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尼亚传奇：狮子、女巫和魔衣橱》
【英】C.S.路易斯 著
推荐理由：一个柜中的世界，只有孩
子才能进入的王国。

总有一本适合你的孩子。送
一本适合孩子看的书，童书里的世
界，有奇妙的幻想王国，有多彩的
大千世界，更有友情和成长……

《地图（人文版）》
【波】亚历山德拉·米热林斯卡等 著
推荐理由：妙趣横生的绘本带你进
入不同的地图世界。

《草房子》
曹文轩 著
推荐理由：一部富有品位、格调高
雅的儿童长篇小说，洋溢着淳朴的
美感。

《小王子》
【法】圣埃克苏佩里 著
推荐理由：一本对于爱、人生等重大
命题的深刻体会与感悟的书。

经典荐读

《彩虹鱼系列》
【瑞士】马克斯·菲斯特 著
推荐理由：不仅具有生态科普的功
能，更可以培养幼儿的人际交往与
社会适应能力。

《男生贾里全传》
秦文君 著
推荐理由：关于成长，关于友情，和
每一个人都曾有过的烦恼。

《窗边的小豆豆》
【日】黑柳彻子 著
推荐理由：一本自传性的小书，一段
无忧无虑的童年。

《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
【美】凯瑟琳·佩特森 著
推荐理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特
雷比西亚。

WENHUA GANPO ■ 副刊部主办 主编 杨淑玲 美编 杨 数 电话：0791-86849979 B3JIANGXI DAILY2018年6月1日 星期五 读 书

品
读
品
读··
《《
红
色
家
书

红
色
家
书
》》

本版邮箱本版邮箱：：yslingysling20122012@@163163.com.com 期第
333333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童年是每一个人生命的起点，而童年的阅读又
是人生的奠基。有专家说，阅读的真正意义是儿童在和书本、成人的互动中，完成对自我生命的
建构。今天，让我们陪孩子读本书，一起感受文字中的爱与美。

——编 者

儿童阅读的普及速度和规模之大，或许是若干
年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我常常在想，要使孩子能
够真正受惠于优质的图书，成年人扮演的角色尤其
重要。

孩子成长，最重要的是教育，而教育最直接的
体现就是读书。孩子最重要的成长阶段，主要是在
父母身边，如何教育、如何读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
孩子今后的成长。我曾经有个比喻，懵懂中的孩
子，就像一个没有启用的硬盘，开始什么都没有，最
初放进去的总是印象深刻也特别容易被激活，但存
进去的多了，慢慢就有筛选和比较，再往后就有取
舍，一般存留下来的都是精品。前面的东西好，进
入的内容精，对后来的吸收和存储也至关重要，将
来的激发也会显示最初的动机和品质。对于“孩子
读什么与不读什么”，父母是否替孩子思考和选择
过呢？

古人在孩子的教育上，开始是洒扫应对，然后
才是“小学”的《四书五经》。我们喜欢谈论西方人
教育孩子从小就培养其自立精神，然而看看我们两
三千年前对孩子劳动观念的培养和礼仪的养成，不
就是现实版的自立教育吗？之所以在读书之前，把
洒扫的劳动和应对的礼仪作为重要的目标加以养
成，是因为我们的先人早就知道，树人须先立德，品
德教育比知识重要，知识的学习需要品行的支持，
如此这般，才能成为经世致用的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之才，所以教孩子读动漫、讲故事之
前，要更多的“读”养成，而这个养成就是洒扫应对。

读养成，须读知识。现在科技发达了，一机在
手，天下皆知，读纸质书的少，讨“度娘”巧的多，看
似什么都知道，其实什么都不知晓。明代王阳明，
是“心学”的创始人，授徒讲学是其一辈子的追求，
尤其他在儿童教 育 上 的“ 顺 导 性

情”论，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他认为，从致良知
的要求出发，儿童时的良知最多、受蒙蔽最少，这是
教育的最佳时机。每每忆起《传习录》中的师徒对
话，我就仿佛见到当年王阳明师徒读书讨论的热烈
场景，也忆起更早时《论语》中孔子开学授徒的壮观
场面，比起现在不少孩子沉迷网络游戏不爱读书的
揪心现实，更是倍感要端起书本、重温墨香。

