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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班级读书会 10 年，慢慢地被
“大同小异”所困扰：不同书籍的班级
读书会，只是人物不同、情节不同、讨
论的问题不同，拘泥于整本书的角色
情节，又会让每一本书成为一个故
事，学生记住的只是故事情节和人物
特点，对学生的作用是相同的。随着
阅读能力的提高，学生对千篇一律的
班级读书会方式也会产生“厌倦”，不
能真正的有所思考。我曾在不同的
时间和地点执教《亲爱的汉修先生》
这本书，以下是我的困惑和思考。

内容理解的班级读书会

2005 年 12 月，第一次执教《亲爱
的汉修先生》班级读书会。按下面四
个步骤进行：了解书的作者；谈谈是否
喜欢这本书；谈谈书中的主要人物；讨论
故事中的细节。如，“电话铃响了。妈
妈正在洗头，她叫我去接，是爸爸打来
的。我的胃忽然变得很沉重，好像要
垂到地上了，我每次听到他的声音就
有这种感觉。”学生对这个细节进行研
究，联系书中的其他部分，得出结论。
这样的教学能够抓住书中的重点部
分，引导学生进行交流讨论，对学生的
理解能力起到了训练作用。

重视表达的班级读书会

2013年4月，第二次上《亲爱的汉
修先生》，把讨论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
是意义理解，二是领悟表达。意义理解
部分是出示本书目录，让学生先谈谈对
整本书的认识。然后，进行了如下的讨
论：讨论角色。出示书中角色的插图，学
生谈对角色的认识。讨论故事，在每一
个角色身上都发生了哪些事？这两种
讨论都是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先是
小组内讨论，然后进行汇报。领悟表达

部分，先是谈谈整体感知，本书讲述故事
的方式和其他书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然
后具体来做：1.把书中鲍雷伊的日记连起
来读一读，你有什么发现？2.把书中鲍雷
伊和汉修先生的通信读一读，你有什么
发现？3.你认为“日记”和“书信”在这本
书中的作用是什么？4.模仿书中的“日
记”和“书信”写一写自己的故事。可以用
上课文中或书中的词语和句子。

此次教学在整体理解内容的基础
上，对人物进行探究，不再是以教师的
设计为主，而是提供一个探讨的框架，
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物的
特征，并且找出相关的细节部分作为
证据支撑。加进了对表达方式的探
究，对日记书信分别进行研究，让学生
通过日记探究日记的特点，通过书信
探究书信的特点，并且研究书信在这
本书中的表达作用。让三年级的学生
学会通过具体的文本得出经验，知道
日记和书信应该怎么写。相比第一次
而言，学生能够有更实际的收获。

策略为先的班级读书会

2014 年 4 月，第三次执教《亲爱
的汉修先生》，我努力跳出书的内容，
以书为依托，培养学生提出问题，梳
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先让学生“乱说三分钟”，关于这
本书的一切内容都可以和同桌交流分
享。接下来就是“乱写问题”，把不明
白的地方提出来。这时候如果处理学
生提出的问题就会有麻烦，一是问题
太多、太零散，二是可能会有假问题，
三是问题质量不高。接下来，让学生
把组内的所有问题进行汇总，每个小
组只能提交两个问题。学生进行讨
论时，看哪些问题是值得提出的，然
后，我让全班推选两位同学到讲台前
读这些问题。在读问题前，我问他们

什么是好问题？学生回答，有价值的
问题就是好问题。我追问，什么样的
问题是有价值的问题？他说，就是值
得思考的问题——这个回答就是我想
让学生了解的。接下来，他们对这些
问题作出了基本的评判，然后学生们
进行讨论。我预设的关于日记和书信
的问题，学生根本没有提出来，他们还
是非常关心书中的细节。在他们讨论
的基础上，我又提出日记和书信的问
题，让他们讨论。

