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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观潮

最新书事

冷玉斌（江苏省兴化市第二实验
小学教师）

我是早上六点钟到北京站的，坐地
铁半小时就到了商务印书馆，当时进不
去，就接着向西走，走到了天主教东堂，
欣赏了高大恢宏的建筑，我进去听了一
会儿教徒们的礼拜，最后坐在门外的长
椅上看书。随身带着邵燕祥先生的《旧
时燕子》，读到了《十字架》一篇，在第
280 页读到这么一句：“他从小住家邻
近天主教东堂，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
徒，因为，他接触过一些老教徒人都很
好。”一瞬间，我整个人就愣在那儿，特
别激动，也特别感动，这实在是巧合：我
今天大清早来到北京，又来到了商务印
书馆，然后因为没地方去，在天主教东
堂一顿溜达，再打开书来，“天主教东
堂”就在书上这一页第一行，书里书外，
同时来到我面前，简直神奇。

似乎以上所说与今天的话题毫无
联系，可是，怎么会呢？这片刻的神奇
的巧合，带给我对于阅读无限的温情、
期待，又是那么中正、平和。正是因为
这样的书缘与人缘，我热爱阅读，事实
上，总是有这般美好的事情发生，你又
怎么可能不爱阅读？而一个爱阅读的
人，又怎么会不爱“推动阅读”呢？

其实，“推动读书”的实质是“推动
自己”，推动读书之后，最终带动的是
自己的成长，我正是以这样的心情来
看待、来从事个人的推动读书实践。
若说经验，就好像问我自己，你是怎么
成长过来的，我想无非就是读书、教
书、写作，也说不上太多什么。局长、
校长们都有自己极高远、极阔大、极深
刻的思路与实践，而我来自一线，一直
觉得自己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
情，也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经验，都是些
日常小策划、小设计，比如办童书讲
堂、“大声读”、办读书小报，编班刊，放
在很多老师身上都在做，都做得很好，
或许，只是时间让我做过的这些事情
变得重要，变得有意义了。

回望过去的读书与推动读书，倒
是想起一句老套的话，叫“在看不见的
岁月里熠熠生辉”，那么，在这些已经
过去的、即将到来的“看不见的岁月
里”，对于推动读书，我到底有怎样的
体会和愿望呢？我想用三句话与老师
们分享。

一是做一个真读书的人。我想，
“读书”与“真读书”，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真”字，意味深长，是真正读，是
坚持读，是会读⋯⋯读书不是说出来
的，是“读”出来的。如果不读书，或者
读得少，那么，又拿什么奉献给亲爱的
同仁，奉献给可爱的孩子？只有真读
书的人，才是真正可以做推动读书的
人，这一点，想必是毫无疑义的。在儿
童阅读上，我读到了《帅狗杜明尼克》

《小猪唏哩呼噜》《夏洛的网》《草房子》

《吴姐姐讲历史故事》⋯⋯在专业阅读
上，我读到了《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给教师的建议》《重建教师的精神宇
宙》《生活体验研究》⋯⋯还有在日常
阅读中的很多文史哲著作，正是有了
这些打底子，当我在推动读书时，无论
是与老师，还是和孩子，才有了话语、
有了底气、有了好东西。真读书，为的
是真推动，是推动的源头，我是这么想
的，也就这么做了。

二是做一个爱分享的人。“推动”
这个词，其实就意味着分享。我读到
一本好书，总是忍不住要与身边的同
伴或者孩子分享，当我说出口，“推动”
就开始了。推动不是刻意的设计，也
不是自以为是的推荐，恰恰就是带着
自我阅读精神与温度的随性的分享，
哪怕是对某本书的一声赞许，是某篇
文章的一次朗读，这就是分享，这就是
推动。所以，爱分享，对于推动读书而
言，是多么重要。

