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主编：王珺 编辑：却咏梅 设计：丁京红 校对：冯华
电话:010-82296621 邮箱:queym@163.com2016年5月16日 星期一 ·校园书香

阅读能力是语文学科的核心能力之
一，而阅读能力的培养得益于课堂教学和
课外阅读。吕叔湘先生曾说：“回忆自己
的学习过程，得之于老师课堂上讲的占多
少，得之于自己课外阅读的占多少。我回
忆自己，70%得之于课外阅读。”由此可
见，课外阅读对语文课来说，决不是可有
可无的。

2013 年北京市语文高考 148 分的孙
婧妍在文章中写道：“语文是一个有关素
养、无关应试的学科，语文素养的区分在
于读什么、怎样读、能不能坚持。”的
确，语文素养高的学生都有良好的阅读习
惯以及比较大的阅读量。

在边远山区工作的语文教师谈到学生
课外阅读时，对这样一幅画面不会陌生：
孩子们在阅读上饥寒交迫、面黄肌瘦、营
养不良，他们瞪着一双双大眼睛，努力踮
起脚尖眺望山外的世界⋯⋯因此，我们尝
试通过选编读本、推出课例、群文阅读等
方法增大学生阅读量，培养学生阅读兴
趣、提升学生阅读品位，探索出了一条适
合农村地区开展课外阅读的创新之路。

选编读本，提供文质兼美的课外文
章。由于城乡条件的差异，农村学校课外
阅读难以落实。以前，农村学校普遍缺乏
课外图书；现在，虽然国家加大投入，但
学校图书室配置的图书大部分并不适合学
生阅读。为有效改变农村学生阅读匮乏的
现状，我们组织全县优秀教师在语文群中
推荐适合初中生阅读的优秀文章，在此基

础上，根据中学生年龄特征和认知实际，
精心选编了中学生阅读读本 《亲近文学》

《亲近母语》《古蔺文学选读》 等，被县内
外学校采用，有效地缓解了农村中学生阅
读量不足的现状。

推出课例，探索课外阅读的教学模
式。课例是教师研究课堂、改进教法、促
进专业发展的最佳载体之一。一线教师除
了阅读教育理论和语文专著外，尤其喜欢
精彩课例，优秀的课外阅读教学课例对一
线教师进行课外阅读教学和指导具有示范
引领作用。近年来，我们在全县推出 200
余节课外阅读研讨课，产生了数十节精彩
课 例 ， 如 马 萧 萧 执 教 的 《故 乡 的 罐 儿
茶》、陈新华执教的 《心田上的百合花》、
吴廷秀执教的 《爱与敬重的阅读》、杨齐
国执教的 《家乡的酸菜》 等，这些精彩课
例带动了全县中学语文教师的自主阅读，
并通过他们把阅读的种子播撒在山区孩子
的心房，唤醒他们纯净的角落，激发山区
孩子的梦想，在他们的心田点亮一盏盏理
想之灯。

群文阅读，聚焦课外阅读的新常态。
群文阅读并不是新生事物，但为课外阅读
争取到了合法席位。它聚焦单元议题，围
绕一个议题组元，是对单篇教学的突破，
也是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我们将课外阅
读聚焦于群文阅读，组织力量选编了 《初
中生群文读本》，中城中学陈新华老师又
在读本的基础上，独立开发出主题群文阅
读资源，精心编写“微笑”“中秋”“过

年”等 12 个主题群文教学内容、文本解
读、助学材料和教学设计，受到学生的喜
爱。县内一些优秀教师还先后推出数十节
高质量的群文阅读研讨课，比如“走进诗
意的古蔺”群文课例，选用李啸斋、邓均
吾等人的诗歌，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品味，
理解古蔺的历史、地理和人文，培养学生
热爱家乡的情怀和乐观自强的精神。“书
卷多情”群文课例，在引导学生重点学习
于谦 《观书》 的基础上，先后学习冰心的

