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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书，是孩子最美的启蒙
曹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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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助孩子确立人生坐标
赵善扬

“什么是信息技术呢？信息技术就

像是一棵参天大树，主干当然就是主

体技术，其中又包括感测技术、通信技

术、智能技术、控制技术四个方面。举

个例子，‘伸缩耳’就是感测技术，‘吼

叫信’就是通信技术，‘分院帽’就是智

能技术，‘熄灯器’就是控制技术……”

每次信息技术课上，我都要讲解一些

课本上的理论知识，对于小学生来说，

那实在有些干瘪枯燥。一次上课时，我

灵感一现，说了以上这段话。

果然，孩子们听了都不由地一

愣，继而又相视一笑。有胆大的同学

竟大声问我：“老师，你也看《哈利·

波特》吗？”“是的，我不但看过，而且

是从第一部到第七部，完完整整、认

认真真地看过呢！”我答道。其实，我

用《哈利·波特》中天马行空的元素，

给课堂加一点“魔法”，还是受到了

一个学生的启发。

其实，我很多年前就知道哈利·

波特，一个骑扫帚、会魔法的小男

孩，作者我也知道，是英国女作家 J.

K. 罗琳。可一部七卷本的大部头，中

文字数竟达到三、四百万字的儿童读

物，即使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掀起了

一阵旋风，我也很难提起兴趣。

直到有一次，丁丁同学笑眯眯地

对我说：“魏老师，我最近读了一本

特好看的书，您看看吧？”说着她便

亮出一本装帧精美的《哈利·波特与

魔法石》，递给了我。

我虽然兴致不高，但学生这么热

切地向我推荐，我不忍拒绝，便说：

“谢谢你啊！要不先放在我这里，等

我有时间了好好看，好吗？”丁丁高

兴地放下书走了。

我很久都没翻开这本书，可也没

有遗忘它，因为隔三岔五，丁丁就来

问我：“魏老师，那本书您看了吗？怎

么样，很精彩吧？看完了，我这里还

有第二部、第三部呢！”

在丁丁同学的“督促”下，我终于

利用假期闲暇，走进了哈利·波特的

世界。起初我也并没有特别投入，可

随着哈利从“九又四分三站台”进入

魔法世界后，蛇佬腔、猫头鹰等等奇

妙的元素渐渐吸引了我。我在霍格沃

茨魔法学校，见识了“分院帽”，了解

了“魁地奇”比赛，知道了厄里斯魔

镜，甚至开始出入禁林……多么神奇

的魔法学校啊！快乐的旅程，新鲜的

校园，新奇古怪的课程，个性迥异的

教授，无限的奥秘，无边的想象……

啊，我也被卷入了这股哈利·波特旋

风，竟开始主动向丁丁同学借书了！

一部书就是一个学年，一部书就是一

个传奇。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我结

识的哈利·波特小书迷也越来越多，

徜徉在魔法的世界里，我和学生们不

知不觉中竟结成了阅读共同体，很多

次，我们因书中情节时而欢呼、时而

惊叹、时而喜悦、时而悲伤，共同体

会着想象力与文学的魅力。

我和孩子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

言，我也能够在课堂上适时地运用一

点小小的“魔法”，激发学生的兴趣，

让枯燥的知识更加可亲。感谢我可爱

的学生们，是你们让我经历了一场充

满魔力的阅读之旅。我也深深地体会

到，共读是推动师生交流、拉近师生

距离的绝佳途径，让我们和孩子们一

起阅读吧！

做了老师以后，

为 了 帮 助 学 生 们 筛

选、推荐适合的课外

读物，本就非常喜欢

阅读的我“恶补”了很

多兼具趣味性和知识

性的童书，这个过程

也让我收获很多。

我推荐给孩子们

的读物十分多样，从

黑柳彻子平凡中蕴含

力量的儿童文学，到

沈石溪直面生命形态

的动物小说，再到凡

尔纳富于幻想、语言

优 美 的 科 幻 探 险 小

说，还有柯南道尔逻

辑缜密、丝丝入扣的

推理小说等等，同时，

我还有意识地培养孩

子们对传统文化的兴

趣，采取每天一个故

事的形式来引导他们

品读经典。这样的师

生共读，一方面让孩

子积累了大量的文化

和历史知识，另一方

面也增进了我与学生们的感情。而且

我发现，相较于自己阅读，孩子们更

喜欢听我进行绘声绘色的朗读和拓

展讲述。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样更

有意思，也更容易理解和记住这些书

里的内容。”每天放学前十五分钟，也

成了他们最为期盼的欢乐时光。

在《窗边的小豆豆》的故事里，孩

子们学会了不挑食、遵守纪律以及对

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小王子》中他们

懂得了该怎样呵护友谊、发现世间的

真善美；在《斑羚飞渡》中，他们看到

了父辈们的牺牲和伟大，也更理解了

父母的不易……用了差不多两年时

间，我和孩子们一起读完了《中华上

下五千年》，作为未来建设者的他们

对整个民族的历程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也更懂得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

