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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以家庭为单
位，携带一本图书，绕郑州市
如意湖酷走一圈，到达终
点后将手中图书捐出并
换取新书一册，所捐图
书加上组委会按1:1比
例额外筹集的图书捐
赠给留守儿童。

活动时间：4
月23日9:30

活动地点：
郑州如意湖畔

家长“组团”办读书会

“放养”的孩子成长为“书虫”

郑州市
第十四届绿城读书节相关活动

◆郑州市第三届绿城换书大会

活动内容：由家长携2~14岁的孩子
进行图书交换。参与交换图书的家庭，
需要携带儿童图书（八成新以上）至少
一册。

活动时间：4月23日9：00~12:00
活动地点：郑州月季公园

◆“一本书的爱心之旅”亲子阅读活动

为孩子提供一个有准备的阅读环境

四口之家的家庭读书会
让书香 家

的味道

核心提示丨有这样一首儿歌：“是啊是啊，你家有宝石箱子和金柜子；是啊是啊，你家有大
理石台阶和漂亮的院子，但是但是，我家有给我讲故事的妈妈。”在读书面前，家庭不仅没有
富裕贫寒之分，甚至更因书香的弥漫变得高贵。

推动“全面阅读”的国家行动中，“书香家庭”的建设同样被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不过在现代家庭关系中，“书香家庭”的模样并不单一，而是融合着不同家庭的创造力，
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彩书香。

在“书香家庭”这个温馨而美好的名称背后，蕴含着更多动人的故事。

本周刊部分内容将由《河南手机报·文化生活周刊》同步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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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小时候的周末家庭读书会

刘艳玲和孩子们正在举行“一代天骄家庭读书会”

晏子一家的家庭读书会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每天早晨，张晓云都要比儿子明宇早起半个小时，除了洗漱、张罗
早餐，她会拿起手机打开“共读一本书”的微信群。4月17日这天是学
习英文版《白雪公主》中的一段，这对张晓云来说并不容易。她中专毕
业后就没再接触过英语，但仍然坚持逐个单词反复练习发音，终于磕
磕巴巴读完了这段文章，录了段音频发到群里，然后把手机放在儿子
床头柜上。待到7点闹钟铃响，明宇穿衣洗漱后，打开微信群在房间
里大声读起来，妈妈听到后叮嘱道：“跟着艳玲阿姨读，妈妈读得不
标准。”

“共读一本书”微信群是郑州市陇海中路小学二（4）班“一代
天骄家庭读书会”组建的，从名字便能感受到家长们望子成龙的
殷切之情。河南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刘艳玲是读书会的创建人之
一。2015年9月，儿子裴浩然上小学了，她一直为培养孩子的
阅读习惯发愁，尽管家里有数千册藏书，但孩子贪玩的天性总
是不情愿拿起书本。刘艳玲尝试着在家长微信群里发了一个
家庭读书会的倡议，宣传语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一起
乐读书”，很快有7个家庭响应。

回忆这个倡议的初衷，刘艳玲对大河报记者说：“让孩子
一个人读书很困难，有抵触情绪，但一听说是小伙伴们在一
起读书，互相有激励作用，孩子们劲头儿很足。”

“一代天骄家庭读书会”利用每周五下午放学后的时
间，家长陪着孩子聚在一起，每周一个家庭轮流“做东”，确
定读书会的读书内容和形式，由孩子担当主持人。同时，
不定期开展讲故事比赛、征文比赛、背诵大赛等活动，还
利用周末时间到碧沙岗公园、商代城墙举行一些户外阅
读活动。“共读一本书”微信群是根据习惯养成的理念
建的，让家长和孩子每天抽出时间一起读书，通过微信
群互相监督，孩子坚持21天会被奖励一本书，坚持49
天发一张奖状，如果中间有一天断档，那“积分”将会
清零重新开始。现在孩子们都养成了阅读习惯，即
使是假日外出游玩，也记得读书，一份报纸或者一
本书，阅读后选择优美的文字读出来。

之所以家长也参与进来，是为了营造家庭共
同读书的氛围。张晓云记得成立读书会之前，明
宇回到家后她提出要抽查孩子背古诗，没想到孩

子随口回了句：“妈妈都不会，
为什么要求我会呀？”一时让自
己无言以对。不过，自从在家庭
读书会和小伙伴们一起读书后，
孩子的兴致变得很高。有次读书
会要评“阅读之星”，儿子明宇放学
回家，便自己关起屋门开始背诵起
来，还主动把读到的故事讲给5岁的
妹妹听。

