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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现场

1941 年,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在《论
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修订》中对“读整本
的书”作了专门论述,明确提出“把整本
书作为主体,把单篇短章作辅佐”的主
张。随着语文课程改革的深入,整本书
阅读重新走进语文教学和研究者的视
野。对此语文教师们普遍认同,但在具
体的语文教学实践中，对自身角色的定
位有的还处于懵懂状态，因而缺少指导
整本书阅读的“抓手”。笔者认为，语文
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时，其
角色应定位为：

整本书阅读的“知书达理”者

要指导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教师
首先应该是整本书的阅读者，如果教师
自身不进行阅读，怎么有底气做学生的
推荐者？更何谈问题设计、活动安排等
过程的实施？为此，教师要“知书”，
就是说教师要掌握整本书的内容、主
旨、特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要
素；教师要“达理”，是指教师要像研
究语文教参书一样，对某本书要查阅资
料，从较深层次上有整体把握，包括对
整本书的评议、观点等。如对《三国演
义》的整本书阅读，就要了解它的版本、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内在联系、关
于《三国演义》的学术团体以及不同的见
解、观点等。唯有如此，教师才能在整
个指导过程中驾轻就熟。

整本书阅读的“问题制造”者

对整本书的阅读应该以问题引出，

但我们一定要把握一些原则：少提小问
题，多提大问题；少提事实性的问题，多
提诠释性的问题；少提认同性的问题，多
提批判性的问题；少提简单陈述的问题，
多提创意思考的问题；少提封闭性的问
题，多提开放性的问题。要想不偏离这
样的原则，教师要精心设计问题，成为

“问题的制造”者。所设计的问题应将整
本书“剁”成“大块”，而不是细细的“绞
肉”。教师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切入：

1.从划分层次结构切入。即要求学
生将某整本书划分几个大部分，并分别
概括每一部分的内容。如在阅读《三国
演义》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全书共
120 回，请将该书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
其结构（回答时一定要把标准说清楚）。

2.从分析人物形象切入。一本书中
会有众多的人物形象，尤其是经典名著，
不需要学生在阅读时把每一个人物都顾
及到，因为学生毕竟不是“研究者”。教
师可以从主要人物入手，比如《三国演
义》中的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我们可以
提出这样的问题：《三国演义》中的哪些
地方显示出诸葛亮的智慧？诸葛亮没有
能统一汉室基业，有人认为原因在于他

“事必躬亲”，你同意这样的看法吗？请
找出相关的事例佐证。

3.从梳理故事情节切入。故事情节
是由于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人与环境
间的矛盾冲突，而产生的一系列生活事件
发生、发展、直至解决的整个过程。梳理
故事情节能有效地形成学生对整本书阅
读的动力，也能更全面地了解书的内容。

4.从寻找“孪生兄妹”切入。在同一
部书中就某一方面的内容寻找同类者，
是训练学生对知识整合的最为有效的
途径，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将整本书
的内容串起，起到“一线串珠”的作用。
如在阅读《三国演义》时，我们可以设计
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本书中有哪些“忠
义”之士，请按照“文官”与“武将”两个序
列找出来。又如，我们可以让学生找出

《三国演义》中所写的在历史上有名的三
次大战（官渡、赤壁、夷陵），并找出《三国
演义》中的几个狂士等。

整本书阅读的“活动设计”者

整本书阅读一般都在课堂教学之外
进行，这一特点就决定了整本书阅读需

要教师安排一些活动来进行，从这个意
义上讲，教师是整本书阅读的活动设计
者。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召开关于《三国
演义》阅读的座谈会，可以组织学生就某
几个章节编写剧本，可以针对其中的某
一人物搞系列活动，如，就诸葛亮，教师
可以设计如下几个关联的学习活动：
画出诸葛亮的“人生地图”、诸葛亮纪念
馆的选址并说明理由、为诸葛亮纪念馆
设计展厅并撰写前言、为诸葛亮纪念馆
设计雕塑、为诸葛亮纪念馆的大门撰写
对联等。综上所述，教师在整本书阅读
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不是配角，更不是
看客，应该在组织学生整本书阅读的过
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作者单位：河北省南皮县教育局）

整本书阅读中的教师角色整本书阅读中的教师角色
苑国明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阳光第二小
学学生王珺炟原来写作文就像“挤
牙膏”，现在却爱上了写作，他的文
章经常被语文教师当作范文。这缘
于该校着力推行“大阅读”，师生教、
学能力“比翼齐飞”。

