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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思录

书海观潮

“跨出学校大门的那么多年后，
还能有机会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
读书团队中，带我走近先进的教学理
念，用全新的眼光看待当下的语文教
学，去思考我们为孩子们应该带来些
什么⋯⋯这是何等的幸事！”江苏省
盐城市实验小学陈云霞老师回忆起5
年读书生活颇为感慨。

5年前，盐城市教科院副院长、小
学语文特级教师陈小平在盐城市组
织了一个青年教师读书班，带领大家
读书思考、上培训班、研修营、撰写导
读和读书心得⋯⋯1800 多个日日夜
夜过去了，如今，那些普普通通的一
线小学教师，不仅有了爱读书、爱思
考的习惯和沉得住气的心境，而且还
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并在当地小有
名气。这个没有太多约束力也不发
文凭的学习共同体，为什么对年轻教
师有这样大的吸引力？

不是死读书，更不是走过场

2010 年初冬，江苏省盐城市教
育局召开全市基础教育教学工作
会，一连下发5个文件，其中之一便
是 《加强全市中小学语文和英语课
外阅读指导意见》。陈小平隐约感到
学生阅读的春天到来了！但兴奋之
余又有些忧虑：学生阅读需要教师
指导，可当下教师有多少人喜欢阅
读？怎么才能激发教师的读书热
情、推动教师专业成长呢？随着柳
枝吐芽放绿，一个想法渐渐明晰起
来：组织一个青年教师读书班，带动
全市教师阅读，进而带动学生阅读。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院领导、局领导
的关注支持。2011 年，在自愿报名的
基础上，经过层层推荐，最终有 60 名
城乡教师成为盐城市首期小学语文
青年教师读书班的学员。

“一般的培训班也就几个月、半
年一年，但我觉得时间太短，大家还
没读几本书，还没能出一些效果就结
业了，那纯粹是做做样子、走过场。我
这个班不能这样办，要有一段比较长
的时间，让大家静下心来系统地读几
本书，读出点成效来，因此我确定读
书班时间是 5 年。”陈小平介绍，为了
使每个学员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进
步，他对学员的读书学习、课堂实践
和外出访学活动进行了系统规划。每
学期必读书目 5 本，自选至少两三本
书，撰写一篇不少于 300 字的导读、
就一本教育教学理论书写一篇不少
于 3000 字的阅读心得、一篇 3000 字
的教育教学论文、一篇 2000 字的教

育教学随笔。每学年至少有一篇论文
发表或获奖，并及时上传到盐城教科
研网和凤凰语文网上，还要积极为班
刊《夏荷书韵》撰稿。此外，他还组织
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比如邀请专家
开设专题讲座，帮助年轻教师提高理
论素养；每学期都要举办课堂教学观
摩研讨活动，就当下小学语文教学的
热点难点问题筛选出一个研讨的主
话题，然后以鲜活的课例加现场互动
交流的形式进行深入研讨。同时安排
学员参加全国全省全市课堂教学大
赛等活动，让他们现场历练，查找差
距，激发成长内驱力。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陈小平不希望教师死读书，总是想方
设法让他们把阅读、思考、实践紧紧地
联系起来。他组织学员进行文化考察、

“名师名校访学”，与敬仰的教育家、名
师面对面交流，提升对教育教学和做
人的认识感悟。并指导他们申报了省
级规划课题《区域推进小学生课外阅
读的策略研究》，开发了《盐城市小学
语文课外阅读推荐书目》，由市教育局
下发，现在全市小学推广使用。

日前，在江苏省盐城市第二小学
教育集团腾飞路校区举行的盐城市首
期小学语文青年教师读书班结业典礼
暨第二期开班仪式上，来自盐城市的
200多位中小学校长、教研员、教师代
表一起见证了读书班的成果，分享了阅
读的体会。陈小平动情地说：“说实话，
我倒不是很看重大家5年来读完的一
本本书、获得的一张表彰证书、取得的
一个个荣誉称号、发表的一篇篇文章以
及实践过的一项项课题，我更看重的是
你们苦读、思考、实践后所拥有的、
其他年轻教师所不具备的、能给你们
今后专业成长及幸福生活带来不竭动
力的那些可贵品质。”

自我成就中的艰辛与幸福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
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
给了我整个春天”。江苏省东台市第一
小学陈蓓蓓老师用汪国真的诗形容在
读书班的感受。她说，以前自己和许多
老师一样，读书很随意，没有规划，而
读书班配发的书都经过班主任陈小平
老师的精心挑选：有教育专著类，如苏
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佐藤
学的《静悄悄的革命》；有经典文学类，
如《论语》《史记》；有儿童文学类，如