孩子读书解决了该给什么、不给什么的问题
后，还要解决如何给的问题，前者是理念，后者是方
法，最大的方法就是孩子喜欢、感兴趣，如果不喜
欢、不感兴趣，读什么也没用，所谓顺导性情，就是
顺应孩子成长的心理、生理特点，在玩的天性中学
习，把读书当成游戏就达到了效果，就能形成习
惯。我总忆起女儿小时候，总是装模作样地拿起一
张报纸或一本书，明明都是倒着的，她却似乎读得
挺有味道。既然她这么爱书爱文字，我们就搜罗了
一批童书，让她“玩”个够。现在想来，实乃万幸，孩
子把读书“玩”成了习惯，成为爱好。因为孩子在成
长时内心空间大，多多植入一些经典也就显得特别
重要，也许诵读时并不怎么明白，但日后的经历和积
累会激发起沉睡的记忆，让孩子在未来的日子里去
细细品读经典、感悟人生。

每个时代总有每个时代的追求，创新是现代人
最重要的素养之一，在教孩子如何读书时，更应该
教孩子去读时代、读世界，读创新、读未来，这样由
父母给孩子奠定的基础，就会在接下来的学校系统
教育和读书中获得充实、完善和提高，在未来的人
生创造中谱写美文、大篇和辉煌。

在属于儿童的这个美好日子里，希望我们的
孩子能够爱读书，读好书，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帮
助孩子去善读书。读书的儿童有希望，好儿童一
定爱读书。

大手拉小手大手拉小手大手拉小手 快乐书中游快乐书中游快乐书中游
□ 汪立夏

“七十年过去了，当塔克和梅再次回到温妮生活
的小村子时，温妮家的房子已经不在了……”

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高空传来了一个声音，有
几个孩子仰起了头。接着，更多的孩子仰起了头，所
有的孩子都仰起了头。

天穹下，有大雁飞过。淡蓝的天幕如锦似帛，也
许把它想象成宣纸更妙一些吧，正好写上一个水墨

“人”字。
“好了，请同学们集中注意力，大家想知道塔克

和梅到来林间村后发生了什么吗？他们找到了温妮
吗？”本来想用这样的提问冲淡孩子们对大雁的热
情，把他们硬拉回故事里去，但最终什么也没说，而
是仰起头，像所有的孩子做的那样，看大雁飞过。

那是深秋时节，有温热的阳光和清爽的风，全校
的孩子都来到操场上，席地而坐，听我讲儿童文学，
讲我非常喜欢的《不老泉》。讲着讲着，看见一群

“人”字形的大雁飞过，然后，偌大的操场，所有的人
都举头仰望，安静而又专注，目送日夜兼程南迁大
雁，默默地献上自己的祝福。

啊，啊，大雁从无限高远的地方洒下一串鸣叫，
渐渐远去，终于融入了蓝天深处。同学们调整好姿
势，收回目光集中到了我身上。我略微给了大家一
点回味时间，然后说道：“大雁南飞，是一个季节的信
号，说明冬天快到了。大雁也就是鸿雁，关于鸿雁的
古诗词很多，比方说，诗经里有这样几句：鸿雁于飞，

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
我解释了这几句诗的大意，然后让同学跟我一

起读了几遍，正想把刚才那个故事的结尾讲完，突然
看见一个女孩冲我把手举得高高的。

“老师，我知道鸿雁传书的故事。”得到了我的允
许之后，女孩朗诵般地讲了唐朝将领薛平贵之妻王
宝钏托鸿雁传书的故事。我结结实实地表扬了女
孩，并送了一本我的新书做奖品。

没想到同学们被大大地激励了，有个男孩冲着
我叫了起来：“老师，有一首歌叫《鸿雁》，我会唱！”

