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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为什么不读书？

公益视角下的儿童阅读观察

为何不读———
新时期的“读书无用论”

“我们为什么要阅读？ ”这是
导演关正文在“阳光关爱·i 读计
划”课堂上的提问。

“阅读可以学习到课外的
知识。 ”

“阅读可以让我们懂更多更
深的道理。 ”

“阅读可以让人增长见识。 ”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说出自

己的答案。 这堂课发生在海南屯
昌县的一所村小里。 而在数千公
里外的河北省阜平县山区，相同
问题所得到的回答截然不同。

面对轮岗到村小的老师王
丹，讲台下坐着的十几名同学鸦
雀无声，教室最后面的小男孩操
着一口浓重的方言喊道，“读啥
书啊？ ”说罢，台下一阵哄笑。 小
男孩还补充了一句：“你看那谁
谁谁（指某主播）， 他小学毕业
的，现在一场直播赚好几十万。 ”

“读书无用论”在信息爆炸
的时代有了新的“支撑”，王丹不
知该怎么驳回去，但视这种情况
为洪水猛兽。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
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
NIC）于 2020 年 5 月联合发布的
《2019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
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城镇未成
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3.9%，农
村未成年人达到 90.3%。

基于数据的直观感受是：在
乡村，获取一部手机的难度越来
越小， 玩手机的门槛越来越低，
家长的管制态度越来越弱。

另一种“读书无用论”则来
自家长。 靳元把原因归结到认知
上，认为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一部
分家长的“读书无用”，“我说的
不是课本，”是指读书这件事情，

“家长们话说得最多的就是，‘看
这个干啥，考试又不考’。 ”

在哪阅读———
城乡大不同

在乡村，如何拓建公共阅读
空间成了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
核心举措。

2020年， 南方周末公益研究
团队就儿童阅读室问题， 先后赴
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湖北、
甘肃、青海、四川、河北等地调研，
并与广东、江西、江苏等地学校教
职员工以电话访谈的形式进行远
程调研，涉及学校六十余所，涵盖
高中、初中、小学及学前各阶段。

调研结果显示， 其中 90.1%
的学校拥有多媒体教室，超 80%
的学校拥有独立的图书阅览室，
各小学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健全。

但不可忽视的是，其中过半
数阅读室没有按照年级进行明
确的图书分类，能够定期在其中
进行阅读活动的少之又少。

“利用率很低，”志愿者感触
很直观，“客观上有一部分学校
情况如此。 ”而王丹所在的学校
的阅读室干脆上锁。

城市的情况与乡村截然不
同，“在哪读书”几乎不成问题。

靳元所在的国际部，高昂的
学费和基础设施能力成正比。

“华丽” 的图书室近乎重点高校
图书馆的一角， 现代化的设备、

专职的图书管理员、明确的空间
区分一应俱全，并且对学生“彻
底”开放。

“我们专门设置阅读日和阅
读课，周末也向学生们开放，”靳
元对此颇为骄傲，“我在教学中
也会结合图书进行深入挖掘，课
后会要求学生前去阅读。 ”

如何阅读———
藏于书中的“多元”力量

当然，“有书可看” 只是基
础。 对于面向学生尤其是少年儿
童的阅读推广而言，更重要的是
解决“什么书孩子爱看”的问题。

“不要什么书都像课本一
样，” 靳元对所在学校图书室的
情况也有一定程度的质疑，“我
就觉得漫画中国史这类的图书
很好看，形式新颖，内容活泼，还
符合年轻人的语言体系。 ”

除了风格上的年轻化，对于
“阅读什么”这个话题，最优的解
答似乎是“多元”二字，浩如烟海
的书籍背后蕴含着无穷力量。

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
研究员、 科普作家罗会仟的角度
来看， 儿时从堂兄家藏书里翻出
的那套《十万个为什么》丛书是他
的“一元”。 这套“意外之喜”让他
如获至宝，佐着《新华字典》，他把
这本书从小学翻到高中。

对于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
评论家李敬泽而言，小时候读过
并深受影响的《哈克贝里·芬历
险记》是他的“一元”。 或许正是
从这个历险开始，他有了《颜色
的名字》，到达《纸现场》，讲起
《河边的日子》。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
究员苟利军在 1994 年第二次征
战高考，终于如愿考进南京大学
天文系，并接触到了彼时刚出版
不久的《第一推动丛书》。 二十余
年过去，他特别撰文，将这系列
书籍称为自己的科学启蒙之书。

无论是科学家、作家、画家，
还是主持人、演员、医生，无数个
来自社会的“元”汇集，在分享中
从不同角度释放阅读的魅力。

李敬泽、罗会仟、苟利军的分
享， 便发生在由中国社会福利基
金会、东风日产、南方周末联合发
起的“阳光关爱·i 读计划”现场。
与他们一道走进乡村小学的，还
有奥运冠军邓亚萍，演员娄艺潇、
李光洁，主持人张腾岳、李艾，科
幻作家韩松，绘本作家熊亮，学者
张秋， 援鄂医生代表邓医宇等来
自各领域的“领读大使”。

