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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推动儿童阅读，我入围“阅读改

变中国”2018 年度点灯人。致力于儿

童阅读推广，源于自己童年太多的关

于阅读的隐痛。为了一本没头没尾的

繁体竖版书，我在村里一位老人家门

口从清晨候到日暮，从日暮挨到第二

日黄昏，他熬不过我的不屈不挠，才不

情愿地把书扔给我，且警告我归还时

少半页都不行！我像冬日抱着暖炉一

样将这本书抱回家。

成长在这样闭塞而贫瘠的环境，

导致我真正的阅读是从工作以后才开

始的，尽管对书的渴望从识字始就蓬

勃生长着……

擦亮文学之眼：《唐诗鉴
赏辞典》

《唐诗鉴赏辞典》收录着唐代 190

多位诗人的 1000 多篇诗作，罗列名篇

也不忘遗珠之作，每首诗后面都附有

名家大师的导读和赏析。“在杜甫心

中，李龟年正是与鼎盛的开元时代、自

己蓬勃浪漫的少年时代紧紧联结的。

安史之乱后重逢于江南，江南好风景，

恰恰成了乱离时世和沉沦身世的有力

反衬。落花时节又逢君，刚开了头却

又煞了尾，一句都不肯多说，显得蕴藉

之极……”这是刘学锴、余恕诚先生赏

析《江南逢李龟年》文章的片段，而我

一直误以为这首诗写的是乱世重逢刹

那间的欢喜。

从历史和身世这样宏阔的背景、

从反衬和急刹这样独特的写作手法来

进入诗的身体和灵魂，我第一次见到。

从此知道，“好读诗不求甚解”竟是

彻头彻尾的误导，越是好诗越要求甚解，

知其然还须知其所以然，否则，门外汉式

的阅读，让读者离门越来越远，甚至弃门

而去，从此天涯陌路。后来，凡是上古诗

课，我恨不得都上成鉴赏课，学生眼睛不

“决眦入诗文”，决不罢休。

从此天涯路远：《脂砚斋
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

邓遂夫先生说：“过去谁都赞叹

《红楼梦》是一本奇书，都会觉得这部

巨著气象恢弘，意境深远，奥妙无穷；

却很少有人充分认识到：可以通过对

脂批的深入研究，较为准确地揭示这

部奇书的诸多奥秘——包括作者真

相，创作过程，素材来源，时代背景，表

现手法，以及通过这些表现手法所传

达的思想艺术内涵等。尤其最后两

项，即通过脂批去揭示此书独特的表

现手法和潜在的思想艺术内涵，我以

为是脂批本研究的重中之重。”