读书会既是孩子们的阅读乐园，
也是家长沟通家庭教育方法的俱乐
部。上周五，刚听完一位教育专家讲座
的刘艳玲和张晓云讨论说：“如果家长
也是一个职业，那家长都是无证上岗的，
所以需要在岗位上不断学习提升自己，
那些‘拼孩子’的说法是不对的，其实拼的
是家长。”读书会的家长中超过一半都是外
来务工人员，但能感受到他们对培养孩子
阅读习惯的渴望，一位70多岁的老人，坚持
每周陪孙子参加读书会。

“抱团”的家长们互相分享着一些有利于
锻炼孩子的社会活动机会，大河报的爱心义
卖、小记者活动都有读书会孩子们的身影。刘
艳玲还被评为2016年度的大河报社“十佳小记
者家长”，裴浩然一家荣获了2016年度郑州市十
佳“书香家庭”称号。

随着读书会的名声传到更多家长的耳朵，其
他班的家长也陆续申请加入，这个读书会现在有
30多个家庭，刘艳玲借用朋友开培训班闲置的场地
组织活动。至今已经举办102期的“一代天骄家庭
读书会”还得到了社区支持。今年5月，在社区居委
会邀请下，读书会将在社区筹办一个“小小故事家”的
比赛，将这种家庭阅读的理念传递给更多人。

和一些家长为让孩子读书费尽脑筋不
同，杂志社编辑马国兴头疼的是，“书虫”
儿子马骁那600度的近视还在加重，“别
人都是往上拔，我是往下压”。

家里没有专门的书房，马国兴卧室
整面墙都是书架，摆放着近3000册图
书，热衷相声的他收藏了数百本相声名
家的著作。对门的儿子房间也是书香
弥漫，只是口味稍有不同，紧挨着床的
书架上大部分是各种历史书籍。

4月18日上午，谈到儿子眼下正
在读的书，马国兴进厕所拿出一本
《诸葛亮传》，中考在即的儿子仍在
利用着闲碎时间过书瘾。马骁的书
瘾有年头了，家里存着他上小学三
年级时的一篇作文，题目是《我与
妈妈的“战争”》，开篇第一句话是
“太好了，又是周末，我可以大过
书瘾了，谁也别想阻止我”，文章
讲的是睡觉前看了一小时书后，
妈妈多次推门催促马骁睡觉，
却被他假装睡觉骗走。

小区里经常会有“妈妈
帮”前来讨教让孩子爱上阅读
的秘籍，马国兴也不知道从
何作答，因为着实没有刻意
要求过孩子。他听过一场
家庭阅读的讲座，嘉宾给家
长如何引导孩子阅读支了
个招：当孩子回到家敲门
时，家长先别急着开门，赶

紧找一本书拿在手里再去，让孩子认为你在家里读书。
马国兴对这种“作假”不以为然，随后领悟到这是营造家庭
阅读的氛围。他和妻子都曾在郑州三联书店工作过，在家
里捧着书本是常态。

在马骁小时候，妈妈牛桂玲每天都陪着孩子读绘本，有
一天晚上读了绘本《月亮忘记了》，4岁的马骁摇醒正要入睡
的妈妈问道：“月亮从天上掉到水里，屁股会不会摔疼呀？”每
年的平安夜，马国兴都会买一套书趁儿子入睡，悄悄放在他的
床头。马骁对圣诞老人深信不疑，一度被玩伴打趣“太幼稚”。
《水浒传》《三国演义》中一些形容人物的语言，孩子刚上小学便
能张口就来。直到现在，马骁的床头都放着一本书。

随着学龄的增长，考试升学的压力下，马国兴曾考虑过让孩子
把阅读的优势带动语文考试成绩的提高。比如出去游玩回来，让
孩子写一篇作文，去书店有意买一些教辅材料。没想到，这种功利
性的做法，很快让马骁有了厌烦情绪，马国兴赶紧“悬崖勒马”，不再
让阅读附加太多应试教育的内容。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要呵护孩子的兴趣。考试是有‘巧’可
循的，但读书不能‘赶巧’。读书不是为了考高分，读书更重要的是培养
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今，马国兴的心态变得平和。在朋友的孩
子都步入了青春叛逆期，和家人存在交流障碍的情况下，同龄的马骁有
什么话还是愿意和爸妈沟通。马国兴觉得，这应该是得益于家里一直有
讨论读书内容的习惯，阅读成为父子沟通的一个桥梁。

