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主编：王珺 编辑：却咏梅 设计：聂磊 校对：冯华
电话:010-82296621 邮箱:queym@163.com2016年9月12日 星期一 ·校园书香

“课外阅读课内化”是将以往成人
对立于儿童每天在学校度过的七至八
小时课本学习外的阅读，纳入班级、回
归校园之内，以“主题同步”的方式把优
秀儿童作品带入课堂，作为语文课本阅
读之外的一种建设性地同步阅读补充，
培养儿童的阅读习惯、而非对立语文课
堂的学习，通过优秀的阅读材料达成与
儿童的有效沟通并培养他们的思考能
力，助力其起步成为“终身阅读者”。

首先，阅读材料主题的选择与语文
单门教学主题同步，但是阅读材料的体
裁会多样化，让儿童阅读到优秀的儿童
文学作品。在书籍选择上，不同年级侧
重不同。比如，一年级的时候我会跟学
生们一起读童诗、绘本故事；二年级的
下学期开始儿童文学的章节阅读；三年
级尝试进行了整本书的阅读；四年级、
五年级，既有图画书，又有文字书的整
本书或者章节的阅读。

其次，通过班内集体阅读的形式来
营造整个班级的读书氛围，让孩子们觉
得“做读书人并不孤单”。在每周一节
的共读时间里，我和班上的学生们一起
在共读中从遇见书本形式上的美妙起
步，渐次遇到儿童文学内核上的精彩，
其中伴随着学生们不同视角的精彩思
考。当一个孩子成为一个有阅读习惯
的终身阅读者的时候，他会发展出持续
的学习、思考、交流能力。

每周阅读课后，我会把根据这一个
学期的单元教学主题选好的 40 多册书
带到班上，利用午休时间免费借阅给同
学们。这些书以往是我自己家里的藏
书，现在成了班上学生们的流动图书
馆。

我们班大致保持在 34 个左右班
额，我会选择 40 个品类，不设副本。后
来，同学们自发养成了彼此沟通、协商
的习惯。比如有一本书，有一位同学读
过觉得特别好，他会推荐给班上的其他
同学，这本书就变成了抢手书，想读到
就需要预约。如果好几位同学同时预
约，就需要协商。对于独生子女来讲，

商量谁先借、谁后借虽然不是大事，但
这种集体协作和沟通的锻炼是非常重
要的事情。我们通过图书漂流的方式、
班级义工自助整理图书、协助借阅的方
式来让同学们自己尝试锻炼，虽然没有
成人的干预，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沟通
得非常好。

五年来的共读，让阅读不再是一个
人的形单影只，共读培养起班上学生们
对阅读的兴趣与习惯、建构起他们共同
的精神密码。

再者，儿童在感受故事的同时，领
读者需要学习感受儿童、读懂儿童的阅
读反馈，学会解读儿童阅读的个体化差
异。阅读并不是一个核对标准答案的
过程，就像品尝这一道菜，产生的味觉会
有差异；阅读中，每一个人的经历不一
样，每一个人的感触方式不一样，每个人
阅读经验也不同，那么对于感受与主题
的这种归结其实也会存在差异，而共读
的过程，亦是倾听不同视角的过程。

接着，是后续资料的整理。我的新
浪博客和微博叫“游走的小步点”，其中
记录了我的部分书评导读、与学生们共
读的实践以及部分阅读观点，这也是我
们阅读进课堂资料发布的一个途径。

阅读地图是“阅读进课堂”采用的
形式之一。它是以世界地图为基础，我
们读完哪本书就把这本书的封面标注
到作者所在的国家。它会有一种仪式
感，我们进入故事，品味、思考故事，但
最终还要从故事里面回来，回到这个现
实进行思考。所以，学生们一年级开始
跟我共读的时候就在看世界地图，他们
知道不只有中国，不只有亚洲，还有欧
洲、北美、澳大利亚等，我们就是开着故
事飞船在全世界周游，品故事、品生活、
看世界。孩子们是当下的中国公民，未
来一定也是一个世界公民，阅读，为儿
童打开观察的视野。

