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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伴随着高考语文的结束，高考
作文又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

走出考场的张同学兴奋地说：“今
年的高考作文题我觉得不难。看到题
目，我就想到了自己的一段切身经历，
我写着写着自己都感动了。”

李同学也说道：“今年的高考作文
题，感觉像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话题，我
深有感触，很快就写完了。”

“作文恐惧症”曾经是许多中学生
的通病。以前，总是听到学生的抱怨
声：“时间太短了，不知道写点什么。”

“每次就靠背会的那几个例子拼凑字
数。”

而老师面对学生的作文也很头疼。
“有一次，我让学生们写一篇反映父母
对自己关爱的文章，全班有三分之一的

学生写了自己生病、父母悉心照顾的情
节。写一件好事，经常是老奶奶过马
路；写妈妈，总是鬓边的白发；写老
师，总是带病为我们上课……”不少学
生的作文写作，都陷入了“模式化写
作”的陷阱。

谈及今年不再谈“作文”而色变的
原因时，学生与老师们都不约而同地认
为受益于最近的流行“意林体”。

“意林体”是个什么体？概括为简
单的一句话：500字以内的心灵鸡汤式
的励志小故事。“意林体”一词起源于
励志刊物《意林》，《意林》曾被誉为

“深受青少年喜爱的心灵读本”之一，
阅读起来轻松愉快，让人产生顿悟感，
对学习、生活具有启示意义；故事的题
材丰富多样，或来源于名人经历，或来
源于身边小事，看似随手拈来却拥有无
穷妙趣。

福州市的一位家长说：“早在女儿
上小学时，她们班的老师就对我推荐了
《意林》，说《意林》是本极好的书，内
容精彩纷呈，文章也意蕴丰富，我当时

马上订了全年的《意林》。一个学期之
后，女儿的语文成绩有了显著的提升。
前些日子，16岁的女儿还获得了省征文
竞赛一等奖。我心里明白，这其中亦有
《意林》的功劳。”

来自山东青岛的刘同学坦言：“其
实看《意林》，读‘意林体’，并不在于
记住了书中的多少故事，而是让以后我
从中学会了一种表达方式，学会了观察
生活和细节，用自己的语言与切身经历
来说明道理。我觉得学会了这种方法，
无论老师出什么样的题目，都不会无话
可写了。我想，即使是高考作文也难不
倒我了。”

对于“意林体”在中学生中的流
行，北京人大附中的黄老师是这样看
的：“中学作文教育的基本要求是教会

学生用文字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
感、所思如实地表达出来。但长期以
来，一些作文教学变成了纯技法的训
练，学生们写出来的文章千篇一律，只
知道套用模式、范文，缺乏灵性和自己
的感悟。随着语文教学的改革，这种模
式化的作文难以适应现在中学作文要
求。‘意林体’温馨感人，风格活泼多
变，正是契合了中学作文教育的这一特
点，鼓励学生用自己的文字把自己的所
见、所闻、所感、所思如实地表达出
来。‘意林体’的流行是一种非常可喜
的现象。我也多次向我的学生推荐过
《意林》系列杂志。”

其实不只是治愈了学生的“作文恐
惧症”，“意林体”更是一味治愈广大青
少年“青春伤痛”的暖萌良药。

作为专为中学生创办的学生励志杂
志，《意林》以及旗下杂志，所选取的
文章都与中学生的生活以及热点话题密
切相关。比如，《意林》 杂志开办了

“培根体”栏目，引导学生对时下的热
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可以看到
别的读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学会从另一
面考虑问题。《意林》 杂志还开辟了

“特别校园”栏目，分设“学霸江湖”
“闺蜜照相馆”“初心纪念墙”等与中学
生身心相关的小栏目，受到广大中学生
的欢迎。

不少中学生纷纷来信，称“意林
体”是治愈青春伤感和心灵隐痛的

“暖鸡汤”，《意林》系列杂志是伴随一
代又一代青少年成长的“正能量好闺
蜜”。

深懂青少年的“意林体” 让作文生动起来

深懂青少年的“意林体”

创新教学模式
倾情打造高效课堂

寒亭区第二实验小学为了进一步提
高学校办学水准，通过考察名校，结合
学校实际，外学内创，全力推进“5+
1”学生自主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其

