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向“阅”之 “读”必能至

■浙江省东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吕橙英

“阅读”的“阅”，《说文解字》中意
为“具数于门中也”，大意是古代望族
将得意家史刻写在大门正面，供人观
看。它是一个形声字，从门，说（悦）
省声。我校进行创意解读，把“大门”
理解为“校门”，代表整个“校园”，将

“打造充满书香气息的环境”视为最
自豪的事情，“阅”字被新解为“打造
书香校园”。

教科室，教师阅读落实处

一直以来，我校特别重视对教
师阅读习惯的培养。学校教科室
采用各种方式，抓教师阅读习惯
养成。

“悦读之声”成传统。为了促进
全体教师更快成长，我校成立了教
师读书班。读书班的活动内容丰富
多彩，其中阅读是最主要的活动。
教师们参与选书，制定阅读计划，开
启阅读之旅，每月开展“悦读之声”
活动。共读一本书时，抛出话题，一
同探讨；阅读不同书目时，交流读书
心得。

“听声如歌”成系列。2020年春
季，读书班增加了一项活动——“听
声如歌”。其用意有二：一是用声音
来记录教师们的阅读成长；二是打造
一个儿童阅读书目推荐栏目。书目
来自“新教育基础阅读推荐书目”，每
周安排 3位教师，分别承担低中高段
的阅读书目推荐，在学校公众号中
推出。

“阅读会战”成惯例。利用寒暑
假，学校加大教师阅读的推进力度，
不分年龄，不分学科，开展假期阅读
大会战。由每个教研组长，针对本学
科特点，制定阅读方案，统一阅读要
求。以 2020年暑期语文教研组为
例：教师共读《打造儿童阅读环境》一
书，收获了打造阅读环境的方法；师
生共读年级阅读书目，强化教师对学
生的阅读指导；教师每天诵读 2篇国
学经典，在钉钉群上传打卡，提高教
师的国学水平。

我们用这些办法，督促教师们捧
书阅读。如今，阅读已成为教师的日
常习惯。

教导处，师研生读两手抓

教师阅读习惯的养成，为打造书
香校园夯实了根基。学校教导处在
教师研究力和学生阅读力两方面
发力。

提升教师研究力。我们先从全
局着眼，梳理“快乐读书吧”体系，再
从局部着力，整理单元语文要素。通
过一系列的梳理，教师们明晰了“快
乐读书吧”的体系，对“精读课文学习
方法，略读课文运用方法，‘快乐读书
吧’使课外阅读课程化”这一理念有
了进一步的理解。课外阅读目标明
确后，教师对阅读指导、交流做到心
中有数。

学校定期开展课外阅读主题
教研，在授课形式上进行大胆创
新，尝试了一师多班式、多师一班
式、多师多班式。一师多班式指利
用互联网，与结对的山区小学同
步，由本校教师执教阅读指导课。
多师一班式指由有表演特长的教
师，将书中的精彩情节进行演绎，
拍成小视频，给教师们提供教学资
源。多师多班式指将几个班的孩
子聚集到一起，几个教师合作，完
成一节导读课。

提高学生阅读力。相比过去，近
几年我校特别舍得在阅读上给时间，
形式也是丰富多彩。

晨间阅读：早晨来校，每个孩子
专注于自主阅读。

晨间吟诵：学生到齐后，在教师
的带领下，诵读经典诗词。

相约周三：周三中午，开启读报
时间，了解身边的小事，关心国家的
大事。

校园广播：听故事，赏美文。
课前 5分钟：孩子轮流讲故事、读

美文。
放学路队：吟诵经典，巩固晨间

诵读成果。
以上是常规做法，到了一年一度

的读书节，活动更是精彩纷呈：征集
读书口号，制作好书推荐卡，与作家
面对面，经典美文诵读赛，跳蚤书市，
评比书香班级、读书之星（学生）、最

美读书人（教师）……

办公室，家校携手养习惯

校办负责牵头组建家校委员会，
组织召开家长会，每次必聊的话题就
是阅读。基于部分家长、学生沉迷手
机的现状，办公室起草了一份倡议
书——“放下手机，每天亲子阅读半
小时”。

倡议书内容简洁，却能引起家
长的共鸣。在家长会上，我校刻意
安排倡议书“签字”环节，用这样的
仪式提醒家长珍惜和孩子在一起
的光阴，用自己的行动感染孩子，
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总务处，环境改造倾全力

