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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教育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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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班千人”读写计划：

让每一间教室都透出阅读之光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江玉婷关键词 整本书阅读 阅读策略 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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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百班千人”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推送，宣布启动第29期读写计划。即便是在最忙碌

的开学季，这一活动也得到了教师们的迅速响应。

通知发布1周后，组织方发布了入选名单，一共收到2316份报名表，最终入选1610份，申报教师按

照填报的年级编入相应微信群。与此相对应的是，这1610位教师意味着1610个班级。如果按照一个

班级30名学生来估算，这期活动保守估计有4.8万名师生参与。

阅读路上的同行人

“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孤独的赶路人，走着走着忽

然发现一个驿站，这个驿站里已经有了很多人。”欧雯

是导师团成员，她认为教师在活动中找到了一种“确

认感”，明确了阅读价值，肯定了自己选择的道路。

“百班千人”读写计划缘起于平凡的阅读生活。

联合发起人季晟康因童书出版结识了一批热爱阅读

的语文名师。2017年4月16日，同是发起人的全国特

级教师张祖庆出差到北京中转，两人深夜在北京站的

湖南饭店碰面，聊到是否可以带领全国的孩子们共读

一本书。张祖庆想起，前不久他加入的一个微信直播

群，听了一场于丹和杨澜的对谈。那场活动通过微信

群转播，吸引了一二十万人收听。两人想到，也许可以

利用同一模式组织阅读活动——导师在一个主群里发

送内容，然后通过转播工具实时转发到若干个微信群

中，组织一个全国性的班级联盟线上共读活动。

随后，两人分别和周益民、周其星等阅读名师交流

了这一想法，大家认为值得尝试，于是分头寻找导师。

2016年4月23日，在世界阅读日这一天，张祖庆联合18

位阅读推广名师共同发起“百班千人”读写计划。这不

是一个有野心的活动。据联合发起人周其星介绍，活动

名称揭示了期待——“百班千人”读写计划——期待有

100个班级，几千名师生共同阅读。出乎意料的是，第一

期活动的参与班级就突破了100个。大家意识到，导师

团不仅是学术资源，同时也是流量优势。

名师就像巨型磁场，对教师群体有着天然的吸引

力。现在的6位总导师中，周其星、周益民曾先后入选

《中国教育报》“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获“全人教

育奖”提名奖，李祖文被评为“全国十大青年名师”，张

祖庆为中国语文报刊协会名师专业发展研究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王乐芬是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获得

者。导师团68名成员均为当地骨干教师。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活动的参与门槛很

低：只要是学校教师，负责一个实体班级——不是单

纯进行线上教学的培训机构，在保证学生有书可读的

基础上，就可以免费报名参与，得到名师全程指导。

“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本能向往

和追求。”周其星认为，这是活动热度只增不减的重要

因素。季晟康负责“百班千人”读写计划的组织与运

营，每期活动正式开始之前，他和团队都要甄选报名

表。季晟康清晰地记得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示范小

学教师段连翠提交的报名表，报名理由限定500字，她

至少写了1000字。季晟康读完后的直观感受是“简直

把自己一生对阅读热爱和追求都写进去了。”

还有教师在“班级人数”一栏填了“3人”——这不

符合活动要求，季晟康打电话了解情况。电话接通

了，原来学校规模小，教师所在的班级只有3名学生。

他说：“虽然只有 3 名学生，但我还是要带他们做阅

读。”季晟康被打动了：“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勇气拒绝

他。”类似的情景还在重现。在第29期活动预告的推

送下，有教师留言：“我们乡村小学每个班只有十几个

孩子，报不上名怎么办？”