很久以前，我在个人博客“远去的
春秋”里曾有一栏目叫“购书记”，隔三
差五就把自己近期买的书列出书名排
列齐整贴上去，有四五年之久，好些书
引得爱书人的友人驻足交流，并影响
了常读我博文的一大批老师。后来我
想，这不就是“推动读书”吗！我觉得
自己是很喜欢分享的，抄书、写书评都
是在分享，并没有谁要求我这么做，但
自己就是做得乐此不疲、津津有味。
爱分享，是推动的动力，我是这么想
的，也就这么做了。

三是做一个会喝彩的人。记得还
在小镇时，有老师告诉我一件事，“远
流”读书会的成员，到了夜里 12 点还
在相互打电话，问这会儿还在读吗？
读什么？读到哪里？听了以后，我欣
喜而激动，同时，给老师们以最热烈的
赞扬——专门在读书会集中时讲述此
事，并请他们现身说法，讲一讲近期的
读书。当然，我也提醒大家，再怎么读
都要注意健康第一，读至午夜实在是
辛苦了。这么好的阅读状态当然是要
大大地喝彩——推动读书，就是要关
注老师，关注孩子，哪怕只是一点点行
动或进步，都需要推动者毫不吝啬掌
声，要让大家感受到读书带来的乐趣，
这会产生让他们进一步阅读的能量。
会喝彩，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推动
者要会办活动、设计阅读、组织交流，
让老师和孩子们不但有深层次地自我
阅读，还能享受到高质量的读书交流，
彼此关照，彼此喝彩，共同成长。还
有，将老师的读书笔记收齐，办交流刊
物，投向报纸杂志等，这些都是在激励
老师读下去⋯⋯会喝彩，是推动的催
化，我是这么想的，也就这么做了。

在推动读书一事上，要的就是单
纯的心，成为一个单纯的人，想怎么收
获，就怎么栽种。

王建明（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
校长）

我们强调的是一种纯粹的读书，
学校提出读书不和高考挂钩，不和语
言教学挂钩，不和作文教学挂钩，总而
言之，这“三不”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放
下读书的包袱。我们有这个经验，一
旦要读书，你跟学生讲这个读书是为
了考试、为了写作的时候，学生的抵触
情绪和其他各种反弹就会出现，我们
希望学生能够轻松自如地去读书，做
一个纯粹的读书人。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求学生在
三年里每年有 250 万字的阅读量，希
望通过量的推进达到培养学生读书习
惯的养成。

方华（江西省弋阳县教体局局长）
我的个人阅读分成四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是需要性读书，第二个阶段是需
求性阅读，第三个阶段就是习惯性阅
读，最后就变成随意性阅读。说实在
的，我是一个不会读书的人，不像好多
人那样从小就喜欢读书，而是后来走上
工作岗位之后我觉得需要读书。

作为教师，不仅仅要个人读，还要
通过个人的读影响我们的学生、家长
和社区读。所以我们的教育理想是以
良好的校风影响家风、改变民风。因
为无论从教育的本意来说，从教育的
路径来说，还是从当前教育所面临的
困惑来说，我们都应该把学校教育与
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相结合。现在为

什么达不到这种教育？主要的原因是没
有牵头人。我认为，在我们国家当前的
状态下，学校应该主动地来承担这么一
个任务，就从阅读开始。

潘裕民（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我觉得读书有几个结合，第一个是

要跟思考结合。我一直觉得没有思考，
不是真正的阅读，不重思考，不重再阅
读，那这个阅读是无效的，这是我一个
认识。第二个是读写结合。古代人读书
跟写作是分不开的，有一句话是这么说
的，“不动笔墨不读书。”拿到一本书以
后，特别是自己买的书，一定要做一些
笔记，摘抄一些好的句子，圈圈点点以
后，这本书算你读过的，不是这样，不
算真正的读书。第三个是读与说结合。
读书是为了表达，如果你一段时间没有
读书的话，你的讲话就会觉得无味。“三
日不读书，语言无味、面貌可憎”，这个有
点夸大了，但语言无味会感觉到不自在。

还有一个就是读书不能等，如果等
你有时间再去读书的话，你可能永远没
时间。我有一篇文章《读书的时间是挤
出来的》，比方我们出差、等飞机，这些碎
片的时间积累起来就是很可观的数字，
这一点很重要，不能等。