形式之外，内容是阅读的核心，形
式是为阅读的内容来服务的。儿童究
竟从里面体验到什么，某个形式的延伸
活动和阅读材料本身有什么样的关联，

这是领读者需要思考的。我会带同学
们去实践书中的一些情节，比如二年级
下学期的科普主题单元的课堂共读后，
我带同学们亲自做实验——书外验证
绿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每位同学轮
流做一天试验品的观察记录员，形成绿
藻生成的日记。相对于记住一个知识
性的结论，体验好奇、质疑、探究、求证
的科学精神更为重要。

我在班上还开展耕植活动，每年冬
天种蒜苗、春天会用可乐瓶子种植蔬
菜，因为蔬菜两个月就可以看见它成长
的全过程。在这样的环境里，同学们真
的开始放开了，他们把蔬菜种得非常
好，会写上一张小标签说：发芽，请勿触
碰，谢谢。同学们有了自己对于生命的
这种感觉和尊重。近一个月的时候，窗
台的自留地已经变得很可观了，同学们
会惊奇地在课下的时候去给它浇水，然
后发现浇水多了根会烂。所以，虽说浇
水也是爱，但是爱不能太多，太多了会
成为溺爱，起反作用。后来开花，同学
们一直看到了这个蔬菜生长的全过

程。所有这些体验，当我们四年级跟同
学们面对“成长”主题的阅读时，说到成
长，说到呵护、说到你需要陪伴、你要耕
耘，你有付出才有收获等这些抽象概念
的时候，他们已经拥有丰富而具体的生
活经验奠基，沟通、理解起概念来没那
么困难，也不必再去背诵这些概念，因
为所有抽象的概念我们在用事实说话，
我们在用体验作答。

在同学们一、二年级的时候，不只
是我把自家的书带到班里，班上一些同
学也会带来家里的好书参与图书漂流
活动。我在学期末的时候，把所有参与
图书漂流孩子的名字和他提供借阅的
书，列了一个感谢信，准备了大概是 16
份礼物。把感谢信用大红纸打印下来，
把奖状拿给班主任请校长签名，并邀请
校长到班里来完成对这些参与图书漂
流的同学的表彰。同学们发现：校长来
过我们班里两次，两次都是因为阅读。
我希望让同学们知道，在考试和分数之
外，还有一些事情同样重要。

(实习生 林馥雯整理）

课外阅读课内化：

另一种阅读空间的探索

“中国的小孩与西方发达国家小孩
相比，在成长过程中省略了一个非常
重要的阅读环节，就是少看了一种书
——图画书。打开一本好的图画书的
时候，通常都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精彩

绝伦的故事，其中有大善、大美、大
智慧，这些是用来给孩子打精神底子
的。所以我建议家长们要不惜成本，
给孩子多看一些图画书。”在近日由二
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举行的“曹文轩
绘本馆”的第三部作品 《鸟和冰山的
故事》 新书发布会上，曹文轩透露，
今秋学生们使用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里
会有图画书的文字本，也就是说好几
部经典图画书的文字本已经成为语文
课文了。

“曹文轩绘本馆”是二十一世纪出
版社集团与曹文轩共同打造的图画书
品牌，2014 年曹文轩与插画家郁蓉共
同推出第一本书 《烟》，用诗意的语言
讲述了一个理解和宽容、自然与人类

相融的故事；之后，两人再次合作出
版了 《夏天》，讲述的是一个“爱与被
爱”的故事；而此次曹文轩与插画家
弯弯创作的 《鸟和冰山的故事》，则讲
述了一段漫长的旅程、一个纠结人心
的温暖故事，每个情节都令人意外、
令人震撼，具有无边的想象力。弯弯
用油画把文学想象力转换成美术感染
力，通过色彩的冷暖对比、明暗强度
对比、厚薄层次对比，让画面更具立
体感。

