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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坚：唤醒家长，带动孩子一起读书

王坚是个爱书人， 无论多忙， 她始终
走在教育研究和学习的最前列。 工作的间
隙， 值班的夜晚， 陪伴她的都是书籍。 她
的身边总是随处可见各类教学和管理书
籍， 她的读书笔记本总是放在手边。

多年来， 她始终带领教师们共同阅
读。 各学科教研活动、 老师们做课题研
究， 只要列出书单， 学校都会给老师们购
买所需书籍， 经费再紧， 对购买教师用书
从未打过折扣。 每到妇女节、 教师节， 王
校长都会给全校老师送书，节日的清晨，从
王校长手中接过一枝枝美丽的康乃馨和一
本本精心挑选的书籍， 是老师们最期待的
“福利”。在王校长多年的坚持和推动下，学
校教师借书、买书、读书、谈书蔚然成风。老
师们自发组织了各种阅读共同体、 心理健
康读书会、绘本书友会、幽兰社等。

王坚常说， “我们读书， 光提升了自
己还不够， 最重要的是唤醒家长， 带动孩
子， 让全社会都来读好书， 这才是我们教
育人最该做的事。” 多年来， 王坚在三小

坚持开展“营造书香校园， 师生共读共
写” 的“新教育实验” 活动， 开设读写
绘课程， 编印一年级阅读成长手册， 带
动家长陪伴孩子一起读书， 记录读书的
点滴收获， 通过书香班级、 书香家庭的
评选营造学习型校园， 通过读书明理，
使家长和学生的行为习惯在润物细无声
中得到改观。

学校初建诚信书吧时，放在里面的图
书经常会少，老师们都很担心，王坚开导
教师说：“孩子们把书带走，说明他们喜欢
书。 如果这本书能够给读它的人带来收
获，不是比放在这里更有意义吗。”诚信书
吧的书总是少了又添上，久而久之，孩子
们养成习惯， 一读完就会马上放回书架，
诚信书架的书总是快速流动着。

如今， 三小的老师们在王坚的带领
下，让自己浸润在书香中，让孩子们漫步
在书海里。 偏远西部的奎屯三小，因为有
了书籍，因为与阅读相伴，孩子们也拥有
了一片美丽丰饶的精神家园。

吴诗清：让童年与民间文学相遇

近几年， 吴诗清一直行走在民间文学
课程开发与实践的路上， 从最初的一个人
摸索， 到现在有了一个团体一起努力， 并
且有了一群热爱民间文学的学生， 路途虽
然艰辛， 风景却美丽动人。 既然遇见了民
间， 就要珍惜， 让民间的美好通过阅读，
通过课程， 回到更多孩子的心中， 让童
年， 与民间文学相遇。

她的民间文学课程基于这样的构想：
借助课程这种载体， 推动学生的阅读。 通
过建设小学语文民间文学阅读课程， 创设
学生阅读和研习民间文学文本的语境， 使
学生在民间文学的阅读中不仅感悟出丰富
的文化信息， 也能对民间文学中的精神进
行深入地探讨和把握。 与此同时， 教师在
此类文本的教学中总结、 迁移出一套针对
拓展文本的教学模式， 更加有效地指导学
生的课外阅读。

近三年来， 她带着学生， 按步骤实
施着民间文学阅读课程。 从最初的一节
课走向了一个课程， 学生学习的舞台扩

大了， 阅读视野也开阔了， 有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分主题学习一个民间文学， 也能精
心地做准备， 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学习所
得。 每一个传说的学习内容有相同的地
方， 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根据传说自身
的特点各有侧重。 每个传说的学习内容，
有的是教师在课前设计好的， 也有的是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了问题而增设的。

一次次的比较发现让学生的观察能力
变得敏锐了， 他们总能从看似简单的材
料中捕捉到有价值的信息； 一次次的讨
论、 交流让他们的思维能力更加强大， 深
度增加了， 广度也拓展了； 一次次的阅读
让那些之前几乎不入学生眼的书籍成了
学生的掌中宝。 《山海经》、 《西湖民间
故事》、 《中国民间文学故事》 ……学生
们争相传阅。 借助这些书籍， 学生们编写
课本剧， 并自导自演。 学生不仅对每一次
民间文学课充满了期待， 连语文课也更
有热情了。

谢云：阅读是吸，写作是呼

2007年3月， 谢云发起并组建教师民
间团队“知行社”， 推动教师的“专业读
写生活”， 迄今已坚持了8年。 8年来， 知
行社始终以“求真向上， 知行合一” 为社
训， 以“展示我们的生命成长和经验， 提
升我们的教育素养和能力” 为宗旨， 组织
成员“共读教育专著， 共看教育电影， 共
写教育随笔， 共话教育甘苦”。