《忆读书》、程乃珊的 《阅读是最有情义
的》 等，学生不仅明确了“读不读”的问
题，还敏锐地注意到了“读什么”的问
题。

名著阅读，重视整本书的阅读指导。
正如温儒敏教授所言，阅读经典就是思想
爬坡。新课标大力倡导整本书的阅读，教
材中编进名著导读内容。但由于客观原因
的制约，农村初中学生的整本书阅读难度
较大。由于名著配置无法做到人手一册，
一线教师只好将学生分组轮流交换阅读，
部分观念落后的教师认为名著阅读在考试
中所占分值不大，未引起重视，即使是布
置学生阅读，也缺乏必要的指导。由此，
我们在组织培训和教研活动中，引领教师
加强整本书的阅读，把教材中编进的名著
导读所涉及的篇目安排在假期中阅读，每
学期组织两次读书汇报活动，以此改变农
村初中学生整本书阅读未落实的困境。除
了教材上附录的“名著导读”外，我们在
广泛征求师生意见的基础上，推荐我县初

中学生阅读补充书目：林海音的 《城南旧
事》、曹文轩的 《草房子》 等，形成具有
区域特色和校本特色的阅读书目。

在书香建设中，一线学校的课外阅读
开展得有声有色：泸县二中外国语实验学
校提出“阅读，悦读，越读”的主张，开
展每月读一本书活动；古蔺中学等校每周
安排一至二节课的自由阅读课时；二郎中
学等校组织师生同读一本书，师生共读共
写共同发展；淡思学校还富有创意地组织
小小百家讲坛活动，每月安排固定时间由
学生主讲；天立学校等开展了阅读之星评
比活动，有效推动课外阅读。

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也不时感到深深
的疑惑：一是还有不少学校过分关注升学
率，进行题海训练，使学生没有时间进行
课外阅读。二是我们苦心孤诣选编的读
本，只有少数学校图书室有数十本，无法
做到学生人手一册。三是课外阅读缺乏起
码的制度保证，在不少学校，课外阅读仍
处于听之任之的状态，语文教师缺乏应有
的指导。

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有一副名联：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
读书。”携卷登高唱郎乡，书香溢满赤水
河，是我们对课外阅读的愿景。我相信，
今天在古蔺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播下的读书
种子，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在学生的
心田茁壮成长、开花结果。

（作者系四川省古蔺县教师进修学校
教研员）

一位山区阅读推广人的乐与忧
罗怀海

读家报道

中国老故事来自广袤的大
地，来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
农耕年代。我们的祖先在自然
力还不能为自己所支配，活动
范围远不如现代人的年代，把
对世界的观察加入海阔天空的
想象，融入老故事当中，勾画出
一个生动无比的世界。

这些口头的、民间的创作，
既丰美，亦零碎，散见于古书之
中。很多年来，很多人一直在
努力，将这些散落的珍珠缀集
起来。亲近母语研究院用《中
国老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带儿童一起倾听来自大地
的呼唤，与儿童一起回望我们
的来处与故乡。

书中《人参娃娃》里的小宝
是老财主“胡刮皮”的长工，他
巧遇人参娃娃并与他们成为好
朋友。“胡刮皮”设下诡计骗小
宝去抓人参娃娃，“小宝拿着红
绳子，愁了一夜，不知道该怎么
办”。是牺牲朋友保全自己，还
是忠诚友情保护朋友，这是小
宝的难题，也是儿童与人相处
时会面对的问题。小宝最后决
定一定要保护好人参娃娃，最
终，“胡刮皮”受到了应有的惩
罚，“小宝和人参娃娃过上了自
由快乐的生活”。“善”的光芒驱
散迷雾，“善”的种子落入心田，
儿童从老故事中明白，什么样
的选择才能拥有更宽阔的道
路、更美好的人生。