班级共读的试验田

成立之初，“百班千人”读写计划聚焦整本书阅读，尤

其是班级阅读。“班级是有内在联系的紧密型组织，成员

之间的影响微妙又巨大，能天然地获得群体归属感，这一

点很重要。”联合发起人周益民阐释定位的设计理念。

在四五年前，教师们都在探索阅读，但方向并不

一致。张祖庆对写作教学研究深入，荣获“有重要影

响的全国小学写作教学名师”称号。周其星是阅读公

益组织三叶草的发起人，主要精力花在亲子阅读上。

蒋军晶是儿童文学阅读推广人，倡导群文阅读、班级

读书会。“那时候，大家都是散着做，没有形成一个群

落，或者说没有构成一个现象。”周其星说道。

“百班千人”读写计划是一块“试验田”。在这里，

分散在全国各地做整本书阅读的名师聚集在一起，整

合各自的学术优势和阅读指导经验，引领一批对班级

阅读感兴趣的教师往前走，在交流和研讨中生成新思

路、新方案，形成智慧众筹。对于导师欧雯来说，这一

平台同样珍贵。“之前我和很多导师都认识，但深入交

流的机会很少。在这里有了‘共事’的机会，很难得。”

值得注意的是，“百班千人”的阅读指导分阶段推

进，每一个环节的设置都扎在班级共读的痛点上。以

第29期读写计划为例，初读阶段导师团队分年级准备

一份初读阅读指南和一堂文本解读微课，指导教师完

成个人阅读。共读阶段的线上指导分为三场：一场是

专门为教师提供阅读教学策略、班级读书会实施路径

和在线答疑；第二场为学生进行线上导读、阅读策略示

范，从阅读出发延伸至创意写作；第三场是作家在线导

读课，儿童文学作家引领师生探索阅读与写作。

“百班千人”读写计划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线

上活动。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周群的观察是——这是

一个线上线下同构教育的新生态。参与线上活动后，

教师必须在班级里推进，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教

学设计。“其实是线上学习和线下实践有机融合，这是

一个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过程。”周其星表示。

近年来，无论是全民阅读的大背景，还是统编版

小学语文教材中“快乐读书吧”“和大人一起读”等板

块的设置，都切实推动了阅读在教学改革中的进程。

“百班千人”读写计划与统编教材结合得更加紧密，导

师团队有意识地将课堂上学习的阅读策略迁移至共

读中。

今年8月，“百班千人”举行“第四届暑期阅读嘉年

华”，联合“祖庆说”公众号发布了“2020年小学生暑期

分年级阅读书目”。书目分年级设计，每个年级都有一

个独立主题。例如，二年级的主题是“小”的力量——学

生只是身体小、年龄小，但内心有大力量、大发现。六年

级的书目主题是“过去与未来”——生命是一段旅程，需

要真诚的回望，积极的眺望。同时，“百班千人”读写计

划上线了 52 节名师公益直播课，覆盖书单的全部图

书，改变了以往暑期“有书单无领读”的阅读状况。

教师成长的“芳草地”

