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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特刊

王志江：让生命活成一本书

对阅读的痴迷， 源自王志江的亲身
体验。 在湖北的一个偏僻山村里， 是村
中说书人的故事， 给了童年的他一双梦
想的翅膀； 自觉的大量阅读， 让他成为
村中第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生。 但是， 性
格内向的他却安静得如同一棵树， 从
1994年参加工作至今， 他一直扎根于
北京丰台二中， 潜心阅读， 内修以成
己， 并努力践行以成人、 成事。

从2006年起， 他就致力于书香校
园建设。 和他的为人一样， 他推动读
书亦不张扬， 却做得细致深入： 请专
家精选经典书籍， 确保源头的科学与
丰富； 为每个班级及校园公共区域设
立图书柜， 规定每周三节阅读课成为
每个孩子的必修课； 组建教师读书
会， 确保教师的不断成长； 设立校园
阅读节， 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
确保阅读与师生的生活、 生命产生共
鸣……

作为校长， 王志江尤其重视教师的
阅读。 经过9年的发展， 教师读书会已
成为运转良好、 多元立体的专业阅读组
织： 每周有6个读书会开展读书活动，

从全校教师、 行政后勤人员参加的共读，
到所有学科的分组共读； 从学科本体论知
识到教育学、 心理学和哲学的经典著作，
每个组都有自己的必读书目和自选自读书
目。 本学期， 他还给初一学生开设了中西
哲学课， 以激发学生们的阅读兴趣。

王志江还通过多种平台默默地向社会
推广阅读。 平日， 他在网络上带领100余
位全国各地教师， 共同研读数学经典； 寒
暑假， 学校与新教育研究中心联办的共读
活动， 每次都有百余位全国各地教师蜂拥
而至……

就这样， 王志江和教师们先后共读
了100余本教育经典， 组织了500余次阅
读交流会和10余次网络读书交流会， 参
与的校内校外教师1000余人。 但这些年
他几乎拒绝了所有采访， 很少有人得知
京城一角还有这样的校长， 在以一朵云
推动另一朵云的信念推动阅读。 他说，
他只是希望让师生都能以阅读丰盈生命，
从而活成一部传奇大书。 谦和低调的他
似乎还没有意识到， 在这个过程中， 他
的生命逐渐丰厚， 正在成为一部耐人寻
味的佳作。

任勇：坐拥书屋话读书

任勇家里书太多， 一万多册， 实在放
不下。 2002年， 他买下与家相邻的一套
一房一厅专门做书房。 但他绝对没有想
到， 这一房一厅的“纯” 书房， 成了闻名
一方的读书论道之地， 大家坐拥书屋话读
书， 不亦乐乎。

一批批老师来到被评为“全国书香之
家” 的任勇家， 在这间书屋里， 他向老师
们传播他的“学、 思、 研、 行、 写” 阅读
主张， 他认为光读书还不够， 还要“思、
研、 行、 写”。

他说，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
殆” 告诉我们， 只学习而不动脑筋思考，
就会茫然不解； 只凭空思考而不学习， 就
会疑惑不解。 人是靠思想直立的， 没有
“思” 是不行的， 仅有“思” 是不够的，
还必须在“思” 的基础上进行“研”。
“学与思”、 “思与研” 还不够， 还要践
行， 走向且思且研且行的境界。 教师成
长， “学” 是“思” 与“研” 前提和基
础， “思” 与“研” 是“学” 的总结和提
高， “行” 是“思” 与“研” 的实践， 而
“写” 则是“学、 思、 研、 行” 的概括和
升华。

他当教研室主任时， 要求每个教研组
每次集中时都要开展“佳文共欣赏” 活
动———每人都要推荐一篇值得大家分享的
佳作； 他担任校长时， 每学期学校都会赠
书给老师， 鼓励老师们“有书赶快读”； 他
担任教育局副局长， 无论讲话还是讲座，
都在强调他的阅读观———没有阅读是不行
的， 仅有阅读是不够的。 这“不够” 之意，
就是教师要在阅读的基础上思之、 研之、
行之， 最好还能写之。 他还积极参与“教
师学习共同体” 活动， 在他的推动下， 厦
门第一批100个“教师学习共同体” 呼之
欲出。

任勇更没有想到， 他的书房还成了青
少年读者向往的乐园。 厦门市图书馆为鼓
励青少年多读书， 每半年评选出一批优秀
小读者， 到他的书房里让书香“熏一熏”，
任勇向他们介绍读书方法， 并对他们提出
的读书问题逐一解答。