三次执教经历让我知道，班级读书
会单向循环的原因是目标不清，总被书
的内容所限制。如何进行突破，我认为
需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 目标指向阅读素养 教师设
计班级读书会的时候，要有清晰的目
标，这个目标是指向学生阅读素养
的。国际阅读素养分为以下 5 个方
面：能够理解并运用语言的能力；能
够从各式各样的文章中建构出意义；
能从阅读中学习；参与学校及生活中
阅读社群的活动；由阅读获得乐趣。
有了目标就会跳脱出书的内容，不局
限于书中人物的性格讨论，不局限于
主题的提炼与生发。对学生而言，要
有清晰的讨论目标：要知道怎样阅
读；怎样通过阅读进行思考和学习。
学生有了目标，就会经常反思阅读过
程，总结阅读经验。

2.内容指向学生活动 教师有了
清晰的阅读素养目标，学习内容就不再
是一本书了，而是完成一个或者多个学
习任务。教师需要把一本书的内容演
变成学习活动，为学生提供学习的可能
性。学生喜欢的是学习活动，参与活动
才能产生切身的体验。教师设计做“人
物卡”、绘制“故事地图”等活动，学生从
亲身参与的过程中获得发展。

3. 实施指向课型划分 走出千
篇一律的状态，除了书的类型不同，

还需要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把阅读课
进行课型的划分。我把阅读课分为：
阅读思维课、阅读策略课、阅读实践
课、阅读分享课、阅读欣赏课、阅读体
验课、自由阅读课等。其中阅读思维
课是培养学生多角度思维的课，如，从
多个角度评价一个人物，为故事设计不
同的结局，从不同人物的立场叙述同一
个故事。阅读策略课是教会学生阅读
策略的课，如，怎样阅读一本书，从看封
面、读目录、读细节等方面进行⋯⋯这
些课型中，自由阅读课应该是阅读课
的主体，这样保证学生在阅读实践中
不断发展阅读能力。

4.评价指向多向发展 从教师的
角度而言，应该评价学生的阅读素养
和阅读能力。如何评价，一是在阅读
的过程中，考查学生对问题的理解程
度；二是通过一定的纸笔测试来实现，
如，通过“找一找⋯⋯”考查学生的提
取信息能力，通过“为什么⋯⋯”考查
学生整合解释的能力；三是通过学生
自主分享的形式，如，设计一本书的推
荐海报，写一本书的书评等，来看学生
阅读素养的发展水平。

从学生角度而言，应该能够对自
身的阅读进行反思和评价。一是能够
评价书中内容；二是能够评价自己的
阅读过程；三是能够评价自身发展。

在做班级读书会的10年间，我一
直试图从单一的形式中走出来，寻求
突破。所谓突破，就是希望让班级读
书会给学生带去更多思考，更多语文
课不能带给他们的东西。这个过程
是艰难的，因为任何一种讨论，不可
能脱离整本书本身。这个过程又是
极有意义的，让学生在班级读书会的
过程中学会阅读，并且通过阅读去学
习，这才是班级读书会的价值所在。

(作者系清华附小商务中心区实
验小学执行校长、特级教师)

班级读书会的价值在哪里？
李怀源

班级读书会是一件做着做着才
会慢慢成了的事。

升上二年级，和孩子们共读《波普
先生的企鹅》这本书：波普先生是一位
油漆匠，他喜欢南极，喜欢企鹅，希望
有朝一日能去探险。于是，他给南极
广播电台写了一封信，谈了对南极探
险队所拍摄的照片的看法。意外地，
他收到了南极探险队送来的一只企
鹅，波普先生照顾它，为它找了伴，两
只企鹅又繁殖出一群小企鹅。波普先
生在经济拮据的状况下训练了它们，
带它们到剧场演出，最后以监护人的
身份得到了与探险队同去北极的机
会。

阅读这本书时，我们同样经历了
三个阶段：导读——共读——交流。
导读就是我先行阅读完毕，将故事的
梗概、精彩片段和作品信息与孩子分
享，旨在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共读
就是人手一册自行阅读，每天签写阅
读进度表，保证每个孩子在规定时间
内阅读完毕；交流会是围绕一个话题
或一条线索针对故事展开讨论。交流
会上，我先带孩子梳理故事路线图，
再聊一聊最难忘的场景，并再次共读
这段场景，说说自己的见解。在与孩
子们聊最难忘的场景的时候，我突发
奇想：“我们来演一演这个故事，好
不好？”他们竟然兴趣盎然。我又
问：“如果要演，你们想选哪些情节
来演？”活泼的苏蕤有些激动：“我想演
小企鹅从箱子里跳出来的那一段。”喜
欢舞蹈的芷妤比划着动作说：“我想演
小企鹅去剧场演出的那一段。”想象力