元妃省亲，点了四出戏。脂砚斋

批注：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

之大过节、大关键。第一出：《豪宴》

（《一捧雪》中。伏贾家之败。）第二出：

《乞巧》（《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

第三出：《仙缘》（《邯郸梦》中。伏甄宝

玉送玉。）第四出：《离魂》（《牡丹亭》

中。伏黛玉之死。）

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笔法，

经脂砚斋如此一点拨，才恍然大悟。

梁归智先生认为，《脂砚斋重评石

头记甲戌校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

辰校本》的出版和畅销，将《红楼梦》这

“中华文化之学”从象牙之塔带到十字

路口。其实这两校本早已把《红楼梦》

带向滚滚红尘，让我等爱红者之“爱”，

不至于望断天涯路！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校本》终止了

我对非一流小说的爱。

深情再不流浪：《文学回
忆录》

木心的书，最喜欢看的是《文学回

忆录》。虽说是文学史，但活泼俏皮地

讲解，夹杂着历史、哲学、美学、心理学

等，满纸木心味。

此书评《红楼梦》，说到曹雪芹个人

品格，“曹雪芹才大于文，用在《红楼梦》

中仅一部分，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有一种

自我背景，深不可测，涵藏无穷。意大

利三杰，他们的才智能量远远不是他们

表现出来的这点东西，拉斐尔自身背景

少一点，故比较通俗，不如达芬奇和米

开朗基罗莫测高深……曹雪芹精于绘

画、书法、工艺、烹调、医理，《红楼梦》中

稍微涉及，有的从来不提。这就是艺术

家的贞操、风范……我们悼念艺术家，

是悼念被他生命带走的东西”……

木心说，只有天才才能认出天才，

他谈的是曹雪芹、尼采等，许多时候是

夫子自道，所以文学史、文学评论，还

是得出自文学家而非研究者才得其中

真味。有人说，挑剔的读者需要找到

钟情的作者，从此深情不再随便给。

木心说艺术是他的流浪，他肯定

也知道，自己的书会成为那些无处安

放的灵魂之皈依。

收获另样看见：《看见》

风格即人格，柴静文如其人，文字

克制、冷静，很少修饰，绝不抒情。尤

其那篇《陈虻不死》，近乎素描的笔法，

却魔法般让陈虻死而复活。

柴静第一天进央视，陈虻让她谈

谈湖南卫视火爆的原因，柴静回答不

出。陈虻甩出一包烟说，对于这包烟，

医学家会谈论尼古丁，美术设计者会

讨论设计的颜色和民族化特点，经济

学家会估算烟草对国家税收的影响。

他问柴静：“你有自己认识事物的坐标

系吗？”这一问，恰似一道闪电，瞬间照

清我这许多年狼奔豕突何在——无论

我的阅读多么杂乱无章、毫无计划，但

所有的阅读其实都奔向教育。

陈虻告诉柴静：“你的主题要蕴含

在结构中，不要蕴含在只言片语里，要

追求整个结构的力量。”我喜欢教育写

作，多是在黑暗中摸索，这段话之于

我，就像一束光照亮前路。结构才是

力量，逻辑才是匕首，带着问号行文才

是方向。

将《看见》当作写作教材，估计这样

做的人不是很多。但这就是阅读，我们

终究是带着自己的全部过往和当下困

扰与作者对话，正因为读过的书解决了

我们的问题，才得以参与我们现在和以

后的生活，同时实现生命能量的交换。

相逢总是恨晚：《失落的
一角》

有些相遇很晚，却一见钟情，情定

终生，我和绘本就是这种缘分。一次外

