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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方案趋向序列化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1月7日，河北省邢台

市金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正式进入寒假。学校

下发的“寒假师生阅读活动”方案呈现鲜明的序

列化特征。

在邢台市金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寒假阅读计

划里，一二年级学生在“耳朵‘读’经典”“最美朗读者”

的听与读中培养语感；三四年级学生通过思维导图梳

理阅读心得，在好书推荐中锻炼表达能力；五六年级

学生具备一定思辨能力，在活动“童眼看世界”中关注

新闻，形成新闻“时间轴”，或以报告呈现研究成果。

山东省诸城市希努尔双语学校的寒假为期一个

月，从 1 月 27 日~2 月 27 日。一年级学生阅读绘本、

坚持每日诵读；二年级学生阅读《格林童话》；三年级

学生阅读《中国古代寓言》《伊索寓言》，选读《时代广

场的蟋蟀》或《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四年级学生阅读

《十万个为什么》，选读《宝葫芦的秘密》《青铜葵花》；

五年级师生共读《三国演义》，完成人物形象任务单；

六年级学生阅读《西游记》。

2021 年 1 月，山西省阳泉市北岭小学教务处下

发“读经诵典 童心飞扬”主题活动安排方案：一至六

年级，每年级各 3 本必读书目。一二年级学生必背

古诗 15 首、论语 10 则，三四年级学生必背古诗 20

首，五六年级学生继续背诵古诗词，累计背诵 80

首。语文教师张卫红介绍，即便六年级学生面临会

考、升学，学校也没有“停掉”阅读活动。校长张素

芳多次在会上强调，适当削减书面作业，给学生留

出阅读时间。张卫红教六年级，寒假学生在四大名

著中任选一本熟读 2 回，阅读《城南旧事》《汤姆索

亚历险记》《小王子》。

浙江省浦江县南苑小学2月4日放寒假，2天后，

三年级语文教师钱丹丽统计后发现，全班40名学生

中有十多名学生读完了《中国古代寓言》，到了9日，

全班学生读完该书。“读得快的学生，大概2天读完一

本书。”钱丹丽说道。根据教研室的推荐书目，班级共

有5本必读书目，分别是《中国古代寓言》《伊索寓言》

《大林和小林》《一百条裙子》《游戏中的科学》。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第二实验小学的寒假较往

年“来得早一些”。2020年12月29日，期末考试结束，

学校进入“寒假模式”。六年级语文教师林艳玲开列了

《爱的教育》《朝花夕拾》《骆驼祥子》《海底两万里》《傅

雷家书》《儒林外史》等10本阅读书目。每到周末，班

级组织线上“聊书会”，学生自主报名担任“主持人”、设

计交流主题。“寒假计划看8本，到2月9日，我们聊了5

本。”林艳玲说道。她会提前把关交流主题，除此之外，

更多时候她更像一个观众，“做一个鼓掌的人”。

生命教育成为重要主题

生活即教育，时事即教材。邢台市金华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认为，阅读不仅仅指读书，新闻也

是阅读的重要形式。对新冠肺炎疫情新闻的关

注，本身就是一次生动的生命教育。

2021 年 1 月初，河北省新冠肺炎疫情反弹。学

生从学校回到家庭，居家隔离。“虽然人在家里，但

我们希望学生的视野不会被房间拘泥，可以透过

新闻这扇窗户，看到外面的世界。”韩向宇介绍“童

眼看世界”活动的设计初衷。高年级学生围绕一个

主题，每天记录一两条感兴趣的新闻，一周后回看、

分析，写一写看法和感受。有学生关注冬奥会，有学

生关注河北新冠肺炎疫情实况。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再一次得到生动演

绎。一位学生写到：相信邢台会好起来，河北会好起

来，中国会好起来，世界会好起来。低年级学生则绘

制葵花口袋书——向日葵是校花，有学生在口袋书上

画“七步洗手法”。

“阅读的媒介越来越多，图书、报纸、网络、广播

都属于媒体。搜集信息的过程，也是阅读的过程。”

