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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报道

班级读书会是以班级为单位，在
教师组织和指导下，在语文课堂上开
展的阅读活动。它是以指导学生阅
读、分享阅读经验、激发阅读兴趣、
提高阅读能力为主要目标的读书活
动。班级读书会的推广对于学生、教
师而言都可能是一项新尝试，这并不
是附会潮流，而是对现行教学反思的
结果。但就目前班级读书会的教学现
场而言，还普遍存在如下不足：首先
是班级读书会主要由教师主导，影响
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对文本的解读易
趋同，不易达到多元化与个性化。其
次是班级读书活动随意性现象突出，
大多缺少相应的规划性或系统的操作
程序，阅读活动开展难以达到完整性
和有效性。

如何弥补班级读书会上的这些不
足呢？文学圈或许可以解决上述问
题，让班级读书会焕发新的活力。

文学圈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
国的一种阅读教学模式。台湾吴敏而
教授在 《文学圈之理论与实务》 一书
中对“文学圈”作了简洁阐述：“文学
圈是一个协同探究和阅读的团体，它
的过程是在每个人选择读物之后，先
独立阅读，再分享个人对文本的回
应，然后共同决定探究的议题，进行
深入探讨。”文学圈最大的特色在于

“角色扮演”和“积极对话”，其活动
形式可有效培养学生独立阅读，发展
阅读策略。主要体现如下三方面：

第一是协同，即是同侪的平等讨
论。文学圈的讨论由学生自己主持，
进入讨论环节后，每一位学生按照特
定的角色表达自己独立阅读的成果，
同时也充分倾听他人的见解。老师在
文学圈活动中扮演的是协助者的角
色，协助学生探究知识，而不是忙着
讲述知识。

第二是探究。在文学圈活动中，
老师要引导并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
解。讨论中任何新奇的想法、观点都
是受欢迎的，学生的多元观点和个体
差异受到充分的尊重。学生在表达与

倾听中学会表现自己与尊重他人，在
争论与思想的碰撞中发展批判、质疑
的精神，在合作与竞争中完成自主学
习与合作探究的有机结合。最后，由
小组成员共同总结讨论的成果，在小
组间进行更为广泛的交流，实现最大
范围地合作、探究，并在最大限度上
实现资源共享。

第三是选择。文学圈模式下的文
学作品和讨论议题多由学生自己选
择，是一种更具开放、无限生成性的
方式，远远超出了单纯阅读的层面。
除此之外，学生拥有自主选择角色的
权利。自主选择角色给学生提供了一
个发现、发掘自身潜力的机会，赋予
了学生特定的责任和使命。在自主选
择角色的过程中，学生也要协调小组
内的各种关系，在合作小组内合理分
配不同角色，这也培养了学生的合作
意识与合作精神。

由于文学圈真正使学生成为阅读
的主人，因此文学圈与班级读书会有机
融合，还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班级图书馆让阅读更便捷。“天
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这是文学大
师博称赫斯的一句诗。这句诗还可以

反过来说：“图书馆应该是天堂的模
样。”教室能否打造得像图书馆一样
呢？当然可以！深圳市福田区园岭小
学李祖文老师的“阅读教室”就是一个
成功的典范：依墙而设且不高于窗户的
众多书籍摆放区，摆放万余册各类童
书，孩子们触手可及，随时可以取阅。
神奇的阅读教室带学生踏上了美妙的
阅读之旅。李祖文老师的阅读教室，名
为阅读，实际上却指语文教学和学生学
习方式的变革。但是，对于广大一线小
学语文教师说，建立这样一个集统整课
程、习惯养成课程、自由阅读课程、特色
工作纸模式的阅读教室难度不小。一
步登天做不到，一步一个脚印能做到。
我们可以因地制宜，为学生建立一个

“班级图书馆”。建立“班级图书馆”还
要注意以下几点：

1. 从 图 书 内 容 上 看 ， 可 以 按 照
“科学、人文、文学”三大类来选择图
书。让学生通过三类图书的阅读，以
达到阅读的“营养均衡”的目的。同
时，图书还要具有适切性、经典性、
趣味性、科学性和均衡性等特点。

2. 图书馆的复本率不必太大，甚
至可以为一，这样能让孩子阅读到更

多种类的图书。有些图书借阅率非常
高，可以适当增加这些图书的数量。
当然，那些成套的图书可以多充实
些，如 《科学实验王》《老鼠记者》

《不一样的卡梅拉》 等，这样有利于形
成良好的阅读氛围。

3. 国家规定小学图书馆的配备标
准为人均 15－30 册，那么一个班级图
书馆至少也在人均 15 册。但是各个班
级的情况非常复杂，需求也不尽相
同，因此，老师还要根据实际情况配
备充足的图书资源。