吴樱花(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港
学校语文教师)

我们知道，一线老师一般都是特别
排斥教育理论的，40 岁一过，学校里最
难管的就是这一批老师，因为该有的都

有了，职称名誉等这一辈子也够了，一种
等退休的感觉。于是我在备课组就提议
读书吧。整本著作难读，我们就接力，一
点一点读，所以叫接力式共读。

我们读的第一本教育理论是《教学
勇气》。青葵园最早有7个人，每周正好
一天一个人接力。轮到接力的伙伴需要
引用《教学勇气》里最有感觉的一段箴言
在 QQ 群里共享，并发表不少于 200 字
的感悟在群里互动。后来大家越写越
多，在共读《石头记》时，每个人每次都能
写到一两千字。这样每天一棒，如果有
人掉棒，我就在群里催，一个学期读了十
万字左右。

我们团队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她就是王丽琴博士，现在供职于上海浦
东教师发展研究院。其实一线老师是很
需要教育理论指导的，但又不希望这个
人居高临下。王丽琴老师特别亲和，她
对我们共读的理论方向进行把握。我在
团队里只是一个组织者，希望能够真正
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有了这样的接力共读，年过不惑的
青葵园伙伴们都实现了自己的二次成
长。用王丽琴的话说，我们青葵园是一
个 AB 型组织。纯行政的属于 A 型组
织，比较稳固但呆板；纯民间的属于B
型组织，比较活泼但松散。而我们是
AB 型组织，既有行政上的备课组性
质，也有民间的自由组合，没有行政压
力。我们把团队写书的稿费作为活动经
费，大家一起出去玩，把枯燥的理论阅
读变得生动起来、好玩起来。

想怎么收获 就怎么栽种
2015年度中国教育报推动读书十大人物心得分享

4 月 23 日的深圳，一场暴雨后阳光
初绽。这一天是世界读书日，又是周六,
深圳图书馆人潮如涌，特别是各个年龄
段的孩子们，都在寻找和翻阅着自己心
爱的图书。在五楼大厅,家长们正陪着
自己的孩子参加“深圳 0-6 岁儿童早期
阅读公益项目‘阅芽计划’”启动仪式。

深圳爱阅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李文介
绍：阅芽计划将为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
在大陆出生的孩子（只需家长一方拥有
深圳户籍或者深圳居住证）免费发放“阅
芽包”，针对 0—3 岁、3—6 岁两个阶段
的儿童有不同内容，家长根据孩子需要
分别可领取一次。阅芽包内有两本适龄
图画书、一本60种图画书的导读和一本
分阶段的早期阅读指导手册，希望通过
倡导家庭亲子阅读理念，让每个深圳儿
童通过早期阅读终身受益。

“阅芽计划”由深圳市妇女联合会、
深圳市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深圳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深圳市爱阅公益
基金会等单位联合发起，为全国首个政
府与民间基金会联袂推动的儿童早期阅
读项目。美国国家研究院早期阅读委员
会主席凯瑟琳认为，从研究评估的角度
出发，“阅芽计划”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最
大型的汉语早期阅读干预项目。

“从什么时候开始给小朋友认字？
认多少字他才可以阅读？”“两岁孩子很
喜欢看电视，已经不再能够静心阅读了，
怎么办”⋯⋯面对家长们的问题“轰炸”，
在下午举行的第一届儿童早期阅读论坛
上，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
学院教授周兢说，“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
慢慢地自然会学到字，不需要我们教
他。大人可以指点孩子看一些关键性的
信息，帮助他串联起对这个图画书内容
的理解。”她还总结出开启儿童早期阅读
的三个密码：图画书是儿童早期阅读的
最佳材料，阅读图画书最好的方式是亲
子阅读，亲子阅读的好办法是对话式阅
读、理解性阅读和游戏化阅读。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伍新春更关注早期阅读对儿童心理的发
展，他以图画书《忙！忙！忙！》为例,一
页一页为家长们剖析解读：一个在家中
同时忙着打扫卫生和做饭的妈妈，突然
在厨房里没有了声音。孩子担心地走下
楼，他看到忙了一天的妈妈在厨房里默
默地哭，于是，孩子走上前去轻轻地亲吻
了妈妈，一下子释放了妈妈对孩子全部
的爱⋯⋯这本书的精髓是通过阅读促进
儿童的心理发展，思想教育一定是要潜
移默化和润物无声的方式。

