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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Reading in Boom on Four Aspects

系统化实施面向学生全素质提升
关 键 词 校园阅读 特色实案 系统化工程
前不久，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成长教育周报》在大量特色书香
校园实案报道基础之上，
从四个角度十余细项指标进行分析，
形成
特色书香校园实案分析报告，期待以此进一步推动阅读教育新现
象、
新趋势、
新理念、
新做法，
其中报告上篇从理念思路与实施方案

阅读书目选择和建设是基础
目前，不同学校对于书目的选择做法不一，推荐依
循方式各有特点。
甘肃省庆阳市团结小学教务处根据《新课程》推荐
篇目，借鉴名校推荐的阅读篇目，推出团结小学 1~6 年
级学生阅读篇目。学校制订接力阅读计划，购置接力
阅读书目，完善以日常抽查和活动检查相联系、以阶段
评价和年度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山东省济南市双
山中心小学的经典导读则是在每个学年初教导处根据
学生的年龄特点，
统一下发本学年 1~6 年级的必读书目
与选读书目的书单，供学生和老师准备相关图书，以备
每周的阅读导读指导。
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沈阳路小学遵
循“让教室成为图书馆”倡导“阶梯阅读”、打造高品质
“班级书柜”
的思路，
为全校 1~5 年级的孩子量身定制契
合他们年龄特点的童书。首先，所有书目必须与学生
年龄高度契合。其次，书目必须“营养均衡”，做到人
文、科学与文学兼具。这就要求每个班级的书目制定
者是以班主任为核心的全体学科教师共同体。第三，
必须有科学的书柜管理制度及学生阅读记录。
组织师生及家长推荐也是学校荐书的方法之一。
例如，广东省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小学利用
国旗下讲话的契机，学校每周安排 1 位老师和 1 位学生
向全体师生推荐 1 本好书，
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吉林
省长春市九台区第二实验小学号召全体学生进行好书
推荐活动。全校有 25 个教学班，参与分享的班级达
100%，制作读书分享的美篇达 482 篇。假期学校每天
选择优秀的读书分享美篇推送在学校的微信公众号
上，
提高了学生读书分享的热情。
另外，
一些学校还会自主组织校本教材，
形成特色阅
读内容。广东省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小学编写
以古诗词、古文、名人名言和诗歌散文等为主要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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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推进、
硬件设施多方位提升以及家校、
师生联动解决
“谁领读”
三方面进行重点分析。本期推出的下篇则重点围绕阅读教育的系
统化设计实施进行呈现。
（相关链接：
6 月 25 日第 9 版《特色书香校
园实案分析报告（上）：
书香校园建设四大进展蔚然成风》
）

《书山之乐》
《墨趣书韵》等 6 本校本教材。广东省肇庆市
第十五小学结合学生实际情况，
编印了校本教学材料《肇
庆市第十五小学学生经典诗文诵读补充材料》，
增补了成
语典故、
童话故事、
神话故事、
寓言故事、
名言警句、
经典
美文等内容。课上，
教师利用校本教材指导学生诵读经
典诗文，
倡导学生自由交流阅读体会。贵州省贵阳市林
泉小学组织全体教师编写校本课程《林籁泉韵》，
收集有
关
“林”
和
“泉”
的古诗词、
散文、
诗歌等，
以供低、
中、
高年段
的学生分册使用。林泉小学利用晨读20分钟时间让学生
朗诵，
提高朗读水平的同时积淀知识。

阅读时间有充足的保障
学生要阅读，首先要有时间阅读。为保障阅读时
间，
各校进行了不同的尝试。
陕西省汉中市洋县青年路小学在课程表中设置 2 节
课外阅读课，
每天早、
午读 30 分钟，
每月开展 1 次读书实
践活动，
每学期开展 1 次课外阅读知识竞赛，
以便全方位
构建阅读课程。沈阳路小学提出，
学生每周合计在校阅
读总量达260多分钟。此外，
学生回家阅读的时间每天不
少于30分钟，
校外周阅读时间不少于210分钟。
目前，阅读时间的保障主要通过分时段安排和固
定的阅读课来实现。河北省邢台县城计头乡中心学校
进行常态化的
“四读”
管理：
早上晨读 10 分钟，
午间诵读
10 分钟，
晚上亲子共读 30 分钟，
每周五放学前读书 1 小
时。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小学规定学生每天
读书 1 小时，
早读、
午读、
晚读各 20 分钟。
在阅读课的时间安排方面，甘肃省庆阳市东方红
小学将周一至周五的 14:30~15:00 定为阅读课，要求语
文教师做好读中指导，开展读后交流活动。学校安排
领导巡课，发现问题及时指出，督促改进。甘肃省庆阳
市第五中学每月开展一次图书漂流计划，在周五下午
5、6 节课组织全校师生进行共读共写的阅读课。学校
还将周五下午的第 7、
8 节课作为校本阅读课，
校园随处
可见学生演讲、
诵读、
表演的身影。
广东省肇庆市第五中学在每周三下午开设阅读
课。江苏省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的语文、英语
教研室在每学期的教学计划中设置读书计划，为学生
推荐阅读书目，包括必读、选读书目，并明确具体阅读
任务。树人学校在每周的课程表中安排 1 节语文阅读
课和 1 节英文阅读课，分别由语文、英语教师根据每学
期的阅读计划进行授课，
从而保障学生的阅读时间。