诸城市希努尔双语学校语文教师陈翔宇介绍，教师

以“媒体”为主题，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大事件，广

泛搜集新闻，完成表现性任务“说新闻”。这一活动

与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四年级（下）相链接，教材第

二单元的口语交际是“说新闻”。学生在寒假有意

识地接触新闻，在未来的学习中，他们会对新闻这

类非连续性文本更加熟悉。

搜集新闻的过程中，学生会接触大量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感人事迹，追溯故事时，他们逐渐产生

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四年级学生进行“生命与价

值”主题探究，从《十万个为什么》了解胎儿发育，在

视频《爷爷的爷爷哪里来》中看到人类起源与发展，

在绘本《爷爷变成了幽灵》中学会面对离别。通过

绘制家族族谱、了解防护知识，学生们明白了人的

一生短暂而珍贵，也理解了生命的独特和脆弱。这

时，当学生再去看“逆行者”，就会有不一样的感

受。“既然生命如此宝贵，他们却还坚守在疫情防控

一线，一定是因为有高于生命的东西。”陈翔宇表

示，学生可由此寻找“逆行”的原因，可能是家国情

怀，也可能中华民族性格中的坚毅与无畏，答案是

开放式的。

名著阅读的独特价值

“孩子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其实是缺失的。”

钱丹丽认为，节日是一个浓重的文化符号，春节

作为传统节日，更是民族文化身份的标志。

自唐朝始，浙江省浦江县民间便有“龙腾灯舞闹元

宵”的习俗。龙舞也称“舞龙”，浦江板凳龙由单个板凳

串联成龙灯，在锣声、号角、铳声中领悟娱己娱人的生

活习俗和敬天顺人的民众信仰。2020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舞龙、迎会等聚集性活动取消。寒假前，南

苑小学负责安全的副校长严燎原通过广播进行安全教

育，教师在班级倡导少出门、不聚集。于是在这个寒

假，名著阅读愈发重要。

邢台市金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教师带低年级学

生通过手势操背诵古诗词，高年级学生阅读《三国演

义》《西游记》。一位学生将《草船借箭》编成家庭课本

剧，和父亲一起表演。“学生扮演诸葛亮，父亲扮演周

瑜，演的是二人在军帐议事，特别准确地把握了周瑜

的暗藏杀机和诸葛亮的气定神闲。”韩向宇表示，从中

可以看出学生不仅读了《三国演义》，而且读懂了。诸

城市希努尔双语学校将戏曲与名著阅读相结合，教师

选取《空城计》《击鼓骂曹》等戏曲选段进行学唱。

山西阳泉北岭小学教师张卫红一直主张学生读

原著，“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所谓的‘青少年版’名著，

实际上是把名著‘骷髅化’。《西游记》缩编成薄薄一

本，字号很大、插图很多，最多只能算故事梗概。原

书的风韵荡然无存，呈现出的只是改编者干瘪的文

字。孩子们误认为那就是名著，在他的印象中，名著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张卫红第一次带学生读《西游记》是在四年级，学

生分小组读完了第一回，即便只是读，也能够感受到文

字中流动的美感。一次作业里，需要填写描写花草的

词语，一些孩子写了《西游记》里的词语。“首先要降低

难度，教师可以借助影视剧、绘本、活动等形式引发学

生兴趣，最重要的还是平心静气地读。”张卫红说道。

1年前，学生升到五年级，林艳玲开始带学生读

《西游记》，每天聊 2 回，聊完《西游记》接着聊《三国

演义》《水浒传》，寒暑假也保持每周一次的线上“聊

书会”。她有一个明显的感知，“读完一本以后，学生

会轻松很多。”这一感知在家长处得到佐证。一位家长

向林艳玲讲述，自己和女儿第一次读《西游记》原著的

经历。一开始，母亲陪女儿一起读，读完前10回后，妈

妈发现孩子读得“不那么费劲了”，可以自己读下去。

每读一章，师生都会进行话题设计。林艳玲格外

注意让学生品味四大名著中的语言，她说：“唐诗、宋

词、元曲，再到明清小说，中国文化就是这样流传下来

的。无论是环境描写、动作描写，还是人物刻画，让学

生体会这其中的语言，特别紧要。”当学生体会到名著

语言的精妙，获得独特的文化体验，也就认识到了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民族的自豪感、认同感