“由口语转化为书面语言，这是早期
阅读非常重要的任务”，伍新春说，我们
只需要认识 500 个字，就能解决 95.4%
的阅读问题。幼儿阅读的背后是言外之
音，透过文字的背后可以进行很多的生
活推理。实际上，阅读一定要理解，要通
过构建把你自己相关的经验充分调动起
来，这个建构的过程就是一个创造的过
程。阅读本身跟创造性不是矛盾的，阅
读就是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创造的过程！

0—6 岁是培养儿童阅读兴趣、形成
儿童阅读习惯、提升儿童阅读能力的关
键时期。李文表示，“希望从深圳起步，
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早期阅读推广之
路，让‘阅芽计划’的成果为更广大的城
乡家庭服务。”

儿童早期阅读
背后的言外之音
——“阅芽计划”在深圳启动

雨木

编者按
4月23日，第21个世界读书日这天，

阅读马拉松、读书接力等活动层出不穷。
本报与百年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联合在京
举办的2015年度中国教育报推动读书十
大人物揭晓仪式，成为读书交响曲的一个
乐章。来自全国的20位教师、教研员、校
长、教育局长作为本年度教育界的推动读
书榜样来到北京，共话读书的意义，分享推
动读书的心得。

今天，我们选登参会代表的发言，是回
味，也是开启。阅读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
的事，世界读书日过去了，阅读的旅程依然
继续。诚如本届获奖人物冷玉斌所言，推
动读书需要一颗单纯的心，成为一个单纯
的人，想怎么收获，就怎么栽种。

推动全民阅读，是一件关乎国民素质、
关乎综合国力、关乎民族发展的大事。一
个热爱读书、追求知识的民族，是一个充
满智慧和希望的民族。世界各个文明国家
都把读书作为提升国民素质、创造美好风
尚的基础工程，也是一项重要的战略工
程。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良读书传统的民
族，热爱读书、崇尚读书之风绵延数千
年，中华文明传承千载而不绝。深入开展
全民阅读活动，努力建设书香中国，提高全
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世界有

益的文化成果，从而推进创新型国家和学习
型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提高
国民素质，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蔚
然成风。教育部国家语委积极倡导并推动
全民阅读活动，协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
全民阅读活动的组织领导和协调，进一步丰
富活动的内容和手段。中国教育报开展的
推动读书十大人物评选活动至今已举办了
十多年；商务印书馆推出“阅读成长计划”
等，成立阅读推广中心，发布中学生阅读行
动指南；今天，中国教育报、商务印书馆联合
举办推动读书十大人物揭晓仪式，使之成为

教育界、出版界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品牌。
近些年，来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通过科研立项，针对国内外阅读领域阅读内
容与阅读分类、阅读本体与阅读客体等问题
的研究与讨论，以及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评
价体系等，相继设立了面对基础教育的阅读
行动能力研究等重点研究课题。我们还通
过与商务印书馆共建中国语言资源开发应
用中心，努力把语言和语言知识转化为文化
产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摘自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副司
长田立新在 2015年度中国教育报推动读书
十大人物揭晓仪式上的讲话）

立学以读书为本
田立新

本报讯（记者 王珺）为纪念“全民
阅读”开展 10 周年，在第 21 个世界读书
日当天，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在北京举行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和“全民阅读”特种邮票首发式。

立起翻开的书籍、开启的门和窗、抽
象的树状图形，构成“全民阅读”特种邮
票的图案。2006 年,中宣部、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倡导开展“全民阅读”
活动。中国邮政作为报刊发行的主渠
道，积极承办“书香中国”阅读推广活动，
依托庞大的邮政网络，有效地覆盖了 42
万所学校、30 万家单位、40 万个社区、
60 万个“农家书屋”和数亿个家庭，有力
地支持了新闻出版事业与产业的繁荣和
发展。

