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爸爸，最近为什么不能出去
玩？”“为什么出门要戴口罩？为什么
要勤洗手？”“为什么不能去大超市买
好吃的？”“为什么不能去幼儿园跟小
朋友玩？”……

近期每天下班回到家，家里四岁
的小公主就充满好奇地问我上述一
些问题。面对孩子求知若渴的大眼
睛和一颗充满好奇的心，我说：“宝
贝，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吧，爸爸这
里有一本书，书里讲的是教我们怎么
样保护好自己，远离“小怪兽”的侵
扰，书里讲到的故事还会回答你提出
的问题。你准备好了吗？”

“好的，爸爸，我准备好了。”
我给宝贝切了一个果盘，拿了两

个毛绒玩具，然后我们坐在一起，读
之前，我先给她科普了一下“新型冠
状病毒”这个“小怪兽”的由来。

2019年12月武汉发现的新型
冠状病毒，它们从某个哺乳、野生动
物开始传播，中间经过一个宿主，然
后感染人类。当我读完这句的时候，
她一脸茫然，不知其所以然，然后我
又给她解释道：“就是这个‘小怪兽’
寄生在小动物身上，当小动物打喷
嚏、咳嗽的时候，‘小怪兽’会通过飞
沫传播病毒给我们，小朋友与这个

‘小怪兽’在一起玩的话也会感染上
病毒。”

“哦，这样呀，那我明白了。”
“爸爸这里有一个毛绒玩具，你

那里有一个毛绒玩具，爸爸这个毛绒
玩具被‘小怪兽’感染了，你那个是健
康的毛绒玩具，你能在保护好自己的
前提下，也帮我把感染病毒的毛绒玩
具治好吗？”

“我应该怎么做呀？”
“你看书上有好多人聚集在一

起，但中间画了一个大大的X号，这
是告诉我们‘小怪兽’喜欢人多的地
方，所以画了个X，告诉我们人多的
地方要少去，这样才能避免被‘小怪

兽’感染。”
“就像我不能去幼儿园，不能坐

公共汽车，不能去人多的大超市买好
吃的，因为那些地方人太多了。”

“是的，但是你看到下面的两幅
图画了吗，一个是戴口罩、勤洗手的
小朋友，一个是不戴口罩、邋里邋遢、
不爱洗手的小朋友，最后他们都怎么
样了呀，你能告诉我吗？”

“戴口罩、勤洗手的小朋友没有
被‘小怪兽’感染，不戴口罩、邋里邋
遢、不爱洗手的小朋友被‘小怪兽’感
染了。”

“真棒，所以我们要想战胜它，
我们要怎么做呀？”

“勤洗手，戴口罩，人多的地方不
去玩。”

“那那个被‘小怪兽’感染的毛绒
玩具什么时候才能陪我玩呀？”

“它只有好好配合医生，按时吃
药，积极地接受治疗，多吃水果、蔬
菜，增强自身的抵抗力，让自己身上
有打败病毒的‘小卫士’，就一定会好
起来的。”

“嗯，那我以后也好好吃饭，也
让身体里有好多保护我的‘小卫士’，
这样我就不怕‘小怪兽’了。”

通过讲故事、对话的方式孩子们
更容易理解，更容易喜欢上读书。

在培养孩子阅读的路上，除了积
极鼓励，更多的是潜移默化和耐心等
待。除了家长的努力，更多的是孩子
自己的成长！我们多希望能将读书
的爱好培植进孩子的血液，希望读书
不仅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还能带给他
们一生的快乐！

孩子对世界充满了与生俱来的
好奇，喜欢问东问西，作为家长，我们
应积极的给予引导，以身作则，给孩
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营造一个良好
的读书环境，通过故事、对话形式与
他们一起来探索这个美丽的星球。

货运分公司吴建强

《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知识手册》分享

“爸爸，给我讲讲这个故事，好不
好嘛？”

“哎呀，哎呀，你自己去看图，
看完我再给你讲，哎呀，又死了一条
命，都是你的事！”

“爸爸，你就给我讲讲嘛，就讲
一个。”

“赶紧自己去玩，别烦我哈，快
走开。”

