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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存金：做一棵会摇动的树

边存金的心里始终藏着一个读书梦。五
年前，他毅然选择从山东临沂兰山区区委组
织部副部长的岗位回到区教体局。上班后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该区最偏远的茶山脚
下一个村级小学， 带领着四年级的孩子读
书，后来这个班成了著名的“蚂蚁嘎德班”。
随后， 他又联系了另一所村小学的一个班
级———“小诸葛班”。一直定期给这两个村小
的学生上阅读课，不仅送书，还把一些名人
邀请到班级里和孩子们沟通交流。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像蚂蚁嘎德班和小
诸葛班的孩子一样享受阅读的快乐， 他挨
个学校动员， 让家长们带头作阅读人， 以
此来带动学生阅读。 加盟学校开展的“图
书漂流” 活动、 开设的“边老师学生作品
收藏馆”， 让参与实验研究的800多名教
师、 1.2万名学生受益匪浅。 他们阅读童
话、 创作童话、 参加童话报告会、 采访童
话作家、 开展童话之旅、 参加社会活动。
在寻找童心的过程中， 孩子们慢慢长大，
仅在六年级， 孩子们就发表了100多篇童

话， 三年级的张雅琪在千人瞩目的礼堂
里与雷夫愉快地对话。

他更是在全区学校和教师中大力推
广阅读活动。 2010年， 他支持成立以
“赶路要紧” 为宗旨的兰山区教育系统教
师成长共同体， 现已有860多名教师参
与， 开展七个一系列读书活动， 包括每
月走访一个贫困学生家庭、 分享一次读
书收获、 交流一次阅读书目、 撰写一篇
教育故事等。 并且不断总结推广阅读的
好经验， 指导教师形成了整本书分享的
“读、猜、论、做、演、写”六种方法，形成了
“生活、读、写一条龙” 的模式， 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在推广阅读的过程中，边存金深刻地
体会到： 经典童书必须是“给孩子的”经
典，经典童书也必须是“为孩子喜欢并接
受的”经典。边存金正以自己不断的努力，
来带动更多的人来做会摇动、 会阅读的
树，他希望更多的学生能通过阅读长出有
梦想的翅膀。

陈国安：回归，坚持，静守

每周六下午和周日全天， 陈国安义务
为朋友的孩子辅导阅读， 以 《古文观止》
为基本教材， 结合古代、 现代和当代优秀
文学作品进行细读， 孩子由此喜欢上了阅
读， 2015年， 15人中有7人义无反顾地选
择中文系作为自己高考专业首选， 此前有
很多理科专业的孩子因为有此阅读经历而
转向中文专业， 如黄京便是突出一例。 他
是苏州中学理科国际班学生， 在他的影响
下，考取复旦大学博雅杯自主招生，现在已
经被本科毕业直接保送读古代文学研究生
了。 因此这样的书院式阅读是一种民间阅
读的方式。

他总是通过让孩子阅读某一本书，推
动家长开始阅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家
长目前面临的困境是： 自己的阅读无法与
孩子的阅读对接。 所以他常常通过同一种
书或同一篇文章的阅读，带动家长的阅读。
如今年在做的《丑小鸭》和《记承天寺夜游》
的阅读，他是通过亲子共读，共同写读书报
告， 然后编成一本小册子的方式完成大手

拉小手的。
民族的阅读就是文化的阅读，就是中国

现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从中国的立场
读中国历史、民间神话、寓言和童话，从中国
语境出发，培养中国孩子，孕育中国价值。作
为大学老师， 他一直坚持在中小学上课，
在苏州中学等各中小学坚持阅读课的探究
实践， 目前已经出版了 《语文的回归： 一
个大学老师的小学课堂》， 正在编辑 《语文
的坚持： 一个大学老师的初中课堂》 和
《语文的静守： 一个大学老师的高中课堂》。
他从1995年开始坚持为身边朋友的孩子推
广阅读， 不收一分钱， 每周六和周日都坚
持上义务的阅读课。

凡参加过他阅读推广的教师大多已接受
教课文是阅读原文的思路，不要小看这一点，
无论小学还是中学， 由于原文和课文之间存
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阅读原文成为一个被遮
蔽的点， 他的阅读推广在教师群体间就是从
此延展。读原文、读原著、读那个作者的整部
作品，成为他教师阅读推广的核心。

