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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美霞

读，是学习语文一个必不可少的
有效途径，让学生开口读是语文教学
的首要任务。在教学人教版四年级下
册语文《自然之道》一课中，采取多层
次的朗读，引导学生品味语言，感悟作
者的情感，对学生理解该文效果明显。

以读代讲，读中感悟

有效引读，感悟人物情感。在教
学《自然之道》，笔者有意设计几处引
读。如在指导学生读我和同伴的话
时，（我和同伴紧张地看着眼前的一
幕，其中一位焦急地对向导说：“你得
想想办法啊！”）

我这样设计引读，看到嘲鸫啄食
小幼龟，我们紧张极了。引导学生读出
我和向导紧张的心里。眼见小幼龟就

成为嘲鸫的口中之食，我们十分焦
急。通过教师创设的语言情境，引导
学生读出我和同伴那种紧张、焦急的
心里。这样通过教师的不同层次的引
读，让学生进一步体会我和向导的内
心情感。课堂上，教师指导学生朗读，
绝不仅仅是泛泛地读，而是通过朗读，
让学生体会课文中关键词句在表情达
意方面的作用，感悟作者所表达的思
想感情。

对比阅读，感受用词精妙

在讲到“向导极不情愿地抱起那
只小龟，朝大海走去。”这部分内容时，
为了有效落实课后训练题，体会作者
用词的好处。我设计了对比阅读。

出示两个句子，让学生读中感悟
哪句话写得好，好在哪里？通过阅读
比较体会用词的好处：

A：向导抱起那只小龟，朝大海走去。
B：向导极不情愿地抱起那只小

龟，朝大海走去。
读一读这两句话，说说哪句话写

得好。指导朗读：读出向导的极不情
愿的心理。

目前，教育界有识之士已充分认
识到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在读的过
程中，才能深入感悟作品的艺术魅力，
获得情感的体验、心灵的共鸣和精神
的陶冶。就语文课堂教学朗读的问
题，韦志成教授曾说过这样的话：“朗
读是学生获得语感的重要途径，离开
了朗读，语感的培养也就成了空话。
语文阅读课，“读”是根本，让学生真正
读起来的前提是要有阅读方法。

真读要讲究方法

在课堂教学中，我是如何有意识

渗透阅读方法的。
教给学生概括文章主要内容方

法。能初步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
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中年级阅
读训练重点，而抓住文章主要内容，了
解大自然给人类的启示，又是本组元
训练重点。为了落实这一训练目标。
在教学时，有意识地渗透概括主要内
容的方法。

如在检查学生读课文时，让学生
边听边思考：文中写了哪些人物、动
物，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引
导学生将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连起
来，说一说文章主要内容。学生再概
括主要内容就比较轻松了。

这样学生在概括文章主要内容时，
教师及时为学生搭建一个台阶，降低了
难度，也渗透了概括主要内容的方法。

联系上下文阅读方法渗透。在
教学“我们上岛时，看到了怎样的情

景”这部分内容时，学生找到“突然，
一只幼龟把头探出巢穴，却欲出又
止，似乎在侦察外面是否安全。正当
幼龟踌躇不前时，一只嘲鸫突然飞
来，它用尖嘴啄幼龟的头，企图把它拉
到沙滩上去。

学生抓住“探”、“欲出又止”，从
这两个词体会，我有意识表扬学生
会读书，能够抓住关键词进行理解，
这其实是向学生传递这样的信息，
我们读书时，要抓住关键词进行理
解体会。渗透一种阅读方法。当学
生理解到这只幼龟是在侦察时。我
又引导学生读课文中哪句话直接告
诉我们它就是龟群的侦察兵。适时
小结，我们在读书时，把上下文内容
联系起来读一读，就能把文章读明
白。这也是在有意识地渗透联系上
下文理解课文的方法。阅读方法渗
透也就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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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惠君

亲爱的儿子：
再过几天你就要从海南飞去北京

上大学，飞向那片陌生的土地，这一次
你是真的要独自去远行了。妈妈怀着
万般的不舍，想要往你的行囊里装点
什么，思虑再三，觉得最适合伴你走天
下的护身符，就是那最美好的图书和
家书了。

身为书虫的儿子，你的成长始终
与书相伴而行。咱家最富有的是拥有
一整面墙的大书柜和挤满书柜的书，
每间卧室的桌子和床头随处摆着书，
你和姐姐几乎就是在图书堆中长大
的。

犹记得，你俩小时候，我们家的夜
晚总有一幅最温暖最美好画面：夜灯
下，爸妈和你们各自捧着一本书啃读，
保姆姐姐无事可做，也顺手拿起你们
的图画书读起来。妈妈相信，这幅书
香满屋的画面，一定深深印刻在你和
姐姐的心底，成为对家最初最温暖的
记忆。