课程化探索是深化要点

张
■富有（长春市九台区第二实验小学校长）

《老子》是一本﹃磨脑子﹄的书

目前，阅读的体系化推进是一个难点。针对这一
点，
不少学校通过课程逐步探索实验。

推荐图书：
《老子》
版别：
金盾出版社
适 读 年 级 ：小 学 4～5
年级

推荐理由：
《老 子》是 一 本“ 磨 脑
子”的书，我读了几遍，至今
仍在阅读。虽然全书仅有
5000 字，但却是一部博大精
深的书。
《老子》文字精炼，
易于咏读，思想丰富又耐人
寻味。书中体现的辩证法、
宇宙观、相对论、悖论、治国
之策，都是瑰宝。这本书为
后人留下了难能可贵的精
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
国人的精神和行为。
《老子》值得每一个中
国人去阅读。我将这本书推荐给孩子，希
望他们能从中体会到属于自己的真意。
■主管主办：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订阅电话：
（010）88817687

一方面，
学校以原有课堂教学为基础和重点，
推进具
有课程理念的阅读教学。例如山东省诸城市明诚学校以
课内阅读为主，
着力研究文本阅读教学，
构建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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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课堂新模式，
即每篇课文随堂阅读
“主题丛书”
不少于
10 分钟。阅读课时，
教师注重对学生进行阅读方法的指
导和心得分享。同时，
该校将课外阅读作为辅助，
贯彻 5
个
“推进”
，
即日推进（午读+晚阅）、
周推进（演讲+练笔）、
月推进（推介+展示）、
学期推进（考级+表彰）、
节假日推进
（推荐+体验），
引导学生对语文主题读本剩余篇目、
共读
书目和自主阅读书目进行有目的性、
针对性的阅读。
山东省诸城市实验小学依托“整合式”语文主题学
习的教学策略，在开展“三勤四让五环节”教学模式的
基础上，上好阅读指导课、阅读交流课和综合实践课。
甘肃省庆阳市第五中学用大语文观指导语文课堂教
学。依托新教材编写体例以主题为单元这一基础，学
校用单元主题教学替代传统的逐课讲授，对同一单元
的文章进行整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让学生通过阅
读、查阅资料掌握语文基础知识。教师引导学生合作
探究，讨论分析相同主题不同的写作方法。此外，教师
引导学生阅读和教材同步的《主题阅读教学读本》进行
拓展联系，通过单元主题教学促进学生大阅读观的形
成，
潜移默化地改变学生的阅读方式。
另一方面，学校依托自身资源开发、推进特色校本
阅读课程。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第三实验小学建
立
“整本书共读项目组”
，
项目组先后开发
“绘本故事课”
“导读推介课”
“阅读推进课”
“读书汇报课”
等诸多课型。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通过“微阅读”课程、语文
拓展课程、
“ 经典诵读”特色课程、
“ 图书馆”阅读课程，
以及开展亲子阅读活动等途径构建书香校园。特别
是，语文学科围绕“阅读”
“表达”2 条主线，以“阅读”为
核心，
“表达”
为形式，
开设配音、阅读、课本剧、国学、演
讲、辩论、评论、曲艺、故事、名家介绍等多领域拓展课
程。每个领域又分设低、中、高 3 个层次，共形成 27 门
语文走班拓展课程。此外，广东省肇庆市第五中学目
前已形成“声临其境”
“古文苑漫步”
“影视鉴赏”
等校本
课程。这些课程从内容、时空、形式上进行整合，拓展
学生阅读视野，
也使学生的爱好和特长得到发展。

2019 直面鸿沟戏剧大会聚焦戏剧的教育功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由抓马宝贝教育体
验中心主办的 2019 直面鸿沟戏剧大会暨抓马教育十
周年论坛在京举行。据悉，
“ 直面鸿沟戏剧大会”衍
生 自 2016 年 欧 盟 教 育 委 员 会 支 持 的“ 鸿 沟 ”戏 剧 大
会，主要探索以戏剧作为艺术形式帮助年轻人面对
生活中出现的“鸿沟”，以及展示不同国家实践者对
于开展戏剧教育的有效方法。
据了解，此次大会除了延续“鸿沟”戏剧大会的传
统，
还通过深度工作坊、
主旨演讲、
圆桌论坛、
戏剧工作
坊以及戏剧论坛等形式，围绕如何从社会学和哲学角
度阐释年轻人面临的问题，以及心理学和现代科技如
何启发戏剧教师的实践等方面展开探讨。
■出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有限公司
■营销中心：
（010）88810715