马国兴写过一本书《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一向不想读这本书的马
骁在朋友家翻看时，指着书中的一
句话给爸爸“点赞”。这句话写
道：“刀尔登说，按我们的常
识，被人倾注以全部心
血，是很不舒服的事。
这话让我瞬间窃喜，
为自己教子偷懒减
压不少。”

星期六对住在郑州市嵩山路附
近的李艳英“四口之家”来说，有一个
专属名词叫“疯狂星期六”。

从2016年9月17日至今，每周六
晚的家庭读书会已举办了28期。李艳
英会提前一周准备好五六本书，家长和
孩子们提前阅读，然后在读书会上分享，
上幼儿园的儿子讲绘本，上小学的女儿讲
儿童文学作品。这位母亲专门开了微信公
众号“2016写意人生”，记录每一次读书会
的过程和感受。

“想想过去看肥皂剧，在家里无聊地发
呆，到现在全家人的新面貌和精气神儿，我生
出诸多感慨。”李艳英在第一次读书会后有感
而发，尽管之前也会和孩子交流对一些童书的
看法，但全家坐在一起正式讨论，还是能感受到
一种神圣的仪式感。

上周六的读书会上，儿子讲完绘本《青蛙小弟
睡午觉》时，李艳英提议一起情景表演，两个孩子顿
时兴奋地跳起来。爸爸扮演的青蛙遭罪不少，不仅
被乱抓乱挠，头上还被咬了一口，姐弟俩学着螳螂、
蜥蜴、老鼠等动物，展现出各种吃相表演。一家人其
乐融融。

正在经历换牙的姐姐家仪，饱受心理困扰，吃饭不
敢狼吞虎咽，喝水不敢咕咚咕咚，一切小心谨慎。那天，
女儿讲的是《牙齿大街的新鲜事》中换牙的故事。

读书会的书籍是李艳英精挑细选的，周末她会带着

一双儿女到图书馆和书店挑选感兴趣的图书。注意到女儿特别喜欢语文课文老
舍的《猫》，李艳英专门到省图书馆借来了美绘版《猫》。女儿放学回到家，看到这
本书便兴奋地大叫起来：“妈妈，这本书和我们课本上的一样吗？”没等回答便迫
不及待地翻看起来，还不时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课文中的节选太少了，《猫》的
全文才叫精彩呢！”

一次读书会上，全家人分享了《亨利爷爷找幸运》，让李艳英感动的是，睡
觉前儿子提出要和爸爸、妈妈、姐姐一起睡，理由是：“爸爸、妈妈、姐姐和我是
幸福的一家，我们四个睡一张床是最大的幸运。”儿子的话让李艳英有些吃
惊，她原以为儿子理解不了书中有些跳跃性的故事，也没有期望儿子能明
白“幸运”这个词语的含义，但儿子竟然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幸运的理解。
通过家庭阅读带来的惊喜还有很多。前不久趁着春色到郊区踏青，儿子
突然冒出一句优美的句子，“小河像一条银色的项链静静地躺在草地上”，
这种语言美感和想象力让旁边的游客赞叹不已。

在一次家庭读书会的总结里，李艳英写道：“阅读是一个润物细无
声的过程，你学过的东西，读过的文字一定可以反映到你的生活和成长
中的，只不过这种影响是长久的，是隐形的。”

晏子一家的家庭读书会同样坚持了一年多，作为两个孩子的妈
妈，因为爱人在郑州工作，亲戚朋友都在重庆的她也跟随前来。本是
名校硕士学历的她为照顾孩子，成了一位全职妈妈。刚开始，她曾
有过焦虑，担心和社会脱节，但自从一年多来筹备家庭读书会，她已
经记录了五万字的亲子阅读过程，如今如何选择合适的绘本、如何
引导孩子读书对她都不再是难题，是“妈妈帮”里的“专家”。

“儿童文学折射的是很多东西，不是只给孩子看到，也给大人
很多思考。家庭阅读，孩子在成长，爸妈也在成长，整个家庭都
在成长。对我来说，生活更充实了一些，不会觉得天天围着家庭
失去了自己，我挺满足的。”晏子说。