小时候陪伴你的是图画书，妈妈
每天跟你共享的亲子游戏不是一起读
图画书讲故事，就是一起读儿歌。昔
日的邻居们常常提起一个画面：咱家
人晚上就寝前，一家子在院子里边刷
牙边读儿歌：小牙刷真重要，每天刷牙
离不了。刷里面刷外面，上下左右全
刷到。天天刷牙齿好，牙膏乐得变泡
泡。这些细节让你感受到亲子阅读的
乐趣，打下了热爱阅读的底子。

上小学后，除了每天必讲的睡前
故事，我们还一起背唐诗，一起朗诵美
文。多数时候是妈妈读一段你接读一
段，我们用接龙的方式共同读完一个
个好故事、一篇篇好文章。在这些温
润的文字浸濡下，在朗朗上口的音韵
中，你体验到了文字的奇妙和阅读的
美好。

初中阶段，我们的亲子共读方式
有了变化，往往是母子同读一本书后，
再来分享彼此喜欢的篇目，诵读我们
各自喜欢的美文和句段。通过这种方
式，我们避开了青春期亲子间的矛盾
冲突，在读书分享中，了解彼此看问题
的角度、喜好和欣赏的品味。借由读
书，我们相互了解、共同成长。可谓一

举多得。
还记得你高一那年的暑假，我们

母子俩一起读完章红的《踏上阅读之
路》，不约而同地瞄上同一本书：劳伦
兹的《所罗门王的指环》，读罢余味无
穷。深感动物世界如此趣味盎然，生
命如此奇妙可爱，不由得对这个世界
多了一份愿意温柔相待的情愫。

完成高考任务后，你有更多的时
间泡书店和读书，这个暑假你陆续读
完十几本书，包括刘慈欣的《三体》三
部曲（《三体》、《三体Ⅱ·黑暗森林》、

《三体Ⅲ·死神永生》，原名“地球往事
三部曲”）、王咏刚、周虹的《乔布斯
传》、贾平凹的《老生》、《秦腔》，还有我
们母子分享的几本书：加布瑞埃拉·泽
文的《岛上书店》、马克·李维的《偷影
子的人》、《幸福的另一种含义》、魏小
河的《用一间书房抵抗全世界》、东野
圭吾的《解忧杂货店》、柴静的《看见》
等。其中前面四本是妈妈推荐你读
的，《看见》是你推荐给妈妈读的。

最近几个月，在你姐姐的倡议下，
我们家还举办了周末诗歌之夜，每个
周六的晚上，一家四口围坐在一起，轮
流朗读一首自己喜欢的诗歌。四个人

四种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朗诵风格，或
深情或平淡，每个人都很认真很投
入。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但那
一刻我们沉浸在诗意中，让诗歌漫进
心田，从中遇见不一样的自己。妈妈
很喜欢一家人这样吟诵和共赏诗歌的
快感！

妈妈还向你推荐了两个最喜欢
的、与读书有关的微信号：为盲胞读书
和为你读诗。这是妈妈每天必做的读
书功课，也是每天最期待的与诗书约
会的时光。妈妈想提醒你，除了学业
和日常事务，人生还应该有诗和远
方。希望这两个微信号能成为我们母
子在空中相会的平台。如果我们母子
在同一时间关注同一个读书平台，就
如同千里之外的我们相约同赴一场读
书会，那种感觉一定很棒！

魏小河的《用一间书房抵抗全世
界》是妈妈送给你的独立日书，其用意
就是嘱咐你带着书去远行，书中有家
的温暖、有妈妈的叮嘱、有智者的提
点、有远方和诗意、有无穷无尽的资源
与力量，它能给身处他乡异地的你源
源不断的慰藉与支持。所有人类最美
好的情感、最优秀的品质、最丰富的想

象和最伟大的智慧，书都可以呈现于
你并成全你，让你从中受益无穷。

妈妈曾经跟你和姐姐约定过，当
妈妈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光，希望你们
能用书与妈妈交流，咱们来一场生命
最后的读书会。能与亲爱的孩子分享
读书的快乐与感受，在书香中向生命
告别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相对于你的学业成绩，妈妈更欣
赏你的端正的人品和优秀的素质，尤
其欣喜于你和你姐姐对阅读的热爱，
这是妈妈最自豪的“遗传素质”。身为
书虫的儿子，天天浸泡在书堆中，岂有
不成小书虫之理？而爱读书是妈妈最
希望“遗传”给你们并代代相传的家族
密码。

进入大学之后，妈妈希望你能读
好三类书，第一是专业书，第二是历史
和哲学类书，第三是小说和诗歌。第
一类书是你大学的本分，是你安身立
命之本，是必做的功课，其重要性自不
待说。第二类书可以开阔你的视野，
提高你的思辨能力。第三类书，则是

