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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外研社杯
“我是书虫”阅读漂流活动举行

牛津·书虫英汉双语分级读物新书首发
式暨2014外研社杯“我是书虫”阅读漂流活
动校园英文短剧比赛近日在京举行。 全国基
础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外研社、牛津大学出版
社三方将加大力度持续推动全国校园双语阅
读活动。

“书虫”是外研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
出版的一套英汉双语分级读物， 囊括了世界
优秀文学名著的简写读本或原创作品，从
1995年该项目启动到现在， 已经将近20年。
2014年外研社又引进书虫系列的47个新品
种，为书虫家族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也为广
大中小学生奉上新的阅读大餐。 （王琳）

六一儿童
节，是全世界的
孩子和所有有
童心的人共同
的节日。对北京
新教育实验学
校的孩子们来
说，刚刚过去的
这个节日，却显
得有些与众不
同： 这一天，在
学校报告厅，一
派欢声笑语，大
人和孩子们一
起共同度过了
一个充满书香
和温情的节日。
原来， 这里是
儿童文学作家
童喜喜的新作
“新教育的一年
级” 系列丛书
的新书发布会
现场。

读家报道

新书情报

《蚂蚁帝国三部曲》
给孩子一个想象的天空

有“法兰西天才作家”之称的贝尔纳·韦伯
影响力最大的作品———《蚂蚁帝国三部曲》中
文版近日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5月21日
至28日， 韦伯分别在京沪两地与中国作家、评
论家、翻译家及读者展开面对面对话和交流。

《蚂蚁帝国三部曲》自1991年问世以来，
吸引了全世界数亿读者对地球上的蚂蚁文
明， 以及它们与人类文明和其他物种文明之
间关系的持续热切地关注， 被国际书评界誉
为“幻想文学巅峰之作”。作者站在宇宙的高
度审视地球上的各种文明， 以蚂蚁和人类的
相互关系及其命运为主题， 在建构一个发达
先进的蚂蚁帝国的同时， 缔造了一个斑斓多
彩、厚重深邃的蚂蚁文明，与人类文明相互竞
争又相互影响。 作家阿乙称，“中国为什么需
要韦伯先生这样的带动者， 因为中国的小孩
缺少能把动物写得像《蚂蚁帝国三部曲》这么
深刻的作品，像喜洋洋、熊出没这样的消费型
产品是在浪费小孩时间。” （伊梅）

谷建芬为儿童写音乐绘本

作为2014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
儿童阅读周活动之一，近日，北京启发文化协
同中国儿童文学教育研究中心、 悠贝亲子绘
本馆在朝阳区图书馆举行图画书大师交流
会。 著名女作曲家谷建芬携其华语原创音乐
绘本《新学堂歌》（共两卷）出席，美国知名图
画书作家埃米·扬向与会者介绍她的“大脚
丫”系列图书，并谈及自己创作《大脚丫跳芭
蕾》的过程。

华语原创音乐绘本《新学堂歌》（两卷）由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
套绘本也是年近八旬的谷建芬晚年献给中国
儿童的一份珍贵礼物。 谷建芬说， 自己退休
后，决定为优秀的古诗词谱曲，让古诗词歌曲
成为孩子们的“新学堂歌”。从2004年至今，
她创作了40多首“新学堂歌”。已经出版的音
乐绘本《新学堂歌》（两卷），收入了《春晓》、
《悯农》、《游子吟》等古典诗词谱成的歌，以及
《增广贤文》、《声律启蒙》 等部分内容谱成的
“新学堂歌”，两张CD共收入28首作品，另有
刊登曲谱的赏析手册， 以及古典意味浓郁的
绘本。 （却咏梅）

童喜喜：乡村阅读公益行的领跑者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新孩子———
童喜喜的不懈追求