董一菲：阅读是生命的礼赞

从教25年来， 董一菲的语文教学一
直以阅读为本， 因阅读而美， 一直以做一
个教者与读者而骄傲。 “让孩子们读书去
吧” 是她语文课的座右铭， 带领孩子们读
书是她认为今生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她在学校开设诗歌专题和小说专题选
修课， 引导学生开阔阅读视野， 与书香为
伴。 阅读教学手记由黑龙江人物出版社结
集出版。 2010年一篇博文 《盘点这一年
我读的书》 在中华语文网名师博客上刊登
后引起语文教师强烈反响。

在指导学生阅读时她有几种做法： 有
三年总体的规划， 阅读是个工程， 一定做
好整体的蓝图； 有即时即兴的推荐书目，
和某一本书相遇本身就是不期而至的， 也
许是讲课时提到， 也许是她正在阅读的一
本好书。

她鼓励学生每天用半小时来读书， 并
且循序渐进地提高阅读速度。 以上学期为
例， 她和学生共同学习诗歌近70首， 极
大地拓展了学生的阅读视野。

此外，像办诗歌朗诵会、开展戏剧节、
作文竞赛等活动，也是对阅读的深入和升
华。她所培养的学生对读书有着浓厚的兴
趣，读书品味不俗，阅读速度也非常之快。
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一公布，即使是高
三一模考试最紧张的时候， 人人也在捧
读，“海量”的阅读为他们以后乃至终身的
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爱读书， 是她教过的孩子们共同的
特质。 大量的阅读对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动力， 他们更有后劲， 更具人文关
怀， 生命更有弹性， 也更容易获成功。
而且她读书的习惯也带动着语文教研组
的年轻教师， 买书、 读书蔚然成风。 二
中的语文教学引领了一种读书风尚、 专
业发展风尚， 徒弟不仅读书也勤于写作，
在中华语文网开设的博客“语文行” 备
受全国各地的语文教师的关注。

带领学生读书吧， 她希望有一天当
孩子们捧卷阅读的时候， 可以“掬水月
在手， 弄花香满衣”。

段艳霞：用阅读为教师领航

2008年6月， 段艳霞和一群热爱阅
读、 怀有教育理想的教师朋友自发组成了
“厦门青年教师成长共同体”， 这是一个
“民间的、 草根性” 的读书会， 成员相约
在一段时间内， 共同阅读一本教育经典著
作， 围绕一个教育话题， 开展一次读书沙
龙活动。 共同体最初只有几个人， 现在已
有成员上百人。 他们还将共同体的读书经
验推广到厦门市三十多所幼儿园、 小学、
中学、 高校。 共同体现已成为厦门老师的
“教育经典读书推广中心”。

历经7年发展， 读书会多位核心成员
都根据自己的研究旨趣和工作岗位， 成立
了新的“阅读与成长共同体”， 也就是新
的读书分会， 做“公益阅读” 播种者， 将
“读书的种子” 播撒到更多的儿童、 家长
和教师中。 根据参与的主体可将这些读书
会分为教师成长、 父母成长、 儿童成长等
三类， 这些读书会都秉承着“共同体” 核
心精神， 在读书、 工作与家庭中幸福行
走， 快乐行走。 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下， 共

同体的老师不断进步， 在阅读推广、 教师
成长、 家校合作等多个领域拓展实践并有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她带动厦门地区学校及教师进修学校教
研员组织教师读书。 在厦门青年教师成长共
同体的推动下， 厦门三十多所学校采纳了她
们的阅读推广活动。 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
学校直接将共同体的模式推广到区级教师培
训活动中来， 于2014年4月23日启动了“书
香海沧， 教师领航” 的经典阅读传递活动，
培养100名“阅读种子教师” 组成一级共同
体。 用一年时间， 采用“世界咖啡式” 读书
沙龙形式共读三本教育经典著作， 并鼓励这
些教师将这些经典书籍阅读传递下去， 组成
二级共同体。

她还在省内外以及海峡两岸进行读书经
验交流， 厦门青年教师成长共同体还到外地
交流读书经验。 段艳霞曾两次受邀到福建教
育学院为省级的教师培训活动中作“学习共
同体与教师读书” 专题培训， 主动到福建省
宁德柘荣实验小学开展公益阅读推广活动。

