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阅读更深处漫溯
■浙江省东阳市巍山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巍山校区 吕苏航

一直以来，我校非常重视学生的
课外阅读，积极推动书香校园建设，

“让学校成为一个图书馆”是我们努力
的目标。

全方位营造氛围

开放书吧，室外“乐”读。我校共
有藏书 10万余册，为了充分利用这些
图书，营造出浓郁的书香氛围，激发师
生的读书兴趣，学校对开放书吧进行
多番布置，在校园的每个角落下功夫，
通过标语、图画、专栏等形式营造“书
香满校园”的氛围，共设置了“转角书
吧”“国学经典书吧”“百科知识书吧”
等15个书吧。

班级书吧，室内“悦”读。我校班
班有图书角，室室有读书点。读书角
的书目部分是学生到学校图书馆精心
挑选的，还有部分来自学生自己推荐
的藏书。不仅生生漂流，我们还提倡
班班漂流，同年级各班书吧的图书定
期交流，资源共享，真正做到了“买一
读百”。

家校联动，共营氛围。我校每年
都会开展系列家校联动阅读活动。一
是阅读指导讲座，利用“新父母学校”
开设阅读指导讲座，有亲子阅读典范
家庭的经验分享，有优秀教师的阅读
建议。我们还举办“爸妈进校讲故事”

“晒自家书房”等活动，让更多家长认
识到家庭读书氛围的重要性，学习创
建家庭读书氛围的方法、亲子阅读的
方法。二是亲子阅读展示。要求教师
向家长及时传递读书活动的信息，利
用微信群、钉钉群为大秀场，举办“亲
子朗读”秀，在学校公众号设置“巍小
家校V广播”栏目，推广优秀亲子阅读
作品。

培养阅读习惯

我们采用“三定原则”培养学生良
好的阅读习惯。

定书目。学生的学习时间是有限
的，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我们根据时
代的需要和课标的要求，列出不同年

段的阅读书目清单，让学生有计划、有
目标地阅读，力争取得最佳的阅读
效果。

定时间。经过探索，我们根据学
生的学习规律，巧用零碎时间（如晨
读半小时、午读十分钟、课前诵读三
分钟、暮省五分钟），并指定管理教师
（早自修管理教师、午间管理教师、语
文老师、路队管理教师），完成相应的
阅读内容（必读书目、选读书目、自选
书目、分享晨读所悟、成语、古诗词
等），并达到一定的目标效果。除此
之外，提倡“一班一策”，结合本班实
际推进课外阅读，如阅读银行、读书
早点、今日说“书”等各具特色的
活动。

定任务。课标提出在小学阶段学
生阅读量不少于 145万字，我们从两
方面定任务：一是每天阅读打卡，完成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阅读任务。二是每
周阅读记录。采用“一年级一策略”，
如一、二、三年级是好词好句的积累，
四、五年级是阅读摘记，六年级是批注
式阅读。

教师专业阅读引领

教师作为教育者、引读者，首先要
做个爱阅读的人，潜移默化地影响学
生。对此，我们采用如下策略：

主题教研推进阅读。统编教材着
力突显“读书意识”，新增栏目“快乐读
书吧”，使课外阅读课程化，以此来引
导学生进行大量阅读。我们还开展了

“语文主题教学大奖赛”，以比赛促进
教师更好地研究课外阅读的指导
策略。

读写结合且读且思。赠书成为我
校的一种时尚，每学期，学校以不同形
式把书籍送到教师手中，并举行生命
叙事、读后感分享等活动。每学期期
末，教科室都会布置“作业”——巍山
校区读写比赛，每次主题不同，开学进
行评选并展出优秀作品。

教师社团共读共赏。 2018年，
教师自发组建了“有个诗社”社团，

这个社团由一群爱好文学的教师组
成，每月会举办一次读书沙龙活动，
大家坐在一起鉴赏文学，鉴赏儿童
诗。社团的宗旨就是“我们愿做读
书 者 ，我 们 愿 做 学 生 阅 读 的 引
路人。”