说到童喜喜，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这位
个子小小的姑娘有着五花八门的头衔，她
是中国作家协会成员，是2008年中国最年
轻的作家奥运火炬手，是2012年度全国推
动读书十大人物，是“嘭嘭嘭”系列、“发明
大王上学记”系列、“e小子歪传”系列等多
部儿童小说的作者， 还是先后用稿费资助
了35名失学儿童、多次赴山区支教、向数
千名乡村儿童赠送各类课外书、 发起萤火
虫家校共读行动的“萤火虫姐姐”。

最令童喜喜骄傲的身份， 除了儿童文
学作家之外，是“新教育专职义工”。“新教
育实验” 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教育公益
组织，入围2014年度世界教育创新峰会教
育项目奖，其教育理念被翻译成英、日、韩、
阿拉伯等文字广泛传播，目前中国有2000
多所新教育实验学校。

“我有幸于2009年7月参加了新教育
海门年会， 此次盛会综合展示了新教育实
验这些年取得的成绩，3天中诸多感动，令
我多次泪流满面。”2009年，当她走进新教
育时，写下了这段话，“我想做个新的孩子，
做个新教育的孩子， 这样就能被由衷地欣
赏着、喜爱着、教育着、鼓舞着……新教育，
翻开了我生命新的一页。”

从2011年起，她担任新教育新父母研
究所所长，资助、实施“种子教师计划”、“萤
火虫亲子共读”、“口头作文” 等公益项目，
并在50多个城市进行了300多场演讲，致
力于儿童阅读研究与推广。“5年来， 我最
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一群孩子在一群更可
爱的新孩子的带领下如何成长的。”

新作品———
记录新教育学校的真实故事

“新教育的一年级” 系列丛书是童喜喜5
年来投身新教育第一线的创作成果， 这套图
书按照12个月份分为12本， 讲述了新教育小

学一（2）班学生牛妞、安熊等孩子和花儿老
师之间发生的故事。首创“童书即课程”的
方法，以时间为序，用数个故事形成一个课
程，寓教于乐。

在“新教育的一年级”里，孩子们对
小学生活的紧张和好奇， 以及孩子们在
校园的相处，都被描写得生动活泼，充满
童心童趣。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里温暖
美好的故事，统统取材自“新教育实验”
中真实发生过的教育案例。书中，还采用
了“故事套故事”的形式，精选众多经典
图画书以及作者原创的儿歌、 童诗融入
故事中，让故事形式更加活泼、内涵更加
丰富。此外，这套书有着先进的“新教育”
理念，对于当下孩子、父母、教师最感兴
趣或最为困扰的问题， 都以孩子喜闻乐
见的方式，进行着准确有效的解答。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中国教育学会
副会长朱永新表示，这套图书是“一年级
新孩子的入学必读书、 一年级新父母的
亲子家教书、 一年级新教师的课程指导
书、14年新教育的真实故事书”，他希望
家庭可以亲子共读、学校可以师生共读。
因为这部作品， 一方面可以激发孩子的

阅读兴趣， 让孩子以此书为桥梁了解更多
的作品，另一方面在潜移默化的阅读中，孩
子也受到了道德、品格、行为习惯等方面的
养成教育。

在发布会现场， 北京新教育实验学校
的一年级孩子们， 声情并茂地为来宾们进
行了这套书相关内容的展示： 晨诵了书中
的儿歌，演出了书中的故事剧。来自西安市
西一路小学的新教育种子教师胡盈则讲述
了自己半年来带领全班孩子共读“新教育
的一年级” 的亲身经历， 指导大家如何把

“黑色一年级”变成“金色一年级”。

新公益———
新孩子乡村阅读公益行

除了写书、出书，童喜喜还希望能够
给乡村的孩子们捐书。在她看来，任何教育
门派之中，阅读是教育底色、是知识根基、
是教与学的根本，只是，在中国想推动阅读
谈何容易？科举制度窄化阅读、贫困战乱无
力阅读、应试教育僵化阅读、信息时代围剿
阅读———中国人的阅读之路被重重大山阻
断。“在乡村， 一所学校想推动阅读更是难

