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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颖娟：在阅读推广的天空里

倪颖娟是一个热爱阅读的老师， 喜欢
带着孩子畅游在书的海洋里， 共读共写共
同生活。 加入新教育实验后， 她更加乐此
不疲地专注于儿童阅读推广与研究。 她在
新教育在线建立了班级主题帖， 开展儿童
阶梯阅读实验， 坚持不懈地带着孩子们读
诗歌、 赏绘本、 品童书， 引领孩子过“晨
诵、 午读、 暮省” 这种朴素、 美丽的生
活。 班上很多孩子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
她一次又一次自己掏钱为班级购买了大批
优秀童书。 走进倪老师的教室， 就像置身
于一个小图书馆。

倪老师还通过家长信、 家长会、 班级
QQ群沙龙、 便笺条， 不厌其烦地做着教
育的传教士。 号召家长也参与进来， 通过
亲子阅读、 亲子日记， 引领孩子的成长。
在家长委员会的支持下， 倪老师班上人人
拥有一个“萤火虫教室童书漂流书包”，
孩子们得以接触更多优秀书籍。 作为海门
市完美教室工作室核心成员， 她结合阅读
课程， 开发了诸多班本课程， 扩大了阅读

课程的外延。 作为学校新教育实验工作室主
任， 她不遗余力地推进学校阅读， 全力打造
书香校园。 作为海门市新教育讲师团成员，
她的足迹遍布海门多所中小学、 幼儿园。 她
还多次受邀为上海、 北京、 浙江、 安徽、 河
南、 湖北、 山东、 云南、 四川等地的老师们
传经送宝， 为他们展示晨诵课、 绘本阅读课、
整本书共读课， 作儿童阅读课程报告， 带动
更多的人走上推广阅读之路。

倪颖娟具有公益情怀， 她不但倾情教室
阅读， 还积极投身于亲子阅读推广公益事
业， 作为全国新教育萤火虫亲子共读公益
项目组海门分站站长， 她带领60多名义工，
坚持奋斗在推广海门区域亲子共读公益项
目的战线上。

作为一个纯公益团队， 在没有活动资金
来源的情况下， 倪老师还经常自己掏腰包，
筹备活动所需书籍、 材料， 确保公益活动更
好地为广大家庭服务。 在倪老师和她义工团
队的共同努力下， 书香的种子传播到了一个
又一个家庭， 输送到一所又一所学校。

倪岗：点燃师生阅读火炬的一根火柴

自2002年担任深圳市宝
安区初中语文教研员起，倪岗
就坚定不移地带领全区语文
教师大胆整合教材， 减少教教
材的时间， 把更多的力量用在
引领学生读书上。他清醒地认识
到： 读书活动的重要性等同于甚
至大于课文教学；语文教师的第一
要务是让学生喜欢阅读， 做一个真

正的“读书人”。
为确保课外阅读在语文教学中的核

心地位，他以前沿的教育思想、敏锐的教育眼
光，带领全区语文教师创新阅读教学理论，提
出“课外阅读课程化”的阅读教学新理念。

他倡导各学校将每周两节阅读课列入课
表，以期在校内给学生提供良好的读书环境；
要求语文教师以“比对待课文教学设计更认
真”的态度对待读书活动设计；开通全区语文
阅读教研QQ群，经常与全区教师讨论值得向
学生推荐的阅读书目；设计了“课外阅读情况
问卷调查表”，得出第一手课外阅读的珍贵资
料；组织、展示、推广各种读书活动，促进课外
阅读的开展；命制考卷时，通过名著精彩片段
作为阅读考查的选文，并加入推荐语，建议师

生阅读。这些措施从课内化、教学化、系列化、
活动化、评价化五个方面建构起了课外阅读的
“课程化”，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奠定了课外阅
读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厘清了课内外阅
读之间的关系。

10多年来，倪岗和他的教研团队，始终坚
持在策划、组织、引导学生阅读的道路上，让宝
安区近30万学生、教师和家长参与到各类阅读
活动中。近年来宝安区中考语文成绩稳居全市
前列；在最能体现顶尖学生语文素养的深圳市
现场作文大赛中宝安区屡获大奖。

墙内开花墙外香，多家媒体、多个组织渐
渐关注到了宝安语文教育：《语文教学通讯·初
中版》2013年第5期和《广东教育》2013年12�
期分别发表一组文章，集中推介宝安区读书会
活动；中语会全国阅读推广中心邀请他的语文
教研团队在“为中国未来而读·2013阅读论
坛”上，介绍宝安区开展读书活动的情况。他还
带领宝安区语文阅读教研团队， 多次赴广州、
东莞、顺德、徐州、肇庆、河源等地演讲，引领更
多的人走上推广阅读之路。

倪岗说：“我愿意永远做一根点燃师生阅读
火炬的火柴，由教师而燎原，照亮每个学生渴望
阅读的心田。”

秦爱梅：一辈子，一件事

2008年春天， 秦爱梅在阅读点灯人沉
砂的带动下积极参与到阅读推广这支队伍
中， 爱上了每天上班给孩子讲故事， 下班给
孩子写故事。 为了在阅读推广这条路上走得
更远， 她自费去南京、 扬州参加“亲近母
语” 团队举办的读书活动； 去金华、 海门参
加童诗年会， 学习更多的阅读方法， 带给孩
子们更新的阅读理念。