中，“5”是指课堂教学的习、探、晒、
练、总五个主要环节。“习”即预习，

“探”即探讨研究课堂难点，“晒”即展
示成果，“练”即巩固加强课堂所学，

“总”即教师最后总结。“1”则是指将
评价这一条线始终贯穿于课堂教学，它
包括 （学生自评、生生互评、教师点
评）三评合一，起到引线穿针，活跃课

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作用。
为提升教研教改领导力，学校领导

班子成员深入教学一线，定期走进课堂
听课，组织评课，开展教研活动，并施
行弱科包靠制度，按每位班子成员包靠
1门弱科，弱科转化成效明显。

两确定一开发五衔接
打造动态课程群

伴随教研领导力的不断提升，以及
课堂教学改革的持续深入，寒亭第二实
验小学把改革重点放到了学校课程设立
上。着力抓好“两个确定、一个开
发”，即确定课程整合总目标、确定整
合内容及开发执行课程。所谓确定课程
整合总目标是指根据国家课程标准，结
合学校实际，开放性的对国家课程，地

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加以整合，形成校本
执行课程，让学科课程在整合中为我所
用，让学生在整合中提升学科素养；所
谓确定整合内容是指以国家课程为中
心，整合三级课程资源，即学科内整
合、学科间整合、学科外整合；所谓开
发执行课程是指执行课程开发，实施

“核心课程+综合课程”的方法。
同时，学校对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

进行了提升，实施“五衔接校园文化，
对学生进行时时教育。即：衔接校园文
化，对校园内部进行了重新的设计与定
位，把它们做成课程；衔接班级文化，
打造快乐特色教室，把教室建成课程。
利用教室墙壁进行“温馨教育”；衔接
楼道文化，让老师引导孩子把实践的成
果、体会和收获展示在楼道里，把楼道
做成课程；衔接健康文化，引导学生有

一个健康的心理、强健的体魄，把心理
健康课和阳光体育课做成健康课程；衔
接节日文化，鼓励学生利用节日、假期
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做成实践型课程，
从而为学校发展奠定了基础。

开展“国学三浸”经典教育
助推学生习惯养成

为积极响应国家领导人提出的“要
把经典诗词嵌在学生脑子里”的号召，
学校瞄准“大阅读”课程项目，开展

“国学三浸”经典教育，助推学生习惯
养成。“国学三浸”经典教育主要是指

“浸润校园”“浸润家庭”“浸润人
生”。

一是经典浸润校园。充分利用学生
在校时间，实现诵读内容“三个一”

（每周一段国学经典、一首诗、一首
词）。

二是经典浸润家庭。充分利用课外
时间，通过家校联系卡、QQ群、微信
群、家校通云平台等多渠道，实施家校
联动育人机制，向家长宣传相关教育理
念，提高家长对国学经典教育对孩子成
长重要性的认识，得到家长的全力支持。

三是经典浸润人生。让学生在国学
经典的熏陶中学会逐步调整自己的行为
习惯、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践行学
经、明经、行经，在“学中行，行中
明，明中乐”。让学生明白只有从小饱
读经书，才能实现“气自华”，成就非
凡辉煌的人生。目前该校学生读诗背经
已蔚然成风，亲子共读卡、诗配画等已
积累并装订成500多册。

（杨卫东 尹来梅 肖好军）

创新课堂教学方式 打造特色教育品牌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多措并举打造特色教育名片

近年来，潍坊市寒亭区不断加大特色品牌学校的建设力度，取得了良好
的育人效果，初步形成了一校一品特色发展格局，其中，寒亭区第二实验小
学成为特色品牌学校中的佼佼者。

学校始终坚持“养成好习惯，成就好人生”的育人理念，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以生活化、综合化、学术化、传统化的“四化”为导向，按照“科学
规划，稳步推进，凸显特色”的工作思路，深化课程、课堂改革，完善教
学、教研制度，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学生能力得到全面发展, 走出了
一条成功教改之路。

春风化雨——自由阅
读，有氛围

步入学校大门，走过一段宽阔的
路段，一片花团锦簇中一块镌刻着

“明礼崇德、求知求真”的校训壁映
入眼帘。放眼看去，草坪青翠，绿荫
掩映，“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
之味，愈久愈深”（程颐），“腹有诗
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苏
轼）等读书格言随处可见，书香氛围
扑面而来。

据了解，为保障学校书屋建设工
作的开展，学校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积
极推进校园书香文化发展的工作制
度、保障机制、经费投入机制和奖励
办法。同时，精心规划各个场所，打
造了“一馆一院一室，一林一墙一
角”六大书屋功能区。