老故事来自萤火虫打灯笼
的夏夜，来自寒冬的炭火边，它
让儿童感受形象的幻想与艺术
的夸张，感受舒缓的韵律与节
奏。来读读《公冶长听鸟语》：

“公冶长，公冶长，前山有只死
山羊，你吃肉来我吃肠。”关于
信守承诺的启示，不是以抽象
的概念或高高在上的训诫，而
是以这样歌唱般的不断反复，
进入儿童的心灵。

在不断加速的世界里，电

视图像已经无孔不入，儿童的
心与眼紧粘着电视、电玩。电
子产品在蚕食着我们的倾吐与
聆听的能力，也在阻断着父母
与孩子的交流。我们需要把电
视、电玩陪儿童的情形，改为父
母的陪伴，让儿童在故事的世
界中自由飞翔。

《轻巧的亭子》写的是善于
制造工具的鲁班发明伞的故
事。“他和几个木匠一起，在路
边造了个亭子。”

“不是讲鲁班发明伞吗？
怎么又讲到亭子去了。”蜷缩在
被子里听故事的孩子，也许会
这样插话。

“有一天，鲁班看到门前走
过一群小孩，每个小脑袋上都
顶着一张荷叶。”

给孩子讲故事的妈妈，也
许会问：“猜猜，鲁班看到荷叶
想到了什么？”

“鲁班和妻子像孩子一样，
举着这个东西在太阳下走来走
去，别提有多开心了。”这时，听
故事的孩子也许会离开妈妈的
怀抱，做着举伞的动作，在房间
里“走来走去，别提有多开心
了”。这就是在机器陪伴下长
大和在父母陪伴下长大的不
同，机器是没有体温的，人与机
器的交流是单向的，而听父母
讲故事，精神的暖流一直在流
淌，依偎在父母身边听故事的
记忆，也将成为儿童生命中的
温暖底色。

给儿童讲老故事，是对与
大地紧密连接、人和天地和谐
共处的农耕时代的回望，是对
来自大地的呼唤的声声回应，
是带儿童回到中国文化的广袤
乡野。让中国老故事回响在中
国儿童的记忆里，这来自根部
的滋养，将让中国儿童的内心
更为蓊郁葱茏。

（作者系湖南省长沙市首
席名师）

来自大地的呼唤
朱爱朝

麦田守望

图书角

《辫子》
黑眯 文/图 天天出版社

这是一段真实又充满幻想的成长经历，
描述了一个女孩子心灵深处的细腻情感。
精美的铜版画，构图独特，渲染出强烈的氛
围，被安徒生奖评委、BIB评委会委员等评价
为很有天赋的作品。实际上，孩子的心理世
界远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大人觉得很平
常的事情，对孩子来说也许是件很重要的
事，这种不被理解的情绪需要释放，他们会
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答案。

《兔儿爷丢了耳朵》
金波 著 赵希岗 绘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这是一本讲述“中国故事”的图画
书。故事以中秋节为背景，记述了儿时的
一段美好记忆，中国民间传统气韵跃然于
纸上。作者金波生于 1935 年的老北京，
兔儿爷是他童年时期最念念不忘的东西。
在文稿完成后，剪纸艺术家赵希岗以剪纸
的形式表现了本书的故事。该书入选2015
年度“中国最美的书”。

为促进教学改革，宜兴工程学院设立了教
学指导委员会，其中来自产业园区的专家占教
学指导委员会专家总数的 70%，学校还设立了
由 22 家园区企业和研究院组成的教学指导委
员会成员单位，负责对教学改革提出意见和建
议，并承担落实实践教学环节的任务。

与此同时，学校还聘请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宜兴研究院总经理马放教授、凌志环保有限公
司董事长凌建军等 5 位企业家为学校的兼职教
授参与学校的教学，缩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
离。

宜兴工程学院将毕业实习与就业结合起
来，学生和企业通过双向选择将毕业生安排在
园区的相关企业实习，缩短了毕业生适应工作
岗位的时间，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率。