丰富的岩坤提议：“我们可以演小企鹅
登上船去北极的那一段。”如果就选这
三个场景编成舞台剧，应该会不错。
就这样，我和孩子们一起行动了。

我们开始忙碌了起来：写剧本、挑
演员、背台词、订服装、备道具、找音
乐、排舞蹈、录台词⋯⋯孩子毕竟是孩
子，无法理解剧中人物的心情，更无法
理解舞台剧所要达到的舞台效果，对
于人物说话的语调、舞台站位都无法
准确把握。每次排练结束，都有一种

“何苦这样”的自我诘问。
历时3个月，终于出炉一场10分

钟的舞台剧，在班级家校阅读论坛上
展演。演出那天，最打动我的却是一
个小细节。在前期准备中，我们充分
考虑了剧中的主角波普先生、波普太
太、探险家杜雷克上将和小企鹅们的
服装。唯独他——剧中的一位快递
员，我没作太多考虑，毕竟，他只有
5句台词，是个地地道道的配角。可
是那天，我走进教室，他迎了上来：
穿了一双雨靴，上身着一件深蓝色的
卫衣，左胸前赫然写着白色“顺丰快
递”字样，印着公司的图标“SF”。
我有些讶异，有些感动，也有些愧
疚：成人的世界里才有主角和配角，
而在孩子的世界里，如果我是一个快
递员，我就做最快乐、最像模像样的
快递员。我是如此功利，想得更多的
是精彩，而孩子给我上了一课：最大
的精彩是我们全心地参与。我用力摸
摸“快递员”的脑袋，告诉他：“好
期待下午你们的精彩表演。”

舞台剧得到了家长们的诸多赞

许，孩子们的谈笑间总能听到对这出
舞台剧的回味。如今，班级读书会带
动着孩子们用身体去接近书，用灵魂
去感受书，讲书会、交流会、图书观
影会、推介会⋯⋯形式层出不穷，读
物日新月异。走了两年，走成了如今
的模样。

一本书，在孩子心中能留下多
少，取决于你是否为此书做了一些折
腾。雁过留声，孩子们在享受阅读乐
趣的同时，增长见识，有所积累，内
心也得到成长。剧中，波普先生有自
己的梦想。剧外，孩子们何尝不是这
样呢？有多少孩子在日记中提及希望
能参加演出，所有演员都挂记着排练
的时间，并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希
望演出的日子快点到来。他们不也是
在为实现一个小小的心愿而努力着坚
持着吗？诚如一位家长在最后的致辞
中写道：在孩子的世界里，舞台
剧有的不仅仅是那个唯美
或离奇的故事，更多是
故事中折射出的人性
的光辉，这份光辉让
孩子更友好地对待
这个世界，更可能
作为一个剧中角色
般出色的人生活在
这个世界。看到这
段致辞，看到了一
位知音。

(作者系福建省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
学教师)

做着做着就“成”了
林明雅

1995年起，我的师傅赵镜中与吴敏而
博士陪着我们几个小学老师，隔周读读、聊
聊、议议，有时也进课堂看我们教学，或带
我们进别的老师课堂去思考、去学习。每
次聚会，基本上已分不清是研究项目的进
展、教材编辑的构思、教学困惑的解疑、专
家教授与课堂教师的相互促成，甚或是朋
友茶馆聚聊。在持续十几年的教育研究与
现场教学的碰撞聚会中，有一样是每次都
会做的，那就是“聊书”。

1995 年，我带一年级的班。当时连
“班级读书会”这个词语都没听过，更没有
如何运作的概念，学校也还没有给老师提
供配套的培训与阅读材料。但是“教学实
践”干的就是理念先行的活儿！只要老师