教师阅读力、研究力的培养改
善了学生阅读的软环境。学校总务
处又着力进行了阅读硬环境建设。
墙边摆上小屋形书柜，装满各种各
样孩子喜爱的图书；几个柱子一圈
加装上软沙发；天花板上挂起一颗
颗闪闪的五角星……原先追逐打闹
的场地，变成了温馨的书吧。每到
下课，这里就成了孩子最向往的
乐园。

一层一个书吧，远远满足不了孩

子们的阅读需求。怎么办？班级读
书角全面改造升级！学校出资，师生
献计，家长出力。经过一个月的努
力，各班读书角焕然一新。在我校承
办的东阳市缔造完美教室活动中，班
级读书角成了最大的亮点，得到与会
专家和同行的高度赞扬。

信息处，评价系统展未来

利用信息技术，给孩子的阅读作
出评价，既直观又高效、科学。目前
我校利用“之江汇”和班级优化大师
两个软件，对学生的阅读进行评价。
不久后，我们将增设“朗读亭”“朗读
测评系统”“图书借阅软件”等，将这
些纳入大数据，教师家长在后台能清
晰看到孩子的阅读数据，了解孩子的
阅读情况，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指
导，未来可期！

通过系列举措，师生们逐渐养成
了热爱书籍、博览群书的好习惯。校
园处处洋溢着书香气息，书香文化促
进学校的文化内涵发展。

打造书香校园，是我们东阳实验
二小全体师生美好的追求。“心向往
之，行必能至。”学校科室合力，教师
发力，家长助力，学生给力，全体心向

“阅”之，“读”必能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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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教育是一种“开启”，那
么绘本就是最好的“钥匙”，它让梦
想照进现实。岁月虽无痕，阅读却
会留下痕迹，与绘本相约，种下种
子，静待花开……

与绘本结缘
——种下一颗幸福的种子

2011年 7月，刚参加工作不久的
我，在教育局和学校领导的带领下，
来到常州，走进“ 守望我们的田
野——2011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
一场新教育的盛典点燃了我的生
命。论坛上，我看到了那些因绘本
阅读而发生改变的教室，看到了那
些因绘本阅读而带来的润泽与美
好，那一刻，我心潮澎湃，在心里偷
偷种下了一颗与绘本相约的种子。
如何把精彩的绘本世界带进教室，
带给孩子们，带给一个个家庭，在回
石家庄的火车上，我的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

蓦然回首，十年间，我和孩子们
进行了班级共读、亲子阅读、绘本与
学科融合、与作家对话、阅读公益推
广等，走过了一段又一段充满诗意

的日子。低年级读写绘，感受故事
的美好；中年级桥梁书阅读，学习写
作，自创小绘本；高年级整本书阅
读，在对话与思考中，让阅读走向
深入。10年，一届又一届，孩子们在
变，但不变的是我的教育初心，是精
彩的绘本世界带给孩子们的真善美
的润泽。

至今，我仍记得新教育在石家庄
桥西区星火燎原时，那段有诗、有趣、
有思的日子；仍记得语文教研员为我
们指导绘本阅读课时，我再次被绘本
的魔力征服；仍记得第一次打开教研
室分享至每个班级电脑上的新教育
绘本阅读资源包时的激动；仍记得我
给学生读宫西达也的《遇到你，真好》
后，孩子们竟然一起站起来对我说：

“老师，遇见您，真好！”……在阅读
中，孩子们成了我生命中的贵人，让
我感受到了做教师的幸福和快乐，孩
子们也喜欢上了我这个爱讲故事的
菲菲老师。

与童心约“绘”
——同读共写 分享美好

我们在共读中分享一个个美好

的故事，《猜猜我有多爱你》《花婆婆》
让我们知道感恩，做一件让世界更美
好的事情；《犟龟》让我们相信：心有
梦想，行有坚持；《荷塘月色》让我们
读懂了那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
境界。

河北省教育厅专家和中国原创
图画书评委石川郁子女士一行来我
校进行绘本阅读指导。我和孩子们
上了一堂绘本阅读课《树真好》，没有
想到这节课得到了绘本专家的高度
评价。打那以后，我开始主动向绘本
专家请教学习，跟着绘本专家研究绘
本阅读，很快，我们班的绘本阅读开
始走向常态化、活动化、系列化、阶梯
化、主题化。