以上的对白，大家熟悉不熟悉？
从什么时候开始，手机、ipad、电视成
了咱们的首选，成了不可失去的东
西，以致孩子与大人的亲子时光，陪
伴阅读时光都变成了奢望。

记得女儿两岁之前，我都比较喜
欢给她读书，讲故事，虽然她听不懂，
但是也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有一段时
间，她老是喜欢问为什么，总是喜欢在
我讲故事的时候打断我，再加上我那
时候迷上打游戏，看小说，整天抱着个
手机玩，就不喜欢和她一起阅读，讲故
事了。当然这个影响也是巨大的，只
要我玩游戏看手机，女儿就一定在我
身边，看着我玩，看电视也是我看她
就跟着，孩子的模仿和学习能力很强
的，没有学习，没有读书，各种坏习惯
也随之而来。后来看过一篇亲子教
育的文章，对我启发很大，让我改变
策略，学会了倾听和陪伴阅读。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
使人聪慧。古人也说过：遗子千金，
不如遗子一经。养成孩子读书习惯
是父母送给孩子人生最好的礼物，而
陪伴读书，是孩子养成习惯的关键。

在那之后，我每天睡前都要讲两个睡
前故事，让她听着故事美美的睡着，
周末有时间带着出去玩，会教她认识
动物，植物，认识书本上提到的东西，
让她体验大自然的美妙，探索科学的
新奇，遇到再问为什么，会耐心的讲
给她听。看着女儿新奇的问东问西，
我心里也升起一种温馨的感觉，大概
这就是陪伴着的幸福吧！

新冠疫情的突然出现和肆虐，让
大人小孩都宅在家里，适逢民航工会
开展读书活动，我和女儿准备了小节
目，朗读和亲子阅读，女儿选择的是
小故事大启发里面的《小猫钓鱼》，小
猫跟妈妈钓鱼，一会捉蜻蜓，一会追
蝴蝶，妈妈教育她以后要专心致志地
钓鱼，终于钓了很多鱼上来。她说这
个故事跟她很像，像她以前看书学习
的样子，我问她你懂这个故事讲的什
么吗，她就跟我慢慢讲起来，还说爸
爸以前跟我讲过，做事要认真，不能
三心二意的。看着女儿一脸认真地
讲解着，我感觉我被触动了。你不能
想象，这是一个三岁孩子说的话，原
来读书的魅力这么大，这是我送给孩
子的第一笔精神财富，千金难买。

陪伴读书，让我们在书海中畅
游，以后的时间，我会陪着宝贝女儿
读书，学习，培养各种兴趣，在这种亲
子时光中，在书海里，享受着精神上
带来的各种快乐，让孩子在一个充满
书香充满乐趣的家庭里积极向上，快
乐成长。

机务保障部赵新宇

我与女儿的读书分享
从我女儿6个月大咿咿呀呀地想

要书架上的书时，我陪伴她坚持亲子
阅读一年多了，每天像吃饭睡觉一样
陪她阅读，只要她愿意，都会讲给她
听。虽然讲多了，大人也会觉得口干
舌燥，觉得累，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我觉得在幼儿时期的亲子共读是
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一个孩子不喜
欢父母的陪伴。每天被爸爸妈妈拥抱
着，哪怕什么都不做，只是安静的坐
着，都会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重视、被
珍爱，进而去建立亲密依附的安全
感。因为喜欢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感
觉，孩子也会对亲子共读产生好感，
进而产生兴趣。长大以后孩子可能
不记得读过什么，可是那种温馨的亲
子时光，带给孩子的温暖和陪伴是一
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亲子阅读是我
们能给孩子最便宜却最好的滋养。

我对于女儿亲子阅读习惯的培
养，其实没有什么功利性的目的。在
宝宝的眼里，阅读就像玩玩具、做游
戏一样，都是很有趣的事情。父母需
要做的是提起他们对阅读的兴趣，培
养好的阅读习惯。亲子阅读会让我
们拥有一段美好的亲子时光，成为孩
子成长过程中的美好元素。阅读不
同于别的兴趣特长，不能在短期内看
到明显的成果，但它会溶于潜在的气
质里、谈吐里、胸襟里。