消息传开， 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家长，
都想方设法与任勇联系， 希望孩子能到他
家的书房坐坐、 聊聊， 家长说： “让孩子
听听任老师的教诲， 读书的境界就大不一
样啦！”

又逢春暖花开时， 又到书香飘逸日。 一年一度的中国教育报推动
读书十大人物评选已走到第十个年头。 经过读者推荐、 专家推荐和个
人自荐， 由中国教育报主办、 全国中语会阅读推广中心、 商务印书馆
协办的2013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评选， 经评审委员会遴选， 产生了
20位候选人。 这2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候选人是在区域、 学校或班级热
忱推动读书的代表， 他们用行动诠释了推动的力量。

本期我们推出“候选人特刊”， 集中讲述20位候选人推动读书的
故事。 我们将根据专家评审委员会的意见， 从候选人中评出中国教育
报2013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其余10位将获得提名奖。 评选结果将
于4月23日揭晓， 敬请关注。

致 读 者

许睿：人生因阅读而精彩

25岁的许睿， 中国首届文科“电大”
———“汉语言文学” 大专毕业后， 便改行
当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 16年的初、 高中
教学生涯， 她始终致力于提高课堂阅读教
学效率， 使学生有时间进行课外自主阅
读。 许睿的课堂教学， 每节课师生教学互
动时间都不会超过20分钟， 其余时间都
留给学生阅读思考、 答疑解惑、 反馈矫
正、 习作练习等。 她几乎不给学生留课外
书面作业， 而是给学生布置很具体的课外
阅读书目、 篇目， 规定学生每天的阅读
量， 并定期在“班会” 或“早读” 时间，
让学生交流读书笔记及阅读心得。 许睿对
每届学生的“毕业赠言” 都是同样的话：
“汉语言是人类语言智慧的顶峰， 她会给
您的一生带来享用不尽的美好！ 努力读书
吧， 我亲爱的孩子！”

39岁的许睿， 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
本科毕业后， 成为郑州市教育局教研室语
文教研员。 15年的调研、 教研中， 许睿始
终秉承“好读书， 读书好， 书好读， 读好
书” 的信念———激发读书兴趣， 养成读书
习惯， 给予读书方法， 推荐优秀作品。

许睿一直在培养一线教师创设阅读情
境的能力、 示范朗读的能力、 组织各种活
动以彰显学生阅读水平的能力。 十多年
来， 她帮助郑州市各县 （市、 区） 创建了
200多所“书香校园”， 近千个“书香家
庭”； 培养了一批“教师读书模范” 和

“学生读书典范”； 举办了各种读书报告
会……

许睿常爱说： “要想让孩子爱读书，
家长首先要读书； 要想让学生多读书，
教师一定要是读书的楷模。” 她要求各学
校， 根据国家课程标准每学段“课外阅
读要求总量”， 各年级每学期都要布置一
定数量的具体阅读书目， 每个月分册、
每周分章节、 每天分篇作为具体阅读内
容， 早读或课前以各种形式反馈阅读效
果， 以此来督促教师和学生坚持每天读
书。

如何给予读书方法？ 许睿强调:“读
书要精选内容， 读书更要有速度”。 例
如， 默读与朗读、 略读与精读、 浏览与
跳读、 边读边想、 边读边画、 读后批
注———这些阅读方法的作用和意义、 特
点与长处究竟是什么？ 许睿一定要在课
堂上、 教研时让师生搞明白， 真正做到
“课内习得方法， 课外补充实践”。

对于推荐优秀作品， “关工委”、
“师资培训处”、 “教师进修学院” 等单
位， 每年都会向一线教师提供阅读书籍。
许睿调研时， 对此会进行多方了解， 针
对一线教师的阅读水平及教学需求进行
详细地指导， 并对不同学段的教师， 推
荐相应的阅读书目。 教研时， 她还要求
一线教师每教完一篇课文， 都要向学生
推荐相应的阅读篇目， 并予以阅读指导。

闫存林：教室里总有一束光

闫存林老师热爱读书， 从大学时代便
流连于北京书市及各个角落的旧书店。 他
涉猎广泛， 文学、 历史、 哲学、 美术、 戏
剧乃至计算机、 外语均在他的阅读范围
内。 如今， 他已收藏图书2000余册。 他
买书除了注重书的内容， 还注重书的版
本， 他也乐于把这些知识教给学生， 现在
学生去书店买书， 看到琳琅满目的书籍也
会挑选辨别了。