“无用之大用”，它能丰富你对生活的
认识，对人性的体谅，提高你的自我觉
察和自我悦纳。培根曾说过：“读史使

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
密，物理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
辑与修辞使人善辩。”身为工科生，数
学、物理和实际操作自然是必修课，再
有历史、哲学和文学知识的充实，你的
左右脑都得到开发，动手能力、思辨能
力和想象力并驾齐驱，你所热衷的发
明创造才能有源头活水，你的生活才
能诗意盎然。

另外，在你远行的日子里，除了提
醒你读书之外，妈妈还会一如既往地
定期给你写家书，每天在QQ 空间写
说说让你知道妈妈在忙些什么，也请
你继续用写说说或发微信的方式与妈
妈交流。

给你们姐弟写家书是妈妈多年的
习惯，每年你们的生日和新年必写，每
逢特殊的时期还会额外多写一些。你
上高三那年，咱俩又多了一个交流方
式——写说说，如今已记录了近百万
字。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坚持给
孩子写家书和成长日记？一开始的想
法很简单，只是想用文字记录你们的
成长足迹，给你们的童年留下一份完
整的记忆，同时也想学习儿童心理学
的先辈陈鹤琴先生，以自己孩子为观
察对象，尽可能详细地记录儿童心理
发展的过程，对自己的专业研究也有
帮助。

慢慢地，我发现，写家书的功能
实在太强大了，除了上述功能之外，
至少还有以下这些功能：一是用文字
达成亲子的沟通与交流，达成亲子间
的理解与体谅，和谐关系增进亲情。
二是以身作则教孩子学会用文字记
录生活，学习用文字整理和反思自
己。三是在读写家书的过程中练习
语言表达与写作。四是用家书记录
并传承家庭文化，让孩子从中学习为
人父母。

回顾你十八年的成长经历，妈妈
以为家庭给予你最宝贵的财富大概
就是书和家书，是这两种“书”滋养了
你的心灵，成为你的“强心剂”。从今
往后，这两种“书”将继续陪你展翅高
飞！

亲爱的儿子，请带上“书”去远行
吧，让书伴你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最爱你的妈妈
2015年8月31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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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志功

前不久的一天，我和几位朋友到一家老爸
茶店喝茶，为我们端茶倒水的服务员是几个看
起来约摸十四五岁的女孩，我问一位正为我倒
茶的小女孩：“你这年龄为什么不在学校读书就
出来打工呢？”

“不想读了，读太多的书也没用，我哥大学
毕业两年了，也没有找到份像样的工作，还不如
早出来打工。”女孩很认真地说。

我听她所说不由愣了愣，一下子不知道怎
样回应她。

“你出来打工多长时间了？”我再问她。
“两个多月了，那几个是我的同学，我们读

完初二就一起结伴出来打工。”
“你觉得在学校的时光好呢，还是这打工的

日子好？”
“打工的日子虽然辛苦，但我觉得有实在的

收获，上个月发了工资，我们每个人都买上了人
生的第一部手机。”女孩不假思索地回应道，说
毕，她转身离开照应别的茶客去了。

我饮着茶，时而望着那正进进出出忙碌着
的几个小女孩的身影，不由得思考自己走过的
路。

大学毕业至今已过去了十多年，由于身体
原因，我从未在社会上的任何单位部门工作过，
十多年来，我都是靠自己在市井上做些小经营
自谋生路过来的。因此有些认识我的人就问过
我：“你那么艰苦地读完了大学，却没有就上业，
你后悔去读大学吗？”

说实在的，我大学毕业后这么多年来未能
谋上一个职业，并不是因为就业形势，而是因为
自己身体残疾的原因，只能这样做着自己的经
营在这都市中过着自己的生活。的确，读了大
学没有去单位领工资是一种遗憾，但这样一路
自主自立地活过来，我觉得同样富有意义。我
从不后悔自己是个大学生却从事低微的理发
匠，从“头”开始自己的社会人生，我明白，没有
读书，没有去上大学，我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尊
严的人生。

大学里，我不仅学了法学专业的知识，更
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去生活，如何去做人，如何
过我的人生，但它还是间接地帮助着我，引导
着我。因为坚持读书，我才能更全面更深去
思考，这是我前面人生任何阶段都无法代替
的财富。因为坚持读书，在社会的就业之门
对我沉重地关闭后，我才能冷静地不甘言弃
为自己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所以，我从不
后悔自己付出了那么大的艰辛去读了大学，
相反，我为这样的自己还能读到大学毕业而
自豪。是读书让我变得了坚强和自信，是读
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人的成长不是简单的有机个体的长大、强
壮和成熟。成长应该是一个认知不断丰富的过
程，是一个知识技能渐渐增多增深的过程，同时
也是一个待人处世日趋有礼有节的过程。具有
一定的知识技能和待人处世的礼节，是一个人
成长的标志，是一个人成为人的立世之本，然
而，知识技能和待人处世不是一个人天生就附
体而来的，他是一个人在后天的不断学习中获
取的。