从黑白卡、彩色卡，到触摸书、翻
翻书、洞洞书、机关书，绘本内容从认
知类、生活场景类慢慢向互动类和故
事类过渡，这个顺序大概刚好契合了
宝宝每个阶段的需要。当女儿喜欢

摸各种东西时，我就购买了触摸
书。宝宝用手发现奇特的触感时，
她的兴趣也越来越大。闪闪发亮的
甲壳虫、毛茸茸的羽毛、粗糙的老树
皮，都会让她好奇的摸一摸。当女
儿喜欢扣来扣去时，那就是翻翻书
上场的好时机。《dear zoo》这本翻翻
书的设计能极大地吸引她的注意，
通过小手翻一翻，每翻开一扇门就
会出现一个可爱的小动物，通过锻
炼手指精细动作，以一种神秘有趣的
形式来探索世界。

现在对于女儿这个1岁左右的
小宝宝来说，抛开亲子交流不说，阅
读绘本可以有效提升对这个年龄段
孩子来说很重要的认知能力。虽然
教孩子时给她看实物最理想，但是像
老虎大象这样的动物是不可能经常
见到实物的，这时候绘本就派上用场
了，可以让孩子不断接触新事物。年
龄越小的孩子，行为方式越接近本
能。以图为主的绘本可以帮助他们
将图中的事物与其名称对应，如食
物、自然、动物等，促进孩子的认知。
当我拿着鸡蛋，她会和我说蛋，当她
看见小狗狗，她会说汪汪，平时看到
的东西在绘本里出现，她会特别关注
和喜欢。

亲子共读就像一把钥匙，帮我们
开通了一扇关于亲子陪伴的大门。
引导孩子阅读也绝不是一天两天的
事情，不能急于求成，我相信一份耕
耘一份收货，所有的付出都不会白
费，到了好时节定会开花结果。

通信导航保障部 柳杨

亲子共读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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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充满了智慧与魔力。它常
常将人们带入一个无与伦比的梦幻
世界。而幼时的我们，如果经常和亲
人们一起阅读，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享
受啊！

亲子阅读还有很多好处呢！第
一，能增进亲人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交
流，让我们深切地体验到父爱、母爱
的温暖，促进我们的身心健康。第
二，能有效地培养我们的注意力，提
高我们的倾听能力和语言理解能
力。第三，亲子阅读可以增强我们的
语言能力、发展想象力、提高写作能
力与交往能力。第四，亲子阅读可以
帮助孩子树立远大理想和熏陶优秀
品质。阅读课外书也能让孩子达到
修身养性的效果。总之“儿童的智力
取决于良好的阅读能力”。阅读能力
形成的越早，对我们的综合发展效果
越好，当然，这也不能少了亲人们的
帮助。亲子阅读能使我们尽早地体
验到阅读的乐趣，让书成为我们终生
的良师益友。

还记得小时候，我躺在妈妈的怀
里和她一同阅读《十万个为什么》，那
一个个问号令我浮想联翩：“萤火虫
为什么会发光？刺猬为什么长着一
身刺？为什么我们不能吃生马铃
薯？火柴是什么时候发明的？炉子
烧着以后，柴到哪里去了？”这几个经
典问题至今都令我难忘。

小学时期和爸爸读《三国演义》
时，我也只是囫囵吞枣地看一遍，直
到有一回，爸爸考我《三国演义》里的
故事，我却一个都回答不上来。爸爸
知道我看《三国演义》时没有认真，于
是，给我警示了一句：“书没吃透，意
思难凑！”当我听到这句话时，知道爸
爸这是在提醒我，他话中有话，并没
有太严厉地批评我。但我听着就心
如刀绞，比挨打挨骂还难受，从此，我

看什么书都不再马虎了。为了弥补
我的过错，我从头到尾把《三国演义》
又看了一遍，这一回我异常认真，把
书中的每一个故事和细节都牢牢的
安在我心底。当爸爸再一次考我时，
我能对答如流，事后连我自己也为自
己的熟练暗暗赞叹呢！后来，我又把
《三国演义》看了三遍，每一次看完我
都有更深刻的感受：英俊高尚的刘
备、聪明智慧的诸葛亮、武力卓越的
关羽、威风凛凛的张飞、志向远大的
曹操……这些英雄人物常常令我敬
畏！