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社长张
秋林看来，冰山，无疑是冰冷的东西，让
人望而生畏。然而，曹文轩笔下拟人化
的冰山却蕴藏着一颗炙热的心，一只将
飞往南方的大鸟被冰山冻住了双脚，冰

山发现后就往南漂流，义无反顾地要送
大鸟去南方，即使它自己因此而融化也
在所不惜。最后，“冰山还剩花生米那
么大，但依然闪着钻石般的光芒”，大鸟
绕着它，飞行了数圈，“用嘴巴衔住了
它，急速升向天空⋯⋯”从故事中我们
能读到很多，比如自我担当、自我牺
牲等，但显然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欢乐
而是令人悲怆的故事。由此让人想起
曹文轩曾写过一段话：“文学当然要给
人带来快感，但快感不仅仅只有欢
乐，痛苦也是一种快感。无论如何，
痛苦之美是若干种美之中的最高等级
的美。”曹文轩的这本新作正是他践行
其文学理想和美学理念的又一经典范
例。

听曹文轩讲述《鸟和冰山的故事》
本报记者 却咏梅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
如切如磋”，琅琅的诵读声此起彼伏，明
亮雅致的广州市天河区五山小学校园
内，孩子们捧着古诗古文兴致盎然地读
着。而在 15 年前，五山小学曾陷入发
展低谷，教育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师
生精神萎靡，对学校没有认同感和归属
感。是什么导致学校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是国学经典诵读工程。

2001 年，国内很多学校开始思考
课程创新与学校特色建设。我们觉得
当时热门的英语、电脑、艺术等特色课
程都不适合自身，而国学经典诵读实验
是一个很经济的选择。因为当时学校
的办学条件不理想，经典诵读实验不用
太多的经费投入；同时，可选可读的国
学资源是浩瀚的、免费的。此外，学习
时间不多，长短课程并设，每天集体诵
读 10 分钟，每周一节 40 分钟国学课，
没有增加学习负担。另外，利用小学生

的“童子功”记忆轻松积累，终身受益。
实验虽然起步于一个传统文化备

受争议的年代，但进展顺利。孩子们每
天诵读国学经典，到毕业时人人能够积
累几万字的古诗文，很多诗文已经慢慢
转化成他们自己的语言，需要用时往往
能够脱口而出。当年还在读小学一年
级时，陈瀛看到爸爸喝酒回来脸红脖子
粗，淘气地批评爸爸：“年方少，勿饮酒；
饮酒醉，最为丑”，爸爸听后脸更红了。
现在她读高中，每次回母校总感叹国学
经典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因为语文功底
好，写得一手好文章，她已经出版了个
人专著。

我们曾经对毕业于五山小学的初
中生进行问卷调查、访谈，100%的学生
认为小学的国学经典诵读对语文学习
有帮助，90%以上的孩子认为经典诵读
让他更加懂得为人处世。实际上，我们
在探索中也遇到了很多学校面临的困

扰，如学习目标模糊、随意，学习内容不
够系统，学习时间不能保证，没有形成
有效的课堂教学模式等。为此，我们开
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课题研究，并最
终形成了研究成果——“浸习式”国学
课程体系，该体系包括“浸习式”的理
念、涵养型的目标、精粹化的内容、全方
位地实施和促学性地评价。

“浸习式”强调创设国学经典学习
的大氛围，包括校园文化、集体学习效
应、各种课程与活动等，让学生时时处
处零距离接触国学经典。涵养型的课
程目标从知识、能力、情意和行动四方
面确立。精粹化的课程内容指按思想
主题编选了适合各个年段特点的儒道
经典和诗词，研发出国学校本教材“少
儿国学读本”丛书。全方位的课程实
施，包括全体教师共同承担经典诵读工
作和所有学科、各项活动有机渗透与融
合，形成国学经典关联课程，以及引导