看着男孩急于表现的兴奋的脸，我走过去把话筒
递给他。他接过话筒开唱了：“鸿雁，天空上，队队排
成行……”一首深情又忧伤的歌让他唱成了摇滚的节
奏，还荒腔走板，除了歌词是对的哪儿都不对。

全场爆笑，就差没就地打滚……
在爆笑声中，下课的时间到了，我的故事讲不完

了，这样也好，留点悬念让同学们自己去看书。
这是一次被南飞的大雁打断了的严重跑题的讲

座，事后想想，也觉得挺好。有的时候，对孩子放任
一些，多一点耐心，让他们随性舒展；或者，宽容地微
笑着等待。说不定，彼此都会收获一份来自来心底
的默契和快乐。阅读也是这样，成长也是这样。不
着急，慢慢来。

其实，花费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也许，不会比等
一群大雁飞过更久一些。

成为一名编辑，和小时候读到的一个童
话故事有关。

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顽童，整
天跟在大孩子屁股后面，一放学就把书包一
扔，在田间地头疯跑，学习也一直在下游徘
徊，顽皮得让大人直摇头。

一天，偶然翻开老师发给我们的《小星
星》，读到一则安房直子的《狐狸的窗户》，我
深深地被这个充满奇幻的童话迷住了。原来
看上去枯燥乏味的汉字，可以组合成这么美
妙的故事，从此，我深深地迷上了阅读。后来
读的书多了，我见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对儿
童文学却依然格外偏爱。这份偏爱，一直伴
随着我成长，直接影响我后来的职业选择，那
就是成为一名少儿杂志的编辑，并且开始尝
试为孩子们写作。

从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来讲，儿童时期的
阅读，对一个人的影响如此之深远。就像一
个孩子长大以后，最难忘、最怀念的必然是童
年时期常吃的食物，最初的阅读，对一个孩子
的精神趣味、品性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就像惠特曼的诗句所言：“一个孩子每天
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那东西，他就变成了
那东西，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夏洛的网》《小王
子》……数不胜数的经典童书构建出生动、蓬

勃而宽广的世界，如此让人心醉神迷、流连忘
返。从小读过这样好的童书的孩子，心灵中
一定早早地注入了爱与美的气息，拥有更加
丰盈而细腻的情感体验。那些书中的养分将
化成肥沃的精神土壤，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
程中，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积极明亮的精神
力量。

常常羡慕现在的孩子，有那么多的好的
图书可以阅读，为孩子们写作的优秀作家们
也越来越多。可是，在工作中，时不时会有一
些家长跑来问我：“怎样才能培养孩子的阅读
兴趣呢？”我往往并不直接回答家长的提问，
而是问对方：平时自己在家阅读吗？想要培
养孩子的阅读兴趣，“言传身教”是最有效的
办法，家长本身得有意识地营造良好的家庭
阅读氛围。

在亲子阅读的过程中，家长本身也会得
到精神上的滋养，得到另一种意义上的成
长。遥远的逝去的童年，将在阅读中重新唤
醒，感知世界的触角将再一次被擦拭得光滑
敏锐。这何尝不是童年带给我们的另一种惊
喜与收获？

亲爱的父母们，不如放下手机，和孩子一
起认真地阅读一本书吧，让孩子的生命之旅
充盈着阅读的芬芳。书，是送给孩子一生的
最好的礼物。

如果说中国革命是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早期革命烈士就好
似大河源头清亮的涌泉，清澈而纯净，透亮又澄明，向着心中的梦
想，万死不辞地流淌不息。《红色家书》展现了革命先烈舍生取义
的崇高气节和报国为民的炽热情怀，让人震撼。

一封封红色家书，镌刻着先烈们矢志不渝的崇高信仰。人之
信仰是生命的“航标灯”，思想的“总开关”，行动的“总闸门”，崇高
的信仰始终是我们党强大的精神支柱。信仰体现思想的高度。
夏明翰“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
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信仰决定脊梁的硬
度。方志敏在最后的诀别信中写道：“法西斯匪徒只能砍下我们
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
硬”；信仰昭示未来的亮度。先烈为了信仰宁死不屈，哪怕生命的
最后时刻，也要站在人生最高处，高擎信仰的火把，引领中国追求
光明。可以说每一封家书，都传递着信仰的力量，弥漫着家国的
情怀，闪烁着党性的光辉。穿越历史时空走进新时代，先烈们信
仰的光芒，依然照亮着共产党人的前路。