读书，以一个教师的身份
■李华

教育是成就人的事业， 教师职业的特
殊性需要教师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去阅读，
让教育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在阅读中不
断加强和坚定。 有的时候书籍虽然不能直
接帮助教师解决现实问题， 却能给教师一
个更好的看待教育、 看待自身的角度， 让
教师获得更宽广的视野和胸怀。 阅读让教
师明白自己在教育教学中该做什么和不该
做什么。

吴非老师曾说： “在学校里， 最可怕
的是一群不读书、 缺乏智慧的教师在辛勤
地工作， 因为这样的教师会辛辛苦苦地把
本来聪明的孩子教得不会学习。” 在 “1+
1读书俱乐部” 《教育与脑神经科学》 一
书的分享会上， 张文质老师说： “其实我
们今天读这样的书 （指教育类书） 就是像
李华说的 ‘要是早点看多好’， 早点看早
点觉悟， 时间比较多一点， 改善的机会也
比较多一点。” 教师是人， 在教育学生和
自己孩子的过程中不可能不犯错， 的确应
该在阅读和学习中勤反思、 多警醒， 应该

常纠错和少犯错。 然而， 教师阅读还应该
是一个不断去伪存真、 去粗取精、 推陈出
新的过程。 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时，
绝不能只停留在改错和少犯错上， 那样会
将教育教学工作始终置于被动的地位。 教
师更应该通过阅读来把握教育教学规律，
在此基础上自觉地运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
的头脑和指导自己的行为， 让自己的教育
行为更有说服力、更有效果。如果能够以创
新的思维、严谨的态度，结合自己的教育教
学实际，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教育科学研
究，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主
张，坚定自己的教育信念，获取教育自信，
最终以自己鲜明的教育思想和科学的教育
方法去实现人类的教育理想， 就能够在成
全教育的同时也成全自己。

福州教育研究院杨继红老师说： “女
人过了40岁， 可以把一切遭遇当成艳遇。
2007年我已是48岁的人渐老、 珠已黄的女
子 ， 然而加入 ‘1+1读书俱乐部 ’ 八年
来， 艳遇一堆书也艳遇了新的自我。 阅读
书籍， 像美容护肤品、 像良药， 保养着我
的肌肤， 滋润着我的心田， 让我平稳地度

过更年期， 延缓进入痴呆期， 缓慢地衰老。
八年来， 我自己也真切地体会与品尝到阅读
对生命宽度和深度的影响。”

长乐教师进修学校黄慧玲老师是 “1+1
读书俱乐部” 的新成员， 她说： “俱乐部里
浓浓的学习氛围深深吸引了我， 每一次的交
流都让我激动不已， 从教25年以来， 从来没
有过的那种幸福和快乐， 让我第一次一个月
内读完三本书， 这对不善阅读的我而言简直
是个奇迹， 第一次发现我还有阅读的欲望，
不但能全部读完 ， 还能简单写出自己的感
悟 ， 我想这就是 ‘1+1读书俱乐部 ’ 的魅
力。 为此我为自己点赞， 也感到从未有过的
自信， 是阅读让我有勇气面对自己的专业恐
慌， 努力寻求自我突破。”

阅读本来就应该是也必须是人类的生活
方式。 唯有如此， 我们才真正将自身与世界
万物区分开来 ， 又在阅读中强大自己的心
灵， 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不断遇见最好的
自己， 以充分的文化自信将人类的文明传承
和发扬光大。 在我看来， 一个人的成长之中
最重要的， 既不是学问经验的堆砌， 也不是
名利权势的攀升， 而是心灵的成长， 它形成

了个人的终极成长。 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
量 ， 当其他成长的光环黯淡或消亡的时候 ，
它可以复活那些成长或代替那些成长， 它可
以涵养一个人的气质乃至丰富一个人的精神
世界。 教师唯有通过读书了解新的教育思想
和教育理念， 开阔自己的教育视野和教育境
界， 更新自己的教育行为和教育方式， 最终
实现提升教师自身专业素养的目的。 可以说，
读书是教师教育职业的内在诉求， 是教师内
心真实需求的呼唤。 作为教师， 无法回避这
样的事实： 自己的职业角色决定了在自己的
专业成长中必须具有阅读的期待。