《草房子》《爱丽丝漫游奇境》；有人文
拓展类，如《美学散步》《教师人文读
本》⋯⋯看着这些从读书班抱回的书，

总扪心自问：我该怎样做才能对得起
周到的安排与厚重的期待！于是，所有
的借口都被击溃，无论白天课务多么
繁忙，晚间家务如何缠身，她总会挤出
时间来阅读、摘录、反思。

渐渐地她发现，原来专著并不意
味着艰涩难懂，只要用心“读进去”，就
能发现别有洞天。而且自己的思维方
式也在悄悄变化：不再一味跟风，不再
片面下定论，不再徘徊于事物表象，开
始尝试追根溯源。5年来，陈蓓蓓写下
了20多万字的教学随笔及访学笔记，
多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并被评为盐
城市小学语文教学能手。

在盐城市崇礼路小学汪娟老师看
来，语文教师要会读书，精读和杂读
相结合，既博又专。因为阅读不仅能
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更滋养了语文
课堂。当年她在准备公开课时，王荣
生 《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中的一句话
令她深受启发：“一堂语文课，如果教
学内容有问题，那么教师的教学再精
致、再精彩，价值都极为有限。”于是，
她反复钻研教材、研究学情，先后写了
13 份教案，试教了 20 次，渐渐找到了
自己感觉，逼近的课堂的本真，最后她
执教的《学棋》一课荣获了省教学评比
特等奖。之后，她还把自己有关识字
教学的思考进行了整理，申请了省

“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
《小学识字教学中弘扬汉字文化的研
究》，从此走上了依靠教科研提升专
业素养的道路。

汪娟坦言：“因为读书，我的课堂
有了底气；因为读书，我的写作有了

厚度；因为读书，我的精神世界有了
一些属于自己的姿态和气象。2013
年，我被评为盐城市小学语文学科带
头人，是读书班让我在语文这片大地
上走得这么远，走得这么从容。”

做引领学生读书的有心人

5 年的读书生活，不仅让老师们
体会到了读书的乐趣，也意识到作为
一名语文老师，引领学生阅读的重
要。盐城市田家炳实验小学杨轶群
老师告诉记者，“以前大家都说‘学好
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则呼
吁‘得语文者得天下’，几年的毕业班
教学，更让我坚信‘得阅读者得语
文’。3 年来，我坚持向学生推荐《日
有所诵》这套诵读教材，每天领着学
生们读 15 分钟。也许有些诗歌他们
背过就忘记了，不过忘记了又怎样？
细雨洒落大地，短暂的润泽之后，也
许没有留下痕迹，然而当嫩嫩的芽儿
从黑色泥土里冒出来的时候，我们才
记起了雨的光临。”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小学焦勇回忆
道，那年，全班共有 63 个学生，他
发现真正爱读书并且能够坚持读书的
学生不过 10 多个。对于老师每天规
定的阅读量，很多学生也是在敷衍。
于是，他就想出了空城计、激将计、
抛砖引玉计等办法引导孩子们阅读，
收到了特别好的效果。这也让他真切
地领悟到：只要我们做一个有心人，
就必然会想出更多的妙计，让孩子们
爱上阅读。

“让每个学生得到最大的发展，
达到教育教学的最佳效果，这才是我
们追求的不懈目标。”滨海县第二实
验小学吴素红认为，在语文课堂上引
领孩子们进行课外阅读尤为重要，她
独创的“抽奖阅读法”让班级的孩子
读书热情空前高涨。她把“承包责任
制”引进课外阅读，把“阅读奖励”和

“阅读督查”有机结合起来，产生了意
想不到的阅读效果。形成一定的积
淀后，她又顺势开展了“序列化作文
训练”，继而创办了校园《语丝》文学
社。为了切实提高习作教学的效益，
还申报、主持了省级课题研究⋯⋯

5年，1800多个日日夜夜，读书班
里的这些年轻教师珍惜着、辛苦着、坚
持着，期间没有一位教师因为这样或
那样的原因而提出“退学”，相反有不
少学校的年轻教师主动提出要加入。
我想，这个读书班之所以对教师有吸
引力，除了这些教师爱读书之外，更多
的是他们看到了这个平台对专业成长
所带来的帮助和动力。在第二期读书
班开班仪式上，陈小平用百岁老人杨
绛的话与教师们共勉：“有些人之所以
不断成长，绝对是一种坚持下去的力
量。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
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所以，关
键还在于自己。”