“一馆”指的是图书馆，面积
6300平方米，26万册图书。“一院”
指的是项家书院。“一室”指的是教
师休闲书吧。

“一林”指的是学校的树林。在
面积两千多平方米的黄桷树林，近百
棵二十余米高的黄桷树形成浓密的树
荫，只见青青草地、弯弯曲曲的步道
和休闲桌椅，三三两两的学生在此读
书交流。

把课堂搬到教室外小树林，是语
文组周鹊虹老师很喜欢的课堂形式。
他上高中语文课《春夜宴从弟桃花园
序》，正值学校百花盛开，阳光、草
地、鲜花和着李白的诗歌，“天地共
一色”。师生们还在小树林举行林下
诗会，孩子们朗诵自己的作品，周老
师现场即兴点评。清风和煦，紫薇满
园，“在天地的怀抱里阅读，是多么
美妙的体验呀！”

“一角”指的是学校每间教室都
设立“好书推荐角”和教室黑板报专
门开辟《读好书》专栏。“一墙”指

的是每个教室朝内院的外墙，学校
建设的室外书架，与教室里的图书
角里外相应。读书、换书，交流心
得，阅读，随手可触，随处可得，相得
益彰。

从教伊始，初中语文组郑文老师
就有一个小小的梦想：为所教的学生
建设一个班级图书馆。如今，愿望
已经达成，目前班级书籍已达到五
百余册，“它，浸润了三届学生的书
香记忆。”郑老师还在每一本书上盖
上了一枚藏书章，印章取材于法国
作家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中
经典的点灯人的形象，读一本书，
点一盏灯，让生生共读和师生共读成
为常态。

授受有道——自主阅
读，有指导

为引导师生们多读书、读好书，
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学校形成了一
整套系统的实施策略。

每月一期，推荐好书。学校根据
学生阅读兴趣和阅读需求，在校内开
辟书目推荐专栏，向不同年级的学生
推荐不同的读物。

初中学生一入学，就会收到一份
礼物：一百本必读书单。《小王子》
《小毛驴和我》《夏洛的网》《列那狐
的故事》等，从人文、社会、经典等
方面指导学生进行有计划的深度阅
读，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欢迎。

课内课外，读书交流。在非毕业
年级的每一节语文课，课前三分钟，
让每个学生介绍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同时，老师把课外阅读挤进了课堂，
开展群文阅读，鼓励学生读整本的
书，读整套的书。

读书沙龙，共研分享。教师每个
月读书后，由学校组织读书沙龙活
动。谈读书体会，大家一起研讨，并
评选出书香家庭、书香教师等。邀请

专家学者高校教授等来校进行读书交
流活动。学校还建立党支部学习型组
织，常年坚持党员、干部带头读书，
带动教师、学生、家庭共同阅读。

课程建设，引领阅读。每周二下
午两节课后，是学校的校本选修课时
间，教师都会带领大家进行集体阅
读，并针对阅读指导，设置国学、阅
读、朗诵等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喜好自主选择，着力阅读内容的深
度拓展，阅读知识的广度扩展，阅读
能力的长度延展。

请进大家，推动读书。学校经常
邀请著名学者、作家等到校进行全校
性的大型读书推荐活动。

去年，邀请了江苏卫视科学真人
秀《最强大脑》主持人、复旦大学国
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副教授
蒋昌建，著名作家苏童，著名诗人欧
阳江河，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张清华，西南大学文学院
院长张春泉等。

“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高峰，是高
于生活之上的智性思考，是启迪人们
走向人文精神领域的重要载体。文学
对于一个人和一所学校都有非凡的意
义。”重庆一中校长唐宏宇坦言，在
当今这个物质充斥、技术爆炸的时
代，文学的式微成为现代人的一大困
惑，但是无论如何，校园应该成为文
学最坚实的阵地和城堡。

宁静致远——自觉阅
读，有特色

据介绍，除了大年三十、正月初
一、正月初二这三天，学校图书馆阅
览室全年都对师生开放。

一位高二的学生说，过年，家里
人来人往，就想找一个安静的环境看
看书，得知学校图书馆开放，就来看
看，窗明几净，柔和的灯光，还有空
调和热水等，果然很不错。

“书籍让我们发现了世界的美
丽，惊叹生命的神奇，仰观宇宙的
博大。”获得重庆一中2016年十大校
园读书榜样的任钦语同学读过很多
书，有历史、文学、经济等等，她
最喜欢的是《苏菲的世界》和《瓦
尔登湖》。这两本书，“唤起了我对
生命的赞叹，对生活的感悟，让我
逐渐把自己当成一个生命而非个体
来看待。”在她看来，要把思考、感
悟与阅读结合在一起，才能品得书
中真谛。“我们要用优秀学生读书榜
样，带动更多的学生热爱读书。”学
校党委书记欧健高度重视学生的阅
读引领。

