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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父亲的两本诗集通读了 3
遍，特别喜欢看他写在每首小诗旁边
的诗评，父亲的诗歌是真诚的，他用真
诚打动人，表达对大海、对自然、对生
命的热爱，对善良的追求，我也渐渐理
解了父亲为什么希望我成为一个真诚
善良、心胸宽广的人。突然觉得，我和
父亲的联系是多么的亲切。”学生的爸
爸是上世纪80年代颇有影响的诗人，
可是孩子却从来没有翻看过父亲的诗
集。上了初一，9 月的 3 个星期里，我
们一起通读了北岛的《给孩子的诗歌》
后，他写下了成长的文字，这是通读诗
集带来的感受和顿悟。

“我会在年轻的时候模仿你，在年
老的时候感谢你。”学生高度凝练而热
烈地写出父亲诗集对他的影响。重新
发现生活，是整本书阅读给少年阅读
者的价值。和学生一起，寻找打开一
本书的方式，对语文老师则是妙不可
言的职业美感。

整本书阅读，必须是自由而从容
的阅读过程。这种阅读特性是以充足
的阅读时间作为保障的。就阅读时间
来说，每本书的阅读时间应该不少于
一个月，学生基于这个大致时间，进行
合理分配。给足阅读时间，是整本书
阅读保障的很重要的一环，我的原则
是周三和周末不布置整本书阅读以外
的语文作业，以保障学生在课业负担
过重的背景下，有足够的阅读时间。

“一般来说我们一个月到一个半
月做完一本书的阅读和相关活动，我
一般是第一个星期就看完了。大概我
算是课外班上得少的闲人，做摘录、写
笔记、做考据等等每周要用上小半
天。我们班像我这样的闲人不少，被
问起周末安排时也总会说‘哦，我周五
晚上是要看书的’。”一个学生说。

初中生的整本书阅读书目需要一
致性和开放性。既要有课程目标的指
定书目，又要考虑切合班级学生实际
的阅读能力和阅读环境的指定书目；
也要有学生基于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主
张，进行个性化阅读的独立书目，在规
定性和独立性中，应该有渐进过程的
体现。这个梯度并不是台阶式的，梯

度并不意味着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应
该是空间立体的。我主张以诗歌入
手，以小说过渡，以多样性激发，以经
典归结。例如在部编教材七年级上学
期的整本书实践中，我就是以“认识自
我和世界的丰富性”这一核心主题设
计展开整本书阅读实践。以北岛《给
孩子的诗歌》开启“孩子—诗歌—世
界”的认知空间；以《朝花夕拾》建构

“成长—伙伴”的意义探寻；以《西游
记》塑造“自由—烂漫”的童心世界；以

《大地上的事情》审视“生活—自然—
我的独特”的个性存在；以《湘行散记》
品味“历史—生存—生命”的个人思
考。

整本书阅读，必须具有真实而独
立的阅读体验。其真实性在于，它区
别于碎片化、备考化阅读，其本质特征
是书册的连续性阅读，必须具有时间
心理以及阅读技能、阅读获得的连续
性特质。真实性是其核心，阅读的延
续性中有反复延宕、停滞不前甚至消
极被动的特征。因此，教师应该基于
学生阅读能力和阅读实际，基于整书

阅读的意义和价值建设，进行整本书
阅读的预设性指导。教师的预设性指
导要尊重初中生的阅读能力，顺应其
阅读天性。

第一，学生能够实现且阅读和生
活关联。

在阅读北岛的《给孩子的诗歌》第
一次阅读指导中，我进行了如下的阅
读设计：读《给孩子的诗歌》P80——
P90 页（注：这部分诗歌易懂，没有阅
读障碍）

1.摘录20个好词语，抄写。
2.摘录4个好句子，抄写。
3.选择最喜欢的3个句子，先抄写

句子，再写出你喜欢的理由。小学升
入初中的开始，喜欢好的语言是学生
阅读的小学经验和寻美之初，不妨尊
重之，以后阶段慢慢淡化甚至淡出。

4. 写一篇感悟 （400 字左右），
但要有一个响亮的题目。可以选择其
中一首诗歌鉴赏；也可以选择自己读
完这几首诗歌整体的感受谈一谈；还
可以谈谈自己小学以来读诗歌的故
事；写写你拿到这本书，第一次翻读