近 3 年来，阳光二小把语文“大
阅读”作为突破口，激活数学、英语
乃至音体美等学科的“源头活水”。
阅读让该校各学科教师跳出教材的

“框”，他们成了“点灯人”，学生们也
提升了获得感。

原来阳光二小音体美等学科教
师把阅读视为语文教师的“专利”，
除了研读本学科和教育类书籍，很
少去看其他书籍。更让阳光二小教
导助理万升明苦恼的是，由于教师
们阅读量不大，很多教师讲课时跨
不出学科的“界”，不能深挖教材以
外的知识，不擅长用跨学科思维教
学生，教学效率不高。

体育教师惠颖原来除了体育教
材教辅外，基本不看别的书籍，“有
时一年不看一本”。由于阅读量少，
知识面窄，当学生立定跳远不能同
时双脚起跳时，她找不出问题的根
源，不会通过医学等途径帮学生解
决难题。

“教师阅读量不大，关注点局限
于本学科教材教辅上，不擅用阅读
这把‘铲子’深挖学科‘富矿’。”在阳
光二小校长曹阳明看来，阅读就像
一把钥匙，能帮教师打开学科“藏宝
洞”，让课堂更加丰富多彩。为补齐
短板，该校把“大阅读”作为各学科
发展“新引擎”。

学校先从语文学科着手，每周
专门开设一节语文阅读课。教师凝
智聚力，以契合儿童本位、贴近教学
等为原则，精选100本课外读物，作
为“大阅读”书目向学生推荐。阳光
二小还研发了“一书三课型”，阅读指
导课侧重激发学生阅读兴趣，教学生
掌握精读、批注等阅读方法；阅读分
享课注重组织学生交流所思所想；阅
读实践课则引导学生通过表演、续写
等方式，开展研究性学习。该校学生
龙冰倩原来阅读时不分重点，囫囵吞

枣，文字入眼不入心，她现在学会批注
式阅读法，细嚼慢咽，成为了广东省阅
读之星。

“‘大阅读’的形式不应是单调
枯燥的，而应让学生在快乐阅读中，
有满满的收获感。”曹阳明发现，通
过寓教于乐的形式、丰富多元的载
体，让阅读变得丰富立体，激发出了
语文学科更多内在魅力。任欣艺等
学生把《绿野仙踪》中的故事搬上了
舞台，用童话剧的方式表达阅读理
解和感受。

学校借助“大阅读”这一“魔术
棒”，丰富了语文学科内涵，激活了
英语、数学等学科的“隐藏之美”。
英语学科编写了“大阅读”校本教
材，开展课改；胡肖媚等数学教师给
学生推荐《让数学变得好玩》等书
籍，带学生边玩边学。

“大阅读”杠杆同样撬动了音体
美等兴趣类课程发展。作为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阳光二小
开展了首届“足球文化节”主题阅
读，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蹴鞠、世界
各国足球文化，挖掘足球背后的文
化内涵。“大阅读”也“花开”美术课，
阅读《西游记》后，“铁扇公主”等精
美软陶作品从学生蔡乐璇灵巧小手
里“诞生”。

阅读拓宽了教师知识的广度和
厚 度 ，带 动 该 校 教 学 质 量“ 节 节
高”。惠颖就尝到了“大阅读”的甜
头。她通过阅读医学书籍，促进体
医结合，教学生通过单脚站立等训
练方式，让感觉系统更协调。惠颖
在第三届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师教学
技能比赛中获个人一级水平。

“‘大阅读’成了学校很多教师
的‘星光大道’，一批教师专著相继
出版；更成为学生进步的‘阶梯’，四

（2）班学生人人读、写童话，出版了
全班的童话集。”曹阳明介绍说，
2017 年，阳光二小获得“广东省书
香校园”称号，他被评为广东省阅读
点灯人。在曹阳明的努力下，“岭南
大阅读”联盟成立，200 多所学校和
单位加入。“大阅读”经验在广东、江
苏、广西、新疆等地生根开花。

“大阅读”激荡学科“源头活水”
本报记者 刘盾

本报讯 （子依） 近日，北京教育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吴欣歆、云舒写
教育创始人吴本文、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中
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牛文明等一行，来到陕
西省旬邑县马栏齐心九年制寄宿学校，参
加“经典传承红色基因，教育服务乡村振
兴”整本书阅读课程、教师专业阅读课程捐
赠暨云舒写好读书奖学金设立仪式。

在现场，吴欣歆为八年级学生上了
《红星照耀中国》整本书阅读示范课，帮
助同学们掌握制订个人阅读规划的方法，

建构阅读整本书的经验；吴本文宣布，
在“北京大学云舒写好读书奖学金”基
础上，面向马栏齐心学校设立“云舒写
好读书奖学金”，并将总价值10万元的
整本书阅读课程和图书赠予马栏齐心学
校；云舒写教育联合创始人曹郁代表教
育科学出版社和云舒写教育，向学校赠
送了 1000 课时教师专业阅读课程，该
课程旨在通过对教育教学经典书目的讲
解和导读，帮助教师持续提高职业素养
和教学水平。