让孩子爱上阅读， 首先要选好书。为此，
她经常去书店、网上寻找适合孩子看的书，自
己买回来大声读给孩子听。在她的班上，你可
以时常看到孩子们下课时兴致勃勃地围在一
起“看”、一起“读”，她班上多名孩子的作品刊
登在《童话世界》、《早期教育》等刊物上。

秦爱梅在“南通教育博客”上开辟了自己
的博客，记录着每天和孩子们一起畅游在文字
间的点点滴滴，并与家长以及网友分享交流孩
子阅读的话题。 同事和家长经常跟她借书，和
她探讨亲子阅读、班级共读的话题，她使身边
的人爱上阅读，还有不少人也走上了阅读推广
之路。2009年她获得“南通教育博客之星”称

号，她所设计的图画书《小黑鱼》，其中的活动设
计荣获南通市“蓝天杯”教案设计一等奖。

秦爱梅不仅在身边推广阅读， 还多次到
苏州等地义务演讲推广阅读， 她用自身的故
事“阅读伴我成长”来感染听众，有的学生听
了她的讲座后，深有感触，经常给她发邮件交
流阅读心得， 把班级上的趣事记录下来和她
一起分享。 秦爱梅义无反顾的行为感染了很
多人，在她的带动下，社会上的热心人自发捐
书给孩子。

在推广阅读的过程中， 她自己也收获颇
丰。在短短3年的时间内，她找到了适合自己
的写作点———儿童文学。自2010年起，她在国
内多家报刊杂志发表童话， 并出版了个人原
创书籍《卖快乐的女巫》、《我的第一本心理日
记》等。

“一辈子，一件事！”相信喜欢阅读的人都
会知道那个每天太阳落下之后，就扛着梯子走
来，把街灯点亮的李利。秦爱梅用“一辈子，一
件事”的信念点亮了别人，点燃了阅读之灯！

（下转第12版）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
雅周中心幼儿园教师、 儿
童文学作家秦爱梅带领孩
子们畅游于书海， 用“一
辈子、 一件事” 的信念点
燃阅读之灯。

江苏省海门市能仁小
学教师倪颖娟， 积极开展
儿童阶梯阅读实验， 引领
孩子过“晨诵、 午读、 暮
省” 这种朴素、 美丽的生
活。

候选人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教师胡翼青认为， 读书
会是实践性的， 其中应充
满质疑、 交锋和争论， 这
也是读书最终的目的———
多一些“形而上” 的思
考。

深圳市宝安区初中语
文教研员倪岗认为， 语文
教师的第一要务是让学生
喜欢阅读， 做一个真正的
“读书人”。

胡翼青：用读书启蒙学术思想

从2008年9月的第一次尝试开始，胡翼
青组织的读书会已经成为南京大学人文学
科学生培养最为前沿的“学术阵地”之一，周
边河海大学、 南师大的学生都喜欢往这里
跑，人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研究生甚至会
特地坐几个小时的动车跑过来为自己的博
士论文“开题”。

6年，胡翼青用“读书”让数百位懵懂
的大学生开启学术梦想， 并将读书会看作
自己永久的精神栖息地。 在这些举办了数
百次的读书会上，不拘泥于学科，没有身份
的限制， 一切观点都可以发表、 交锋与碰
撞。宽广的边界让读书会“文理兼修”，也让
读书会人气爆棚。胡翼青还特别倡导讨论，
他认为读书仅仅是开始， 而讨论可以让你
思考，表达可以让你形成思想。在这片学术
的土壤里， 读书会的成员们往往比自己的
老师更希望多读书，多讨论，多思考。

2011年1月，胡翼青向南京大学教务处
提交了一份申请，让读书会作为南大“三三
制”本科教育改革的试点，获得了校方拨款。
读书活动走向了制度化，并内化为学术性的
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以及一个开放型课堂。

胡翼青要求学生在阅读之后轮流进行

主题演讲，辅以教师和同学的点评
以及提问。 同时他还定期邀请一
些学术界“大腕”来作讲座，推荐
和带领学生不定期参加一些国
内的学术交流活动。 在这一设计
中，读书会形成了读书、讨论、表达
的程序。胡翼青把“读书”这件简单
的事升华了， 他的读书会的特征在
于表达，在于把默记的东西变成一种
言语行动。“读书会是实践性的，不单单
是发发书目，交流读后感，其中更充满了质
疑、交锋和争论，这也是读书最终的目的———
多一些‘形而上’的思考。”胡翼青说。

每年， 读书会都会举办一些学者讲坛、学
术研讨会等，并进行跨学科的讨论。“读书会的
真正意义在于把大学生培养成阅读的个体，为
愿意看书的大学生建立正确的导向。现在大学
生看书太专、太少，能让对学术有兴趣、对看书
有兴趣的学生有地方讨论，这件事本身就很有
意义。”胡翼青说。

近两年，校内外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创办
了读书会，这让胡翼青非常欣喜。三月金陵，自
由而学术的读书之风正吹拂大江南北。

（上接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