是的，人生最大的捷径是用时间
和生命去阅读、拥抱世界上一流的经
典书籍。当我们把阅读作为一种品
质追求的时候，其实也是给岁月许下
了一个承诺，这承诺要通过日复一日
的艰辛劳作来兑现。

“你给了我整个春天”
——江苏盐城青年教师读书班5年活动纪事

本报记者 却咏梅

17 岁时，还在上高中的她仅用
两个月便创作出“月球三部曲”系列
的 第 一 部 悬 疑 科 幻 小 说 Dove
Arising（中文书名《月球三部曲之
一：月球人》）。小说一经出版，便获
得美国多家图书馆和中小学教师的
大力推荐，被评价为“富有想象力和
人性、干净、健康的好读物”！截至目
前，该小说已被翻译成六种文字，发
行至十多个国家，成为全球畅销书。
她，就是 90 后华裔女作家鲍嘉璐

（Karen）。
该书讲述了一位祖籍是地球的

15 岁华裔小女孩与家人、朋友生活
在月球上的故事。原本，他们过着平
静的生活，然而随着母亲被捕入狱，
一切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她也为此化

身“勇士”，和朋友一起展开了营救母
亲之路。近日，清华大学出版社在京
举办了中文版新书发布会，从美国赶
来的鲍嘉璐携《月球三部曲之一：月
球人》亮相于发布会现场。

鲍嘉璐出生于美国加州，从小喜爱
写作，对宇宙很感兴趣，曾因“太阳系会
遭遇毁灭”而忧心忡忡，到处查阅相关
资料，思考相应的解决办法。她在《月
球人》中不仅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爱的故
事，还写了许多环境与自然的知识。为
了让创作背景更贴近科学，鲍嘉璐在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网站上
学习了大量关于月球的专业知识。“想
要成为一个作家，第一个就是要大量
阅读，第二j 大量的写作，这样你才
知道如何去写。第三要去生活，因为

生活里才有写作的素材，会让你的状
态更好、写作更容易。”鲍嘉璐展示了
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籍和影视作品，比
如《安德的游戏》《哈利·波特》《伟大的
盖茨比》等，她坦言，《伟大的盖茨比》
是她看到过的最完美的小说，里面的
每一个用词都很准确，而《哈利·波特》
更是每一部都读过很多遍。鲍嘉璐还
表示很喜欢《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
朗特，将其视为自己的写作老师，从中
学习语言和人物的塑造。

鲍嘉璐说，《月球人》只是“月球
三部曲”系列的第一本，她进入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后就读环境生物专业，
开始用更专业的知识继续创作，目前
该系列的第二本已经在美国出版发
行，其中文版也将在国内发行。

90后鲍嘉璐写就全球畅销小说《月球人》
秭依

最新书事

本报讯（怡红）近日，由蒲公英童
书馆主办的“遇见中国图画书黄金十
年”专题论坛在京举行，台湾儿童文学
作家方素珍、绘本画家九儿等畅谈图
画书创作的得失与故事。大家一致认
为：图画书的文字和图画是不可分割
的统一整体。方素珍坦言，“文字作

者懂一点绘画技巧和图画的媒材，可
以更好地与图画作者沟通，对图画书
的最终呈现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今年，蒲公英先后推出了《你送玫
瑰，我送什么呢？》《总有一个吃包子的
理由》等原创图画书，即将推出由九儿
绘图、黑鹤写文的动物题材图画书。

海峡两岸作家畅谈原创图画书创作

维系教学主体师生两端的中介物，绕不
开图书这一传统媒体。高校图书馆作为大学
精神守护者，堪称学术文化的标志，学习习惯
的 养 成 、研 究 精 神 的 熏 陶 都 借 助 于 它 。
1869-1908 年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
斯·艾略特，其大学理念集中在三方面，他自
己概括为大学三项主要直接功能：“首先是教
学，其次是以书籍等形式大量汇集已获得的
系统知识，再其次是研究，即把目前的知识疆
界向前推进一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掌握
一些新的真理。大学是教师的集合体，是知
识的仓库，是真理的寻求者。”研究教育离不
开人，探讨培养模式要跳出课堂、教材、集中
教学等单一模式，从记录于图书文章、信札日
记中的学生回忆入手，收集承教受业的点点
滴滴，聚焦教师教学育人的肯綮和独到之处，
个人全新角度的体会，差异化视角的多棱观
察，为师之道的深层思索，使得珍贵的文本启
人心智，奥妙充盈。