按谢云的理解， 阅读是吸， 写作是
呼。 8年来， 知行社致力于“专业读写”，
让专业读写成为团队成员的日常“呼吸”，
也成为教师的专业成长的两翼。

教师需要专业读写， 更需要专业行
走。 走出去看看外面的风景， 既是游历，
也是游学。 8年来， 知行社成员的身影，
留在了江西、 江苏、 福建、 黑龙江……或
参加笔会， 或参加研究， 或献课交流， 无
论是教学能力， 还是教育视野， 都有了很
大的变化和提升。

2011年起，谢云联系有志于推动校园
阅读的公益组织“梦想行动国际”（美国），

在涪城区园艺小学、吴家小学建立“梦想
书屋”。 每个“书屋”均由“梦想行动国际”
负责募集资金、选配图书，项目以三年为
期，分步实施，目前已全部完成，共为两所
学校配送优质、精品图书近三千册。

2012年， 经过谢云的牵线搭桥和积
极运作， “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促进会”
从台湾引进“爱的书库” 项目， 在涪城
区建立第一所“‘爱的书库’ 中心书库”，
书库由“中国滋根” 负责募资、 选配近
六千册优质学生读物、 一千余册教师读
物， 免费提供给师生阅读。

2014年秋季， 谢云与北京“自然教
育阅读工作室” 合作， 在绵阳、 广元近
20所学校实施“心自在师生阅读成长项
目”， 整体推进学校阅读工作。

近三年来， 谢云先后组织、 策划、
参与了“梦想行动阅读教育论坛” 等专
题研讨会， 多次带领区内外教师赴河南、
北京、 江苏、 成都、 南京等地参与阅读
交流和研讨活动。

徐飞：让年轻人爱上经典

当许多大学生热衷于各类社交网站，
流连于轻松易读的快餐式文化时， 徐飞站
出来向浅阅读和碎片式阅读宣战， 他在多
个场合大声呼吁“远离浮躁喧嚣， 自在、
自觉地阅读中外经典”。

2013年徐飞担任西南交通大学校长，
上任不久他就积极着手在师生中推广“经
典悦读”。 有人曾问他： 作为一名大学校
长， 为何亲自去抓一项这么具体的活动？
徐飞坦言， 推行经典悦读计划， 是“以功
利性的方法来做非功利性的事， 用时尚的
方法来做严肃的事”。

他自觉身上有一种使命感， 也热忱地
希冀每一位青年学生都能去追问人生的意
义、 工作的意义、 生活的意义， 成为“有
社会担当和健全人格， 有职业操守和专业
才能， 有人文情怀和科学素养， 有历史眼
光和全球视野， 有创新精神和批判思维”
的“五有交大人”。

读图、 读网、 碎片化阅读时代， 让年
轻人重温经典并非易事。 徐飞给学校的教

授和中层干部们"布置作业"， 撰写读书笔
记， 在学校的首页上刊发， 以激发全校师
生的读书热情。 渐渐地， 师生们习惯阅读
点评学校主页， 这里不仅能读到学校著名
诗人、 教授们的阅读体验， 还可以看到文
科学生谈宇宙黑洞， 理科生品红楼印象，
师生参与经典阅读的热情不断升温。

2014年1月1日， 西南交大组织专家遴
选出96本经典阅读推荐书目。 “96本经典
阅读书籍” 一经推出， 在网上引起大量转
载， 网友们也对为何是96本书发出疑问。
96本书， 按照徐飞的看法， 就是大学期
间， 每月读两本书， 大学四年下来， 刚好
读完96本书。

徐飞没有把经典阅读停留在悦读层
面， 而是把经典悦读活动当做通识教育的
重要载体。 他说，“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
养学生内在的价值尺度、精神品格、独立意
识和批判精神，而阅读经典，通过与先贤对
话，与智者神交，可以更好地感悟人类思想
的深度、力度、高度和厚度。”

中国教育报2014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候选人

新疆奎屯市第三小学
校长王坚，坚持营造书香校
园、师生共读共写，让教师
浸润在书香中，让孩子们漫
步在书海里。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员谢
云， 发起并组建教师民间
团队“知行社”， 推动教
师的“专业读写生活”，
迄今已经8年。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附属小学教师吴诗清， 一直
行走在民间文学课程开发与
实践的路上， 通过阅读， 通
过课程， 让民间的美好回到
更多孩子的心中。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
主张大学生阅读经典，通过与
先贤对话，与智者神交，更好
地感悟人类思想的深度、力
度、高度和厚度。