“想”，什么困难最终都不成困难。但如果
老师并非决心“要”推动，困难肯定会在不
同关卡出现，吓退老师。当时，我影印了报
纸上讨论空间比较大的文本（简言之，越
不像课文的文本越好），童话、故事、专题、
科普⋯⋯采用的是1993─2003年十年期
间的，杨茂秀教授开发的“合作思考”师徒
教练（Coaching）培训方式，陪伴班上学
生阅读、思考与讨论。回首 30 年的教学
生涯，将我的教学生涯切分成两段的切点
正是：班级读书会的认识与践行。

班级读书会的需求脉络

由于条件与环境的不足，一些问题之间
互相作用，更显现出班级读书会存在的重要。

1.语文教材远离真实的儿童经验与深邃
的童心 从语文老师的角度来看，那薄薄的
一本，说真心话，缺乏挑战、刻板单一、远离实
际，动不动就教化，就要强行攻占儿童大脑与
心灵的语文教材，怎能满足相应年纪的儿童。

2. 语文教材既厚且薄 语文教材太
“厚”是指，内地不同版本语文教材的课文篇
数，约是台湾的1.5-3倍。（台湾小学语文课
文所有版本一学期都是 12 篇精读，2 篇略
读）；太“薄”是指，课文概念内涵固定单一，
如低段课文《骆驼与羊》，骆驼与羊争论着究
竟是高好还是矮好。全文以老牛的评理做
结束：“你们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只看到自
己的长处，看不到自己的短处，是不对的。”
我认为课文只揭示了一个方面的寓意，无助
学生活化与拓宽思路。

真的不太明白，课文所叙明寓意究竟
想向学生揭示什么人生道理？

3. 语文教学评价遗忘“如何”与“为
何 ” 我 在 内 地 所 见 ，对 于 课 文 内 容
(What)的把握，已到追杀的地步。“追”是
学生必须紧追语文老师深挖细究，“杀”是
每课有相应不可漏失的知识点要巩固落
实，要抓考分、稳名次。我深知，我只是来
自海峡对岸的隔岸同胞，我对内地的考试
评价还充分不甚理解。但谁能告诉我，学
生阅读《蝙蝠和雷达》这篇科学小品文时
必须分辨：“在漆黑的夜里，飞机怎么能安
全飞行呢？”与“难道蝙蝠的眼睛特別敏
锐，能在漆黑的夜里看清楚所有的东西
吗？”分别究竟是疑问句还是反问句？这
个知识点对学生的阅读理解、把握所读、
阅读表达、实践运用、思维等，究竟起什么
作用？发挥什么意义？

语 文 课 ，老 师 必 须 教 许 多 知 识
（What），限于课时有限，没有足够的时间
习得方法（How），常缺少探究为何（Why）
的机会。班级读书会让读者透过一本本一

篇篇作品本身散发的新知、情
节、内涵、议题等，全班或小组相
互激荡，追问探究。

4.放过孩子吧 “放过孩子”
看似消极，却又极其积极。只要老

师不过度“导读”“主导”“教导”，班级读书会虽
不一定是什么儿童乐园，但至少可以是每个人
屋后一角“祖父的园子”，想怎样就怎样。语文
老师，愿意是那个慈祥包容的祖父吗？

班级读书会的路径

我每日给学生出的第一项回家功课
一定是阅读。阅读很重要，不能只是口头
说说。在班上推广阅读与讨论，必须务实
循序、长期规划、系统实践。

让学生稳定持续的大量阅读，是阅读
讨论的前提。学生的阅读量，应该是班级
读书讨论所读的五倍、甚至十倍以上，撑
住阅读讨论的主要还是阅读量、思想内
容。确保学生的阅读量后，学生有了思维
的储存，有了讨论的运思材料，读书会的
讨论运作就不会沦于形式。

路径一、经营书香班级 班级必须有
很多书，老师要建立并经营书香班级。因
此，你的学生，或在抽屉、或在书包、或在桌
上，随身总有一本“正在读”的书。无论是募
来的、求来的、捡来的，鼓励前一届学生留下
来，提早向即将退休老师央求与预约他班上
的书⋯⋯让一本一本姿态各异、内容不同的
书，前仆后继成为孩子的语文老师。

路径二 、读进去，说出来 在每年
100 本“班级共读书目”中，我会鼓励学生
最少要能说出其中的 40 本。主要是因为
一学期约有20周，一学年约有40周，让学
生以一周至少一本的稳定速度累积，我认
为：说得出，是读进去最粗浅的证明。