大。据我所知，很多感觉意犹未尽的

学生，都自己买了这套书重读，甚至

不止一个人反复读了好多遍，这让我

非常欣慰。

随着学生们阅读量和阅读理解

能力的不断增长，我开始给大家推荐

一些比较大部头的名家名著，并且带

领学生们记读书笔记、写读后感，定

期召开主题班会分享读书心得，交流

阅读经验，给阅读成果丰厚的学生发

放奖励。在浓浓的书香氛围里，学生

们读书的热情更加高涨了，他们的专

注度、持久力、独立思考和提问的能

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而这些能力也

促进了课堂知识的学习。

在一本本展开的书页当中，时光

不知不觉流淌而过，阅读就像一只有

力的大手，推动着我和孩子们不断成

长、共同进步，让我们的生命日渐丰

盈，让我们的内心花开四季。

人总是要在比对中确立自己的

位置，对于儿童而言，更需要通过

获取外界的信息，来认知自己、他

人与社会。而阅读，尤其是有针对

性的阅读，对于建立儿童的人生坐

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与子》

《五三班的坏小子》和《狼王梦》是

我给儿子选定的三本读物，我觉得

这几本书能够帮助孩子更好地理

解亲情、校园生活和现实人生。

在儿子识字不多时，我就为他

推荐了《父与子》，这是德国漫画大

师埃·奥·卜劳恩的作品，他用幽默

的笔触刻画了一位父亲跟年幼儿子

的日常相处，全书以画为主，几乎无

需借助文字，很适合学龄前儿童阅

读。书中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完美无

缺的形象，他真实、善良，也有不少

缺点。他是儿子成长路上的老师，也

是好兄弟、好朋友。儿子有时候觉得

他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可他一旦

凶起来又像变了个人。这个糊涂的

老爸会在喝醉后把一个儿子看成了

四个儿子，买了四张儿童票，也会为

了跟儿子一起摘苹果而把鞋子挂在

树枝上……每一个风趣的故事，都

让我们会心一笑，也让儿子对于亲

情、家庭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儿子上小学后，开始接触儿童

文学，自从看了《五三班的坏小子》，

就对杨红樱的校园系列小说深深着

了迷。从小说中的“肥猫”“米老鼠”

“兔巴哥”“豆芽儿”这几个“坏小子”