负笈从师，精华存留。车载斗量的教科
书、参考书，如果照本宣科、逐个爬梳，时间耗
不起，要领得不到，反误了学习的兴趣。启功
70 岁时发表文章，描述先师陈垣最喜欢收集
学者草稿，细细寻绎其修改过程。客厅桌上
常摆着这类东西，学生们看得饶有兴趣，先生
便提出问题：“你说他为什么改那个字？”黄侃
在1932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如此记道，“卧观
太炎师《馗书》改定稿本，视其增减涂移处，可
以察游心窜句之苦。”傅惟慈上世纪40年代在
辅仁和北大听杨善荃、冯至讲莎士比亚、歌
德，老师一心一意引导学生读懂、读透原著，
逐句讲解，当堂翻译，精美的原文与娴雅的中
文互相对照。学生们鉴赏能力提高了，学会
了如何阅读外文书，改变了看外版书只看故
事不求甚解的不当态度。理解透彻之后，每
个人都会对作品生成自己的评价，不必老师
饶舌。何兆武 2008 年在回忆 1941 年西南联
大印度通史课上，同学问如果无印度影响，中
国文化将会如何？向达回答，历史当其成为
过去以后，再回过头去看，就是命定的了。

成长关键处恩师的点拨，会让学生终生
铭记。钱伟长升大学后弃文学理，大一时教
普通物理学的吴有训针对他连续七星期课堂
测验不及格的情形，悉心辅导他改变硬背文
字、上课只顾做笔记的学习方法，力求当堂听
懂课程，最多记下一些简单标题和名词，课后
用自己语言择其关键简明写出，再看有关参
考书，全面掌握科学知识，进而培养有效的自
学能力。陈之藩 1947 年在北洋大学电机系
念了一半，因为“悲观而又爱国”，“为爱国而
学哲学”，又考取清华大学哲学系，准备从头
学起。拜访心仪的金岳霖教授，“哲学是不能
救国的！哲学是学问。”先生当头棒喝的每句
话如同空中风暴，让他心目中的楼阁亭台从
四面八方崩塌下来。冯至、李霁野当年听鲁
迅讲授《中国小说史》和翻译的《苦闷的象
征》，为浅草、沉钟社的活动拜访先生，通信奉
作品，聆听教诲。冯至回忆，谈到文学与时
事，鲁迅曾反问，“你们为什么总是搞翻译、写
诗？为什么不发议论？”李霁野认为，鲁迅喜
欢他们对文学的切实认真的态度，不过也觉
得他们被悒郁沉闷气氛所笼罩。布鲁纳在

《教育过程》中感慨过，老师作为教育过程中
最直接的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学生应该视之
为榜样并拿来与自己设身处地来比较。以爱
心播撒的不朽种子，学生定会珍惜呵护，直到
永远。

师长的秉性学识、道德文章，学生概括得
精准贴切、可信可亲，弟子散布流传开来的点
睛之笔，平添了格外撼人的分量。黄炎培《吾
师蔡孓民先生哀悼辞》记录在老师寓所交谈，

“救中国必以学”发聋振聩。许德珩《吊吾师
蔡孓民先生》回首新文化运动亲历，“五四”以
后，校长提醒学生“救国不忘求学”。学习学
问，科学学术，师者心中千钧重，弟子躬行自
奋激。许倬云从李济对史学家的四层分类入
手，仰望老师的境界，“在李先生身上，我们看
见了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胡适说他
就读中国公学时的老师王云五是有脚的百科
全书，后来推荐老师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所长。丰子恺尊崇老师李叔同超越物质和精
神生活，追求更高境界，探索人生究竟的灵魂
生活。费孝通目睹耳闻潘光旦老师戴上右派
帽子后到去世前的十年中，勤勤恳恳做的两
件事：重读二十四史、翻译达尔文的《人类的
由来》。正如太史公司马迁在《孔子世家赞》
中评论孔子所言，“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
人。”

在学生丰美文字记忆中，师者传世留名，
化作了凝固的永恒。学不厌，教不倦，自我教
育，终身学习，是为师做学生的不二法门。因
材施教，掌握学习，王夫之说得在理，“善教者
必有善学者，而后其教之益大”。成功的教育
在人与人之间系结上平等、共鸣的纽带，而这
首先应从师生的传承做起。完整的人，饱满
的人，学生成长为人才。熊十力说，“做人不
易，为学更难”。“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内外
兼修，规范自身的老师令学生望之俨然，即之
也温。徐特立倡导教学要采取人师经师二者
合一，“每个教科学知识的人，他就是一个模
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拜读先
辈前贤的感人追述，让我们深深领悟到：为师
求学知行无尽，先生弟子恩情长存。