徐飞：读书是一群人的事业

从教小学到教初中再到高中， 从农村
小镇到发达城市， 从普通教师到中学语文
教研员， 徐飞的成长， 就是一个励志的故
事。 而这一切， 都离不开他的读书和思
考。

他做了14年班主任， 形成“以文化
人” 的育人理念， 是苏州市首届“十佳”
班主任。 他办公桌的台板下总压着一张
纸， 记录着学生的生日。 每逢学生生日，
他总会给他们送去一份特别的礼物———精
心挑选的一本好书。 他还提倡亲子共读，
一些家长也成为他的书友。

2013年， 他成为苏州工业园区中学
语文教研员。 刚到任， 他就与高万祥策
划、 成立了园区教师书友会———“玖玖雅
集”。 书友会的宗旨是： 为学生读书， 让
读书作用于教育教学生活， 服务于学生发
展的需要； 为自己读书， 让读书带来单
纯、 丰富和安静的精神生活。 “玖玖雅
集” 每月组织活动， 提倡阅读教育经典与
文学经典， 提倡专读一人、 一书的定点式

阅读， 尤其提倡研读名师， 自我成长。
两年来， 老师们撰写读书随笔近百

篇， 公开发表十多篇。 雅集成员多为各
校读书积极分子， 有些老师还在各自学
校组建校内书友会， 让读书风气进一步
扩散。 由于教师书友会的积极影响， 园
区教育局将其定为品牌文化社区， 予以
经费资助， 鼓励其吸纳更多爱读书的教
师， 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

徐飞不仅通过“玖玖雅集” 培养读
书种子， 还通过中学语文课外阅读课程
的开发与建设， 开展区域推进式的读书
行动。 他在与专家、 老师的商讨后， 确
定了高中三年每学期的必读书目和选读
书目。 指导西交大苏州附中等试点学校
开展研究， 实验学校每周开设两节阅读
课， 每学期组织读书报告会， 每学年开
展阅读节系列活动。 他还组织骨干教师
每周编写 《园区高中语文悦读》， 提倡师
生共读共进。 徐飞用行动表明： 读书是
一个人的行为， 更是一群人的事业。

张媛：不阅读的日子是对生命的辜负

2000年， 刚做语文教师的张媛便意
识到优质的语文课堂不能缺失书册阅读。
她组织学生利用课前5分钟进行好书推荐，
也与本校教师进行 《莎士比亚戏剧集》、
《红楼梦》、 《水浒传》、 《爱的教育》 等
书册阅读的教学探索。 书册阅读逐步走进
课堂， 受到学生欢迎， 但一直困惑她的问
题是： 教师该怎样指导才能有效推进学生
的阅读？

在书册阅读的教学实践中， 她逐渐聚
焦于提炼出书册阅读流程的基本特征， 以
提高教学指导的有效性和教学组织的严谨
性。 她认为： 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借助通
过圈点批注等方法关注文本细节， 更要对
学生的阅读活动进行阶段性指导， 通过组
织班级读书会等活动回顾、 梳理、 提升学
生的阶段阅读成果， 有效推进深度阅读。
书册阅读结束后， 教师还应指导学生用规
范的体式记录阅读成果， 如撰写读后感、
文评或书评、 小论文； 她建议学生与家长
分享阅读感受， 还将学生的优秀作品、 教

师的“下水示范”、 家长的体会感悟汇编
成文集用以总结交流。

她拟定了朝外推荐书单， 初中六个
学期传统文化经典诵读的推荐书目包括
“韵文、 诗词、 神话、 文章” 几个层面的
内容，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采取由
诗而文， 由简而难的推荐顺序。 教学方
式以诵读为主， “精读书册” 以文学作
品为主， 教研组集体探索“整本书阅读
教学流程”， 召开“班级读书会”。 “拓
展书目” 以学生自读为主， 以期形成基
于书册阅读的专题学习模块。

她深信， 对初中生而言， 丰富厚重
的“阅读史” 可以为学生濡染人格底色，
奠定人生发展的根基， 涵养平静而生动
的气韵。 青少年时代借助阅读形成的学
养将深深浸渍于人的生命之中， 成为抹
不掉的文化记忆。 她认为， “阅读教学
的天堂， 或许不是我们要走到的地方，
而是我们用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心血缔
造出来的。”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
教师发展中心徐飞， 通过
创办教师书友会培养读书
种子，开展区域读书活动。
他用行动表明： 读书是一
个人的行为， 更是一群人
的事业。

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
校教师张媛， 追寻书册阅
读教学的天堂， 让每个孩
子都成为会开花的树。

