵的，需要精心呵护。因为儿
童天性至纯至清，明亮美好，所以“保持童
心”也是很多成年人的追求。呵护童心，需
要有担当的好书。朱永新说：“有担当的童
书，才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创造出美好与感
动。
”
童年是美好的，童年也是短暂的。有限
的美好童年最好用来多读经典童书，读大师
创作的童书。经典童书是那些经历过岁月洗
礼，获得读者广泛公认的童书；经典童书是
那些充满童真童趣、文字与审美趣味俱佳的
作品；经典童书里有很多好看的故事，这些
故事能带给孩子丰富的情感体验，让他们沐
浴在真善美的世界。一个经常阅读经典童书
的孩子好比一位出色的美食家，由于经常品
尝营养丰富的美味食品，培养了他的良好品
位，嗅觉味觉更加灵敏，同时练就了好眼
力，有些食品甚至不用品尝，一眼就能辨别
出好坏。
最后，父母还要多带孩子逛图书馆和书
店。陪孩子选书的过程，也是父母了解童
书、了解孩子阅读兴趣的过程，逛得多了，
阅读品位自然就能提高。此外，亲子阅
读也是父母了解童书好坏的重要途
径。好书坏书读一读便知，好书如
同好人，可以塑造孩子的心灵。
总之，为孩子选书是件大事，
教师和父母都要慎重对待，不可掉
以轻心。愿孩子们都能在好童书的
陪伴下，健康快乐地成长。

本版配图由视觉中国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