上加难：经济的困顿、观念的陈旧、书籍的匮
乏、留守儿童的孤苦……但是，如果不是黑
夜，我们怎能发现萤火之美？如果不是征途，
我们怎会珍惜相遇之乐？”

童喜喜的想法得到了二十一世纪出版
社社长张秋林的极大支持，于是，“新孩子乡
村阅读公益行” 就应运而生了。 在新书发
布会上， 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和“新教育
研究院新父母研究所” 还共同举办了“新
孩子乡村阅读公益行” 的启动仪式， 童喜
喜将为100所乡村小学进行100场免费阅读
讲座，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将为每一所学校
捐赠10万码洋的优质童书， 并由新教育萤
火虫义工团队进行持续3年的跟踪服务。

同时，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和童喜喜还向
新教育基金会分别捐赠了“新教育一年级”
系列丛书的50％毛利及50％版税， 为中国
教育革新和发展添砖加瓦，所有读者也都成
为这一美好教育公益行动的一部分。

“我们坚信，从书到人，从学校到家庭，
从教师到父母……在这样凝聚一切力量、共
同推动阅读的行动中，不仅学生能成长为新
孩子， 我们也会成为新的孩子———成人容
貌，赤子之心。”童喜喜说。

不一样的孩子需要不一样的天空
■卢勤

瑞弗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 忙碌的妈
妈、不懂事的妹妹、好吃懒做的继父，一个很
不愉快的家庭。即使在学校，瑞弗也没什么
朋友，总被坏孩子欺负。他不爱学习，是老师
眼中的麻烦学生。接受这样一个不一样的孩
子，对父母和老师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

“惹是生非”可能是这样孩子最常见的
“头衔”。但仔细阅读瑞弗的成长经历，你会
发现他和所有孩子一样，都会渴求被关注、
被认同，渴望成功。

马斯洛人生五大需求之一便是“个人
价值的体现”。作为一个心智正常的孩子，瑞
弗当然也需要表现出“我很重要”。但在群山
镇中学，没有他的舞台，更没有他施展才华
的天空，于是他极力表现出“另类”，戴着忍
者面罩在校园里跑、在墙上涂鸦……如果我
们一味指责他、惩治他，那就冤枉他了。他这
样一个让人头疼的孩子， 其实内心敏感、善
良。他的本意并不是想伤害别人，而是为了
引起别人的注意，为了表现他的能力。

因此当珍妮邀请他去参加慈善义卖
时，他觉得自己“扮演了世界上最了不起
的义卖吉祥物”！看到这里，我热泪盈眶！
天下哪个少年没有英雄梦？ 哪位“有本
事” 的人不想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英雄
的本色？关键是在什么样的舞台、扮演什
么样的角色！ 我们的校园给过瑞弗这样
的孩子成功的舞台吗？

我的老朋友王刚曾经也是个“坏”小
孩，喜欢恶作剧，处处表现“与众不同”，
终于被学校勒令“退学”。他怕挨打不敢
告诉老爸， 只好天天背着书包假装去上
学。一天，他忽然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
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希望毛主席能救他。
没想到毛主席真给他回了封信， 他还因
此受到了班主任、 校长甚至区教委主任
的表扬。 这让王刚一下子感到被表扬真
好，做好人真好！于是，淘气包王刚变了，
慢慢成长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这说明， 成功的体验对一个正在长
大的孩子多么重要！ 王刚需要， 瑞弗需
要，每个孩子都需要！毕竟，不一样的孩
子有着不一样的天赋。 如果你能提早发

现他、肯定他、信任他，他将创造出伟大的
业绩。这就看我们有没有眼光，发现他们身
上蕴藏的宝贝。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得好：“你的
教鞭下有瓦特，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的
冷眼里有牛顿。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
不要等到坐火车、点电灯、学做微积分，才
认他们是当年的小学生。”如果你能换一种
眼光看待那些“不一样”的孩子，那么你就
成了他们的“救星”，同时，你也为培养天才
作出了贡献。