出学习，我到校园里转悠，居然发现一

个绘本角，一行行、一排排全是绘本，拿

起其中一本，名叫《失落的一角》。黑白

两色，简洁的线条，配着简练的文字，讲

述缺损的圆跋山涉水找寻失落的一角，

不是大了，就是小了；不是尖了，就是方

了；屡遭历失败与打击。后来，终于遇

上不大不小、不尖不方的失落的一角，

合成大圆满，快乐往前滚动，可再也闻

不了花香，也不能停下来与蝴蝶说话。

最后，它放下好不容易找到的最合适的

那一角，继续走在寻找的路上……那时

的我，刚刚举家搬迁到江边小城，各种

不适与挣扎，心里纠缠的绳结居然被这

本书轻轻剪断，瞬间天开地阔。当时我

想：一定要将绘本带到孩子的生活中！

我的绘本课程就此起步，用绘本

让孩子爱上阅读，用绘本进行心理辅

导，用绘本设计儿童哲学课程等，陪伴

孩子借助绘本踏上阅读之旅。我的绘

本阅读量也超过了千本，绘本成全着

我和孩子们。

为师葵花宝典：《给教师
的建议》

10年前读，觉得好，其中有些方法

挪来用，虽然比较僵硬，但管用。10年

之后，才明白这本书的秘密——它从

教育心理学、学习心理学来俯瞰和导

引教育现象和问题。

教师都清楚，低年级跟不上学习

进度的学生，以后学习会越来越困

难。这样的问题，往往耗费家长、老师

大量的精力却收效甚微。究竟原因何

在呢？《给教师的建议》第一篇就给出

答案：这是因为在脑力劳动的领域里，

对儿童缺乏个别对待的缘故。100 条

建议中，关于智育、思维能力培养的建

议占据主要篇幅。苏霍姆林斯基认

为，儿童一旦对学习丧失兴趣，感受不

到乐趣，大脑将不会再将精力投注于

此，从而导致各种问题爆发式增长。

因此，走在教育前面的，应是对儿童心

理和思维方式的充分研究。当我们能

从源头厘清问题，也就找到了解决问

题的途径——回到每一位儿童的起点

与特点。

每次重读这本书，失望与希望交

织，失望于对“儿童心灵”和“儿童头

脑”这两大浩瀚宇宙隐藏的秘密我们

依旧知之甚少，希望则源于至少苏霍

姆林斯基用毕生精力指引了教育要去

的方向。

重读总像初读：《窗边的
小豆豆》

十几年前第一次读它，我只看见

了“问题儿童”小豆豆的纯真和热情。

那时，我觉得小孩可能跟大人的想法

完全不一样，了解他们应该是放在教

育首位的事。

当老师久了，压力似连绵山脉，看

不到出路时再读，看到的却是小林校长

对小豆豆、高桥等来自灵魂深处的爱以

及深厚教育修养带来的智慧。他总是

对小豆豆说：“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巴

学园的运动会，大多数项目都是校长设

计的，最后都让个子最矮、手脚最短的

高桥君拿到第一名。高桥君满怀激动

和喜悦，一次又一次登上了领奖台……

每个班级都有特殊儿童，孩子之

间的分层和差异是必然的，我是像小

林校长一样利用差异帮助他们建立信

心，还是在扩大差异带来更多的沮丧

和失败呢？

第三次重读时，我到乡村学校已支

教三年。城乡巨大的教育差异，使我感

到措手不及、晕头转向，迷茫中再次回

到《窗边的小豆豆》。而这一次，我看到

了“教育”二字。比如上课，第一节课开

始时，老师将当天要上的所有课及要点

写满黑板，然后让孩子从自己喜欢的课

开始自学。老师逐渐掌握每一个孩子

的兴趣所在，在此基础上因材施教。比

如试胆量、游泳课、散步、韵律操、运动

会等,其实是借助有设计和引导的活动

进行最生动而有效的学习，教育目的就

深藏在游戏和运动等孩子最喜欢的方

式里面。

我带着各种困惑不断进入这本书

的机理，它引导我不停地审问、慎思、

明辨：何为教育？教育何为？

看见阅读力量：《朗读手册》

此书中有一组“富有意义的差异”