学生践行经典中蕴含的为人处世之
道。促学性的课程评价指建立多元多
维的课程评价体系，包括师生、家长共
同参与的“国学争章”“成长记录”等评
价方式。

孩子们读着千古美文，感受着圣贤
的智慧，大师的情怀，他们的目光与胸
怀也不一般了。看到云南大旱，学生王
露晓给时任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写了《饮
水思源 关爱珠江源》的倡议书：“落其
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卓
曜龙同学看到城管与小贩冲突不断，写
道：“可建立无租金贩卖所，美化国容、
国体⋯⋯最终，承老子之思想，施无为
之治，则国之安也，民之乐也。”看到这
一封倡议书、这一帖“治国方略”，我们
有足够信心预见他们日后一定能成为
拥有民族情怀和担当意识的栋梁。

（作者系广州市天河区五山小学校
长）

经典诵读下的学校“变形记”
许凤英

兴趣、习惯、选好书、思维、早起
步、陪伴、阅读教学、坚持⋯⋯哪个是
英语阅读的关键词？学习英语到底有
没有最佳途径？对这些问题，想必很
多人都有一肚子话想说。在近日由北
京外国语大学、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
究培训中心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联合主办的 2016 年“外研社杯”全国
中小学生英语阅读大赛全国总决赛暨

“会阅读，慧悦读”英语阅读论坛上，来
自全国多所高校英语界的专家学者，
以及大中小学校的一线骨干英语教
师，共同见证了中小学生英语学习的
成果，并就“如何开展自由自主的家庭
英语阅读”“什么是英语分级阅读、如
何选择读物”“家庭英语阅读中的常见
误区”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此次大赛是第一届全国中小学生
英语阅读大赛，活动历时半年，覆盖全
国 7 座城市，近 9 万人参赛，400 多所
学校参与，最终近 300 名英语阅读小
能手经过层层比拼，凭借其在英语解
码识字、拼读朗读演读、阅读理解、阅
读策略及思维等方面表现出的优秀能
力而晋级全国总决赛。

事实上，中英文阅读是可以互通共
融、互相迁移的。在幼儿英语启蒙推广
人黄任看来，英语阅读的关键词是“早起

步”，抓住 3 至 6 岁孩子语言发展的最
佳阶段，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美
国奔驰出版社总裁汤姆认为，“选好书”
更重要。上个月，在北京二十一世纪幼
儿园，来自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美国奔驰出版社，以及幼儿园教师、家长
代表，共同探讨如何推动儿童的早期语
言学习时，汤姆介绍了儿童早期英语学
习的特点，尤其是母语非英语国家儿童
英语学习的科学认知规律，以及美国的
学前教育理念。他说，选择合适的阅读
材料，不仅能激发孩子语言学习的兴趣，
更重要的是开启他们认知世界的双眼
和心灵。

活动中，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
总社和美国奔驰出版社向二十一世纪
幼教集团赠送了“BEC 红袋鼠幼儿学
英语”系列图书。汤姆告诉记者，这套
读物目前正被美国幼儿园广泛使用，
全书分为 AA、A 和 B 三个级别，难度
由简到难，覆盖“美国儿童学习与发展
领航计划”中所有法定学前及早期教
育必须涉及的健康、数学、科学、艺术、
社交和社会研究六大领域，每一册书
都是美国低幼儿童生活学习场景的生
动再现。他相信，这些互动性、趣味性
强的图书，会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不
知不觉地喜欢上英语。

寻找英语阅读的“关键词”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读家报道

麦田守望

书香漫步

阅读现场

作为一个新的文化现象，IP（知
识产权）越来越受到重视。所谓IP，是
指经过市场检验的、可以整体开发的
作品实体。一般来说，成功的 IP 应具
备以下几个标准：第一，要有商业价
值；第二，要有长期的生命力；第三，具
有足够延展性，能够跨媒介运营。日
前，童趣出版公司以“小熊学校”系列
绘本为例，对《小熊学校》这一 IP 的开
发进行研讨。