他们汇集在一起，试图从多
元角度探讨如何阅读。

疫情期间在抗疫一线战斗的
邓医宇认为阅读是永远的，“永远
都需要保持学习的状态， 否则一
次错误都可能是一条人命。 ”

这位曾经直面病魔不打退堂
鼓的“战士”在课堂上有些紧张，
这是他第一次给小学生上课。

“你们要精读教材，”邓医宇
的阅读方法是精读与泛读相结
合，“泛读可以让你的思想插上
翅膀，能够在天空中飞翔，看得
更高，看得更远。 ”

除了这些硬视角，“阳光关
爱·i 读计划”的课堂上还有很多
软视角。

“爱”与“责任”，这是奥运冠
军邓亚萍希望孩子们从《小王

子》中体会到的关键词。 而谈及
自己的乒坛职业生涯及求学经
历， 她则将讲述的重点定格为

“做自己”。 无论是阅读一本书或
是终身学习，“一定要找到更加
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此外，课堂上还有更多打动
人心的瞬间：演员娄艺潇将自己
与亲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引导孩
子们思考爱的意义；科幻作家韩
松寄语孩子们，“想象力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绘本作家熊亮
鼓励孩子们睁大眼睛、观察身边
的人与事，珍惜属于他们的独有
感知力……

如何推广———
从 1 到 N 的进阶之路

从 2019 年中国社会福利基
金会、东风日产、南方周末联合发
起“阳光关爱·i 读计划”以来，优
质阅读课程便是一大关键， 另一
个关键的“抓手”，则是基于乡村
小学的阅读空间，“东风日产阳光
关爱阅读室”由此应运而生。

从 2019 年的甘肃、 贵州、广
西、陕西，到今年项目走进的江
西赣县区、湖南龙山县、海南屯
昌县、广东连南县四地，至今已
有 8 间“东风日产阳光关爱阅读
室” 相继落成， 共计配备超过
20000 本全新图书。

庞大的书籍数量并非唯一
亮点，“数据化”“智能管理”在乡
村小学的实现同样备受瞩目。 智
能化借阅系统的存在，让校方得
以实时了解学生的借阅情况，也
让项目组后续的长远维护及书
籍更新真正实现“心中有数”。

“阳光关爱·i 读计划”每到
一处，即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合
作，邀请阅读推广专家面向当地
一线教师开展培训，传递校园阅
读的前沿理念与实践模式。 除此
之外， 项目还辐射至家长群体，
希望唤起家长对家庭亲子阅读
的关注， 放下手机成为孩子的
“阅读陪伴人”，而非孩子的“玩
手机效仿者”。

在实践中，站点数量、课程
数量、覆盖人数等硬性指标并非

“阳光关爱·i 读计划” 的核心聚
焦所在，项目真正所致力于达到
的，是设计出一个有效果、可复
制的阅读推广模式。 在项目发起
方、当地教育部门、校方及广大
社会力量的联动之下，项目的可
持续价值逐步显现，所引发的辐
射效应亦不断扩散。

自 2009 年以来， 东风日产
“阳光关爱” 公益行动连续十二
年未曾停步，为欠发达地区师生
持续提供精神与物质扶助。 更值
得关注的是，基于“阳光关爱”平
台，东风日产不断整合全价值链
体系的优质资源，并实现与社会
资源的广泛链接，打造着眼长期
的创新公益模式。

“阳光关爱·i 读计划”项目
既是对过往的延续，又瞄准未来
希望开创新里程。“我们正在努
力改变的，是中国儿童阅读事业
发展的一角”，一个可循环、有实
效、易推广的儿童阅读模式已经
在探索中建立， 但仍需不断完
善， 并让更多个体参与进来，让
更多的孩子受益。 （邓拓）

‘他们也不读书啊，哪有空读书啊。 ’靳元在河南某学校国际部教书，因为刚毕业比较年轻，他同学生私下关系比较好，对他们很了解。
靳元用‘网感’很强的话语反问道，‘快手不香吗？ 王者不香吗？ 抖音不香吗？ ’但语气里充满了无奈。
在这所学校里，阅读室、阅读课、阅读老师一应俱全，就读的学生大多家境殷实，能够提供充分的阅读支持，‘但问题不在于这些，他

们真的不读书。 ’
与此截然不同又隐隐相似的是，距离仅 20 分钟车程的城中村打工子弟学校，政府和社会捐赠的阅读室光鲜亮丽，各类电教化设备

一应俱全。 但图书束之高阁，阅读室沦为摆设。
再向外开足 1 个小时车程的农村，即将要撤点并校的村小，仅剩的十几个孩子和老师守着翻新没几年的教室。 挂着图书室牌子的空

屋子里，只有一块黑板和一堆散落的桌椅。
儿童阅读推广所面对的问题错综复杂，为何读？ 读什么？ 怎么读？ 对过往的反思势在必行，对未来的探索不断前进，一场阅读实验正

在进行。

“阳光关爱·i 读计划”课堂瞬间（陈芳/图）乡村小学的一年级教室内，班长带领同学早读（汉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