据悉，学校坚持多年寒暑假给师
生推荐阅读书目工作，而且还给老师
购买书籍，每年教师可以免费从学校
图书馆选择多本书籍进行阅读。开展
教师读书活动，是书香校园建设的先
决条件和重要内容。

每年放假前两个月，学校教科室
就开始教师阅读书目的征集、甄别、
遴选，经过不断的优化筛选，确定了
经典精品图书供老师们阅读。

除了推荐中外名著外，还有教
育、艺术、政治、经济、文化、历
史、哲学以及部分生活类，如育儿、
美食、养生等书目，让阅读更加多元
化。

“我们还鼓励‘抱团’读书。”该
校教科室谭顺福主任说，学校鼓励老
师们以办公室或者备课组几人、十几
人为单位，组合选择书目，“选一本
读十本”，教师在集体的阅读中收获
更多。

假期读书指导活动、阅读书林读
书活动、课前读书推荐活动、聆听花
开朗诵活动、书香文明展示活动、作
家诗人校园活动、教师读书沙龙活
动、学校师生赠书活动、校园集体书
画活动、阅读课程指导活动……校园
十大书香活动，让阅读成为学校的一
种教育教学常态。

枝繁叶茂——自在阅
读，有生长

《一滴水》《二月草》《山石恋》，
厚厚的 3 本诗集，共计 980 余首诗
歌，你能想到吗？原创诗歌的作者竟
然是学校一位教数学的退休教师。短
短一年余，平均每天高产两首诗歌。
是什么激发着她蓬勃无穷的创造力
呢？

今年59岁的钱亚，初高中在重
庆一中就读，洒下了青春的汗水。大
学毕业后，她回到重庆一中，作为一
名优秀的园丁，35载辛勤耕耘，哺育
了千余名英才。“重庆一中”成为她
生命里很重要的符号，她带着眷恋从
这里出发，她又满怀着爱回到了这
里。如今，写诗成了她退休生活的一
大乐趣。她的第四本新编诗集《蓦然
回首》已经出版。她还把自己的诗集
送给书院，与师生共享。

统计显示，书香校园建设带动了
全校师生自主阅读。每个月都有各种
各样丰富多彩的读书沙龙活动，有十
几位老师建立了自己的读书微信公众
号，浓厚的阅读氛围也感染和带动了
学生的阅读。近年来，老师学生们的
广泛阅读，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在各
类读书和征文比赛中，重庆一中师生
获得了数百项奖励。

唐宏宇认为，教育是在尊重人自
然属性的基础上，通过道德培养与知
识传授等一系列教育行为，使人的内
在潜能激发出来，进而形成一种内在
自 觉 。 构 建 一 个 成 就 自 觉 者 的

“场”，让自觉者在“场”中自由生长
其个性，这是学校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所在。

“书香轻拂沁心灵，诗行轻滑渗
血液”。书香校园建设，让灵动的心
自由地翱翔于“学海”“书山”之
间。

（周鹊虹 潇 雨）

书香四溢 激荡起生命的涟漪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纪实

项家书院，一座位于重庆沙坪坝区重庆一
中校园内的明代宅院，雕梁画栋，古色古香，
风雨沧桑走过了500年的历史。这里没有喧
嚣，流连于此，时光也放慢了脚步。一片叶
子、一杯香茶、一缕阳光，不艳不黯、不冷不
热、不偏不斜，和煦柔软；一本书，一把椅
子，刚刚好。

这里是传承文脉记忆的“乡愁园地”，书
院里的校史馆，荟萃了名家的办学历史、光荣
的革命传统，是学校凝心聚力的“精神家园”。

今年5月，重庆一中被中国图书馆学会评
选为2017全国美丽校园书屋，为底蕴深厚的
校园文化又添俊秀一笔。

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使重庆一中对书香
校园建设有着别样的执着。多年来，重庆一中
在“尊重自由，激发自觉”的办学理念激发
下，自强不息，以“发展自觉力，成就自觉
者”为办学目标，大力推动书香校园建设，形
成了“自由阅读、自主阅读、自在阅读、自觉
阅读”的良好风尚，从书香校园建设中找到了
理念达成之路。

同学们在校园小树林交流读书体会同学们在校园小树林交流读书体会

有近有近500500年历史的项家书院年历史的项家书院，，为重庆一中校为重庆一中校
园阅读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园阅读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骆勤骆勤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