（作者系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书本记忆中的老师
张联

本报讯（卢璐）近日，中国少年儿
童新闻出版总社、二十一世纪出版
社、明天出版社等 36 家少儿出版社
在京成立反盗版联盟，同时发布“少
儿出版反盗版联盟宣言”。今后，联盟
将通过开展市场巡查、网络监督、线
索搜集、信息披露、政府联络、法律服
务、舆论声援、定时发布盗版侵权黑

名单等工作，保护包括著作者和成员
单位在内的权利人的著作权及与著
作权有关的其他权利。

大会现场，联盟还与阿里巴巴集
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决定与淘宝网就
少儿图书版权保护工作进行合作，共
同抵制少儿出版盗版问题，并在淘宝
平台，启动阿里巴巴维权投诉平台。

少儿出版反盗版联盟在京成立

封面·案例

本报讯（肖聪）作为国内第一部
以故宫为背景的系列童话，《故宫里
的大怪兽》（知识出版社）以一种独特
的方式传播传统中国文化魅力。该
书讲述了一个小学四年级女生和故
宫上百种吉兽、神兽的故事，巧妙地
将故宫的历史知识、民俗典故融入其
中，让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与典故。
日前，作者常怡在京举行读者见

面会，她普及了故宫建筑上一些神兽
的名字和寓意，以及这套书的创作故
事，还与现场的小朋友们进行互动。“希
望孩子们看完书都有想去故宫看看那
些怪兽的渴望，那些都是前人留给我
们的充满想象力的杰作。”常怡说。

《故宫里的大怪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图为青年教
师读书班学员和
班主任陈小平（左
二）在互动交流。

潘振群 摄

本报讯（记者 梁杰）“教外国人
学汉语很容易吗？”“在老外眼里，中
国文化为什么那么神奇？”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近日在京举办的《一个对外
汉语教师的手记》新书发布会上，该
书作者回答了读者关注的这些问题。

该书作者刘志刚是一位年轻的

对外汉语教师，在 8 年的教学中，他
收集了大量“老外”学习汉语中的鲜
活素材，通过 9 个班级的教学回顾和
17 名外国学生的个人特写交织成了
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教学场景。该书
为读者走进精彩的汉语世界开启了
一扇窗户。

《一个对外汉语教师的手记》首发

近日，亚马逊中国再度携手中
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启动2016年度
kindle（电子阅读器）“书路计划”公
益项目，旨在改善欠发达地区农村
小学生的阅读现状。

据亚马逊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过
去的一年，7至14岁青少年纸书和电
子书人均购买量在各地区之间仍存
在较大差异，云南和四川等省份的人
均购买量远低于全国平均值。亚马
逊全球副总裁暨中国总裁张文翊女
士表示：“阅读没有距离和边界，我们
希望借助‘书路计划’，消除城乡之
间、地区之间存在的阅读鸿沟，激发

青少年的阅读和写作热情。”
“书路计划”是由亚马逊中国

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15 年共同
发起的创新公益项目。2015 年，
亚马逊独立捐建了 10 所 Kindle 电
子图书馆，惠及云南、贵州、河
南、河北以及甘肃五省的近 5000
名农村小学生；同时，还从受捐赠
学校的学生中征集并甄选出600篇
文章，结集为 《书路童行》 出版发
行 ， 在 Kindle 电 子 书 店 进 行 义
卖，所有善款都用于电子图书馆的
建设和维护。

2016 年度“书路计划”除亚马

逊继续独立捐建电子图书馆之外，
包括华勤、读客、磨铁、优酷等在内
的八家企业也加入进来，与亚马逊
一起为四川和云南两省欠发达地区
的22所农村小学捐建电子图书馆，
将惠及近 9000 名农村小学生。每
所电子图书馆将配备 50 台电子书
阅读器以及由合作出版社捐赠的
500 余本适合儿童阅读的电子书。
为了保障每一所电子图书馆都“物
尽其用”，在今年受捐助的学校中，
还将设置一名电子图书馆的管理老
师担任“护路者”，第一届“护路者”
培训将于9月底在北京举办。

“书路计划”致力于弥合阅读鸿沟
本报记者 王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