阅读是受伤孩子最好的治疗方
式，我一直这样以为，心情黯淡时，捧
一碗《心灵的鸡汤》吧，曾让自己迷失
荒野的迷雾廓清了；意志消沉时，想
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经搁浅的
航船再度击楫沧海，乘风破浪，奋起
拼搏成了座右铭；心情躁动时，看一
本《谁动了我的奶酪》，机遇与挑战永
远存在，不必为争名夺利而烦乱了心
灵。阅读，邀请我走进生命的茅屋，
感悟红尘之外的心灵世界。

长大后跟爸爸妈妈一起阅读的
时间少了，但也经常分享各自看过的
心上书。喜欢陶渊明平中见奇的文
字中凸显的田园风光，领略到阅读是
一本存折，精华内蕴，包罗万象，又似
手中的调色盘，随手挥就便是缤纷的
世态。天地人，文史哲，无所不包，无
所不容。王子和公主的美丽童话，葡
萄和狐狸的伊索寓言，少年写手的不
羁情怀，美女作家的一线情愫，历史
文哲的厚重之实，时文撷英的怡情之
趣，皆在探询之中。对书中女子的一
颦一笑都喜爱，那种爱比狂爱少一份
轻狎，比敬畏多一份亲近，阅读，确在
心坎处。而且我认为，没有什么比亲
子共同分享阅读更快乐的事了。

通信导航保障部 于文琛

阅读莫过于亲子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句
名言道出了阅读的重要性。阅读可以
开阔人生的宽度，无论对于大人或者孩
子来说同样重要。读书是一个长期的
需要付出辛劳的过程，不能心浮气躁、
浅尝辄止，而应当先易后难、由浅入
深。我喜欢读书，我的孩子们也喜欢读
书，但是幼儿园的她们认字不多，不能
独立阅读，所以她们的阅读就需要父母
的陪伴，也就是现在大家都重视的“亲
子阅读”。

亲子阅读已然成为当下热潮。读
书，是人生的一大积累，它能塑造良好
的性格，锤炼顽强的意志，更能丰富认
知，它能影响我们新一代的一生。记得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忙着做生意，只
是给我买了一堆书，我却看不懂，那个
时候自己特别着急，因为我只能看懂图
看不懂字。为了不让我的孩子们有这
样的遗憾，也为了不让自己缺失这种对
于孩子的陪伴，我尽力每天都抽出时间
陪孩子完成亲子阅读。

绘本是幼儿时期最适合的读物，美
好的图画能让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力，
提高美学修养，激发孩子们的注意力和
观察力，简练的文字便概括出故事的精
髓，让孩子们在听过几遍之后就能复述
出来，培养了她们的语言表达和创作能
力。比起学习知识，我更注重的是性格
的塑成，所以我给我的女儿们选择的是
一款情绪管理绘本《毛毛兔的情绪成

长》，当读到《我不想生气》的时候，女儿
们会进入角色，会告诉我以后遇到这样
的事情她们不能乱发脾气不能乱扔东
西，她们真的慢慢地学会了控制自己的
情绪，不会太过急躁。当读到《我不愿
悲伤》的时候，她们听得那么认真，若有
所思地问我：“妈妈，悲伤是不是世界就
变成灰色了？”我肯定地点点头，告诉她
们：“遇到再难过的事情也没有关系，爸
爸妈妈永远陪在你们身边。”相信她们
以后能足够乐观地面对生活。对于幼
儿来说，太多的大道理她们听不懂，有
的时候作为家长的我们错误地认为，表
达爱的方式，是当孩子表现好的时候送
她礼物。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孩子
最需要的是你的陪伴，在繁忙的生活和
工作中，陪伴孩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事实证明，这很值得。你的爱与陪
伴，能够塑造孩子健全的性格，令她们
有信心去爱别人，有勇气投入生活。