不一样的孩子需要不一样的天空。这不
一样的天空正是家庭、学校、社会为孩子创
造的适合他们成长的环境。 人是环境的产
物，什么样的环境塑造什么样的孩子。环境
中如果正能量多， 就能激发孩子积极进取；
如果负能量多，就很可能让孩子甘于堕落。

可怜的瑞弗就身处在充满负能量的环
境里，不管做什么事，不管多努力，最后都
失败，还被严厉的斯特里克老师责骂，认为
他未来只能在联邦监狱里“度过终生的留
校生活”，这让他开始放弃自己，对未来茫
然不知所措。如果瑞弗最终被关进监狱，斯

特里克老师也是“罪责难逃”。
还好瑞弗生命中有两位“贵人”：一位是

善解人意的妈妈，她的宽容和爱，塑造了瑞
弗善良的内心；另一位是独具慧眼的多纳代
罗老师，她启动了瑞弗心中那台原本不存在
的发动机， 让瑞弗认定自己有画画的天赋。
瑞弗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开始反思自己的行
为，渐渐摆脱叛逆，从麻烦不断的捣蛋鬼，变
成了主动反思、快乐成长的好孩子。

孩子的未来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
们给他们什么样的环境。 不一样的结果，取
决于不一样的教育；不一样的孩子需要不一
样的老师和父母，需要不一样的天空！

让阅读成为语文教学的主旋律
■贾国辉

我们在“关爱生命成长， 享受幸福生
活” 的办学理念指导下， 构建了“学科课
程视野化， 活动课程素养化， 综合课程生
活化” 的课程体系， “让阅读成为我们的
生活习惯” 就是语文学科课程建设的基本
思想， 实践出“以单元主题贯穿单元内
容、 延伸主题阅读的语文单元综合性教
学； 以经典名著阅读为主线的课外阅读、
课内共赏的读书能力和读书习惯培养的教
学” 的大语文教学模式， 让阅读成为学生
语文学习的主旋律。

回顾我们现行的语文课堂， 十几节课
讲4篇课文， 阅读面窄量小、 教学目标空
泛、 文本解读过度、 教学模式单一， 课改
前“语文教学效率低下、 语文教学少慢差
费” 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基于对以上的考虑， 我们学校进行了
“单元主题教学” 的实践， 以单元主题贯
穿整个单元内容， 实行单元综合性学习，

并以此单元主题为主线延伸阅读， 课内
细读与课外漫读有机结合， 课内“细
读” 是单元内容的综合性学习， 课外
“漫读” 是对单元主题的生活化品味，
是“主题化” 阅读。 摒弃烦琐的内容分
析， 坚决把阅读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把
阅读的时间和空间还给学生， 一课一
练、 一课一得， 使学生从海量阅读中有
所积累、 有所感悟， 从而全面提高学生
的语文素养。

例如小学四年级下册第二单元， 我
们以“寻找美、 体验美、 感受美” 为主
题， 贯穿本单元的4篇课文， 把需要9—
12课时的一课一课学习， 变为以“主
题” 为主线， 以“读、 思、 议” 为主要
学习形式， 让“读” 贯穿始终， 在5—6
节的课时内有效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在
此基础上延伸阅读， 让学生自主阅读有
关描写自然美景的诗篇。 在延伸阅读交
流中， 一个班学生一节课交流写景的古
诗词达96首。 学生还分别阅读了朱自清

的 《荷塘月色》、 《春》、 《威尼斯》， 宗
白华的 《艺境》， 彦火的 《山中雾》， 还有
赵克非翻译的 《海底两万里》 等。 通过延
伸阅读， 让学生对于“美” 有了深切的
“感悟”， 激发了他们对于“美” 的向往和
追求， 从而更加热爱大自然、 热爱生活、
热爱生命。