《小熊学校》系列绘本由日本知名
绘本作家相原博之与插画家足立奈实
联手创作，描写了坐落在小山上的一座
寄宿学校里，12 只小熊温馨感人的日
常生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年纪最
小的小熊杰琪，她偶尔任性淘气，但也
善良、认真又努力，随着故事的发展不
断成长。作品既涵盖了独立性、食育、
美育、逆商、友商、共感（Empathy）、专
注力、性别平等、亲近自然、职业教育等
早期教育中的重要主题，又真实细致
地描写了孩子们温暖单纯的世界。

诞生 14 年来，《小熊学校》 已在
日本畅销 210 万册，版权输出多个国
家。以绘本为发力点，相关电影和动
画相继推出，周边商品大量合作开
发，多种形式的商业和公益活动持续
展开，热度逐年攀升。依托作者长年
累月的精心创作，以及成功的精细化
商业运作，时至今日，绘本中的主角

“杰琪”已经成长为风靡日本的超人
气角色，周边商品数量达到1万种。

今年 5 月，《小熊学校》由童趣出
版有限公司首次引入中国，一上市即
登上当当网童书新书榜榜首。《小熊学
校》的周边产品，从今年开始也将逐渐
面向中国市场开放授权。

童趣出版公司副总经理史妍认为，
《小熊学校》在每个温情动人的故事背
后，都蕴藏着跨文化的普世价值观，具备
了一个成功IP的核心要素，这套小小的
绘本拥有直指人心的巨大能量。因为
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这12只小熊身上找
到自己的童年，甚至是现在的影子。

小绘本如何做成大文章
——作为范本的《小熊学校》

本报记者 王珺

阅读推荐

《奇怪的暑假》
蔡亦青 著 海豚出版社

该书是10岁小作家蔡亦青继长篇小说《一
盒巧克力》后，创作的“奇奇和怪怪”系列的第二
部长篇小说。书中的主人公依然是奇奇、怪怪
这两个巧克力，还有他们的好朋友魔法师瓶盖
花种子，他们被一只穿越时空的大手带到了人
类世界，开启了奇妙的旅行。

蔡亦青以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作为写作背
景，把她塑造的人物和创作的故事融汇其中，使
读者在欣赏故事的同时，也了解了世界各地景
点的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开阔了视野。

新书架

《新教育晨诵》
朱永新 许新海 童喜喜 主编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从 2000 年新教育早期的晨诵实践开始，
新教育实验经过 16 年的酝酿，结合千余所新
教育实验学校的广泛实践，对晨诵课程进行了
系统梳理和全面提升，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教
育晨诵的理论体系和操作纲要，并联合安徽少
年儿童出版社推出新教育实验研发的第一套诵
读读本 《新教育晨诵》。

该套书从幼儿园大班至高中，按照学期编
写，每学期一册，共26册，既为学生自主阅读、教
师选诗教学提供空间，也便于周末亲子共读。

《温妮女巫魔法绘本》（精装珍藏版）
［澳］瓦莱丽·托马斯 著 ［英］科奇·保罗 绘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温妮女巫魔法绘本》系列于 1987 年在牛
津大学出版社诞生，温妮一出现，就颠覆了人们
对女巫的看法，她不是一脸皱纹、没有牙齿、眼
神邪恶，而是爱运动、爱网购、爱小动物、懂得魔
法的神奇女巫。只要你翻开故事，随着温妮一
起挥动魔法棒，一起高呼“阿布拉卡达布拉！”那
就会有一个充满幻想、充满冒险的魔法世界展
现在你的面前。今年是《温妮女巫魔法绘本》诞
生30周年，外研社少儿出版中心联合牛津大学
出版社隆重推出了这套16册精装珍藏版。

北京阅读季“阅读+我”系列巡讲活动近日邀请金牌阅
读推广人孙慧阳走进北京市海淀区，为社区的家长和孩子们
讲述了自己在某小学带领一个班级每周进行的共读实践。本
刊围绕孙慧阳演讲中提到的“课外阅读课内化”这一主题，
对她的演讲进行了部分整理。 ——编者

孙慧阳

（中

）教孩子们观察植物

（图片由孙慧阳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