多纬度阅读活动展示

把“读书”和“活动”紧密结合起
来，活动的趣味性越强，读书就越富有
吸引力。

社团显成效。学校于 1997年组
建“芝山文学社”，并创办了《芝山》校
刊，除校级社团外，我校每个年级都有
自己的阅读类社团。

童诗传诗香。儿童诗教学是我
校的名片。2017年《芝山园里学童
诗》正式出版，拓宽了我校童诗教育
科研之路。我们打造了诗意长廊、儿
童诗文化书吧，并增设“儿童诗专
栏”，每天推荐一首经典童诗和童诗
赏析。

常态化读书节。每年我校都会常

态化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节活动。校
级的活动有美文诵读、好书推荐、图书
跳蚤市场、读书笔记评比等。年级段
的活动有书签制作、古诗文书法、手抄
报比赛等。

实施“五名工程”。通过诵名诗、
读名篇、看名著、吹名曲、唱名歌，将阅
读与教学有机结合，让学生感悟祖国
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提升学生的文
化素养，增强校园文化底蕴，全方位建
设书香校园。

多样化评比。我校举办了书香
班级、书香家庭、校十佳阅读博士、年
级百佳阅读少年等多样化评比活动，
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举行隆重的表
彰仪式，获奖经验介绍制作成展板，
并同步放到校园网站上，供更多人浏
览学习，以此引领学生热爱阅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校的书香
校园行动必将会给农村的孩子带来
更多更美好的体验。素馨萦怀，书
香盈袖，我校师生将继续向阅读更
深处漫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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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间，与“小种子们”相处
一年了。这一年，我像一个农夫，坚持
在教室这块农田里耕种，引领孩子们
读了一本又一本好书，在他们的童年
播下一粒粒最美妙的种子，静待花开。

初遇——
播下阅读的种子

2020年 8月 30日，我与一（5）班
55名孩子相遇了，成为他们的班主任
兼语文老师。孩子们和我一起把我们
班命名为小种子班，每个孩子都是一
粒神奇的种子，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我想每个孩子首先应该成为一粒读书
的种子。

发新书了！我说：“小朋友们，
像老师这样翻开书来闻一闻——
啊，真香！”

孩子们有模有样地翻开新课本，
然后很夸张地“陶醉”在书香里了。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香吗？”
“这是花香，我刚刚看到书上画了

很漂亮的荷花！”
“这是西瓜的香，我最喜欢吃西

瓜了。”
“这是本子的香。”

“不是，这是字的香。”
……
如夏日的甘泉淌过心尖，似初

秋的凉风拂过心头，正是我想象中
美好的声音，正是我想象中天真纯
洁的笑脸。

“小朋友们，这是油墨的香味，是
书籍的香味，更是知识的芳香。我们
每个小朋友都要爱书，爱读书，从中学
到好多好多的知识，懂得好多好多的
道理！”我轻轻地对孩子们说。孩子们
专注地听着，我希望在他们的心里播
下一颗阅读的种子。

晨诵——
用诗歌开启黎明

晨诵是新教育的特色课程。我
从童诗、童谣、儿歌中精心挑选了晨
诵的内容，从 9月开始，先后组织了入
学、秋韵、冬梦、亲情、友情等主题的
系列晨诵。

我记下了班级里所有孩子的生
日。每逢孩子生日，我们就进行生日
诵诗，晨诵就成了朴素而隆重的仪式。
文文同学的生日到了，那天早上，我特
地给他准备了一首生日诵诗。清晨的

教室里，响起了孩子们清亮而整齐的
诵诗声，这是对文文小朋友最深情的
问候和祝福！

晨诵，擦亮了每个黎明。在晨诵
中，师生表达爱和友情，传递喜悦和幸
福，并以此开启每一天的学习生活。

午读——
以故事扣开心门

午读时间，我和孩子们一起走进
一本本美好的童书，这是我和孩子们
最享受的时候。一年级的孩子，阅读
的书籍以绘本为主。

一开始由我给孩子们读《小魔怪
要上学》《肚子好饿的毛毛虫》《小房子
变大房子》等绘本故事。读到精彩处，
故意停下来，启发孩子们猜猜后面会
发生什么。读完了，引导孩子们说说
故事中讲了谁呀，他做了什么呀……
我们还把妈妈爸爸请进教室读绘本，
鼓励识字多的孩子担任故事宝宝，给
小伙伴们讲绘本。