大会特别专注戏剧作为艺术形式的教育功用，及
其应用在学前和小学教育中的复杂性和多维层面，并
探讨戏剧如何在实践领域对幼儿园、小学以及机构中
进行应用。主办方邀请多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
育界、
戏剧界等领域的专家，
共同探路戏剧与教育的前
沿理念。与会嘉宾均有在全世界不同文化、语言和区
域与不同年龄、
社会背景儿童工作的经历，
并均有在我
国工作的实际经验。
大会期间，抓马宝贝还演出了抓马教育剧场经典
剧目《做妈妈》和《考试》。据了解，此次大会以构建和
网罗中国新一代教育戏剧实践者为己任，助力发展属
于中国的、
具有世界视野的教育戏剧实践。 （陌 宇）

■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 19 号外研大厦北楼
■执行主编：刘海颖

■邮编：100089
■本版编辑：江玉婷

■传真电话：
（010）88817657
■排版：姚志英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8 月 17 日～19 日，
“萤火虫之
夏（2019）暨 全 国 第 11 届 新
教育种子教师峰会”在山东
省诸城市龙源双语学校举
行。该峰会由新家庭教育研
究院、新教育研究院新阅读
研究所、新教育萤火虫亲子
共读公益项目、新教育种子
计划公益项目、喜阅说写教
育培训学校、
《教育·读写生
活》杂志社共同主办，
山东省
诸城市教育和体育局承办。
据了解，此次峰会围绕
“教室里的家校共育”
主题展
开，会上进行了新教育种子
计划基地学校启动仪式，并
针对全国优秀新教育种子教
师及表现突出的萤火虫分站
进行颁奖，获奖教师分享叙
事经历。诸城市副市长王大
鹏、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
新、新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陈东强、儿童文学作家童
喜喜在开幕式上先后致辞，
来自北京、
江苏、
河南、
河北、
山东、四川等地近 1000 名新
教育实验教师、社会各界家
庭教育工作者参加活动。
会上，
朱永新教授以
“未
来学校中的家校共育”为题
进行了主旨演讲。他认为，
在未来学校中，父母将是教
育的发现者、创造者、管理者、参与者、施教
者、
学习者。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
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孙云晓围绕儿童习惯养
成，提出家校共育中应该遵循儿童友好、儿
童优先的原则。他认为，
家庭教育的重要功
能是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习惯。童喜喜作
为新教育种子计划项目和萤火虫项目创始
人，
则从多年在一线推动家校共育的经验出
发，讲述信息时代背景下的家校合作误区、
原则和技巧。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洪明从家
校合作的意义、
政策依据、
基本内涵、
实施环
节四方面厘清了家校合作的一些基本概念
以及操作方法。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
长吴重涵以“父母与儿童共同经历活动的潜
在教育性”为题，阐述父母可以在家庭教育
中综合利用的三种活动类型。南京师范大
学教授殷飞阐述了家校合作对提升教育专
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新家庭教育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蓝玫阐释了如何以良好沟通构
建和谐的亲子关系。新阅读研究所执行所
长李西西则在演讲中着重讲述了电影课在
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新阅读研究所常
务副所长郭明晓介绍了以阅读促进家校交
流的具体方法及技巧。
在一线耕耘上，主办方邀请江苏省扬州
市邗江区教育局长何云峰、
江苏省新沂市教育
局副局长徐洪、
新教育种子教师赵丽、
山东省
诸城市科信小学副校长黄宗红、
北京海淀区定
慧里小学教师王欣、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第二
实验小学教师高娟以及“2017 年中国新父母
年度人物”
李静分别从区域、
学校、
教师和家长
的层面分享家校共育的模式和经验。
据主办方介绍，
“ 萤火虫之夏暨种子教
师峰会”
是新教育实验的两大品牌公益项目
——新教育萤火虫亲子公益项目、新教育种
子计划公益项目的年度庆典。
“萤火虫义工”
和“种子教师”则是新教育教室里的家校共
育榜样。该峰会的一大亮点是，
主办方从两
大项目中提炼出
“六合一教研深耕型培训”
，
即“一次培训=线下讲座沙龙+线上音频补
充+图书共读引领+基础课件赠送+优秀分
享表彰+项目长期培优”
，
将培训工作推上一
个新台阶。
自 2010 年 开 始 ，峰 会 已 连 续 举 办 10
届。此次会议邀请了专家学者、
一线教育工
作者、
父母代表围绕
“家校共育”
的主题从不
同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会上分享了诸
多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对培养一线专
家、深耕基础教育、建立长期有效的运行机
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
此次峰会
有助于协助学校、
家庭和社会合作共育工作
的深入开展。
（江玉婷）

届新教育种子教师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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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校园建设和阅读教育的核心意义，是为了帮
助每一个学生实现从知识获取到思维、能力以及情感
等多方位素质养成。从这个角度出发，阅读其实是帮
助学生实现更完整的成长路径之一。而这也意味着，
学校在此方面的推进需要系统化摸索。就目前这个阶
段而言，
不少学校正在积极从以下方面进行实践。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刘 言

萤火虫之夏（ 2019
）暨全国第

书香校园建设四大进展蔚然成风

深度讲述﹃教室里的家校共育﹄

●特色书香校园实案分析报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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