“亲子阅读”不仅仅是一项任务，更
是快节奏生活方式下我们的一种自我
释放，不妨放慢脚步，静下心来，你会发
现陪孩子一起阅读是一件多么幸福的
事情。亲子阅读可以促进亲子关系的和
谐，给孩子和家长带来愉快的享受和情
感交流；可以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养成
良好的阅读习惯；可以丰富孩子的心灵，
拓展孩子的视野，养成良好的习惯，为日
后的健康成长打下殷实的基础。

货运分公司 杨小玉

温情陪伴，亲子共读

有人说，给孩子最好的爱，就是陪
伴。从呱呱坠地到蹒跚学步，从牙牙学
语到步入校园，对于女儿，我们一起经
历的事情有很多很多，一起去公园，一
起去海边，一起出去旅行，一起做游戏，
最多一起做的事情，应该还是读书。

一岁多，我读她看。能陪她看的只
有简单的绘本故事，像是《顶顶鼻子》，
一本各种小动物互相顶顶鼻子的故事，
给她读完，她都会笑着向我扑过来，也
要和妈妈“顶顶鼻子吧”。然后我们俩
一起笑作一团。

三岁多，我读，她也读。给她订阅
的杂志从《婴儿画报》换成了《幼儿画
报》，里面的儿歌和故事很多她都能一
字不落的讲出来，但是睡觉的时候，总
还是要妈妈读给她听，常常是一本书翻
来覆去地读好多好多遍，读得我口干舌
燥，满脑子的“火车、火车，嘟嘟开……”
而她就在我反复的读书声里甜甜睡去。

五岁多，我在读，她在笑。这时候
的她已经能够自己看一些书，虽然我也
不知道她到底能看懂多少，但是看她一
本正经的翻书的样子，我也只能抱一本
我的书，和她挤在一处看书，时不时的
她还会过来看看我的书，问：“妈妈，你
在看什么？”我会告诉她我在读什么，然
后她一脸的恍然大悟，说：“哦！那你认
真读！”继续回到自己的书里，不再理
我。那段时间，有一本我们两个都很喜
欢的绘本《爱哭的猫头鹰》，讲的是一个
猫头鹰宝宝不知道为什么大哭不止，森
林里的动物们纷纷使出自己的看家本
领来哄小猫头鹰，可是猫头鹰宝宝仍然
大哭不止，当所有动物都感觉到头痛莫

名的时候，猫头鹰妈妈回来了，问猫头
鹰宝宝，“你又大哭了吗？能告诉妈妈
为什么哭吗？”读到这里，我们俩和“森
林里的动物们”一样好奇，到底为什
么呢？结果猫头鹰宝宝小声的
说：“我也忘了我为什么哭了。”
这个结果真的让人哭笑不得。
女儿在地上笑得前仰后合。

现在，女儿已经小学三年
级，她已经不再需要我给她读
书，反而时不时她会跟我说她
读了一本什么书，看到一个什
么样的故事，孩子的眼睛里有
着另一个世界。前几天，我看
到她写的阅读笔记，关于《繁
星》中的一首诗，“心灵的灯，
在寂静中光明，在热闹中熄
灭。”她写的批注，“心灵的灯
并不总是开着的”。我问：“那
心灵的灯什么时候会关上
呢？”她说：“热闹的时候”。我
又问：“为什么呢？”她说，“热
闹的时候，心灵会害羞吧。”我不
禁笑了，告诉她，“我觉得你的理
解很可爱！”

某日下班回家，女儿坐在垫子上，
拿着绘本一字一句地读给一岁多的妹
妹，妹妹咿咿呀呀地学着姐姐的话。那
个画面安静而美好。不知不觉中，女儿
已经长大，然而妹妹的到来，又让我开
始了另一段“一起”的日子。我们可以
一起去公园，一起去海边，一起去旅行，
一起做游戏，但是不能缺少的必然是一
起读书的时光。

通信导航保障部 孙丽娜

一 起

一直以来就知道真正尊贵的教
育并不是打高尔夫、学马术或者跳
宫廷集体舞，而是最简单、效果也最
深远的——阅读。特别在儿童的早
期教育中，阅读尤其重要，从小形成
的阅读习惯才是日后重要的“输赢”
差别。