整本书阅读课程走进马栏齐心学校
本报讯 （伊湄） 古往今来有很多著

名家书，“见字如面”也是手写家书独有
的作用，在家人情感交流中不可替代。
日前，由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中国青
年出版总社《青年文摘》杂志社、中国人
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全国青
少年家书写作暨家书征集活动闭幕式
在京举行。

此次活动于去年 4 月 16 日启动，
共收到家书一万多封。参与者涵盖了
社会各个层面，年龄从七八岁到八十多

岁，其中青少年是主力军。经过评审组
的初评与终评，最终150余封家书分获
一、二、三等奖，所有应征家书被捐赠给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徐德
霞表示，在数字化浪潮冲击下，传统家
书并没有消亡，家书依然是表达最温
情、最厚重的载体。通过参与家书写作
征集活动，人们心中被忽略、被淡忘的
东西在苏醒。手写家书，就是一种心灵
沟通、思想洗涤和情感升华的过程。

全国青少年家书写作大赛揭晓

一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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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阅读”系列⑦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核心价值；
特色发展，是学校的必然选择；全人
教育，是盐中的独特彰显。盐步中
学，凭借几十年以来的深厚积淀，致
力于教育特色发展，创造着一个又一
个的奇迹。

成长：“峥嵘岁月”历经教育传奇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初级中
学始建于 1956 年，位列广东省首批省
一级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环境优
美、文化底蕴深厚的现代化校园。时
至今日，盐步中学占地面积49336平方
米，校舍建筑面积28206平方米。现有
学生 2000 多人，教职工 150 多人。60
多年来的岁月征程，栉风沐雨，让盐
步中学不断发展壮大，昂首向前。盐
步中学获评全国作文教学先进集体、
广东省“朝阳读书”活动先进集体、
佛山市首批教育科研示范学校、佛山
市先进集体、南海区先进集体、南海
区义务教育阶段高效课堂示范学校。
多年时间的积累造就盐步中学高位发
展的姿态，不断进步，取得了一个又
一个丰硕的教育成果，盐步中学的成

长，就在这峥嵘岁月中见证教育的奇
迹。

进化：“全人教育”孕育特色之花

素质教育在盐步中学土壤植根已
久，盐步中学规划和整合校本课程，
学生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现已构建
了核心素养必修课型、主题教育活动
课型、个性特长选修课型、品质提升
隐性课型四大课型，形成了大文化类
课程、主题节庆课程、德育活动课
程、学科拓展课程等十一类课程，开
发了智能机器人教育课、学习方法指
导课等近百门科目。同时，自 2005 年
组建机器人项目以来，盐步中学机器
人团队已经获区、市、国家、洲际和
世界奖项超过 80 项，其中包含 13 项世
界冠军、17 项洲际冠军、38 项全国冠
军。

“全人教育，幸福盐中”是盐步中
学的办学理念。构建“全人教育”特
色课程体系，走特色品牌学校创建之
路是盐步中学孜孜不倦努力的方向。
以多元智能为依据，促进学生语言智
能、数理逻辑智能、视觉空间智能、
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关系

（人际交往） 智能、内省智能、存在智
能、自然智能得到发展，打造学生各
种智能中的优势智能，促进学生多元
智能的联结，实现学生身心灵全面发
展。这种能力，将为孩子的成长提供
一生的能量。

盐步中学的特色教育，经历层层
深化构建，终于开放出璀璨艳丽的特
色之花。

融合：“一流名校”打造卓尔不群

作为一所特色学校，盐步中学办

学极具特点。其融合核心素养、关键
能力、多元智能、STEAM 教育等多
种 理 念 ， 使 其 相 辅 相 成 ， 互 为 补
充，并赋予“全人教育”新的内涵：
以人为本，面向全体师生，促进师生
全 面 发 展 、 个 性 发 展 、 持 续 发 展 ，
培养富有真、善、美优秀品质的人。
盐步中学勇于与名校对标，追求卓
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发和
培育每一名学生的学习潜能和特长，
让每一名学生愉快地学习、幸福地成
长，让每一名学生全面而又有个性
地发展。

10 余年来，盐步中学各类素质教
育奖项居南海区同类学校前列。2014
至 2016 连续三年荣获南海区综合能力
大赛团体一等奖，2014 年、2016 年均
为南海区公办学校之冠。2014 年中考
钟子杰同学摘取佛山市中考之冠。如