“阅读不像风，风常常吹过来，又吹过去。阅读是

脚下的土地，是一块教育的‘芳草地’。”周其星认为，

阅读是教师身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属性。

在“百班千人”读写计划的发展进程中，从来不缺

教师成长的故事。唐山迁安市小学数学高级教师刘艳

君从教29年，今年53岁，到了即将退休的年纪。2019

年，她带学生参加“百班千人”读写活动。在第27期活

动中，刘艳君用18个课时深耕阅读策略，从2000多名

参与活动的教师中脱颖而出，获得当期“集体特等奖”。

很多教师参与了一次“百班千人”共读活动后，就

再也没有离开。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第二实验小学

语文教师林艳玲从第1期读写活动开始，一共参与了

28期。2018年3月，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第一小学教

师胡华首次参与第 12 期共读活动，自此接连参与 15

期。2020年4月，她们成为助理导师。

还有教师告诉季晟康，从教十几年来，校长第一

次找他谈话，派他组建阅读团队。这些教师平时大

多默默无闻，游离在领导层的视野之外。当学校决

心推动阅读工作，开始审视教师团队时，这些长期参

与“百班千人”读写计划的教师显露出来。

对于教师们来说，“被看见”只是“意外奖励”，更

重要的是源于内心的热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

总社知心姐姐教育服务中心副总监王仁芳深刻地感

受到这一点。今年8月，“百班千人”阅读教师暑期线

上研习营启动，知心姐姐教育服务中心是主办方之

一。这是一次收费的研习营，268元/人，为期5天。原

计划招600名学员，然而报名过于踊跃，人数迅速突破

900人。为了保障研习效果，负责报名工作的营销编

辑蔡岩不得不提前 2 天关闭报名通道。王仁芳注意

到，有一场直播课刚结束，群里马上就有教师把听课

笔记画成思维导图分享到群里。半夜两三点钟，还有

教师在群里交流学习心得。这样旺盛的分享欲和求

知欲，让研习营的工作人员感到动容。

此次研习营采用的配套阅读材料为“百千大阅

读”系列丛书，由中少总社与“百班千人”读写计划联

合打造。这是一群语文名师、出版人从统编教材出

发，根据小学六年阅读发展特点，推动童年阅读的一

次集体探索。“契合教育的脉动，是一次少儿出版与基

础教育改革进程相呼应的有益尝试。”这是中少总社

教育服务中心总监祝薇对这套书的评价。

“百班千人”共读团队还将继续探索。“4年前，我

们探索的是如何让一本书走到更多人面前，如何让更

多人把书带到教室。现在我们更多地关注，如何让一

本书真正激发出孩子的更多可能。”周其星认为，教育

应该越做越开阔，阅读也是如此，“百班千人”读写计

划要走的路还很长。

近20年，由于《全日制义务教育语

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

准》的推行，加上中高考语文考纲的导

向性作用，中小学生都普遍意识到了阅

读经典名著的重要意义。于是，各种版

本的经典纷至沓来。目前很多出版社

都出版了“简写版”名著，青少版、学生

版、漫画版、速读版、导读版等等非全版

经典应运而生。

“简写版”名著即为压缩了篇幅的

名著，它能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有限

的阅读时间中接触到世界文学精华，为

爱上阅读打下基础。但是，由于“简写

版”限于篇幅，通常以讲故事为主，会删

去大量描写、抒情、议论部分，很难全面

反映原著的文字与故事精华。

那么，什么样的“简写版”才能让

孩子从小接触到世界名著，又不失名

著精华呢？这是一项对编者和编辑要

求很高的工作。笔者总结多年少儿图

书的编辑经验，从中归纳出编写“简

写版”名著需要注意的三个方面，以飨

读者。

其一，尽量保留描写人物特征的

文字，提高孩子的想象力和理解力。

通过人物特征的描述，能够让读

者提高想象力和理解力。以巴尔扎克

的《欧也妮·葛朗台》为例，简写本追求

简练，对肖像描写便生猛裁剪，被简写

本普遍删除的这段：体格方面，葛朗台

先生身高五尺，矮墩墩的，腿肚子的周

长足有12吋、髌骨多节突出，宽肩膀；

褐色的圆脸上有麻疹留下来的瘢痕，

下巴方方的，嘴唇没有任何曲线，牙齿

很白；眼睛表情冷峻，似要择人而噬，

俗称蛇眼……一般人不无理由地说那

里装满了鬼点子。

这段描写对于读者想象葛朗台其人有着重要意

义。简写本删掉了这段文字，就好比把一个活生生的

人给肢解重组了一样，干瘪的故事严重影响阅读感

受。因此，我们的做法是保留一些关于特征的描述。

其二，尽量保留引人深思的议论和抒情的文

字，提高孩子的审美判断力。

通过阅读，形成独特的审美判断力，这是语文

学科的基本任务之一。然而，有的简写本大胆地省

略了作品中引人深思的议论和抒情的文字。比如，

《童年》中阿廖沙刺杀继父的情节之后的那一段：每

当回忆起俄罗斯生活中这些铅一样沉重的丑恶画

面时，我常常反问自己：这种事情值得去谈吗？这

种丑陋的行为真的有必要去写吗？每次我都满怀

自信回答自己：绝对有必要。

因为丑恶也是一种真实，直到今天它仍然还没

有被消灭……

我们的心灵仍然健康、年轻，他们正在克服并将

最终战胜它们。我们的生活之所以这样惊心动魄，

是因为在这块广阔而又肥沃的土地上同时滋生了丑

陋卑鄙和健康善良。善良和人道唤起了我们对美好

新生活的希望，幸福离我们不会永远遥不可及!