一封封红色家书，展示着先烈们敢于担当的高尚品格。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敢于担当的历史，担当精神贯穿于共产党
团结带领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全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
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基石。捧读革命先烈的家书，我们永远
不会也不能忘记，他们以无比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用生命担负起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大任，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壮歌。我
们不能忘记李大钊被捕后，面对敌人各种利诱和酷刑，在狱中写
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倘因此而重获
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敌人惨无人道用三次绞刑杀害了这位
敢于担当的“最勇敢的战士”。我们不能忘记陈觉牺牲前给妻子
写信：“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
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要以先烈们为榜样，大力弘扬
敢于担当的作风，锻造敢于担当的品格，增强敢于担当的能力，更
好地肩负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

一封封红色家书，传递着先烈们接续奋斗的嘱咐叮咛。那
一声声叮咛，在嘱咐我们后来人，要不忘初心，砥砺奋进。黄竞
西在遗书中写道：“我为党牺牲，是我的心愿，我愉快的。惟望你
们继续前进，万勿灰心。”在牺牲前两天，杜永瘦为临产住院的妻
子留言：“你们的前途应当是干！你们的责任应当是干！干啊！
只有干才是你的出路——人类的出路！”赵一曼就义前给孩子留
话：“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母亲继续斗争。”……先烈们虽然
已离开我们多年，但他们精神中的红色基因，却仍如火炬一样代
代相传。我们应牢牢铭记先烈们的叮咛嘱托，勿忘昨天的苦难，
无愧今天的使命，不负明天的梦想，以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砥砺
前行，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先烈们。我们要把永不懈怠的奋斗精
神融入血脉之中，激发“艰苦奋斗、争创一流”的内生动力，变为

“功崇为志、业广为勤”的精神追求，化着“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的实际行动，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良好作风，去完成先烈
们未竟的事业。

以史为鉴可知古今，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一封封红色家书，
就是一部丰富生动的革命教科书，承载着那个时代凝重的历史
信息，闪烁着先烈们高贵的信仰之光。先烈们在中国革命的前
夜，站在人生最高处，消散了最美的芳华，但他们不朽的精神却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将永远在华夏大地流淌，滋润着每
个后来人努力奋进。

（作者系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在人生
最高处诀别

书是最好的礼物
□ 赖 亮

等大雁飞过等大雁飞过
□ 彭学军

作家倡读

□ 杜章彪

这是冲击心魄的呐喊，这是涤荡灵魂的歌唱，这是英雄不朽
的赞叹，这是穿越时空的力量。《红色家书》镌刻着红色信仰、铭记
着红色历史、彰显着红色情怀，是我们共产党人赓续红色基因、铸
就崇高“党格”的信仰之书和奋斗之典。

凝铸忠诚“党格”，信仰如磐不移志。“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
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我们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毫无所
怨，更无所惧”“铡刀下，不变节，要杀就杀，要砍就砍，要我说党，
我决不说”……红色家书字字铿锵、句句凛然，体现了共产党人追
求真理勇献身、为革命气如虹的坚定信仰和高尚情操。他们为革
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坚贞不屈让人灵魂震撼。新时代的共产党人，
须继承先辈遗志，像先烈们那样忠诚于党，坚持用新时代思想武装
头脑，面对思想文化多元、生活方式多样的今天，始终铸牢理想信
念“压舱石”、坚定政治立场“首位点”、严守政治纪律“高压线”，做到
在党言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保持共产党人忠诚本色。

