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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对于教了10年高中语文
的郝晓东来说，有两个重大事件：一是
被山西省忻州师范学院派到农村学
校，指导大学生开展扶贫顶岗实习支
教；二是加入了新教育网络师范学
院。从此，他开始了对教师专业阅读
的潜心研究与躬身实践。

为了做好扶贫顶岗实习支教工作，
他在新教育网络师范学院系统学习新教
育理念，研究教师专业发展。教师专业阅
读的两大关键是“读什么”与“如何读”，他
认为，教师专业阅读关键在于优化认知结
构，构建一个知识结构合宜的大脑；通过
研读东西方文化经典、教育学、心理学以
及各学科奠基之作，提升理解教育现象、
解决教育问题的根本能力；教师要转变阅

读方法，从消遣性阅读、感性阅读、碎片化
阅读，转变为研究性阅读、知性阅读与主
题性阅读。

不论是在海南省五指山市的黎苗
族学校还是山西省原平市的乡村学校，
他指导一批批实习支教大学生开展“相
约周末”共读，以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他协助城
乡中小学组建专业发展读书会，促进
区域教师生命成长。他在山西省忻州
市云中路小学、原平市大牛店镇联合
校等学校组建了教师读书会，读书会
以“唤醒生命尊严，提升专业能力，增
进职业认同”为宗旨，定期阅读朱永新
的《新教育年度主报告》、魏智渊的《教
师阅读地图》、阿德勒的《儿童的人格
教育》等专业书籍。除此，他还发起了
融开放性、公益性、民间性为一体，由
忻州市 100 多名大学生、中小学教师
组成的专业发展共同体——“常春藤
读书会”。读书会以开放、自由、公益、
深度为原则，每周举行一次，旨在通过
阅读教育经典书籍达到对话交流、升
级认知、成长自我的目的。他深知，人
在童年期是否有丰富的阅读对一生的
成长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教师进行专

业阅读，一方面要提升自身教师专业
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自身阅读带动
学生阅读。

他与一批批实习支教大学生在农
村学校创建书香班级，培养农村孩子的
阅读兴趣。8年来，他与2000多名实习
支教大学生在农村学校积极倡导、组织
中小学生开展阅读。上万名农村孩子因
此而领略了书籍魅力，浸染了书香气息，
引发了阅读兴趣，学业成绩和文化素养
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从2009年至2017年，他连续8年
担任忻州师范学院扶贫顶岗实习支教
工作队指导老师，指导了 2000 余名实
习支教大学生开展近 200 场专业阅
读，提升教师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教学
水平；通过组建教师读书会、网络授课
等方式，指导 4000 余名在职中小学老
师开展专业阅读，有效促进教师专业
发展；与实习支教大学生在农村学校
组织、指导上万名山区孩子开展广泛
的课外阅读，为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
发挥了一定作用。而今，对于郝晓东
来说，阅读既是工作的内容和手段，也
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点亮生命、成长
自我的有效方式。

在阅读中点亮自己，照亮他人

郝晓东 山西省忻州师范学院教师
8年来，他累计指导6000余名大

学生和中小学一线教师深度阅读教育
经典，并探索出一条教师专业发展的
新路径。

她曾获得2016年度中国
教育报推动读书十大人物提
名奖、2016“阅读改变中国”
年度点灯人、2017 中国“全人
教育”候选人、2016 深圳市全
民阅读十大推广人、全国“百
班千人”总导师、全国“阅读点
灯人”大学“整本书阅读课程
导师”、马来西来阅读种子教
师公益行动总导师。中国教
育网、《南方教育时报》等多家
媒体赞美她《用最初的心，做
永 远 的 事》，她 就 是 胡 红 梅
——专注儿童阅读推广人的

“女神”教师。
她专注儿童阅读研究，

致 力 于 “ 阅 读 树 ” 课 程 构
建，形成了一套阅读课程体
系 ， 在 全 国 产 生 较 大 的 影
响。她坚持数年与阅读馆实
施“一个孩子一本书”的公
益阅读计划；与深圳慈善基
金会联合，为全市民办学校
做“悦读童年”种子教师公
益培训；她联系推动校园阅
读 的 公 益 组 织 ， 努 力 实 施

“梦想书屋”项目，为广东、
江西等偏远地区常年做公益
培训，并为 8 所偏远学校配
送优质图书 3 万册；她每个
月都在网络上为全国各地的
老师、学生们进行整本书阅
读 导 读 ； 每 个 星 期 三 的 晚
上，她都通过线上交流，给
上 千 名 教 师 做 阅 读 推 广 的