采访中，说起家庭读书会这种做法的溯源，很多家长常会
提到是受一个名为“石榴树下”的博客启发。博主是《教育时
报》总编辑刘肖，他从2007年年初开始，到2010年的年底结
束，四年时间陪女儿石榴总共举办了155期家庭读书会。

在女儿上小学前夕，为培养其阅读习惯，刘肖提议每周举办
一次周末家庭读书会，刚开始不过是每个人读一篇自己喜欢的文
章。后来经过将近一年的摸索，读书会大致形成了环环相连的六
个环节：经典诵读、美文共赏、评头论足、五花八门、谁是最佳、同一
首歌。其中，经典诵读是每周学习一首古诗；美文共赏是每人把读
到的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推荐给其他家庭成员；五花八门类似央视
的《开心辞典》，出一些形形色色的题目；评头论足则是一个人朗读完
后互相进行一番点评，每期读书会还要学习一首新歌。读书会的主持
人由家庭成员轮流担任，推荐“经典诵读”、挑选“同一首歌”都是主持
人的分内之事。周末家庭读书会还会不时地推出一些专题，比如安徒
生的诞辰每人读一篇安徒生的童话，端午节举办“端午诗会”。

刘肖倡导的家庭陪伴读书，吸引了出版社的关注目光。眼下，海燕
出版社正在为这本《爸爸哪儿也不去》做最后的设计工作，计划5月出
版。刘肖告诉大河报记者，“爸爸哪儿也不去”是相对于前两年大火的真
人秀《爸爸去哪儿》来说的，意为爸爸一直陪伴在孩子身边。如今，上高中
的石榴已经16岁了，她开玩笑说自己没有成为“别人家的孩子”，但爸爸却
成了“别人家的爸爸”。样书被室友们争着看，有同学还特意要来微信链接
转给自己的爸爸。

“如今回头来看，举办家庭读书会最为合适的时间段，就是孩子上小学前
到三四年级，因为到了十岁左右，阅读习惯已经基本养成，应该鼓励孩子独立
阅读了。”刘肖表示，在为孩子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的同时，读书会也是一种亲子
交流的方式，一家人每周都有这样一个时间，为特定的一件事情而共同努力，对
增进亲子沟通、凝聚家庭亲情来说，无疑是意义深远的。当他或她到了青春期，
翅膀硬了，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如果没有幼小时代的陪伴打下的基础，你就是想
走近，恐怕也只能在他
或她的门口忐忑地徘
徊、迟疑地观望。此
外，仪式感是我国
传统文化中非常重
要的一部分，体现

在生活中的
方 方

面面，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国人的仪式感在一天天地削
弱，人们少了敬畏、多了戾气，而仪式感的培养是需要日
积月累，家庭读书会无疑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儿童文学作家、小学校长王钢表示，所谓教育就是
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意大利幼儿教育家蒙台梭利有一
个观点是，“有吸收力的心灵加上有准备的环境”。“作
为大人来讲，为孩子提供有准备的环境就可以了，家
庭读书会本身就是一个有准备的环境的打造，这里
边最核心的是人，即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读书人，来
决定了孩子是不是一个读书人。”

根据教育部2011年发布的《语文课程标准》，
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学生的课外阅读量不少于5万
字，小学三年级、四年级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40
万字，小学五年级、六年级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100万字。王钢认为，这个标准不高，不难达
到。但他同时提醒说，除了家庭阅读氛围之外，
现在一些孩子阅读量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负担太
重，在被越来越多课外辅导班填充的课外时间
中，孩子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自由地读书。

在河南省儿童文学学会会长、著名儿童
文学作家孟宪明看来，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
孩子参与到一起读书的事情中，是一件很高
雅很神圣的事情，读书会这种看似很形式感
的东西，在孩子童年阅读习惯的培养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没有时间的堆积，习惯
很难养成。

试想一下，谁能不为这样的画面心
动？周末的晚上，大人下班，孩子放学，
共进晚餐后，洗手围坐，共读
一本有趣的书，分享人生的智
慧和美好的情感，对文化的敬
畏、对知识的仰慕，就这样润物
无声地渗透进孩子的心灵和脑
海，慢慢地生根、发芽、成
长、开花……

数据来源：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