渐渐地，孩子们不再满足于听故
事，他们想自己读，自己讲，孩子们一
个个都喜欢上了绘本，喜欢上了阅
读。安静的午间在读，作业之余、运
动之后在读，教室里、廊道上、图书馆
里，常常能见到“小种子”们阅读的身
影。一个个美妙的故事扣开了孩子
们的心门，一本本书籍成了孩子们瞭
望世界的窗口。

暮听——
与“喜马拉雅”共度黄昏

一年级孩子识字量不多，我便组
织孩子们听书。不仅听老师读，听爸
爸妈妈读，我还向家长推荐“喜马拉
雅”APP，让孩子在“喜马拉雅”平台
听书。

我们一起听的第一本书是《米
小圈上学记》。一个故事二十几分
钟，每天睡前听一个。第二天我们
就会围绕第一天听的故事进行交
流。在我的引领下，在家长的陪伴
下，没过几天，我从孩子们的口中听
到了米小圈，听到了奥特曼，听到了
姜小牙。他们在玩耍的时候会讨论

故事中的情节，会说自己最喜欢谁。
彤彤同学因为太喜欢这个故事了，
让妈妈给她买了一本《米小圈上学
记》，书一带到学校里来，她就成了
孩子们追捧的对象。看着其他同学
羡慕的眼神，彤彤得意地告诉我：她
已经把第一本书全部听完了，又把
书看了一遍。她说：“下次我要妈妈
帮我把整套都买回来，因为我太喜
欢这本书了。”

一年过去了，我们一起听了《米
小圈上学记》《装在口袋里的爸爸》
《成语故事》《我叫皮大宝》《宝莲灯》
等 10多本书。一位妈妈告诉我，孩
子现在每天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就
要听书，经常听完一个故事才肯吃
晚饭。

挑战——
以坚持成就习惯

每天阅读，贵在坚持。为帮助
孩子们养成阅读的习惯，2020年 10
月，我在班级里组织了“爱在阅读 21
天挑战”活动，引领全班孩子加入阅
读挑战行动之中。每天半小时的亲
子阅读时光，从最初的爸爸妈妈给
孩子讲故事，到孩子给爸爸妈妈讲
故事，到现在的孩子独立阅读，孩子
与父母共读故事，畅谈阅读心得，孩
子、家长之间因阅读又拥有了更多
共同的语言密码。全班 55个孩子，
第一轮阅读挑战行动中就有 38个孩
子坚持每天阅读，完成了挑战任务。
我写了一封信，发在班级群里，对 38
个孩子及其家长进行了表扬。我又
找未能完成挑战任务的孩子，勉励
他们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下一轮挑
战任务。

第二轮“爱在阅读 21天挑战”活
动，终于以 55个孩子全部完成圆满结
束。每天坚持，成就了孩子们的阅读
习惯。

童年是最美好的岁月，童书是最
美丽的种子。看着孩子们在美丽的童
书润泽下幸福成长，我幸福着孩子们
的幸福。愿小种子班每一个孩子的一
生都有书相伴！

播一粒种子 静待花开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通源小学 包丽华

——小种子班阅读行动叙事

我以前是一个不爱读书的
教师，2020年春季开始啃读教
育经典后，在学校“营造书香校
园”行动的感召下，我决心组建
读书共同体，做一名阅读的点
灯人。

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

2020年寒假，县教研室推
荐四年级学生阅读《爷爷的爷
爷哪里来》一书。这本书科学
术语多，涉及历史长，这些成了
农村孩子独立阅读的障碍。我
借鉴李镇西和薛瑞萍两位老师
给学生写信的做法，迈出了寒
假共读的第一步——发出《致
四（4）班家长和孩子们的一封
信》，邀请家长们参与亲子
共读。

家长的信任是共读活动顺
利开展的基础。同样的问题家
长反复问，我就耐心解答；当有
家长表述问题不清时，我就通
过不断反馈，在解决问题的同
时增加信任感；未及时进群的
家长就单独一一解释。经过 3
天的努力，48个孩子终于全部
进入打卡群。

在班级群里发通知也有要
注意之处。一次发完通知后，
我发现自己在通知里遗漏了

“日阅读量”这一重要要求，但
又不能“朝令夕改”，反复发通
知。一天晚上，一位学生在群
里提问，我借机把问题抛出来：

“你帮老师看看这本书共有多
少页？如果用一个月读完，每
天需要读多少页？”我又追问 :