他有一间教室。早上，灿烂的阳光毫无
遮拦地照进来， 便能看到对面的4个书架
静静地立在一片亮色之中， 这是闫存林的
语文功能教室。 书架上的这些书当然不是
随意从书店挑选的， 而是他带领由教师和
学生组成的阅读团队经过共同研究遴选
的。 这个名为“中学生名著阅读分级”的研
究项目， 为各年级的名著阅读提供了较为
科学的分层定位。 闫存林组织各年级学生
分头阅读，分别为每一本书写出了导读。

由于了解学生， 更了解书， 闫存林参
与了由朱永新总策划的 《中国中学生基础
阅读书目》 研制工作， 在之前所作研究的
基础上， 扩大了选目范围， 包括文学、 人
文、 科学三大类。 目前书目研制工作已近
尾声， 相信发布后将会使更多中学生获得
阅读的乐趣。

这间语文功能教室的400余本书就是
书目研究的部分成果。 这些书都是闫存林
与学校的其他语文教师利用周末时间选购

的。 书籍分门别类， 他和学生们一起贴上
标签并盖上语文功能教室的印章。 在整理
书籍的过程中， 学生翻阅着新书， 充满了
欣喜和阅读的渴望。

在十一学校， 这样的语文功能教室不
止一间。 在闫存林的带动下， 十一学校语
文功能教室充满了文化的味道， 且各具特
色。 这里不仅是老师上课的地方， 更是学
生阅读学习的地方。 除了平时的自由阅读
之外， 在高二年级， 闫存林会每周利用一
节课的时间安排学生自由阅读， 学生可以
自己选择喜欢的书籍， 安静阅读。 闫存林
会打印一张表格， 记录学生阅读的图书以
及学生阅读的进度， 表格张贴在教室后面
的贴板上， 并以此为依据研究学生的阅读
趋向。 他还与学生一起设立月度推荐书目，
当然， 假期作业也彻底改变， 由读书及阅
读汇报代替了原来的练习册作业。

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 24年来， 闫
存林一直勤恳地耕耘在教学第一线， 2013
年被评为“搜狐中国教育年度教师”。 他用
阅读之光照亮这间他热爱的教室， 在这里，
他感到深深的满足与幸福。

（下转第10版）

推动读书十大人物评选

推动阅读乃教育人之本分
■凌宗伟

在造纸术、 印刷术、 互联网日益发达
的今天， 在知识由小众化的“精英专营”
发展到大众化的“全民共享” 的时代， 读
书反而成了某种累赘。 更让人诧异的是，
学校和教师对读书的正常需求日渐萎缩，
仅有的“需求” 也只是在教材、 教辅、 作
业这三本“书” 中游荡。 如此尴尬的背
景， 让“推动读书” 成为当下校园重构
“启智生慧、 润泽生命” 的不二法门。

是的， 在当下这样一个快餐化时代，
想要静下心来读一读书， 确实已经成了一
种奢侈。 所以， 推动阅读要有这样的心
态： 只要慢慢地有些人能够翻翻书就当心
满意足了， 慢慢地我们就可以将这些翻书
的人组织起来一起阅读， 一起分享阅读的
喜悦。

推动阅读， 让更多的教师成为教师。
去年， 我创建的教育行者读书会中的朱建
老师到南通市通州区东社学校当校长， 我
送他去报到的路上， 给他的第一个建议就
是要将教师组织起来读点书， 努力让更多
的教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师。 他上任后
的第一次教师培训， 就将我们读书会的邱
磊老师请过去介绍教育阅读体会。 邱磊老
师在阅读 《民主主义与教育》 的同时， 还
读老子、 庄子， 把老庄的思想跟杜威的思

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他写了近十万字
的读书笔记， 并在与其他杜威阅读小组
成员共同分享的基础上， 主编出版了一
本 《偷师杜威》。

不久， 东社学校组织成立了“青榆
读书社”， 将一所原本十分凋敝的学校的
老师们聚集起来了。 朱建老师将我们当
初在二甲中学坚持的“带着问题阅读”
的原则带了过去， 提出了“话题+读书+
研讨” 的“七步读书法”。 目前他们的读
书会成员正在读苏霍姆林斯基和陶行知，
并且已经有很多老师在有意无意地实践
这两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了。

推动阅读， 让更多的教育人真的懂
教育。 这些年来， 教育可以说是最受人
们诟病的行业之一。 个中原因是多方面
的， 但有一个原因恐怕是我们有些教育
人， 真的很少懂教育。 要改变这种现状，
就得推动更多的教育人读一点关于教育、
社会、 人生的专业或非专业书籍， 使其
在阅读中慢慢地理解教育， 进而懂得教
育。