如果没有这几段文字，小读者们也许会对一次

报复仇杀事件做出肤浅、幼稚甚至错误的判断。出

版者有时会善意地低估小读者们的审美判断力，所

以在改写时，会有意无意地删除一些看似繁琐实则

精华的内容，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其三，要分析名著的重要细节，酌情删减，以保

留阅读名著提高孩子鉴赏力的功能。

在中小学，常常有学生因为做不好阅读题而语

文成绩欠佳，家长们心急如焚，给孩子们报名参加

各种阅读指导的课外班，可大多不解决问题，为什

么？因为语文不是一日之功，要经过长期阅读后才

能形成综合鉴赏能力。

以《水浒传》第 32 回武松血溅鸳鸯楼、大闹飞

云浦之后醉打孔亮为例，这其中最有趣也最重要的

情节是武松打黄狗。虽然只是一小节，但它的分量

却举足轻重，对于理解武松形象，引起小读者的阅

读兴致都有裨益。名著的阅读，需要通过对细节、

文字的咀嚼与玩味，引发读者的独立思考，最终助

其形成鉴赏能力，简写本虽然会弱化这个功能，但

也要尽量保留这一功能，不能一删了之。

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总主编温儒敏曾说：“语

文统编教材中安排有名著导读，其实就是整本书阅

读……要求整本书阅读，我看首先就是“养性”，涵

养性情，让学生静下心来读书，感受读书之美，养成

好读书的习惯。”我想，温教授所说的“涵养性情”大

概是包含了上述这三种能力。

出版社要认识到，简写版名著是一项对编辑文

学素养要求极高的工作，尽量避免将简写版名著庸

俗化、功利化的做法，为了给下一代更好的阅读体

验，简写版名著要慎重策划，精心选编，既要简明流

畅，更要保留原著精华。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北京师范

大学举办《林崇德文集》（全 12 卷）新书发

布会暨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陕西师范

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

大学、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等学校的专家、学

者，深入研讨了林崇德的治学之道、学术思

想的理论主题、内在逻辑、突出特点和中国

心理学科发展与建设等议题。北京师范大

学校长董奇、北师大出版集团总编辑李艳

辉致辞,北京师范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党委

书记乔志宏、部长罗跃嘉主持会议。

《林崇德文集》是著名心理学家、教育

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林崇德55年核

心学术思想与理论成果的结晶，首次全面

系统地收录了林崇德在发展心理学、教育

实践领域的经典著作、学术文章与重要演

讲文稿，内容涵盖思维认知、品德社会性、

非智力因素、心理健康、教师心理和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等重要研究成果。该文集由北

师大社出版，此前该社已出版林崇德的《21

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听林崇德老

师讲基础教育》等近10部标志性作品。

会上，林崇德向国家图书馆、北师大图

书馆、陕西师大图书馆、清华大学附中图书

馆、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图书馆和浙江象山县图书

馆等机构赠书。 （刘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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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拇指男孩》带来改变的力量
■李文富（江苏省扬州市维扬实验小学北区校校长）

推荐图书：《绿拇指男孩》

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适读年级：小学3~6年级

推荐理由：《绿拇指男孩》是一部可以赢得所有学

生目光的儿童小说。主角弟嘟与许多孩子一样天真、

善良，也像很多孩子那样，时而在枯燥的课堂上昏昏欲

睡。园丁翘胡子先生发现了弟嘟潜藏的天赋——拥有

“绿拇指”，能让种子瞬间发芽、开花。

弟嘟用美丽的花草改变了监狱的阴森模样，让监狱

里的犯人逐渐变得平和、优雅。最好玩的是，弟嘟让爸

爸生产的武器长满植物，大炮打出的全是矢车菊、玫瑰

花。于是，让人啼笑皆非的战争无法继续，人们最终握

手言和。作者莫里斯·杜恩不仅是作家，还是政坛人

物。书中，他以“绿拇指”为线，串起人类生活中的诸多

重大话题，每个话题的提出、探讨、批判都举重若轻。

他以儿童的视角，儿童的思维，解决了很多悬而难解的

问题。比如，如何预防犯人越狱，如何给孩子适合的教

育，如何对待动物？这本书里都有堪称完美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