身上，儿子总能或多或少地找到他

自己或身边同学的影子，这群活泼

可爱的捣蛋鬼身上始终充满着属于

孩子的天真与善良。一个个故事，把

校园生活中的误会、友情、懵懂、纯

真，展现得恰如其分。学校是孩子成

长的重要场所，而优秀的儿童读物

总能让孩子在故事中，感悟身边的

人与事，学会独立处理校园生活中

的一些问题。

阅读还可以让孩子理解人生

和现实世界。儿童如果一直在温

室中成长，缺乏现实生活的磨砺，

那么很容易受挫后一蹶不振。前

不久，我给儿子推荐了一本沈石

溪的动物小说《狼王梦》。这部作

品与其说是动物小说，不如说是

儿童世界里的社会小说。从《狼王

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残酷的生

存法则，也能看到角色顽强的生

存意志：母狼紫岚在一个狂风骤

雨的夜晚诞下了后代，它和它死

去的丈夫黑桑有一个共同的梦

想，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狼

王。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紫岚一次

次失败，却从未放弃，随着三只小

公狼相继死去，它自己也已步入

老年。最后，它将希望寄托在女儿

所产的狼孙身上，而为了保护狼

孙，它最终与一只金雕同归于尽。

儿子一开始并不理解为何紫岚的

命运如此悲惨，更不喜欢这样的

结局。于是，我跟他分享了自己所

经历的种种挫折，告诉他人生本

来就免不了遭遇挫折，甚至还要

承受苦难，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像紫岚那样在挫折中崛起、在苦

难中坚强，只要为自己的梦想奋

斗过、付出过，虽败犹荣。

或许，阅读只是让我们在文

字中找到生活的某种倒影，人生

之路始终要靠孩子自己一步步走

出来。但我相信，阅读好书所带

来的心灵积淀，可以让孩子在未

来道路上走得更加从容而坚定。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个

孩子要健康成长，要提高综合素

质，就不得不多读书。而一本优秀

的儿童读物，可以启迪孩子的心

灵，甚至影响孩子的一生。

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也受益

于爱读书。不管是成为一名教师、写

出一篇好文章，还是在工作中独当一

面，从根源上说，这一切都离不开优

秀书籍为我人生打下的基础。比如，

我小时候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下决心改变怯懦的性格，在生活和学

习中，保尔的精神激励着我坚强和奋

进。特别是那句富有哲理的话——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

我们只有一次”，让我懂得生命的意

义，找到了精神的坐标。

如今生活条件优越，生活方式

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的

孩子，信息来源丰富，令他们感兴

趣的新鲜事物也层出不穷。但若不

引导他们多读好书，汲取优秀的精

神食粮，孩子很容易沉迷于电子产

品和无所不在的娱乐之中。但培养

孩子的阅读习惯，要注重因材施

教，比如让性格内向的孩子读读

《西游记》，让自律性不足的孩子读

读《木偶奇遇记》，给好奇心强的孩

子推荐《十万个为什么》……根据

孩子的性格特点，选择适当的儿童

读物，才更加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优秀的儿童读物，常常能对孩

子的成长产生深刻的影响。比如说，

我曾让一个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的

调皮孩子读一读埃迪蒙托·德·亚米

契斯《爱的教育》，他从书中明白了

如何给予别人关爱，更知道了自己

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很多人；我

还曾让一个不服父亲管教的孩子读

读克拉斯·冯布兰克的绘本《最爱我

爸爸》，书中爸爸的身上柔情与力量

交织，时而亲切温暖，时而冷酷粗

犷，可深沉的父爱从未改变，这本书

每一个细节都能触动人心，唤起孩

子对父亲的眷恋与理解。后来，从这

两个孩子身上，我逐渐看到了书籍

对人的影响，也更加坚信，一本好

书，是给孩子的最美启蒙。

一天，儿子捧着一本《安徒生童

话》看，我也饶有兴趣地陪他读了起

来。书中的情节唤起了我久违的童年

记忆，更令我感叹，童话对一个人的影

响何其深远。很多时候，童话不是儿童

的专属，有些经典童话可以陪伴人的

一生，比如安徒生、格林兄弟的童话故

事，《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夜

莺》《白雪公主》等等都令人一读难忘。

对孩子们来说，童话是他们的精

神乐园。在那里，他们可以与自然对

话，可以与动物交朋友，可以体会到

人间真情的可贵。更重要的是，他们

可以获取无尽的想象空间，自由地放

飞思绪。而童话对孩子世界观的塑

造，也会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就好

比在一张空白的纸上，童话为孩子们

描绘下了五彩缤纷的图画，让孩子们

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爱，让他们明

白坚强、勇敢和诚实的价值，让他们

懂得同情、珍惜和尊重的意义。

就像儿子看《卖火柴的小女孩》，

读到蜷缩在墙角的小女孩一次次地

擦燃火柴，被幻想中温暖的炉火、香

喷喷的晚餐、美丽的圣诞树、慈祥的

奶奶所温暖时，怎能不对小女孩生出

怜悯，甚至流下同情的泪水呢？他反

观自己，可以坐在温暖的家里，享用

丰盛可口的饭菜，沐浴在家人的关爱

之中，又怎能不生出一种真切的幸福

感呢？我相信，因为这种切身的幸福

之感，他在面对身处困境之人时，一

定能够本能地伸出援手，尽己所能地

给予帮助。这就是童话中所蕴含的教

育养分，相比空泛的说教，童话更能

让孩子们领悟到那些难以言说却极

为重要的道理。

还有些童话既是写给孩子们的，

也是写给成人的。比如《皇帝的新装》

中，听惯了吹捧和假话的皇帝穿着不

存在的新衣出了宫，众人噤若寒蝉，只

有一个诚实的孩子一语道破真相。儿

子读了大笑，觉得皇帝真是愚蠢又滑

稽；而成年人却能从荒诞之中读出讥

讽与反思——我们是否还有那颗敢于

直言的童心？

经典的童话，不仅能够滋养孩子

的成长，也能够滋润成年人的心灵。

闲暇之余，让我们坐下来，和孩子一

起读读童话，暂时远离日常的喧嚣，

唤醒一些想象、一份童心，重新感受

生活的多彩与美好。

本报《话题》栏目近期将就以

下话题展开讨论，如果您对这方

面有自己的看法，请将稿件发至

邮箱：

jswmtl@163.com

jswmb-bjb@163.com

话题题目：
1.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以

及二十四节气等极具历史文化内

涵的日子，是孩子们了解传统风

俗、亲近传统文化的好机会。从写

春联、包汤圆到着汉服、诵经典，

从灯谜、歇后语到诗词歌赋、翰墨

丹青……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取

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更是激发文

化自信、家国情怀的源头活水。对

于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早已成

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容忽视的教育

命题。您和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

与传统文化曾有过怎样的“亲密

接触”，参与过哪些与传统文化相

关的活动，收获了怎样的体验，触

动了怎样的感受或思考？对于引

导孩子更好地学习、传承传统文

化，您有哪些见解或经验？欢迎来

稿与我们分享！

2. 针对当前一些有关未成年

人的教育热点，您有哪些不吐不

快的感受，请将您的关注点发给

我们，我们会根据具体情况安排

专题策划。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确。

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地

址、邮编，并在邮件标题中注明

参与讨论的话题。

编者按

形形色色的儿童读物，伴随着

一代代人的美好童年。一本好的儿童

读物，能够培养孩子的想象力，激发孩子

的好奇心，也能够让孩子更好地认知自己、

他人与现实世界。在阅读体验中，一个个宏大

的人生命题，也许就潜藏在一个个精心铺展的

故事之中，在不经意间引领着孩子不断成长。

好的儿童读物应该是什么样的，会对孩子产

生怎样的影响？一本优秀的童书，又会给

孩子和教育者们带来怎样的启发或收

获？本期话题就来分享几位读者

的相关经历与观点。

好 成书 长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