杨林柯：读书，通往自由之路

杨林柯是陕西师大附中的一位普通草
根教师， 他每天坚持阅读， 每年的阅读量
超过1000万字， 他把读书当作自己的一
种生活方式， 也当作拓展生命格局、 完成
精神自塑的有效途径。 读书使他的课堂更
有底气， 也更加自由。

他在课堂上分享自己的读书收获，不
断给学生推荐各种优秀书刊， 带领学生读
书。 他把阅读课开到了学校的阅览室，把
《封神演义》、《天方夜谭》、《三言二拍》、《十
日谈》、《福尔摩斯探案集》等世界名著改编
为少年儿童喜欢的名著普及读本。 就是在
高三紧张的复习中， 他也指导学生阅读
《1984》、《菊与刀》、《平凡的世界》、《自由
在高处》、《灵魂只能独行》、《沉默的大多
数》等名著。他在班上成立学生读书会和文
学兴趣小组，让班级学生每人拿出一本书，
却可以读到50多本书， 实现了书的增值。
他也给学生、教师和家长借书、赠书，为了
提升一些管理者的认识， 他曾自费给他们
买书， 影响和推动了学校教师的读书行为

以及教育理念的改变。
他曾到深圳、 咸阳、 宝鸡等地推广阅

读， 也曾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师培
训课堂以及多个公益组织进行阅读推广。
近些年， 他利用网络和自媒体进一步推
广阅读， 发挥阅读对人的内在影响作用。
他的凤凰博报阅读量接近300万人次， 他
利用QQ空间、 QQ群和微信不断传播一
些有价值的文章， 把自己阅读中看到的
各种类型的优秀文章根据阅读对象与学
生、 家长和教师分享， 在改变自己的同
时， 不断改变着学生和家长以及教师的
精神世界。

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广阅读， 是
因为他自己的生命重建和精神重建就是
通过阅读实现的， 自度度人， 利人利己。
在他看来， 读书是通往自由的路， 也是
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 读书可以拓宽人
的心灵半径， 打造超维空间， 构建精神
家园。 他说， 一个不读书的校园， 不可
能有真正的教育。

郑素金：不是千里马，愿做好伯乐

自2008年参与全省书香校园创建以
来， 郑素金的足迹踏遍八闽大地。

从边远的学校调研、 图书馆筹建、
关爱留守儿童心灵成长、 给予协助书
籍资助到负责 《书香校园》 刊物创编，
从组建专门阅读指导服务团队到组织
开展书香班级PK赛、 书香少年选拔活
动等相关阅读活动， 从发现播撒阅读
的种子到创办“书香网 ” 互动阅读平
台 ， 她始终以快乐 、 自主 、 启疑 、 创
新为引领， 以互动、 刺激 、 惊喜 、 荣
誉为模式。

2011年，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新课
标对学生课外阅读量的有关要求， 让全省
中小学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孩子们能够“多
读书、 好读书、 读好书”， 她组建了“同
一本书” 共读办公室， 开创了“同一本
书” 共读活动。 共读活动的内容主要包括
“书香班级PK赛”、 “阅读指导公开课”、
“书香少年评选”、 “名家进校园”、 “读
书经验交流会” 等形式多样的阅读交流活

动。 通过这些活动， 她培养了一批优秀的
阅读指导老师， 让许多不敢上台的孩子，
勇敢、 自信地表达自我； 更有一些优秀的
孩子走向舞台及荧屏， 展现自我。

四年多来， 她带领阅读指导老师们走
进福州、 莆田、 泉州、 厦门等地、 市、 县
开展活动， 足迹遍及上千所中小学， 受益
师生上百万人。

阅读是吸收， 也需要分享， 而这离不
开现代化的网络平台。 她设计组建团队开
发书香网， 书香网是一个集资讯、 校园展
示、 测试积分、 资源共享、 师生互动交流
的综合平台。

书香网致力于打造青少年互动阅读平
台， 改善中小学生的阅读现状， 切实推动
书香校园的创建， 让城市和农村的孩子
自由徜徉在书的海洋里， 让孩子、 教师、
家长、 学校， 以网络为媒介， 结合线上线
下积极互动， 增强师生及亲子关系， 共创
健康和谐的书香社会， 共同享受阅读的
乐趣。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教师杨林柯， 通过阅读
实现自度度人， 利人利己。
在他看来， 读书是通往自由
的路， 也是生命存在的一种
方式。

福建省教育系统关工委
郑素金组建了“同一本书”共
读办公室。让全省中小学特别
是边远地区的孩子们能够“多
读书、好读书、读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