数据，惊心触目：研究人员用了 4 年时

间记下每组孩子每天听到的字，专业

人员家庭的孩子听到 4500 万字，工人

家庭的孩子听到 2600 万字，福利家庭

的孩子只听到1300万字。这三组孩子

在同一天上幼儿园，但他们之间的词

汇量差距可高达 3200 万字，这是天壤

之别……造成生活如此不同的并非家

中的玩具，而是耳朵听到的话。除了

拥抱，我们能给孩子最有价值而不昂

贵的礼物就是——语言。

更让我看见阅读力量的，是我三年

的支教生涯。我们班人数并不多，30多

个孩子，可学习困难者接近三分之一。

流动和留守儿童，连起码的亲情、稳定

的生活都成为奢望，何谈教育？加上农

村教育观念滞后，学前教育几乎为零，

不识字的老人和茫然的妈妈，多是用游

戏和电视“喂养”孩子。怎么办？我还

是相信《朗读手册》，相信阅读的力量，

用读书来帮助学生爱上阅读，用儿童阅

读课程化来丰富语文课程。我建立了

班级图书馆，让他们随时都有可以挑

选、合适的书，借此改善和丰富他们的

智力背景。因为我发现，哪怕是最多动

的孩子，只要阅读绘本都能静下来；哪

怕是看起来木讷的孩子，只要听到故

事，眼睛都能闪闪发光。

《朗读手册》不仅解释了阅读为什

么重要，更提供了大量的策略帮助孩子

爱上阅读，比如每天坚持朗读15分钟，

是教育的秘诀所在等。乡村教育现状

堪忧，乡村儿童的父母很难指望得上，

教育的重任基本落在教师身上。儿童

阅读课程化，可能是最经济、最实在的

改变乡村教育生态的可行之路。

指向能力教学：《阅读
力》《写作力》

语文到底教什么？踏破铁鞋终有

觅处。《阅读力》《写作力》就回答了这

个问题：培养学生的阅读力和写作力。

《阅读力》提炼出“熟练阅读者

的特征”：一个好的阅读者是元认知

的——能够有意识地在阅读中使用以

下策略，包括联结、提问、图像化、推测

和转化等，总称为阅读力。本书作者

阿德丽安·吉尔解释说，大家总误以为

阅读力是识字和口头语言的自然结

果，其实它是更为复杂和重要的过程，

这个过程需要知识、经验、思考及教学

指导。关于写作力，阿德丽安·吉尔将

其归结为三种力量：一是启发读者思

考；二是思考力，创意思考是写作的源

泉；三是叙述力，平路故事和爬坡故事

的结构完全不同。

这两本书通过详尽案例教给学生

一系列非常实用的阅读和写作技巧，

我们一项一项练习，感觉到学生的阅

读力和表达力确因系统而有策略的训

练而见长。

我一直反对功利化阅读。但这样

实用的书籍，系统阐明了“是什么、为什

么、怎么做”的书籍，在浩如烟海的教育

理论书籍中，实属难得！

启动项目学习：《让孩子
着迷的77×2个科学游戏》

做儿童阅读课程这么多年，虽然

一直没有停止阅读和探索的脚步：儿

童小说、绘本、历史读物、儿童哲学读

物、科普读物……依旧觉得自己不过

井底之蛙。儿童读物如此灿烂，我们

的阅读视野如此窄小，学生的时间却

非常有限，如何在有限的时间给孩子

最感兴趣且影响终身的能力，是儿童

阅读课程化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偶遇《让孩子着迷的77×2个科学

游戏》一书，让我了解到 1998 年，日本

就制定了“科学推广人”制度，在日本

各地展开扎根本土的科学教育。而这

本书中介绍的154个游戏，不需要大费

周折，也不需要准备特别的材料，可以

在教室或家里进行，却能让难以置信

的情景展现在孩子面前，让孩子感受

科学的神奇力量，从而激发孩子对科

学的兴趣和探究。我们借此书启动的

“科学与习作”整合式项目学习，已成

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

在这样的课堂上，每个孩子都动

手体验，教师引导他们观察、复述、分

析、探究，最后通过习作将实验过程整

合，孩子不仅兴趣盎然感知科学现象，

还积累了习作素材，训练了表达能

力。这样的教学经历和体验，不仅让

我跨出了语文的围墙，实现学科教学

的整合，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体验式学

习、综合性学习，以加速度推动着孩子

的成长。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翻遍书房和

头脑中的藏书，发现阅读虽迟到，但日

不间断地读啊读，书也渐渐读了不少，

童年的隐痛似乎渐渐愈合。可真正影

响生命的阅读，也许还在我的生命之

外……

迟到的阅读
□ 汪 琼

汪琼，安徽省安庆市十

里中心学校教师，安庆市儿

童阅读研究与推广中心秘

书长，安庆师范大学客座教

授。致力于儿童阅读课程

化研究与推广，在全国教育

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

十 本 书

《唐诗鉴赏辞典》

程千帆 周汝昌等 撰写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

邓遂夫 校订

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文学回忆录》

木心讲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看见》

柴静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失落的一角》

【美】谢尔·希尔弗斯坦 著

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版

《给教师的建议》

【苏】苏霍姆林斯基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窗边的小豆豆》

【日】黑柳彻子 著

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版

《朗读手册》

【美】吉姆·崔利斯 著

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版

《阅读力》《写作力》

【加】阿德丽安·吉尔 著

接力出版社2017年版

《让孩子着迷的77×2个经典游戏》

【日】后藤道夫 著

施雯黛 王蕴洁 译

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