时候的细微感受；爸爸妈妈给你这本书
时候的情景；谈谈自己上次写诗歌的过
程 （之前我们一起读过顾城的 《我是一
个任性的孩子》，让孩子们写过 《我是
一个××的孩子》，并制作了班级第一本
作品集子）；可以写一个你认为有些诗人
气质的同学，你和他交往的故事⋯⋯总
之，一定会有自己的想法，你一定能找
到写作的支架⋯⋯阅读的指导关注感
受、故事、情景，并且都和当下的阅读
生活相联系，重视记叙性表达，这样有
趣一点。

第二，有助于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
能在阅读中前行。

就阅读策略而言，整本书阅读的最
初指导需要教师的整体设计，更要尊重
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出现的被法则和惯例
约束的不自在，师生互读，交流分享，问
题发现，即时进行适当的过程性矫正。
上一届学生阅读《朝花夕拾》多了语言零
碎的格式化赏析，学生总是卖力地用修
辞等有限的语言知识来体悟语言的内容
和意义，不免隔靴搔痒甚至与原义大相
径庭。而这种以有限的人生阅历来阅读

无限意义的做法，最终与语言的魅力渐
行渐远，也自觉捉襟见肘，自动放弃。对
于初中生来说，最容易理解的切入点，应
该是他们最熟识的成长世界。我主张

“以成长和伙伴为视角来读《朝花夕拾》”
的阅读策略，适当将阅读路径细化：

以“成长”为视角，梳理书中人和事
进行个性化阐释。在全书阅读中，梳理
鲁迅回忆的人和事，关注语言本身中的
意味，关注每篇散文记叙的基本内容、抒
发的强烈感情、品读精妙的笔法是必要
的，这是基础的阅读阶段。但是这个阅
读的目标可以设计为贴合学生阅读实际
的阅读作业来完成。

仔细阅读《朝花夕拾》，关注书中能
够读懂的人和事，参考林语堂先生的《苏
东坡传》相关写法，选取文中你最感兴趣
的几个生活片段，尝试为鲁迅先生写一
篇小传。因为有了具体的任务，还有了
语言和叙事的模仿对象，学生的读和写
有了很好的带动，读鲁迅、写鲁迅变得不
是那么困难了。

第三，多元而开放的阅读方法带来
阅读视野的开阔。

阅读方法因人而异，但是多样性的
方法必然有助于整本书阅读的推进，特
别是应对任务型阅读的疲劳和重复。阅
读《湘行散记》，我们进行了下面的阅读
尝试：

1. 尝试画一画湘西的地理河流图，
湘行的行程图。

2.评选出“湘行之最”：最美的地名、
最危险的地方、最美的人、最美的草、最
美的爱情、最美的船、最美的水手⋯⋯

3. 跟着沈从文，你最想去什么地
方？为什么？

4. 以下列核心词为参考题目，以阅
读感受和阅读内容为载体写一首诗歌：
雅、俗、多情、无情、夜、桃源、凄苦、河流、
历史、美好、失去⋯⋯

就教师而言，整本书阅读就是带着
学生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读书，留下阅
读的痕迹。也许学生最初的被动读书是
不快乐的，有一种被逼无奈之感。慢慢
的，主动去读，就有可能真正与心灵发生
联系。在书页的翻动中，在思考中，每个
小小的阅读者都在一步步朝着自我的可
能性去靠近，靠近书册的力量和永恒。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
人学校教师）

和学生一起和学生一起，，打开一本书打开一本书
刘竹君

“整本书阅读”系列③

阅读现场

随着阅读热持续走高，绘本课在
绘本馆成为一种教学常态，并大有向
小学课堂延伸之势。绘本作为教材，
抑或用绘本做公开课，已经成为老师
们不约而同的选择。

然而，许多绘本课看似热闹，区别
其实很大，无论是选本初衷、教学设
计，还是授课方法、课程设置等，由于
没有统一标准，可谓五花八门。一些
教师在教学中缺乏设计，以提问贯穿
绘本阅读的始终：在一连串的“你看到
了什么？”“你想到了什么？”“你懂得了
什么？”的追问下，绘本课变得索然无
味。有的老师反其道而行之，本着“绘
本是读给孩子听的书”的理念，纯粹以
朗读者的身份出现，读完故事就上完