为培养提高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在中国
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的支持下，宜兴工程学院
建立了大学生众创空间，目前已有 8 家企业入
驻。众创空间由园区提供政策、资金支持，湖
北省黄石市劳动就业部门和宜兴市相关部门共
同参与对学生的创业就业培训，学生在学习之
余参与众创空间引进的企业的创业，培养锻炼
学生的创新创业的能力。

截至目前，在宜兴就业的 500 多名湖北理
工学院毕业生中，有超过 20%已经成为当地企
业管理层和技术层的中坚力量，有 15%以上的
毕业生通过先就业、再创业，在宜兴创办了自
己的企业。其中，仅环保行业年均产值超过
1000 万的企业超过 20 家，有近 10 家企业在废
气焚烧炉、废液焚烧炉、汽车工业废水零排
放、石化废水处理、煤矿废水、电力行业废
水、曝气设备制造领域居于国家甚至国际技术
领先地位。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院士在参观
完湖北理工学院宜兴工程学院后说：“环保产
业的发展，既需要清华大学研究型高校培养的
科技创新型人才，也需要像宜兴工程学院这样
培养的技术应用型人才，现阶段更缺乏的是像
湖北理工学院培养的技术应用型人才”。

事实上，湖北理工学院坚持依托产业园区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实践证明，地方高校只
有通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方
式，通过产教融合，从供给侧改革入手，按照
行业、企业的实际需求努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就业创业
能力。

（余戈理）

湖北理工学院转型之路系列观察①

行业有需求，学校立即有响应

今年全国
“两 会 ” 期
间，国家教育
部门有关负责
人明确指出：
下一步高校改
革重点一是通
过转型发展，
推动一批地方
高校转为应用
技术型，培养
更多高素质劳
动者和技术技
能人才；二是
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
作，改革人才
培养模式，提
高学生的就业
创业能力。该
负责人强调中
国高校转型的
关键是调整专
业设置，转型
的真正核心是
人才培养模
式。

湖北理工学院作为一所地方本科
院校，长期以来以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促进行业企业技术进步和培养应
用型人才为己任，面向行业、企业培养
应用型人才，受到行业、企业的普遍欢
迎。学校在被列为湖北省首批转型发展
高校后，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和办学
机制的改革，特别是环境工程专业群
通过依托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
以服务环保产业为目标，走产教融合
之路，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办学机
制创新方面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

高校转型的真正核心是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湖北理工学院环境工程专
业多年的办学实践中先后建立了专科

“1.5+1+0.5”、本科“2.5+1+0.5”分段
式人才培养模式，其中的“1”即是
安排学生到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
等相关环保企业进行为期一年的实习
实训，让学生初步掌握相关技能。为
实现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湖北
理工学院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上，
按照企业的实际工作情况和就业岗位
的要求将原有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行调整整合，并组织编写了 《环境
影响评价》《水污染控制》 等 11 部教

材；在实践教学方面，增加了系列
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让学生掌
握污染控制设施运行、操作管理的技
能，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
接。与此同时，学校加强双师型教师
队伍建设，培养了包括 9 名国家注册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3 名国家注册
二级安全评价师、5 名国家注册环保
工程师在内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环境
工程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为环境工程
专业群转型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14 年 5 月，中国宜兴环保科技
工业园管委会和湖北理工学院双方根

据国家、江苏省、宜兴市有关产业发
展需求，联合兴办湖北理工学院宜兴
工程学院，由园区提供办学场地和运
行经费，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直接
为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培养应用
型人才。宜兴工程学院的学生来源于
湖北理工学院本部的相关专业，他们
在本部完成 2-3 年的相关基础课程和
部分专业课程的学习后，按各自专业
的需要，采用“2+2”或“3+1”的方
式分段学习，来到宜兴工程学院完成
后续课程的学习并完成毕业实习和毕
业设计等相关实践环节，直至毕业。