在此次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上，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期刊协会与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还联合启动了第四届

“寻找最爱阅读的中国孩子”活动。

“全民阅读”特种邮票首发

名师共话家风家教
本报讯（记者 却咏梅）由北京市

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的“家风大家谈”
主题活动在朝阳公园的北京书市举
行。该活动以《家风》一书为核心内
容，北京八中校长王俊成、北京育民小
学校长翟京华、北京小学校长李明新、
北京四中特级教师刘葵等嘉宾发表主
题演讲，对家风问题展开讨论。他们
认为：家庭是个体的第一学校，个人良
好的德行、优秀的素质主要是在家庭
中养成的，好的家风家教既是教育发
挥作用的前提，也是教育的结果。只
有有了好的家风家教，学校层面的教
育才能发挥良好的作用。只有家庭每
个成员的道德素养提高了，每个家庭
具有了良好的风气，整个社会的公民
道德素养和社会风气才会得到整体的

提升，社会才能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
展。

《家风》一书由韩星乔总策划、任
飏主编，来自北京各中小学校长、优秀
教师从自身经验出发，从修身、律己、
做人、做事、亲情、影响、家国、研讨八
个方面阐释家风建设。

北京家教公益大讲堂举办

本报讯（记者 余闯）近日，由父母
必读育儿传媒承办、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协办的新蕊计划——2016年北京家庭
教育公益大讲堂举行。新阅读研究所
执行所长、亲子阅读专家李一慢，分享
了亲子共度的心得，并以英国皇室儿童
必读少儿读物“奇先生妙小姐”系列为
例，介绍培养孩子阅读好习惯的方法。

“奇先生妙小姐”引自英国，中文

版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该公司
副总编辑孙蓓介绍说，这一系列故事
的主人公是 83 个奇先生妙小姐，由孩
子们熟知的各种性格、习惯或身体特
征拟人化而来，例如急匆匆小姐、挠痒
痒先生等，妙趣横生的故事让孩子们
在欢笑中认识自己、了解他人，真正做
到“教育没有伤害”。

继 2014 年 3 月出版中文版《奇先
生妙小姐·新译本》，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今年3月又出版20个最新的故事《奇先
生妙小姐·双语故事》，在风趣的故事中
引导孩子们和主人公共同成长，在快乐
阅读中学习如何做一个“社会人”。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出版

本报讯（伊湄）为迎接第一个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总体国家安全观干

部读本》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
是国家安全领域内的第一本干部读本。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体
现了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把握,
是新形势下指导国家安全实践的强大
思想武器。《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
本》 全面介绍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
富内涵、道路依托、领域任务、法治
保障和实践要求，系统总结了习近平
总书记对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工作
需要回答和解决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
问题的精辟阐述。

据了解，每年的 4 月 15 日将被定
为国家安全教育日。

北京国数与北青报搭建新平台
本报讯（子依）近日，北京国家数

字出版基地和北京青年报社（集团）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框架，双方在数字出
版和文化传播领域达成跨界合作，并
合作成立国数北青数字产业发展（北
京）有限公司（拟）。

合作内容具体包括：建立数字产
业媒体平台，为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及
行业企业提供媒体宣传服务；建设数
字出版行业大数据中心，为政府及业
界企业提供数据服务，通过建设数字
产业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引导在校大
学生、有志青年、海内外行业精英及创
业团队投身数字文化创意创新领域，
为文创和数字企业、社团、工作室提供
创新创业服务。

此外，还将开发文化产业创新服
务和数字产品，整合业内优质资源，打
造细分产业链，促进数字产业的融合
发展及转型升级。

更正

本报 4 月 18 日第九版 《曹文
轩获奖的意义》 一文作者应为浙
江省衢州二中教师胡欣红。

选自《星星和
花》封面（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