另外，我们以师生共读为载体，把经典
名著阅读引入课堂，引领学生多读书、好读
书、会读书、读好书、读整本书。我校四年级
师生正在阅读《水浒传》，上学期是初步的
“漫读”，通过听评书、看水浒影视、老师导
读、 故事引读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阅读兴
趣，让学生能够坐下来、读下去。这一学期
是“赏读”，先是以“讲水浒故事” 引导学
生再读， 以故事为线索， 边读边讲， 以讲
促读， 以读提升讲的水平。 在此基础上，
再以人物为线索， 进行人物点评， 以评促
读， 以读提升学生理性的思考。 课内共
赏， 课外细读， 在细读中培养阅读习惯，
在共赏中升华思想。 读 《水浒》、 讲 《水

浒》、 品 《水浒》 成为师生语文学习一道风
景线， 该年级计划五年级共读 《三国演
义》， 六年级共读 《西游记》。

语文教学不仅仅是学习语言， 还要传
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科学素养。 阅读成为
语文教学的主旋律， 不仅仅是着眼于语文
综合性的学习， 更是着眼于学生今后一生
的成长需要， 通过我们的语文阅读教学，
让孩子爱读书、 会读书、 养成读书的习惯，
使学生“腹有诗书气自华， 心存善美容必
秀”。

（作者系河南省鹤壁市桃源小学校长）

一个新孩子改变一个家庭， 一所新学校激活一个乡村

麦田守望

▲“新教育的一年级”系列丛书 （共12册）
童喜喜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上学不容易”系列（全2册） （美）
詹姆斯·帕特森 克丽丝·特贝茨著
劳拉·帕克绘 邝平译 接力出版社

天下的孩
子不一样，有的
爱热闹，有的喜
安静；就像天上
的星星一样，有
的爱眨眼，有的
不眨眼。美国作
家詹姆斯·帕特
森笔下的瑞弗
就和别的孩子
不一样。

崔峦曾经
说：语文老师要
把推进儿童阅
读作为自己的
份内职责。用教
科书教阅读，有
不小的改革空
间，但毕竟是有
限的，而推进儿
童阅读发展的
空间是无限的。

让孩子爱上阅读Just� be� happy

漫 步 书 香 校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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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儿童阅读周
“探索神秘的世界”

5月29日，“北京儿童阅读周———探索神
秘的世界” 科普讲座在北京西城区中古友谊
小学举行， 来自埃及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穆
罕默德·艾布阿里先生、希腊驻华使馆文化事
务主管海伦·穆查奇女士与同学们分享了一
套名为《神秘日志ology》的科普书。这套装帧
精美的图书是大英图书奖获奖作品， 由新世
界出版社出版，包括《海底100天》、《木乃伊的
诅咒》、《古希腊之谜》三卷。据出版方介绍，这
套书在英国的年龄定位是7—12岁，因为这是
一个空缺期，刚刚过了看图画书的年龄，对学
校的教材还处于适应阶段。所以，这套书充分
结合了图画书的艺术性和教材的专业性。

据悉，这是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
闻出版广电局主办的北京儿童阅读周的活动
之一。阅读周内，还有知名作家进校园、主题
阅读讲座等活动在陶然亭小学、宣师一附小、
三里河三小等学校展开。 （王珺）

孟子思想与邹鲁文明
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召开

“孟子故里” 山东邹城将于6月6日至8日
举办孟子思想与邹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次大会将有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及两岸
四地共百余名孟子研究专家参加， 届时杜维
明、陈来、梁涛等专家学者将围绕孟子的仁政
思想、王道思想、伦理思想、性善论、正义观、
天下观及生态文明等思想进行交流和讨论。
会议期间还将成立中华孟子学会。

据邹城市委副书记赵勇介绍， 邹城市近
年来依托全国高校学术力量， 频频打出孟子
思想研究与传承“组合拳”：与光明日报联合
举办“孟子公开课”；出版《孟府档案全编》，并
正式启动《孟子文献集成》的编纂；加强当地
中小学孟子思想的教育渗透， 完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 （却咏梅）

荩右图为新书发布会现场， 童喜喜接受北京新教
育实验学校的孩子们送给她的礼物。 邓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