“纯干货”经验分享。
她深知，个人的力量毕竟

是有限的，于是她组建了教师
团队“儿童阅读工作室”，以

“为儿童阅读推广专注一生”

为宗旨，组织成员研究绘本教
学，召开班级读书会，创设“家
长学堂”，开发家长阅读课程，
并坚持每周进行阅读推广公
益活动。

10 年来，除了将一所学
校创办成为“全国书香童年阅
读基地学校”“广东省书香校
园”，她还带领工作室帮助100
所学校建立“阅读教室”和“书
香校园”；创立了“儿童阅读推
广博客”和“儿童阅读工作室
微信公众号”，目前已有近 5
万人关注，让更多的教师受
益。

迄今，她已经举办了 400
期“阅读分享活动”；到贵州、
广西等偏远地区做阅读推广
近 300 场；举办了 1000 多期

“家长智慧阅读课堂”；引领
“故事爸爸、妈妈”开展阅读活
动，影响了3万多个家庭。

做儿童阅读，她不知疲
倦，愿专注一生，相信她栽
种的“阅读树”一定会长成
儿童阅读推广的参天大树！

为了儿童的生命成长

在王世龙看来，文学阅读有
修复心灵与建构完善精神世界的
价值和作用。30 年前，身为山村
教师并酷爱文学的他，创办了颇
有名气的山泉文学社，不自觉地
带动起一些青年教师、学生进行
文学阅读与写作。他编选“中国
当代校园文学丛书”的想法得到
冰心先生的支持，冰心先生亲自
题写丛书名。

受聘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校园文学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后，他用“以写促读，读写结
合”的方式，通过“叶圣陶杯”全国
中学生新作文大赛主体平台，以
组织开展校园内文学阅读和课题
研究交流活动为辅助，搭建了一
种“一体两翼”的文学阅读推广模

式。在面向全体学生推广阅读的
同时，注重发现和培养文学新苗。
目前，“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
文大赛已成功举办了16届。

结合早期的教学实践，他提出
了“校园文学大课堂”教学模式，即
把文学阅读和语文教学有机结合起
来，以充满审美情趣的校园文学活
动为切入口，重建语文教学思维与
秩序，使封闭的小课堂变为开放的
大课堂，激发学生的兴趣，从而进入
学习的最佳情境，搭建起一个“投身
世界”“拥抱生命”的文学教育平台。

他四处奔走，得到了高洪波、
梁晓声、曹文轩、张之路、白烨、吴
思敬等一大批作家和学者的支持，
组织名家进校园，通过公益培训、
讲座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文学阅读
和写作指导。借助校园内文学阅
读和课题研究交流等活动形式，他
把数以万计的一线教师培养成了
文学阅读的引路人和推广人。

有人说他是当代校园文学研
究第一人，他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推
动文学阅读的行动者。2006 年
底，他与同仁成功申报立项了全国
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新课
程改革与校园文学研究”，把“校园
文学”作为教育部的科研规划课题
尚属首次；2007 年，他出版了专著

《校园文学与创作》；2017 年，他
创意并推动了中国校园文学馆
在北京落地。作家曹文轩评价
说：“研究只是他的一个梯子，
经由它看到了文学阅读推广的
价值和空间。”

以“孺子牛”精神推广文学阅读

王世龙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
园文学委员会秘书长

十几年来，他始终奔走在校
园间，组织开展校园文学研究与
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以文学赛事
和课题研究为平台，为提高学生
文学素养而倡导“文学课堂”，培
训推动文学阅读的种子教师，培
养富有文化自信、家国情怀的时
代学子。

赵清风致力于个人阅读，在
寻求自我发展的途中，努力改善作
为教育人的自身教育生态环境，同
时倡导并推行教师共同体阅读。
读书，认识自我，重建精神宇宙；改
变自己，改变课堂教学。在相遇与
交融的共同体中，走出恐惧，重建
生命，拥抱新生儿。

她 2009 年起受所在单位委
托，先后邀请魏书生、张文质、刘
良华等专家、学者给教师作报
告，受益面甚广；2010 年加入张
文质1+1生命化教育博客，在培
优写作中积累；2013 年加入王
丽琴“共读杜威”小组，与邱磊等
老师共同完成了《偷师杜威》的
出版；2013 年，在王丽琴博士的
指导下组建沐春阅读共同体，阅
读由浅入深，线上线下结合，自
读与研读交错，讨论与写作并
举，叙事与读书相互促进，吸引
区内外教师走进经典，先后共读
了《教学勇气》《重建教师的精神