疫情期间，全民“宅家”。我们
家两岁的小朋友一直待在家里，做
游戏、读绘本天天忙得不亦乐乎。

最近给小家伙买了一些培养好
习惯的绘本，里面有很多吸引小朋
友的图画，画的旁边会配上一些文
字，家长负责帮孩子解释图画上的
内容。

有一天小家伙拿着一本绘本
《蛀虫日记》“噔噔噔”地朝我跑过来
说：“妈妈，看这个书！”我把他抱起
来一起坐在沙发上：“好，让我们一
起打开看一看吧。”第一页，我们就
看到了一条大大的蛀虫站在那里，
准备入侵一位爱吃甜食并且不爱刷
牙的小朋友的嘴里，而且要在他们
的牙齿上打洞。“乐乐是不是喜欢吃
糖呢？”“嗯！”“那乐乐吃完糖刷不刷
牙呢？”“不刷！”“哦，好吧，那我们看
看吃完糖不刷牙的后果是什么
吧！”接着往后翻，蛀虫终于找到了
一个不爱刷牙的小朋友安卡，它高
兴地搬到了安卡的牙齿上并且在上
面刷上黄色的涂料，还打了一个好
大好大的洞，准备睡在里面。“乐乐
看到了吗，不刷牙的话牙齿里面会
有小虫虫进去。”小家伙很犹豫，不
知道说什么，他接着往后翻。蛀虫
在安卡的牙齿上住下之后一点都不
讲卫生，随地大小便也不清理，搞得
安卡的嘴巴整天臭烘烘的，但是这
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直到有一天
安卡开始牙疼了，疼得大喊大叫、满
地打滚，更糟糕的是安卡连饭都吃
不下了，一直饿着肚子。我看了看
小家伙，他的表情有些扭捏。我问
他：“宝贝，你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些
蛀虫赶走，好让安卡不再这么疼了

吗？”“刷牙！”他兴奋地说。
好吧，我们接着往下看看到底

发生了什么。安卡的妈妈先是带着
他去看了牙医，牙医叔叔帮安卡把
蛀虫赶跑，并嘱咐他回到家之后一
定要好好刷牙，甜食也尽量少吃
哦！安卡回到家之后很听话，每天
都好好刷牙，牙齿上再也没有长过
蛀虫。小家伙听完以后若有所思的
样子，并且又从第一页开始翻看，我
在旁边静静地陪着他。

晚上睡觉之前，小家伙看到爸
爸妈妈都在刷牙，主动要求自己也
刷牙，两岁的小朋友更喜欢自己动
手。我蹲下对他说：“这样吧，乐乐，
你先自己刷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找
到蛀虫在哪里，然后妈妈再帮你刷
一会儿，这样就彻底把蛀虫赶跑了，
好不好？”“嗯！”

刷牙的好习惯保持了两天，第
三天就被他忘在了脑后。

“又到刷牙的时间了，乐乐怎么
不过来刷牙了呢？”

“不刷了！”他大声喊道。
“不刷牙，牙齿上会有小虫虫。”
犹豫……

“要不我们再看一看那个《蛀虫
日记》吧，看看有没有小虫虫。”

接着我们又重温了一遍，当然
最后的结果就是小家伙好好刷牙去
了。这样的场景重复了几次以后，
小家伙已经真正养成了好习惯，直
到现在每天都好好刷牙。

晚上睡觉之前，我会习惯性地
拿起床头上的育儿书翻阅，小家伙
看到了也会拿起自己的绘本一页一
页地翻，边看边说：“妈妈看书，乐乐
看书。”所以说，想要你的孩子成为
什么样的人，你就得先做个什么样
的人。

好的阅读习惯的养成，是开启
孩子在以后人生路上独自探索的一
盏不灭的明灯，在孩子从小到大的
过程中，会一直照亮他脚下的道路。

通信导航保障部曾素芳

共读时光

为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推进职工文化建设、建设高素质民航职工队伍，引导职工多读书、读好书，通过读书学习实现岗位成才、成长圆梦，机场集团公司工