由此而生。这也许就是，名著阅读的独特价值。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那时寒假结束，学生重返校园。在新学期开启之

前，《成长教育周报》盘点了多所学校开展的寒假阅读计划，这些学校来自不

同省份——河北、山东、浙江、吉林、山西。记者发现，在众多阅读计划中，名

著阅读都是关键词。

肇庆市桥头镇中心小学地处金丝燕内陆唯一栖

息地广东省怀集燕岩省级风景名胜区，当地传统文

化底蕴深厚，学校将楹联、书法、戏剧等元素融入文

化教育范畴，着力通过“八个一”打造“联墨双修”的

校园文化。

桥头镇中心小学依托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地域文

化特性，将校园文化定位为“金燕文化”，并于 2016

年发布《创建特色学校工作实施方案》，组建领导小

组、实施小组。其中，“联墨双修”是重点项目，师生

在经典楹联诵读、鉴赏和创作的过程中，养成对楹

联的浓厚兴趣，提升发现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素

养。学校还将诗词楹与书法课相结合，在书法课中

渗透诗联教育，落实“端正写字，方正做人”的育人

理念。

“联墨双修”活动主要通过“八个一”，即学生

每人一本《楹联拾贝》用以收集民间对联；组建一

个雏燕文学社开展文学创作活动；每周开展“每周

一对”楹联对句活动；每周开展“每周一名句”诵读

活动；每月出版一期诗词楹联报；建设一个诗词楹

联橱窗；在校园网开通一个诗词楹联栏目；每年举

办一次诗词楹联创作和书写比赛。尤其每年世界

阅读日，学校围绕“爱读书、读好书、会读书”为主

题开展演讲比赛。校长植瑞胜认为这一活动的意

义在于，从“要我读书”转变为“我要读书”。学生在

活动中真懂得“我读书，我受益”，在阅读中学习，在

阅读中感悟人生，在阅读中不断成长，真正做到与

书为伴，以书为友。 （岑卓杰）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

相信教育的100种可能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不久前，北京市朝阳区实

验小学教育集团幸福校区和柳芳校区全体教师参加

了北京明远教育书院推出的第8期明远读书会《教育

的100种可能》（漓江出版社）。《教育的100种可能》是

语文特级教师李镇西的著作。李镇西选取了从教生

涯中 36 位学生的人生轨迹。他希望通过这些故事，

让包括家长在内的所有教育者明白：每一个孩子都

有属于他个性的成长和成功。

读书会上，李镇西讲述了该书的创作背景——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他在家收拾书房

时发现许多过去学生的照片、信件、贺卡，还有他们当

年的作文和日记。一个个记忆中少年的模样和现在

的中年形象重叠在一起，李镇西萌发了写学生几十年

人生故事的想法。读书会后，各学科教研组、各年级

组开展组内分享和交流活动。一年级组教师着重关

注书中提到的教育差异性，产生了一个共识——教师

要把每个学生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尊重个体差异，

最大化地发挥个体优势，用爱做教育。 （江玉婷）

山东省诸城市玉山小学：

开展教师阅读分享活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021 年 2 月，山东省诸城

市玉山小学为每位教师购买了 2 种教学指导专业图

书，开展“读书促进思考，思考促进成长”寒假阅读活

动。全体教师在阅读中结合日常教学思考，写下感

悟和反思。学校阅读活动负责人解相花表示，寒假