课，不启发、不质疑、不点拨、不指导，
使绘本课意义缺失。还有的地方把绘
本课堂退化为识字工具，或者被当成
一般的语文教材来教学，引导孩子研
读文本，从字词句段到篇章结构，事无
巨细，令人蹙眉。

绘本课或许跟其他课一样，各有
各的上法，实则有一些基本的教学原
则，到底该如何看待当下“长相不
同”的绘本课？理想的绘本课应该是
什么样的？在翻看袁晓峰主编的 《春
天的绘本课堂》《秋天的绘本课堂》
时，似乎可以一窥绘本课堂的“眉
目”，触摸到靠谱的绘本教学——那
就是绘本教学不只是讲故事，不必一
定循着从封面、腰封、环衬讲到封底
的顺序，还可以欣赏图画，结合图文
洞察人物的心理变化，了解作者及故
事背后的深意。甚至可以将绘本作为

一个抓手，引导学生开口说话，创编
故事，发表对人物或故事的看法，引
领学生借助绘本去阅读更多的童书，
夯实阅读习惯。

之所以说这两本书比较靠谱，是
因为书中精选了品质优秀、新近出版
的绘本，覆盖了引进与原创的经典绘
本，尽量按照每周一节的教学节奏，做
到了与春秋两学季的时间节点对接，
既有绘本的作者介绍，也注意丰富孩
子的情感、人格。书中还提供了两种
不同的教学设计，以供其他教师参
考。某种程度上，两种教学设计是从
不同角度解读一个绘本、一个故事，是
对不同绘本教学策略的呈现，教师可
以拿来即用，也可以结合学情适当进
行创新。

需要强调的是，教学设计并非两
本书编著的最终用意，醉翁之意是引

导更多的老师发现绘本的教育价值。
当绘本课老师做好前期研究、中期教
学和后期反思，学生的读图能力、思
维能力、表达水平和艺术素养都会得
到潜移默化的提升。借助精当的绘
本、巧妙的教学形式，绘本课便魔力
初现，生出教育的味道，真正提升孩
子的阅读力、想象力、思考力，让其
爱上课堂、爱上阅读。

如果将2010年之前绘本大量出版
视为绘本的1.0时代，那么绘本教学的
打造则是绘本的2.0时代，需要教师本
身在阅读大量绘本的基础上，选择适
合学生、对接教学大纲的绘本，带着
学生完成意义与审美的建构，这也是
绘本课堂的核心竞争力。不拘一格的绘
本课堂背后，是教师教学魅力的体现，
也是绘本对这个时代、对所有孩童最好
的馈赠。

追求“有谱”的绘本课堂
本报记者 张贵勇

该套书的主题是培养温暖有爱的
孩子，给他们爱的教育。分为《小小的
天空 小小的梦》《小小的花儿一朵朵
开》《我的名字叫豆豆》《豆豆的风车转
啊转》，前两册书的主角是女孩小小，后
两册书的主角是男孩豆豆，书中讲述了
这两位小主人公身边发生的故事，真实
再现了小学各年龄段孩子的内心世界，
展示了他们童年的心愿与梦想。

值得一提的是，“小小豆豆系列”
采用了“诗歌＋故事＋插画”的创新组
合，著名儿童诗人金波根据作品内容
和主题，联系作品情节和情感创作了
四首序诗，著名儿童插画家沈苑苑绘
制了近百幅精美插图，为小读者提供
了多元的阅读体验。

“小小豆豆系列”（共四册）

陈晖 著 沈苑苑 绘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角

这是一部有助于孩子心灵成长的
故事童话集。它以作家的亲身经历及
其充满地域特色的故乡小镇为原型，讲
述了各种风格迥异、个性鲜明的小动
物、小精灵和大人、孩子间发生的关于
友谊、爱、生命和世界的故事。

神秘莫测的“一本书书店”店主、个
性十足的“时光收藏人”、温暖治愈的小
魔术师珊诺⋯⋯每个人物、每个故事都
自然流露出成长需要面对的某个重要
主题，引导孩子在鲜活的“成长情境”
中，建立对生死的理解，对爱的体悟，
对坚持和舍弃的抉择，对怯懦、沮丧等
负面情绪的疏导，帮助他们更好地完
善人格，认知世界。