宇宙》等著作。为了更深入广泛推
动阅读，2016 年成立了首届灞桥
勇气教师读书种子营，有 12 位沐
春核心成员作为领读者，领读不同
的经典，吸引了 100 多名教师进入
营中共读；2017 年，第二届灞桥勇
气教师读书种子营有 20 多位领读
者，吸引了区内外 100 多名教师深
度共同阅读《红楼梦》《堂吉诃德》

《杜甫传》《乡土中国》等经典。
多年来，赵清风以讲座方式为

陕西省中学语文教师以及来自全
国各地的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班学
员解读美国帕克·帕尔默《教学勇
气》、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等教育
经典，旨在帮助更多教师找到自身
认同和完整；解读《教学勇气》的系
列文章发表在《当代教育家》上，解
读杜威的教育教学理论文《教育与
生活的联通—学校即社会》发表在

《班主任之友》上。多名成员的教育
成长类文章发表在《中国教师报》

《学习报》上；顾文卫老师出版了
《读史记品古诗》、赵晓龙老师出版
了《穿越历史的村镇》；《红楼梦》

《教学勇气》共读组出版了集体作品
集，作为校本教材。老师们说：阅
读共同体改变了我的心态，我能接
纳不同观点，开始尊重别人的选择；
共读让我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
共读让我勇于发声，因为有人倾听；
共读让我有了追求，因为美也需要
发出声音。

推动阅读，播种希望。推动阅
读，成就未来。这恰好反映了沐春人
的精神追求。

在阅读共同体中重建精神宇宙

赵清风 陕西省灞桥教师进修
学校高中语文教研员

她在寻求自我发展中组建
了沐春阅读共同体，让阅读走
向纵深，改变课堂，惠及家庭。

2011 年春天，她刚从基层
学校调进市教育局工作时，正
逢“经典诵读”活动在时任庆阳
市教育局局长卢化栋的全力推
动下如火如荼地开展。当时郑
晓红难抑内心激动，她想，当校
园里传出诵读经典的琅琅书声
时，为孩子们提供“做人样板”
的成年人都在做什么？她决定
为这场席卷全市教育界的阅读
活动再“添一把火”。

起初，她试图通过读书讲
座的形式推动读书。市直学
校、县区学校、乡村偏远学校都
留下了她的足迹，她作了多次
有关读书与写作的讲座，可两
年下来并未出现她预想的效
果，一位老师在听完讲座后发
来邮件：“当周围的人在淘宝、
京东徜徉时，当同事们谈着家
长里短、比着发型装扮时，你在

一旁默默读书。在众人眼里，他们
是正常的，你是不正常的⋯⋯”这
让郑晓红猛然明白，读书这件事儿
需要抱团，你不能把他点燃后就抛
弃了，得有一个平台、有一个群体，
让他们找到归属感。2014 年，由
她发起的陇原读书会“一书一沙
龙”活动在庆阳市教育系统落地生
根并全面推广，她深入市直学校、县
区教育系统组织各种读书活动⋯⋯
一时间，“读书沙龙”成为教育界的

“热点话题”，更成为老师们心中的
“精神栖居地”。

读书沙龙活动在教育系统的
成功，让郑晓红坚定了信心，她开
始扩展陇原读书会的辐射范围，不
设门槛、不限团体、完全开放，让越
来越多“好读书、读好书”的社会群
体参与进来，读书会的宗旨被重新
定义为“激发教育界及社会各界人
士重拾读书热情、唤醒理想情怀、
强壮精神脉象，最终达到激活城市
文明的目的”。迄今为止，累计举
办读书沙龙35期、读书讲座42场，
有 1500 本书在全市漂流，有 44 所
偏远乡村学校受益于捐读行动。

少数人的捧卷而读变成了一
群人的抱团前行，一群人的真诚呼
唤变成了一座城的书香飘散。对
此，郑晓红感慨良多，她说：“我们
将继续胸怀书城，用新的面貌诠释
新时期黄土大塬人的形象。我们
将借着阅读的力量，让精神的脉象
凸显于生存的背景下；我们将砥砺
前行，让逐渐蔓延的家庭书架建构
起庆阳这座城市的书房。”

纸质的道场 精神的洗礼

郑晓红 甘肃省庆阳市教育局
《庆阳教育》编辑，陇原读书会
发起人

她发起陇原读书会，举办读
书沙龙和读书讲座，组织“漂流
灯行动”和“捐读行动”，用行动
践行着一个阅读推广人的理想。

胡红梅 深圳市如意小学副
校长、儿童阅读工作室主持人

10年儿童阅读推广之路，
开发了全套“阅读树”课程，组
织开展公益阅读推广活动近
400期，影响和带动了3万多个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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