期间教师更需要在阅读中开阔教育视野、习得教学

技能，有所思、有所进。开学后，学校还将继续开展

常态化教师阅读活动——八点读书会。

一年级教师王杰在阅读《从教走向学：在课堂上

落实核心素养》时意识到，课堂必须从“学科教学”转

向“学科育人”，树立“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抓住学

生的认知障碍点、思维矛盾点、情感体验点和智慧生

成点，实现问题共振、情感共鸣和智慧共生。三年级

教师宋丽云在阅读《学习共同体》后，重新审视教师

这一角色，要弱化“教师的教”，而凸显“学生的学”，

要注重儿童的亲身实践和体验，强化学生之间的协同

互助。 （江玉婷）

《乘风破浪的男孩》讲述一群帆船少年的成长历程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期，《乘风破浪的男孩》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入选2020年中国作

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作家赵菱以男孩秦海心为中心，刻画了个性鲜明的少年群像，又将亚丁湾护航、航

空母舰下水等重大事件融入故事主线。10岁之前，秦海心一直生活在平原，当麦子成熟，空气中满是麦穗

的香气，眼前金黄色的麦浪，一路流淌到天边。他随妈妈来到海南省沿海，成为随军家属。在这里，他克

服了对大海的恐惧，通过严格的帆船训练，拿下了Topper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该书通过秦海心的成长历

程，展现新时代少年奋勇争先、永不言败的精神底色，也从儿童视角展现人民海军的伟大和牺牲。

据赵菱介绍，该书的创作灵感源于2017年，她在南京市采访一位少年帆船选手。当时男孩刚刚10

岁，上小学四年级，却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沉稳和坚毅。采访的最后，他说：“父亲在他的战场上保家卫国，

我在帆船的赛场上为国争光。”少年的话让赵菱深受触动，“帆船少年”和“海军军人”的题材激发了她的创

作欲望。为了让小说富有生活质感，赵菱查阅了几百万字文献，采访了多位海军家属，从一个个朴实却震

撼心灵的故事中捕捉灵感，收集创作素材。《乘风破浪的男孩》写给帆船少年们，也写给在人生浪潮上航行

的孩子们。赵菱说：“我想，人生也是如此。每个人的一生就像在大海上航行，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波涛汹

涌，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但不管遇到怎样的风险和挑战，只要保持从容的心态和乐观的精神，就一定能

带着自信的笑容跨越困境，在人生的大海上乘风破浪。” （江玉婷）

● 校园资讯

●案 例

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桥头镇中心小学：

打造“联墨双修”特色校园文化
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桥头镇中心小学通过“八个

一”打造“联墨双修”的校园文化，将楹联、朗诵、书法、

戏剧等元素融合，提升师生的文学、美育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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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熊知课，致力于解决孩子的阅读难