二、阅读策略让阅读更扎实。在阅
读活动中，我们的思维是非常活跃
的。一个好的阅读者在阅读中会运用
各种阅读策略去解读文本并建构意
义。其实，在我们的阅读过程中，很
自然地在利用一些策略、方法来帮助
理解，如预测、推论、连结等阅读策
略。但这些策略往往在我们的阅读教
学中被忽略。阅读能力是要学习才能
得到。学习过程包括环境中有丰富的
阅读材料以及有成人引导，透过阅
读，帮助学生对所读材料有较深度的
思考。

有的老师可能会问：“难道我们日
常的语文课堂教学不是也可以进行阅
读策略教学吗？”当然可以，但是教材
并不是让学生习得某种阅读策略而进
行编排的，班级读书会可作为阅读策
略教学的主战场。正如赵镜中教授所
说：“班级读书会不是教学，不是全
部，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我们的
课堂阅读教学，让课文的阅读教学也
能带进这样的理念。”学生在班级读书
会上所学会的阅读策略将帮助学生理
解课文，让学生养成阅读及思考的习
惯。

如何将文学圈与班级读书会有机
融合，让班级读书会做得更扎实、更
有实效，还需要广大一线老师大量实
践，探索切实可行的方法，为儿童阅
读推广工作开辟新的路径！

（作者系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城
关小学语文特级教师）

文学圈里“真”阅读
李志刚

日本自然科学绘本大师松冈达英
今年 72 岁了，但却被大家称作“昆虫
少年”。前不久，他结束了为期一周的
行程，这也是他首次到中国，并带来了
他的绘本《和雨蛙爸爸一起采集昆虫
初体验》《雨蛙老师的趣味自然课》等。

松冈达英自幼喜爱昆虫。7 岁
时，为了和小朋友比赛谁抓的虫子
多，他开始喜欢观察自然，然后拿画
笔把自己看到的虫子画下来。24 岁
开始，他出版了以自然为主题的绘
本，拿到第一笔稿费后，他立刻动身
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在那儿见到了世
界上最大的凤蝶和鸟翼凤蝶。之后，
他的足迹抵达美洲、大洋洲、亚洲、非
洲⋯⋯寻找昆虫，然后用画笔描述出
自己看到的神奇的大自然，荣获过
IBBY（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荣誉奖、
日本绘本奖、日本厚生省儿童福祉文
化奖等多项大奖。

到了老年，他回到了起点，回到
初心处，把工作室建在自己故乡——
日本长冈市的山林里，希望把自己这

一生所有的遇见，分享给那些和他一
样热爱自然与画画的孩子们：

“榴莲在日本好贵，我小时候吃
不到。30多岁到马来西亚，终于吃到
榴莲，觉得好香。”

“照相机与画画完全不同，动物
的生存环境与各种细节，是照片无法
呈现的。”

“我最喜欢甲虫，最不喜欢蟑螂，所
以画蟑螂时都是它们在互相吃对方。”

此次来华，松冈达英见到中国小
读者时说：“我去了深圳，还去了万里
长城，在那里看到了很多特别罕见的
昆虫，如果带了捕虫网的话，一定要抓
几只蝴蝶回来，只可惜没带。”

“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这件
事本身就是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和
大自然做朋友，更好地了解周围的环
境，与环境和谐相处，才能活得很幸
福。”松冈达英说，北京的路边有很多
树，大家去学校或者其他什么地方都
可以看到，应该仔细观察这些树，其
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跟松冈达英到自然去
本报记者 却咏梅

《险境生存》（共四册）
(美)大卫·伯根尼希特 等著
天地出版社
这是一套极具特色的冒险小说，也是一套实

用版的冒险手册。作者在攀援、航海等领域组织
专家团队，将探险知识、简洁而实用的自救技巧与
野外生存本领融入到奇妙的文字与情节当中，打
造了一系列刺激而有趣的故事，引领孩子们在危
险环境中镇静从容，险境求生。

编者按：10 月 10 日，本版刊发了“班级读书会的价值在哪里”主题讨论之后，引起很大反响，一些教师发来文
章谈自己开展班级读书会的体会、方法和思考等，我们选取其中的一篇发表，以飨读者。