在绘本读写绘课程中，我们读
《我家是动物园》，学习观察人物的特
点，学习用动物象征的方式写人物；
读《山田家的气象报告》，当气象播报
员，用气象描写家庭生活；读《大卫，
不可以》，学习人物的外貌描写；读
《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学习词语搭
配和拟声词的应用；读《愿望树》，学
习用多种感官表达爱……

深入阅读绘本后，从片段描写、
故事续编到自创故事，从学习写剧
本到把图画书改编成绘本剧，从最
初感知剧本、挑选角色、熟悉台词、
排练走位，到学会安静候场、欣赏他
人、尊重他人……儿童的思想、儿童
的想象、儿童的语言、儿童的情感、
儿童的经验，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
现和提升。

一次课间，孩子们从学校的绘
本走廊拿来绘本《断喙鸟》。这本书
是美国作家纳桑尼·拉胥梅耶为了
纪念已故的父亲而创作的一部作
品。我主观认为这本书很沉重，没
想到，孩子们不仅说很好看，还推荐
我在班级里分享。于是，我拿着书
走进教室，一边展示书中的画面，一
边读故事，很多学生的眼眶湿润了。
他们分享对于故事的理解和感受
时，我发现，这本书并非如我预想的
那般“沉重”。

这次经历让我想到了日本著名
绘本作家松居直在《我的图画书论》
中提到的理论，想到了美国教育家斯
蒂芬·克拉生教授在《阅读的力量》中
提到的“自由自愿地阅读”理论，想到
了《书语者》一书，一位美国同行用

“自由自愿地阅读”的方式让她班级
里的孩子爱上阅读。

与绘本同行
——传递爱与温暖

新教育，让我从绘本阅读的接
受者，成为阅读推广人。我带着学
生一起读绘本，发起“红星朗读者”
读书活动；和学生走进电视台、电
台，缓解家长育儿焦虑；走进社区、
街道推广绘本阅读，营造书香家
庭；2020年，我与多位绘本阅读研
究专家，共同编写的《幼儿园绘本
阅读教程》正式出版，这本书被评
为“河北省十佳图书”；“桥西区新
教育开放周暨名师展示”系列活动
中，我分享了多年来绘本阅读实践
探索的经验和体会……

书香带着爱意、温暖在人与人之
间传递。飓风社编辑许冬薇来到我
们的家长学校讲述《窗边的小豆豆》，
让家长明白爱与温暖是滋养儿童心
灵的方式；曹文轩来到“红星朗读
者”，让孩子感受到了中华民族语言
的韵律之美；我与《在我之前》一书的
作者法国作家乌赛，北京自然博物馆
研究员王莹同台授课，与孩子们一起
发现生命之美。

最是书香能致远。一天，一个孩
子问我：“老师，读绘本能不能成为升
旗手？”我说：“当然了，孩子！”虽然他
学习成绩不是最优秀的，也没有各种
优异的比赛成绩，但我给了他极大的
希望，我想爱读书，多读书，他的内心
会无比强大，梦想也会插上翅膀。经
过一个学期的努力，他终于成为学校
绘本阅读达人，当然也成为了升旗
手。那天，国旗下的他发亮的大眼睛
和从未有过的庄重、自豪在敬队礼的
一刹那展现无余。

约“绘”童年 静待花开

■河北省石家庄市红星小学 王菲菲

——“飞书城堡教室”绘本阅读实践叙事

——浙江省东阳市第二实验小学合力打造书香校园

在我们的固定思维里，书
都是用来“读”的，还有其他的
方法“读”书吗？有！它就在
我们班的班本课程——创意
阅读里，孩子们用丰富多彩的
方式，花样“读”书，阅读走进
了更多孩子的内心。

百变手工书——创意玩
阅读。我们读《青铜葵花》这
本书时，孩子们别出心裁，在
自制“书”上写上了自己喜欢
的 内 容 ，互 相 交 换 自 己 的

“书”，读得津津有味。这一过
程中，我发现，比起传统的读
书，孩子们更喜欢在阅读过程
中动起手来，与书“互动”。于
是，我和孩子们专门研究了创
意手工书的做法，之后我们的
百变手工书便诞生了。在读
《三国演义》时，孩子们的袖珍
折叠手工书让我惊叹不已：有
的将手工书做成了剑的形状，
有的将手工书做成了诸葛亮
的扇子形状，让人爱不释手，
有的手工书内容齐全、设计精
巧，将《三国演义》中的成语