“如果悄悄给自己放两天假呢？
如果外出走亲访友呢？如果被
动画片和游戏迷住了呢……”
后来，家长和孩子们在我的启
发下，依据实际情况，制定计
划，完成了亲子共读。打那以
后我深刻认识到，管理班级群，
对待众多的家长和学生，太需
要一个“有智慧”的老师了，教
师应处处展现精心呵护家长、
呵护学生的“小心思”。同时，
我也深刻反思：作为教师应谨
慎再谨慎。

维护共同体良性发展

如何让每日打卡不流于形式呢？我发现家长
也是我们的同盟军。一位担任“点评员”的妈妈非
常负责，她不仅听完孩子的所有录音，给每个孩子
写下温馨的鼓励语，还逐个纠正错误读音，并建议
大家打卡时标注朗读内容的页码，录音前先练习
一下。我建议她以文字的形式总结一下分享到班
级群里，为后面的“点评员”（家长或学生都可担
任）示范引路。这一示范有效把寒假共读活动推
向了一个高度。

如何让点评员的“劳动”更具有创造性呢？一位
学生由于听课习惯不好成绩总上不去，我一直很想
帮助他，“擦亮”他这颗小星星。在他值班这一天，我
悄悄提醒他统计出阅读量超过20页的学生。

后来，这位学生在点评记录中写道：“1 月 28
日，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因为今天我当了一次
点评员。原以为很难，但评了几个人发现一点也
不难。我评完的时候，发现冯老师把我阅读打卡
给置顶了，当时我开心极了！冯老师写的是：‘今
天你是我们班的小小点评员，你还是阅读大王，阅
读了 40 多页，你是最棒的！’我今天统计了阅读量
超过 20 页的同学，我太佩服他们了，我也要向他
们学习。今天，我在这里呼吁：四（4）班的所有同
学，我们一起努力，坚持完成 30 天的打卡目标，
加油！”

读书共同体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下去呢？我
每天早上提醒点评员并随时给予帮助，每晚对点评
员做出高度肯定和个性化评价，读书共同体暂时处
于良性发展阶段。可我深深明白：共同体得以良好
运转，要靠规则和“共同的决心”，要养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仅靠热情肯定会沦落为形式共同体，成员
流失也是必然的。后来，我又想到了几个“小点
子”：设计问题请学生留言，将阅读引向思考，并评
选出“智慧之星”；组内讨论阅读困惑，解决不了的
问题由老师发给其他组二次讨论，让问题漂流起
来，并评选出“智慧之星小组”；每周写一封信给孩
子们，一是呈现我自己的假期学习状态，二是传递
出老师的殷切期待。

让每一个孩子被看见

班里有个小男孩，不能坚持阅读还总挂我电
话。在与他奶奶的交流中，我听出了老人的无奈：
他经常反锁房门，吃饭也叫不出来，说两句孩子就
跟她大吵大闹，为此老人血压都升高了。我安慰老
人家别着急，有我在！我又与孩子及他爸爸分别沟
通，并答应他，以后由我亲自为他点评。每日的点
评成为我和孩子心灵沟通的桥梁。整个假期，我与
每一个孩子和家长都有过这样的单独对话，这样的
坚持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长。

寒假开学后，学校举行了“相约好书，牵手美
文”阅读分享会。首先由各班评选出“阅读小达
人”，然后选一名学生代表班级参加年级赛、学部
赛。经过综合评比，班上 5位同学获得班级“阅读小
达人”称号，我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为了使这
次共读活动“刻”进孩子的生命，我特意制作了一份
《四（4）班寒假共读小报》。这份小报是孩子们的作
品第一次公开展示，是四（4）班 48个孩子和家长共
读共写共同生活的印记。

曹文轩说：“我们的孩子需要文学，因为文学能
够培养审美能力、丰富情感世界，还能够帮助他们
树立正当的道义观。”无论多么艰难，我们都要打通
孩子们走进更广阔的精神世界的通道。因为，热爱
可迎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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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教师与学生共读图为教师与学生共读

图为亲子共读活动图为亲子共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