融铸无私“党格”，奉献如炬不惜己。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
敢担当。先烈们不惜死、不惜命，用灿如夏花的芳华铺平革命走
向胜利道路。“我用全副精神为革命而努力，没有和你享过一日安
闲快乐的日子”“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有泉”“我将毙命，
不足为奇……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为了革命，
面对敌人的诱降和屠刀，他们无私无畏、舍生取义、视死如归。方
志敏在狱中，以惊人毅力写下了《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可爱的中
国》等一批重要文稿和信件，他把写作视为对党的最后贡献。虽
然，今天我们不需流血牺牲为革命，但无私奉献的拼搏精神永不
过时。

牢铸为民“党格”，担当如铁不忘本。民为国本，民为党基。
为民谋利、为民奋斗是共产党人的价值所在和宗旨所系。江诗咏
牺牲时年仅25岁，他写道：“加入共产党，是为大多数工农无产阶
级谋利益。今死于敌人之手，心中无恨。”王器民临刑前在给妻子
的遗书中写道：“为求主义实现而奋斗，为谋民众利益而牺牲，又
有什么紧要。”他们用生命诠释了献身为民的生动内涵。身为民
公仆，生为民工作。当前，与革命先烈比，没有生与死的考验，要
更加珍惜和平环境，珍惜工作岗位，珍惜组织重托，坚持“以民为
本、为民执政”的理念，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想人民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需，解百姓之所难，把事关民生的每件事情办好。

锻铸清正“党格”，廉洁如莲不染泥。“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
钱的私产，三个幼儿的养育费要累着诸兄嫂。”刘伯坚的这封家
书，展现了他无私为党、廉洁奉公的革命境界。熊亨瀚在给妻子
信中说：“余之丧葬各费，必无从取给，可向杏农、光毓处借钱，免
强了事。”一个湖南省党部的共产党员却连自己的简易丧葬费用
还需筹借，可见是“为了革命，抛家舍业，身无分文”，先辈“宁可清
贫，不作浊富”的党性操守让人敬佩。莲因洁而尊，官因廉而正。
先烈们的无私品格、廉洁奉公为我们立起了为官从政坐标，肩负
起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面对社会上时而泛起的拜金主义、享乐等
不良风气，要慎权、慎欲、慎微、慎独、慎初，自觉抵制各种诱惑，不
因小利失大利，不因小我忘大我，始终用党纪党规约束言行，如污
泥难染的荷莲，以干净、清净、洁净之身守好人生“一亩方塘”，立
好崇高“党格”和清正政德的共产党人形象。

家书铅华已褪，精神芳华弥在。如一泓清泉，滋养着共产党
人精神家园；如一面明镜，校正着共产党人党性高格；亦如一座熔
炉，品读一遍就是一次加钢淬火，党性越锻越硬，作风越炼越强。

（作者系南昌市委台办主任）

铸就共产党人的
崇高“党格”

□ 巫 滨

书友悦读 书
事
共
读

新父母家庭教育大讲堂开讲
5月26日，由省“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护苗2018·绿书签”新父母家庭教育大讲
堂在玉山县开课。

新父母家庭教育大讲堂是全面推进“护苗2018·绿书签”活动
的一次积极创新。大讲堂通过广泛开展家校共育活动，大力推进
学校与家庭共育孩子，进一步加强“家风·家教·家训”宣传，形成

“爱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校园、家庭文化氛围。同时，通过新父母
教材《这样爱你刚刚好》丛书让更多的家长对家校共育产生兴趣，
带动教育均衡发展，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家校共育氛围。

（记者 张 衍）

书香迎“六一”悦读伴成长
“如果周围的人毫无理性地向你发难，你仍能

镇定自若保持冷静；如果众人对你心存猜忌，
你仍能自信如常并认为他们的猜忌情有可
原……”儿童节前夕，青山湖区罗家镇综
合文化大楼内传来孩子们琅琅的读书
声，在老师的带领下，来自罗家镇
的30余名儿童齐声朗读经典散
文诗，这是“小候鸟”读书会
的第三期。在现场，不少
家长主动参与，和自己的
孩子们依偎在一起，陪
伴着孩子一起大声朗
读，共同享受幸福的读
书时光。

（黄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