《时光收藏人》

汤素兰 著
天天出版社

阅读推荐

“悦读”领跑师生共同成长
——甘肃省华亭县开展师生读书活动纪实

本报记者 尹晓军 通讯员 禹治科

《《月熊在天堂月熊在天堂》》插图插图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动物学
专家张劲硕曾经在收到我的“保冬妮
绘本海洋馆·第二季”时，在微信里留
言：“动物永远是儿童文学领域中的一
笔重彩，没有动物的童年一定是不完
整的。”是的，动物与孩子之间的情谊
是地球上最美的风景，而动物绘本更
是被世界各国的孩子们喜爱。

在“保冬妮绘本珍兽馆”里，我们
为孩子们呈现了地球上动物生存的窘
况，这些动物都是国家一级二级保护
动物，有的已经濒危，有的挣扎在生不
如死的困境中，通过这些动物的真实
故事，我们带着孩子了解地球上的生
灵是相依共存的。没有动物的童年是
不完整的，没有动物的地球是可怕的、
死寂的。为了贪欲，虐待动物；为了索
取，杀害动物，这是人类的耻辱。人类
的悲悯之心一旦丧失，这个世界必然
陷入阴暗和冷酷之中。

《月熊在天堂》里的月熊安德烈，
是中国四川成都龙桥月熊救护中心解
救的一只月熊。安德烈下葬的那天是
2012年2月29日，它是第一只从活取
熊胆的养殖场救出的月熊，它快乐的
童年、悲壮的青年和凄惨的中年呈现
了动物生态的脆弱，它和很多月熊一
样，童年结束之后就成为活取胆汁的
工具，直至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月熊
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至今仍然没
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护，我写出这
个真实的故事，画家夏婧涵把人性的
悲悯用水彩晕染得淋漓尽致。月熊在
大自然的怀抱里的童年与在人类铁笼
里的青年，构成了读者对生命的诘问：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地球上的生命？

另外，《熊猫外交家》为读者们呈
现了大熊猫外交使者的身份，大熊猫
的赠送使大熊猫生存环境恶化，1982
年后，中国停止了向外国无偿赠送大
熊猫的做法，大熊猫作为国礼的时代
结束；《小象找新家》述说了亚洲象失
去家园的忧伤；《高原精灵白唇鹿》通
过白唇鹿妈妈带着小白唇鹿翻山越岭
去与白唇鹿爸爸相会，使读者认识高
原、了解中国的珍贵特产——被高原
人民称之为“神鹿”的古老物种；

《小老虎藏起来》 描绘了东北野生虎
的命运：由于人类不断占据它们的生
息繁衍之地，林地消失，大量的捕杀
仅为获取虎骨和虎皮，东北虎在我国
已经濒临灭绝，从小老虎的视线里，
你可以看出动物们失去家园和亲人的
绝望与悲伤；《金丝猴找朋友》 讲述
了滇金丝猴巴美的成长始终伴随着威
胁的阴影，滇金丝猴是世界上栖息海
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一步步陷入人
类大量砍伐和滥用耕地、人为捕捉的
险境，夏婧涵用深情的笔墨，勾画出
滇金丝猴的美丽和孤单，在那静寂的
山林里，读者会感受到潜在的孤独
吧。

生命教育用文学与绘画的手段潜
入绘本，是“保冬妮绘本海洋馆”系列
作品最打动人的地方。这次“保冬妮
绘本珍兽馆”以生态教育为出发点，用
生命和生态的眼光与小读者做深入的
对话。绘本用文学、艺术和审美的眼
光关照阅读，同时也用生命的、哲学
的、心理的、教育的内涵影响着阅读，
我愿意用我的作品带给孩子丰厚的阅
读心得。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没
有
动
物
的
童
年

是
不
完
整
的

保冬妮

每天下午 4：30 以后，是甘肃省平
凉市华亭县华亭三中八年级（10）班学
生刘丽娟最喜欢的时间，她可以在阅
览室或者操场一角或者教室里尽情阅
读，看自己喜欢的书籍。

“我校在教学楼、学生宿舍设有自
选读书吧，选了师生喜欢读的各类书
籍、报刊，让每个师生都能随时随地读
到自己喜欢的书籍。”提起读书环境的
创设，华亭三中校长刘国钧一脸自豪。

近年来，华亭县把开展师生读书
活动作为提升学校办学品位和师生文
化素养的重要途径，将读书活动纳入全
县“一轴两翼”工程，以共建“文化教育、
书香校园”为目标，从鼓励读书、鼓励学
习入手，引导广大师生读书尚学、开阔
视野，用“悦读”领跑师生共同成长。