麦田守望

图书角

《爸爸的故事》
梅思繁 著 新蕾出版社
20 年前，有这样一位首先是爸爸的作家梅

子涵，创作了一本 《女儿的故事》，记录女儿的
成长点滴。似水流年间，书中的女儿“梅思繁”
已经长大，为了致敬父亲，梅思繁创作了一本

《爸爸的故事》。她用温润如玉的文字写下过往的
成长岁月，只不过这一次书中的主角换成了那个
一直默默陪在女儿青春里的父亲。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学校文化是学校的精神生命与灵魂，是
学校办学理念、学校精神、人文追求的综合
体现。自 2014 年 7 月始，英国剑桥大学数学
博士卢雪芬女士开始在江苏省大港中学筹划
成立“容领挑战”项目，旨在培养青年学生
具有国际视野和领导力的道德情怀、行为品
格，开展有针对性和方向性的体验活动，让
他们能够积极应对人生的挑战，且以自身的
成长进一步感动和影响他人。

江苏省大港中学的特色“容领活动”，
是以包容文化来培养新生代的领导力素养。
容领活动秉承“有针对性的学习比学习本身
更重要、有方向性的提升比提升更重要”的
信念，有效组织学生开展“容领挑战”的各
项活动。学校组建了一支有思想、有活力、
有追求、高效率的容领团队，建立了十个相
关的子项目，并明确相应的负责人。江苏省
大港中学根据年级不同，还设计了领导力不
同的核心元素体验活动。高一年级领导力核
心品格为井然有序、言行一致、专注；高二
年级领导力核心品格为守时、勇敢、尽责；

高三年级领导力核心为自律、敬重、诚信。
让学生结合自身的兴趣，通过自我定位、自
我设计、自我管理提升个人素养和社会实践
的能力，帮助学生强化优良品格的养成。

为了更好地开展容领挑战活动，江苏省
大港中学结合地方资源，确定了若干个校外
活动基地，包括支显宗学校茶艺基地、三山
小学田歌基地、辛丰小学珠心算基地、谷阳
敬老院、米芾书法公园、镇江市博物馆、镇
江醋文化博物馆、谷阳社区等，培养学生尊
重乡土文化、崇尚科学、乐于服务和奉献社
区的精神，并把这些精神扩充和推广到更广
阔的范围。

省港中党委副书记庄红君对于“容领挑
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她看来，通过个
体的生命去影响另一个生命体，最终实现自
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打造，其本身就体现出
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这与江苏省大港
中学践行“文化关怀，师生共进”的办学理
念极其吻合，也从根本上挖掘出学生潜能，
培养学生优良品格。

文化关怀 师生共进 用生命影响生命
——江苏省大港中学“国际容领”项目纪实

2016年7月24日，国际容领中
心秉承“生命影响生命，成就不一样
的人生”的宗旨，在江苏省大港中学
隆重举行了国际容领·新生代人才培
养项目开幕暨“国际容领中心·中国
镇江基地”揭牌仪式。仪式以“国际
容领”为主题，针对当代学生核心素
养的塑造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致力
于培养品学兼优、诚实勇敢的新生代
人才，打造一所富有朝气、彰显品位
的特色品牌学校。

仲校长与杜宇

剑桥大学副校长为基地授牌

国际容领开幕式

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类加快了向现代
社会迈进的步伐，中国加快了向世界强国
的发展步伐，培养既有中国文化根基又有
国际视野的卓越领导力的人才，已经成为
当今时代基础教育的重要使命，成为基础
教育面临的紧迫任务。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以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为基本
原则，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
分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
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

“容领活动”不同于当下中国盛行的传统应
试教育。传统教育让所有学龄段的孩子，
天天埋头于课本，禁锢于课堂，遨游于题
海，受制于教师和家长的管束，缺少思想
与个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容领挑
战”项目以“诚信、包容、竞争、创新”
的价值取向，引领文化发展。包容不是简
单的多种文化共存过程，而是各种优秀文
化相互吸收的过程，或者说是一种文化交
融。在这种相互吸收过程中，会产生新的
先进文化形态，而这种新文化形态必然具
有无限生命力，这为“容领”教育的产生
奠定了基础。

基于以上对包容文化的认知，卢雪芬
博 士 牵 头 创 办 了 容 企 （Inclusive Busi-
ness Lab） 和 容 爱 基 金 会 （Inclusive
Business Foundation），以此作为“容领挑
战”项目的实体支撑。通过与世界一流大
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联系国际行业专
家、全球包容性企业的精英志愿者，将国
际视野下领袖品格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有机结合，让学生在“容领计划”中
体验“领导品格”，在国际文化交流的环境
当中，亲身担任“领导”角色，学习团队
合作精神，不断挑战生活和学习中的种种