教师的阅读， 决定着教师的成长； 教师
的成长 ， 决定着教育的振兴 ； 教育的振兴 ，
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这就是我理解的阅读的力量。 正如阿尔
维托·曼古埃尔在 《阅读史》 中所说： “所有
这些人 （无论伟人或凡人） 都是读者， 他们
从阅读所获得的乐趣、 责任与力量和我所获
得的没有两样。 我并不孤独。”

是的， 我并不孤独！
（作者系福建师大附中教师， 入选2012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中国教育报2014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候选人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教育体育局副局长边存
金，在山脚播撒读书种子，
为学生插上梦想翅膀。

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陈国安， 义务推广书院式阅
读，坚守民族文化之价值。

福建省厦门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段艳霞，自发组成“教
育经典读书推广中心”，以公
益阅读之光温暖社会。

2014年度推动读书
十大人物候选人名单

（按姓氏拼音排序）

边存金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陈国安 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董一菲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第二高级中学教师
段艳霞 福建省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
郭晓莹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胡冬梅 安徽省合肥市望湖小学校长
刘 波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仁爱中学教师
柳文生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教研室副主任
雷 燕 江苏省盐城市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副校长
黎志新 广西百色高中语文教师
舒晓玲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金茂）小学教师
韦延海 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
吴 忌 安徽省宿松县第二中学教师
王 坚 新疆奎屯市第三小学校长
吴诗清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教师
谢 云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员
徐 飞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
徐 飞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教师发展中心教研员
杨林柯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教师
张 媛 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教师
郑素金 福建省教育系统关工委书香网总编

郭晓莹：在学校家庭社会织一张爱读之网

2007年起， 郭晓莹以故事妈妈的身
份到学校和班级讲故事， 之后发起成立了
“钱塘蒲公英故事家族”， 带领更多的家长
到学校、 社区开展各种与阅读有关的活
动， 打造“学校、 家庭、 社会” 三位一体
的阅读网络， 共同引导孩子形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 如今， 这个团队已经从一所学校
扩展到多所学校， 不少故事妈妈活跃在城
市和县市区的各种阅读空间， 越来越多的
家长在付出爱心的同时和孩子一起成长。
她以丰沛的热情和专业的素养， 积极推动
福建地区的儿童阅读推广事业。 在其带领

下， “蒲公英故事家族” 成为福州地区
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书香校园模式。

她参与了“福建省读书援助协会”
和“福州市未成年人课外阅读基地” 的
助学活动， 先后到福州五区八县的小
学、 幼儿园为家长、 孩子们举办各种讲
座， 传播儿童阅读理念， 鼓励亲子阅
读， 介绍亲子共读的方法， 帮助父母开
展家庭亲子阅读活动。 她还到福建省内
偏远地区给乡村儿童讲故事， 参加“榕
树坊” 服务站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知识
和热情为外来工子弟服务。

2013年，她被国家教育部遴选为“国
培计划”培训教师，利用自己专业所长，建
设“小桔灯”儿童阅读工作坊，身为闽江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的她还和上海真爱
梦想公益基金会、 福建兴业教育基金会合
作，在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建设“梦想教
室”，进行梦想课程实践，改变僵化的课堂
学习模式，创设互动体验的学习氛围，在阅
读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掌握阅读教学方法，
开发相关的校本课程， 培养充满自信的未
来人民教师。据不完全统计，8年来，她的个
人公益讲座（含亲子阅读， 社区道德讲坛

等）达四十多场，除此之外，她还频繁参与公
益助学活动，和省内相关的各公益助学组织
联系密切。

她组建了“海峡儿童阅读研究中心”
阅读研究与推广团队， 开展课题研究， 举
办各种类型讲座、 阅读教学观摩课、 阅读
沙龙等， 推进阅读活动开展。 参与阅读公
益活动， 以积极的姿态引领了福州市乃至
福建省一批批的儿童阅读爱好者， 进行书
香家庭、 书香校园、 书香社会的建设， 以
自己的力量改善着城市和农村的阅读生态
环境。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第
二高级中学教师董一菲 ，
做书香灵魂的工程师 ，在
阅读中谱写生命的礼赞。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
授郭晓莹， 组建 “蒲公英故事家
族”，推动书香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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