整合＋升级，让师生有场所读

每个楼道拐角书架一字排开，百
余册图书分类齐整，课间，孩子们或坐
或站，静静徜徉于知识的海洋，这是华
亭县神峪中心小学每天、每一个课间
都能看到的情景。

校长马宝平介绍说，“全面改薄”
以来，神峪中心小学新修了教学楼，在

每个楼层的楼道设计了独具特色的校
园书吧，购置了各种图书，让学生们更
便利地亲近书籍。同时，学校结合楼
道内布置，着力打造书香校园，让阅读
成为孩子们最为自然的生活状态。

2012 年，华亭县提出以特色学校
文化创建为轴线、以课堂教学改革和师
生读书活动为两翼的“一轴两翼”工
程，即通过师生读书活动的开展，实现

“教育好每一名学生，发展好每一名教
师，创办好每一所学校”的目标。同时，
以诵读经典名篇为载体，使广大学生在
诵读中亲近中华经典，养成读书习惯。

目前，在华亭县，每所学校都设有
图书馆、图书吧，校园内有读书长廊，
楼道有自选书吧，班级有图书角、读书
专栏等。

推荐＋自选，让师生有好书读

为了让师生有“好”书读，华亭县教
育局倡导各学校采用“推荐+自选”的
方式，除结合教师的实际和学生的年龄
特点，为师生推荐阅读书目，还让师生
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选书目阅读。

南村沟小学是华亭县东华镇最偏
远的一所农村小规模学校，全校只有
41 名学生。由于学校办学规模小，公
用经费短缺，加之原有图书结构性短
缺，无书可读成了摆在校长王治国面

前的第一个“难题”。
为了解决图书数量不足的问题，

王治国带领青年骨干教师把学校多年
积攒下来的废纸旧书、破铜烂铁拉到
几十里外的集镇上变卖，用换来的钱
为孩子们精心选购了第一批图书。

每天早操后，南村沟小学组织全
体老师利用 15 分钟阅读时间，把全校
学生集中到电子白板室，由校长、教导
主任和青年骨干教师轮流给学生们上
阅读课。在得知南村沟小学办学现状
后，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很快为学校
捐赠了 400 余册儿童故事、绘本和中
外名人传记等图书。阅读总算在乡村
学校艰难起航了。

据了解，近年来，华亭县先后投入
160 多万元，为各学区、学校更新增配
图书22万余册，并通过社会公益捐赠、
师生捐献、与乡村农家书屋资源共享等
多种渠道，为偏远乡镇学校和小规模学
校读书活动创设条件。目前，全县中小
学生均图书分别达到41.6册、19.6册。

统筹＋课程，让师生有兴趣读

有了舒适便捷的读书场所和丰富
优质的读书资源，关键还得有充足的
读书时间。为确保学生的读书时间，
华亭县要求各学校结合各自实际，统
筹安排学生读书时间，并要求每周至

少开设一节阅读课，让课外阅读进课
表、进课堂。在阅读课程开设上，每所
学校着力开发阅读特色课程：低年级
开设绘本教学课程，高年级结合课改
进行以单元主题为主的基本阅读，中
低年级合理地规划阅读内容与课改工
作相结合的工作布局；数学和英语学
科则以数学故事、英语故事、趣味数
学、笑话英语为主要内容予以开展。
同时，采用“活动引领+典型带动”的方
式，激发师生的阅读兴趣，培养师生的
阅读习惯。在开展读书活动过程中，
该县鼓励让家长参与进来，促进读书
活动广泛、深入开展。

策底中心小学倡导“亲子阅读”，
要求家长每天抽出 30 分钟时间和自
己的孩子一起阅读；东峡小学开展“妈
妈读书会”活动，先对学生家长进行阅
读培训，进而引导学生家长以积极健
康、科学合理的方式，引导孩子在家庭
环境下开展阅读活动。

“经过 4 年多的坚持，全县师生读
书活动已由行政推动逐步进入了自由
自主阅读的新常态。”华亭县教育局局
长康文昊说，现如今，“读书这件事儿”
已通过“读、写、思、诵、讲、演”等多种
形式渗透到华亭县各学校的校园生活
中，成为助力华亭教育蓄势腾飞的强
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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