今，盐步中学已经成为当地一张特色
鲜明的名片，但它将在梦想的激励下
走得更远。

中华崛起，盐步有梦！盐步中学
必将秉承“全人教育”特色理念，扬
帆远航，鹏程万里！

（郭 林 王金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 盼今朝全人教育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初级中学发展纪实

朝气

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初级中学校园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初级中学校园

围绕一个核心，引导学生爱党爱国

唐山师范学院坚持以强化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核心，积极创
新工作载体，以“我们家乡的抗战胜迹
寻访活动”为基础，组织开展了抗战故
事进校园、抗战题材原创话剧演出和微
电影制作拍摄、抗战歌曲征集整理、抗
战故事连环画创作等活动，通过多种途
径和形式，大力弘扬和传承抗战精神，
培育学生爱国主义信念。学校的创新举
措，得到了唐山市共青团组织的高度评
价和学校师生的一致认可。

遵循两条主线，感悟冀东抗战精神

唐山师范学院围绕寻访体验和传播
感悟两条主线，以寻访冀东抗战胜迹活

动为载体，为学生树立了一座抗战精神
的丰碑。

唐山师范学院学生党支部组织学生
党员，走访了潘家峪惨案遗址、喜峰口
长城抗战遗址，参观了李大钊纪念馆、
潘家戴庄惨案纪念馆，在活动中接受革
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寻访活动
结束后，每个学生都撰写了调研报告和
个人感悟。学校依托报纸、广播站、网
站等校园媒体，广泛开展“红色寻访”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学生们将寻访到的
真实故事传播给全校师生，并通过图片
展、优秀论文展等形式，营造校园红色
文化氛围，陶冶爱国情怀。

加强三个引导，学习先辈高尚品德

学校在红色寻访活动中注重做到三

个引导：前期报名时，通过宣传、发动，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寻访过程中，引导学
生主动学习革命先辈的高尚品德；后期
深化举措中，通过要求学生撰写调研报
告、个人感悟，引导学生主动思考。

学校在整个冀东地区范围内精心遴
选红色基地，确定红色精品线路，及时
发布信息。精心的组织指导，吸引了学
生踊跃申报和广泛参与，每年招募、选
拔队员 300 余人。

学校冀东革命史研究会青年分会，
利用节假日参观抗日纪念博物馆和中国
唐胥铁路文物遗存，常态化开展史实发
掘、理论研讨等活动，为冀东抗战精神
的传承作出了应有贡献。

红色寻访系列活动是一场生动的党
史教育课，引发了学生对人生观、价值

观和世界观的深刻思考。在抗战精神的
感召下，许多学生主动向党组织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

促进四个结合，打造红色校园文化

唐山师范学院以红色寻访活动为基
础，将传承和弘扬抗战精神主题教育活
动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活
动、专业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
用冀东抗战精神哺育学生成长成才。

学校将李大钊、邓培等冀东革命人
物的英雄事迹纳入学生入党培训教材，
举办共青团“红色剧场”等多种特色活
动，开展“百场抗战故事进校园”活动，用
冀东抗战精神哺育了一批批青年学子。

学校美术系学生结合专业特色，创
作了 《我们家乡的抗战胜迹图》，捐赠

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幅巨作
饱含了学生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的爱国
主义情怀。

学校发掘冀东革命史，将许多鲜为
人知的抗日人物和抗战事迹搬上舞台，
创作了大型悬疑话剧《谍·栈》，带动了
广大学生传承冀东抗战精神的热潮。该剧
参加全国大学生戏剧节，获优秀剧目奖。

在冀东抗战精神的感召下，师院学
子坚定理想信念，立志成才报国，涌现
出了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全国优秀共
青团员孙玉璇、全国百强创业英雄高士
杰、河北省十大杰出志愿者李冰等先进
典型。校园里处处充盈着积极向上的正
能量，导引着唐山师范学院这艘航船驶
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刘继祥 石 瑾）

将思政课堂设在冀东大地上
——唐山师范学院红色寻访创新育人模式纪实

80年前的冀东人民抗
日大暴动，以艰苦卓绝的抗
战书写了悲壮辉煌的史诗，
为冀东地区留下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唐山师范学院作为
一所坐落在冀东地区的高等
院校，在60多年的办学历
程中，始终坚持用抗战精神
育人，坚持“一个核心、两条
主线、三个引导、四个结合”
的实践育人模式，发掘冀东
革命史实、传播冀东红色文
化、传承冀东抗战精神，培
养大学生新时代优秀精神品
质，使抗战精神成为几代师
院人自强不息的力量源泉和
拼搏进取的精神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