读书不仅能成就一个人，塑造一个人，还能
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知识和技能才是人生真正
的救世主。

青少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在小学中学，
你会从学习中获得各个层次的自然科学、人
文科学的基础知识，到了中专大学，你会学到
某一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学习到专
业操作技能和科研方法。这为一个人往后人
生的工作，创业和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青
少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如果
你没有学好，这将会影响你的一生，甚至你将
吃亏一辈子。

在竞争越残酷，就业形势越严竣的现实
中，一个人的出路更离不开学习，只有学习，你
才有机会去争取，才有能力去和别人竞争，尽
管一些读了大学的年轻人，毕业后一下子找不
到理想的工作，但总比那些没有读过大学的青
年有机会，就是打工，一个读过大学和一个中
学都不毕业的人也是不一样的。读过大学的
人在打工中会重新找到出路，而一个没有文化
没有技能的人，他很难在打工中有出头。知识
和技能是人生的武器，我们可以白手起家，但
不可手无寸铁。所以，不要为了眼前的一点近
利而放弃学业出去打工，等你学有所成后再大
显身手吧。

即使有千般无奈过早地离开了校园，我们
自己也不要放弃学习，不要放弃读书，一个人的
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学习，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
是出路，知识就是尊严。

读书永远有用！

读书永远有用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冯定辉

“大家好！今天这堂课我们采用
创新的三方互动教学法，由学生、家
长、老师一起来交流，大家畅所欲言，
尽情发表不同意见。”9月7日上午9
时40分，海南华侨中学高一（1）班教
室内，语文教师徐永清的开场白一下
让整个教室活跃起来。今天教室内除
了学生、老师，还有几位提前受邀前来
的家长，每个人都准备了笔记本，一副
认真聚精凝神的姿态。

“大家好，我是学习委员，今天由
我来播放幻灯片，这堂课的主题是‘读
毛主席青年诗集谈志向’，首先让我带
着大家一起重读一遍毛主席诗集。”课
堂上，气氛融洽，同学们积极发言，科
代表、学习委员、班长等等也轮流扮演

老师的角色，家长们也不时地提出新
颖的问题和学生们讨论。

在全体齐声朗诵了《沁园春·长
沙》后，徐永清提出一个问题：“毛主席
青年时代，努力读书，立志报国，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我想问各位，你们
的志向是什么？”

“我个人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
但是我有很深的爱国情怀，时代在变
化，我们也在成长，但唯独不变的是
我拥有爱国情怀。努力读书，以后回
海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努力工作，为
人民服务。”莫菲菲同学首先自信地发
言。

“建设新中国的任务离不开每个人，
努力工作，努力生活，报效祖国，我也一
直这么教导我的女儿。”黄佩兰的父亲黄
华文为同学们讲爱国情怀。

“你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
不知道，但是，作为班主任和语文老师，
我的任务不仅仅是教书，我还要育人，
我要培养你们成为一个积极向上，对社
会有贡献的人。无论时代怎么变化，都
要记住‘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兴，则中
国兴。”徐永清面对学生和家长，就像面
对一群老朋友一样，敞开心扉。

短短40分钟的课程很快就结束
了，但是互动讨论的方式，让很多同学
感觉意犹未尽。

“过去上课同学们都是埋头记笔
记，生怕记漏什么内容，回家后父母也
忙，平时过问的只有成绩，其他的就不
关心。徐老师的互动课堂，让我们放
下手中的笔，视线离开课本，大家一起
当老师，不仅培养了我们的口语表达
能力，还激发了大家的学习兴趣，将学

习变成乐趣，在这里没有死板的师生
关系，互相学习才是最棒的。”课后，李
浩宁同学说。

徐永清说，这种邀请家长和学生
一起交流互动的教学方式，他已尝试

多年，深受学生和家长喜爱，一方面，
可以激发学生的热情，变被动听课为
主动思考，学生进步更快；另一方面，
可增进家长对学生的了解，增进师生、
亲子之间的情感。

一线课改JY

儿子，请带着 去远行

海南侨中：

家长师生，三方互动学语文

语文阅读课，“读”是根本
——《自然之道》教学思考

“书书”

轮到我读诗了——我们的家庭诗歌之夜。拍在儿子上大学前夜。

海南侨中高一1班的语文互动交流课。 李佳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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