题。智慧熊知课隶属于青少年图书出版的

领军品牌——智慧熊文化。2020年，智慧熊

知课上线了第一套课程《傅雷家书》，选择以

“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必读名著精讲课”作为

切入点。郭春燕表示，自从2017年国家教材

委员会推进新课改后，对语文教学提出了更

高要求：“统编本”语文教材在努力建构适合

中小学的语文核心素养体系，把课外阅读纳

入教材体制；初中则强化了名著阅读板块，

以激发学生阅读兴趣、传授阅读方法为改革

方向。把语文教学从课内延伸到课外，形成

“教读—自读—课外阅读”三位一体的阅读

教学体制。郭春燕认为，只有激发学生阅读

兴趣，教导学生正确高效的阅读方法，才是

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因此，智慧熊

知课决心开发一套真正对初中生名著阅读

有帮助的精品课。

不断打磨内容，只为提供高品质课程

。在产品研发前，智慧熊知课团队对当时市

场上存在的同类课程产品进行深入调研。

他们发现，这些产品大多存在以下问题：一

是学术团队支持不够，课程内容分析浅显不

深入，大部分停留在基础的知识点梳理、情

节梗概介绍或人物形象分析等，没有将“技

能培养”“习惯培养”融入名著阅读课程当

中；二是课程篇目不全，没有覆盖初中三个

年级、六个学期，学生很难系统地学习初中

阶段所有必读名著课程；三是课程时长较

长，没有充分考虑学生时间紧、中考压力大

的实际情况；四是知识付费类产品又大多面

向成人，且有泛娱乐化倾向，并不适合中学

生学习。

针对以上情况，知课项目组决心以统编

教材八年级下册要求学生必读的名著《傅雷

家书》为例，迈出线上课程开发的第一步。智

慧熊知课团队特邀教育部统编本中学语文教

科书执行主编王本华担纲总指导，国内一线

中考命题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从一线教师

中选优秀讲师，将名著阅读从激趣、导读和应

用的角度进行剖析和讲解，通过音频、视频、

直播课等形式呈现，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完成激发兴趣和掌握技能的双重目标。

经过对内容的不断打磨和优化，2020年

1月18日智慧熊知课第一套名著精讲课《傅

雷家书》上线，由中学一级教师何欣老师主讲，收到用

户一众好评。除了课程外，智慧熊知课还上线了“小打

卡”功能，学生可以和小伙伴一起读书、听课、打卡，一

同养成良好的学习和阅读习惯。

寻求突破，提供多元化课程形式。经过一年发展，

截至目前，智慧熊知课上线了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必读

名著精讲课12套、中高考满分作文精讲课2套、小学快

乐读书吧音视频系列课24套、小学生名著导读音频课

4套，服务了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三大群体。

正在研发中的课程有小学生必背古诗词音频课10

套、小学生要掌握的文史知识100例、小学生作文起步

好帮手系列课14节、小学生三~六年级同步作文精讲

课、小学生三~六年级阅读精讲课、统编初中语文教材

选读名著精讲课若干、高中生必读名著精讲课若干。

同时，课程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有声书、音频课、视频

课以及直播课等，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场景。例如和

“凯叔讲故事”合作的有声书系列，就是根据中小学生学

习任务重、缺少整块儿时间进行深度阅读的实际情况，将

学生的碎片化时间整合起来，通过专业朗读者有情感、有

音效的表达方式，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沉浸式阅读的空间，

增强学生对于内容的理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名著导读音频课则强调阅读技巧的传授，邀请具

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录制音频课程，引导学生通过

快读、精读、跳读等多种方法去阅读一本书，并指引学

生通过阅读不断养成名著所强调的优秀品质，为学生

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提供自我教育的途径。

与有声书、音频课不同，视频课主要针对一些大部头

的经典名著或者有阅读难度的书籍。这类书籍通常对于

学生来说，理解上有不小难度。通过名师对这些大部头

的拆解，整理成学生更容易理解的形式分享出来，可以帮

助学生更好地吃透书籍内容，真正读懂文学经典。此外，

智慧熊知课的公益直播课也在积极开展中，有为学生增

加文史知识的素质素养课，也有帮助学生应对考试的学

习方法指导课。直播课有录播课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

在直播过程中，学生可以随时向老师提问、获得解答，更

加高效地破解各种疑问。

一年以来，除了在内容上做了大量工作，智慧熊知

课还形成了基本的运营流程，以内容生产、新媒体推广

双向合一为基本思路，搭建起了社群、短视频账号、企

业微信号等组成的生态圈，在已经到来的2021年，将加

固既有结构，并做更多拓展。 （童 尚）

“从第一套课程《傅雷家书》的上线，到现在多个

新课程的同步推进，知课成长了很多。”不久前，在智

慧熊知课上线一周年之际，智慧熊知课项目负责人

郭春燕在朋友圈写道：它看好自己的生存价值，努力

为中小学生提供有益的知识；未来，它还要为家长、

教师提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方面的有效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