路径三、隔周一节读书会 隔周安排
一节读书会，让学生逐渐参与推荐共读的
书目。阅读讨论有不同的取向：有时旨在
深化议题，有时注重拓展概念内涵的；有
时以读者为本，有时以深究作者用意为旨
趣；有时以阅读策略为主要学习目的，有
时聊聊就好；有时提问本身就是目的，有
时问题的相关思路必须弄个明白⋯⋯因
此，有相应多样的阅读讨论形式。

班级读书会的核心

班级读书会基本上是学生阅读后的
交流与讨论活动。践行班级读书会近 20
年，与初试时相较，我此刻对班级读书会
的理解有以下三点体会：

1.班级读书会是为了相互聆听 读书
会的重点不只在发表、口语交际，读书会的
前提是“当自己”，问自己：我的想法是什
么？接着，透过聆听，听取别人的想法，并
将别人的想法放在心上，丰富自己的想法。

2.班级读书会是为了互为学伴 班级
读书会是为了让同班同学，相互倾听、相互
关连、相互回应、相互促成。因此，读书会
必须教学生积极倾听、有回应的倾听、倾听
后有回应、有实质的回应语言。由于老师
不可能同时照顾到每个学生，因此，更要让
每个学生都积极扮演学习者的角色，承担
学习的责任。能相互倾听、相互合作、协同
学习的学生，才可能有优质的读书讨论。

3.班级读书会是为了“去中心化” 老
师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渐渐可以不必存在，透
过阅读进程的规划、正向积极聆听的指导、
小组互为学伴，最终目的是让老师消失。终
究，读书是个人的事，读书会是同学间的事。

哪天，教材编制得到优化；哪天，语文
教学更贴近理解与运用；哪天，语文评价
得到合理的改善；哪天，课时可以再宽裕
些⋯⋯到那时，我们就不必像今天如此强
调班级读书会了。

（作者系台湾阅读典范教师、台北市
教育局阅读访视委员）

班级读书会 班级会读书
李玉贵

一线教师

专家视野

班级读书会并不
是一个新名词，十多年
来，很多老师都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也
有着或多或少的体会、
思考、困惑和问题。那
么，班级读书会对于今
天有着怎样的意义？
最终的走向应该是什
么样？本版特约几位
教师从不同角度谈谈
自己的看法。

——编者

主题讨论

美国的课堂同样重视阅读，他们的课堂什么样？我
们先来看一下美国阅读课教室的功能分区：这是一所坐
落于康涅狄格州的小学：这里实行走班制，每个老师有属
于自己的教室，可以根据课程特色或教师风格进行布
置。在一间阅读教室里有三个功能区域，一个是阅读区，
教师根据自己的喜好把房间布置得温馨舒适。第二个是
学习讨论区。在上课前，教师会给学生分发阅读题目：

“新词汇、新句子、你的理解。”学生相互交流，教师会与每
个小组依次讨论。注重每一位学生的思维与表达，尽可
能避免大班式教学所带来不置可否的态度，或对“意见领
袖”的盲从。第三个是电脑运用区，这里有阅读软件，或
作视听说，或作测试。根据PIRLS即“国际阅读素养进展
研究”项目要求，制作科学的阅读测试题目。

教师的手里有时钟，规定时间到了，会根据学生情
况，请三组同学轮换使用功能区。他们的阅读课没有统
一的阅读材料，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进度，学生是半自主
式的学习。老师会单独与学生沟通，请他们到办公区
域，让学生丰富自己的博客：在一张学习日程表上，根据
任务完成情况，填写本课时学习项目，并对当日学习活
动及时总结，一学年结束之后，学生收获颇丰。

从阅读教室功能区的划分来看，老师眼中的学生，
首先是一个独立社会个体的存在，其次，把他们看做是
不断成长的，看着他们从此岸到彼岸的变化。同时重视
每一个学生的特性，不强调班级统一。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美国教师怎么上阅读课
董晓舒

域外声音

老师在和学生进行讨论老师在和学生进行讨论 韩策韩策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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