会按照上级工会部署要求，组织职工开展了第一届“同读书·共圆梦”读书活动。活动包括我与书的故事（读书短视频形式）、读书声声声入耳（读书音频形式）和温

情陪伴，亲子共读—读书分享（读书征文形式）三项内容，广大职工积极参加，报送了一批优秀短视频、音频和征文作品。现予以部分刊发，借此引导激励广大职工

养成热爱阅读、终身学习的好习惯，提升文化素养，凝聚文化力量，在奋斗中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工会办公室

旅客服务保障部 李小京

旅客服务保障部 李小京

近年来，不少家长开始关注孩子
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问题。阅读对
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作用被越来越多
的家长所重视。其实要提高孩子的阅
读能力，最好方法就是亲子阅读。

亲子阅读可以帮助孩子养成良
好的习惯。首先，亲子阅读可以增强
孩子专注力。阅读通常在一个集中
时间、集中精力的过程中进行，通过
阅读孩子的专注力会逐步提高。而
专注力的提高会对孩子一生的学习
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次，亲子
阅读提高孩子书面表达能力。家长
在与孩子进行读书交流之后，可以让
孩子把自己阅读的收获、想法和在交
流中产生的感受记录下来。日积月
累书面表达能力也就自然而然的得
到了提高。

亲子阅读还能增进感情，孩子从
出生到懂事，第一个接触的人就是父
母，亲子阅读能让家长和孩子在阅读
中一起感受亲子之乐，加深彼此间的
交流和情感。现在回想，儿子正宇还
不会走路的时候，每次见我下班回家，
拿回来好多好看好玩的书，他都会迫
不及待的从我手中抢走，跑到一边静
静的看着书，有的时候很好笑，明明不
认识字却看得极其认真的样子，让我
忍俊不禁。从那时起，每天晚上给他
读书成了我的“工作”。他每天都会求
我“读一本”，虽然有时因为工作或身
体原因，我也想早点休息，但为了他，
我都会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因为我知
道，这种渴望对于孩子来说弥足珍贵。

另一方面，亲子阅读能增强语言
能力，亲子阅读中父母与孩子交流的
过程就是孩子组织语言，提高口头表
达能力的过程。从他六岁多开始能
够读纯文字书后，我非常享受跟他读
书的过程，因为我们会就书中的内容
进行交流。经常会在听我读书的过
程中，因为某个内容而突然说：哦，这

个我知道！然后就会绘声绘色地把
他知道的东西告诉我。每次我问他：
你怎么知道的呢？他就回答：我以前
看的书里有！这种交流越多，孩子的
口头表达能力越强。通过交流你会
发现，他们真的是单纯的热爱阅读，
热爱学习，而我们大人往往带着功利
心去阅读，去学习。因此，在孩子最
纯粹的时光里，我们作为父母的，多
陪伴他们阅读，既能一起享受这份可
贵的纯粹，也能避免孩子因为独自面
对难懂的字词语句而对阅读产生了
畏难感。

与此同时，亲子阅读也推动着我
不断学习和成长。随着孩子年龄变
大、阅读水平提高以及求知欲望的增
长，他会经常提出一些我不懂的，或
是不非常了解的问题。这种时候，我
只能通过百度、谷歌，甚至是求助朋
友圈帮他解答疑惑。这个过程使我
也从中学到了很多。所以，我喜欢陪
孩子看书，喜欢与他一起探讨书中的
问题，分享阅读的快乐。

转眼之间，儿子已经八岁多了，
我和儿子在亲子阅读上走过的路，有
感动，也有困惑。而最大的收获是培
养了孩子阅读求知的习惯，还有与孩
子亲子共读时，感受到“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的快乐。我不是教育工
作者，不会和孩子讲太多的读书的好
处和阅读的方法，言传不如身教，有
教育理论指出“模仿是孩子的天性”，
尤其是年龄较小的孩子，他们的模仿
性特强。你若希望孩子长成什么样，
你就首先做出示范，与孩子共同去
做，你会发现，孩子在你的影响下向
你期望的方向成长。

成长是每个人一辈子的事。让
我们一起陪着孩子共同成长。构建
内在幸福力。迎接心安的自我，幸福
的家庭，和谐的社区，美好的世界。

旅客服务保障部 崔彦

阅读使我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