这些年， 我不仅在我的博客、 个人
网站、 QQ空间， 以及最近新建的APP手
机终端等自媒体平台上介绍我们的读书
会情况， 推荐我们曾经读过和正在阅读
的书目， 还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推动
阅读。

今年， 当我阅读了 《收获幸福的教
育》、 《学校会伤人》、 《教育与效率崇
拜》 等书籍的时候， 我就在我加入的那
些QQ群里吆喝， 粘贴我的阅读笔记， 没
想到许多朋友在我的“怂恿” 下， 也买
了这些书籍来阅读。 前几天， 广西钦州
市一所中职学校的老师给我留言： “宗
叔好！ 在您的博客中看到推荐的 《学校
会伤人》 一书， 买回来刚看了30多页，
就被我们的校长兼教育局长借去看了，
真的盼望这位大领导看到您推荐的这本
好书后会有所感悟。 谢谢您的推荐！”

是的， 教育人就应当是读书人， 校
长和教育管理者更应该成为读书人， 成
为师生乃至整个社会读书的引领者和推
动者， 学校和教师培训机构更应该担当
起教师阅读推广的重任。 当越来越多的
教育人喜欢上阅读时， 我们的教育改良
也许就将成为可能了。

阅读推动， 是慢功夫， 需要的是浸
润。 推动阅读乃教育人之本分， 绝不能
以摘取一顶“书香校园” 之类的桂冠为
动机。 阅读推动要想有所成效， 起初的
要求不能太高， 因为曲高总会和寡。 我
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努力营造一种读书的
氛围， 要想尽办法鼓励那些想读书、 善
读书的教师去阅读、 研究、 言说。

推动阅读的关键， 是要在推动中让

教育人经历实实在在的阅读体验和思考，
在体验和思考中改变我们的教育理念，
进而改善我们的教育生态和教育方式。
我给许多读书会的建议是： 教师的阅读，
要围绕具体的教育和教学问题进行， 因
为教师不是理论研究者， 而是教育实践
者。 研究理论是研究者的事， 而作为实
践者， 阅读的毛病就是泛泛而读， 泛泛
而读是读不下去的， 是没有味道的。 要
想解决这样的问题， 就需要一个抓手，
即围绕具体的教育和教学问题来读， 一
方面要“六经注我”， 另一方面更要“我
注六经”。

对于读书， 一位朋友曾有个妙解：
读书， 能读其厚， 以增知识； 能读其薄，
以阅经典； 能读其透， 以明道理； 能读
其破， 以悟得失。 读人， 能读其言， 方
察其学； 能读其行， 方察其力； 能读其
貌， 方察其性； 能读其友， 方察其德。
读茶， 能读其浓， 可知苦涩； 能读其淡，
可识清香； 能读其暖， 可辨友谊； 能读
其冷， 可体人情。 这“三读”， 我觉得很
有道理， 书是要慢慢品的， 就如品茗，
慢慢地你才能品出个中味道， 你才能透
过文字， 看到那个人， 在与那个人的心
灵交汇中， 慢慢地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2012年度推动
读书十大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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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丰台二中校长
王志江， 希望师生以阅读
丰盈生命， 从而活成一部
传奇大书。

河南省郑州市教育局
教研室语文教研员许睿，
帮助郑州市各县 （市、
区） 创建了200多所“书
香校园”， 近千个“书香
家庭” ……

福建省厦门市教育局副
局长任勇，坚守并传播“读、
思、研、行、写”的阅读观，还
让自家的书屋成了学生流连
忘返的“熏书香、悟学道”之
地。

北京十一学校语文教师
闫存林， 利用语文功能教室
带动学生阅读， 为学生营造
着山高水长、 滋润心灵的读
书园地。

2013年推动读书十大人物候选人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志江 北京丰台二中校长
任勇 福建省厦门市教育局

副局长
许睿 河南省郑州市教育局

教研室语文教研员
闫存林 北京十一学校教师
李庆平 山东省诸城市教育

局局长
陈小平 江苏省盐城市教育

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陈文 湖南省浏阳市教育局

副局长
陈克文 海南省机电工程学

校校长
陈爱玉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

学校长
陈瑜 重庆九龙坡区教育委

员会主任
房超平 广东省深圳市丽湖

中学校长
范引 安徽省利辛县城关镇

中心小学语文教师
胡翼青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教师
倪岗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初中语文教研员
倪颖娟 江苏省海门市能仁

小学教师
秦爱梅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

县雅周中心幼儿园教师
秦福伟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

区教育局局长
袁卫星 江苏省苏州教师书

院教师
常亚歌 河南省济源市教育

局名师培养办公室主任
潘芳 浙江省温州少儿图书

馆儿童阅读推广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