“不可能”。
在江苏省大港中学开展“容领活动”

以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组建了一
个个容领项目团队，团队成员利用双休日
和节假日，积极参与形式多样的容领挑战
活动。诸如与美国好莱坞的动画大师刘大
刀导演交流互动；参与来自剑桥大学容领

伙伴的“Maths Coffee”（数学挑战），他
们用经济实惠的材料，结合所学数学和物
理知识完成了一座座桥梁的设计制作；他
们面对国际一流光电专家、剑桥大学的副
校长 Ian 先生时，主动热情问候，虽然英语
表达不大流畅，但脸上洋溢着自信。

江苏省大港中学“容领挑战”项目的
口号是：“生命影响生命，过有意义的人
生”。那怎样的人生才有意义？著名心理
学家马丁·塞利格曼说过这样的话：追求
有意义的生活，就是“用你的全部力量和
才 能 去 效 忠 和 服 务 一 个 超 越 自 身 的 东
西”。在江苏省大港中学开展容领活动的
过程中，项目团队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用自
己的全部力量去服务和帮助别人：来自马
来西亚的富商庆氏姐弟，来自美国的著名
企业家布恩先生和投资家凯瑟琳女士，来
自剑桥大学的数学博士凯伦，来自香港的
摄影师阿敏，来自美国的音乐大师奥利弗
先生和玛丽莎女士，还有来自中国南京的
大学生志愿者小栾和她的同学，他们先后
放下手头的工作和学习，来到大港中学参
与容领项目活动。

中国学者兰久富认为：“人在生活的各
个方面都有价值观念，不是这样的价值观
念，就是那样的价值观念，总会有一种价
值观念为人所把握，总会有其他价值观念
为他解释生活的意义。”江苏省大港中学的
容领挑战活动，就是通过包容文化帮助学
生树立一种价值观，发现并且发挥个人特
殊的禀赋，从而培养学生的道德勇气，随
时开启他们的领导路程，迈向有意义的人
生。

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江苏省大
港中学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抓手，以

“容领活动”为平台，以立德树人为宗旨，
在学生教育领域不断开拓创新，勇立潮
头。在崇尚德行与素质的特色教育趋势
下，江苏省大港中学秉承大方略要求，犹
如翱翔于天际的鲲鹏，扶摇直上，鹏程万
里！

（仲伟贵 陈 成）

自“容领挑战”项目实施以来，开展了
一系列针对性极强的体验活动，培养了学生
积极应对人生挑战的能力。今年理科高考
415 分的杜宇同学凭借在容领团队的历练，
参加清华大学自强计划考试，以江苏省之冠
的成绩获清华大学降 50 分录取。文科高考
407 分的朱躐熠同学在高二时加入容领团
队，多次参加学校组织的对外交流活动，分
享成功人士的“成功心得”，开阔视野，树立
信心，激发了自身的潜能。农村学子葛志敏
加入学校容领团队之后，改变了自己多年来
的腼腆性格，在“国际容领中心·中国镇江
基地”揭牌时任开幕式英语主持人，面对来
自国内外的嘉宾，他从容大气，自信淡定，
现场气氛被调节得恰到好处。

台湾伊士脈泉旅公司总裁辜恩光先生，
应容领挑战项目团队师生的邀请，出席“容领

活动”并分享了他的人生故事。辜恩光先生通
过一次泡温泉的经历，驱动他对“地热能转化
电能”的新思考，最终诞生了一项关于绿色能
源的国际发明专利。在分享过程中，给予师生
众多成长感悟——独立管理自己的人生、学会
生活应先学会生存。在活动期间，团队成员在
轻松而热烈的氛围中，战胜胆怯的心理，踊跃
发言，表达自己感受和体会，体验成长和分享
的快乐。项目成员岳文同学表示，自己在与不
同领域的专家互动之中，培养了自信心以及面
对未来挑战的勇气和能力，形成了追求超越的
更加宏大的目标。

这一系列成功案例的背后，凝聚了江苏
省大港中学全体师生的不懈努力与孜孜不倦
的追求。“容领活动”以辉煌灿烂的成绩，诠
释了江苏省大港中学对于学生教育的深刻理
解，不断谱写着素质教育领域的新华章。

创新理念，开启学生“领导”之路

强调行动，“容领挑战”激活学生潜能

冲破藩篱，以包容文化引领当代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