“三顾茅庐”的解释、故事、近
义词、反义词、歇后语等都呈
现在小小的手工书中……

别样思维导图——创意
理阅读。在整本书阅读时我
经常鼓励孩子们用思维导图。
孩子们的思维导图各式各样，
以《青铜葵花》思维导图为例，
表现青铜和葵花的兄妹情时，
他们就在中间画心心相连的
思维导图；表现故事内容时，
他们根据自己对故事的理解
用不同的图来表示；体现人物
形象时，他们则会根据书中的
内容画出不同的人物……其
中，一位学生以“苦难”为主题
的思维导图尤其出彩，它像一
张张开的大网，展现内容全
面、形象。

学习《汉字的演变》，识记甲骨文、金文、小篆等文
字时，孩子们纷纷利用思维导图进行记忆。他们边画
思维导图边记忆，思维导图完成了，该记的内容记住
了，也体验到了高效学习的快乐，看到他们学习时兴致
勃勃的样子，我无比欣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学生
金高笛的思维导图。他记甲骨文的相关内容时就画了
甲骨、兽骨的图形，并把相关内容写在了他画的甲骨、
兽骨上。识记金文的内容时，他画的是青铜器。真正
是别出心裁！

一图一本书，一书一精彩!思维导图的绘制，折射
出孩子们阅读的过程。看似简单的一张图，从关键词
的确定，小图标的选择，到整张图中心内容的凝练，孩
子们在制作的过程中，认真梳理整本书的内容，用心呈
现自己的阅读体验，增加了阅读的乐趣。

魅力朗读吧——创意诵阅读。“夜晚的大河，平静
地流淌着。月亮挂在天空，水面上犹如洒满了细碎的
银子……”“魅力朗读吧”是学生们给自己的朗诵会起
的名字。每当进行朗诵时，教室就会被布置得漂亮温
馨。孩子们把课桌摆放成他们喜欢的样子，还在桌子
上面铺上漂亮的桌布，摆上鲜艳的花，朗诵者穿梭其
间，尽情地朗诵，听众惬意地享受着美好的意境。

烽火辩论会——创意议阅读。“辩论+阅读”是一种
创新，更是一次新的体验。例如在《三国演义》整本书
阅读交流课上，孩子们以“曹操是奸雄还是英雄”为题，
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辩论，他们的表现令我吃惊。在一
轮轮激烈的唇枪舌剑中，孩子们认识到作者赋予了曹
操复杂却又饱满的人格，大大增加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辩论赛是我们班阅读课堂上最受学生欢迎的活
动，在辩论中，每一个孩子都在悄悄实现着“以竞为进，
以辩为变”。

个性书本剧——创意演阅读。英国教育学家洛克
说：“最好是把儿童的学习变成一种游戏似的，使儿童
在游戏中学习知识，这是优质教育的基本原则。”我把
书本剧表演引入阅读行动。在阅读过程中，我按孩子
的兴趣和个人特点分配角色，引导他们通过体会剧中
不同人物角色的年龄、性格、体态特点来练习台词发音
和舞台表演，鼓励孩子们尝试变换饰演不同角色，大胆
诠释、展现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雪孩子》阅读后，孩子们的创意表演精彩无比。
学生表演“雪，下个不停，一连下了好几天”时，一边读
着这句话，一边做动作，姿势优美，将这句话的意境表
演得恰到好处。表演“火”，读到“火烧得旺旺的”时，穿
着红衣服、红裤子的表演者手舞足蹈地跳了起来，就像
一团在燃烧的火……

阅读时，孩子们用心体会文字内容，通过表情、动
作、服装、道具等诠释人物形象，再现故事情境。每次
书本剧表演后，孩子们反思总结心得体会，并期待下一
次表演活动的到来。

创意阅读是什么？创意阅读可以是把冰冷的文字
变成充分消化后的热情朗读，可以是把朴素的文本变
成生动的表演……创意来自哪里？将文本交给学生，
把课堂还给学生，学生的课堂学生做主，创意就在自主
选择里诞生了。学生从来不缺少创意，只要我们愿意
放手，只要我们愿意欣赏，只要我们相信，创意就像那
幸福的纸片、生动的泥人、美妙的音符……能跟随着我
们的心灵变成我们想要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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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图为““红星书屋红星书屋””图书售卖活动图书售卖活动

图为学生展示图为学生展示““手工书手工书””图为书店阅读推广活动图为书店阅读推广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