针对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产
业发展对环保装备制造、环保设备营
销、环保设备运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
需求，宜兴工程学院有针对性地开设
了环境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和市场营销
等专业；在课程设置上，按照环保行
业和企业的需求，在非环保专业增开
了“环境工程概论”“水处理设备”
等与环保相关的课程，并安排了相应
的实践教学环节，将由原来的单一环
境工程专业为环保企业服务拓展到以
环境工程为主的专业群为环保产业链
服务，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的对接。

宜兴工程学院的教学模式不同于
传统的分段式教学。传统的分段式教
学，其实践教学过程往往受到企业生
产周期的影响往往起不到实践教学所
起的目的；另一方面，企业一般不能
为实习的学生提供相应的学习生活条
件，给学校的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造
成了一定的困难；再则，由于企业生
产的产品类型较为单一，学生在某一
企业经历的实践教学内容不够完整，
因此传统的分段式教学很难做到真正
意义上的“工学交替”。宜兴工程学

院办在产业园区，理论教学场所和生
活基地在园区，依托 3000 家环保企
业，为开展“工学交替”的教学模式
创造了条件。

宜兴工程学院建在园区，其教育
教学改革有着独特的优势。宜兴工程
学院的理论教学采取“学校教师主
讲、企业专家辅讲、专家学者专题
讲”的方式，通过课堂教学、现场教
学和专题讲座相结合的方式提高理论
教学的质量。例如在讲授“噪声污染”
这门课时，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安排
学生到江苏远兴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实
习，邀请该公司工程部部长史卫东高级
工程师来学院开展了“交通噪声治
理”专题讲座，邀请噪声与振动控制专
家、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噪声与振
动控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船舶工
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吕玉恒先生来学院开展了“噪声与振
动控制”专题学术报告。江苏新纪元
环保有限公司丁南华董事长在为学生
进行环保设备专题讲座后，还专门为
学院师生建立了微信群，讨论环保设
备的技术问题，传播有关信息。

宜兴工程学院根据实践教学的需

要，与园区企业联合设立了机电控
制、水污染控制、工业废气处理等三
个综合实验室，实验设备由校企双方
根据设备的实际工作运营情况来进行
设计，使校内实验实训的内容和环境
更加接近企业的工作现场实际。例
如，宜兴工程学院与江苏青禾环保有
限公司共同设计开发的工业废气处理
综合实验室，不仅能够满足教学需
要，而且能够满足企业设备研发的中
试要求。

宜兴工程学院利用园区办学的优
势，按照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要
求，建立了 15 个实践教学基地，涉及
环保装备制造、环保设备运营、环保
技术开发、环保设备电子商务和投资
融资等领域，满足了不同实践教学环
节的需求。实践教学基地采用“学校
练、企业做、师傅教”的方式，已承
担了 30 多批次现场实习任务和 90%的
毕业顶岗实习任务；毕业设计课题有
90%以上都是由企业提出，由校企双
方共同指导学生来完成。实践教学基
地为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
接，保障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提供
了条件保障。实践教学环节的加强提

高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
了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加深了学生
对理论的掌握，例如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专业 2016 年毕业生考研通过
率，较 2015 年同类学生提高了 20%。

在学生实习及毕业设计环节，湖
北理工学院宜兴工程学院根据学生就
业意愿，学生及企业双向选择，采取
学校和企业双导师培养机制。学生实
习和毕业设计课题主要来源于企业生
产实际和项目实际；教师参与指导毕
业设计过程中也提升了自己的工程理
论和实践水平；毕业设计的成果优先
由企业享有，实现了学生、教师、企
业三者三赢。

根据国家、学校和环保产业发展
的需求，湖北理工学院通过产教融合
促进专业建设，及时申办了环保设备
工程专业。为满足教学及企业培训的
需要，还组织编写了 《工业企业环境
保护管理手册》《工业企业环保设备
运行与管理手册》 和 《环境科学与工
程专业英语读写教程》，其中 《工业
企业环保设备运行与管理手册》 一书
在 2016 年 1 月获得国家环境保护部门
首届环保优秀培训教材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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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式人才培养模式，为环保行业培养应用型人才

新“工学交替”模式，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