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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中国教育报文化副刊中心
微信公众号：中教文化乐读

“我们的文化传统太丰富了，所有
中国人都可以从 《红楼梦》 入手了解中
国文化，它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百科全
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其中
的诗词水平不在唐诗宋词之下，比如林
黛玉替贾宝玉作的那首 《杏帘在望》，
再比如书中写人们集中在一起咏柳絮
词，无论是林黛玉填的那首 《唐多令》
还是薛宝钗的 《临江仙》，混在宋词里
面都丝毫不逊色。”在著名作家刘心武
看来，中国文化最好的入门书就是 《红
楼梦》。

十几年前，有个南方的女孩子听刘
心武在央视 《百家讲坛》 的 《揭秘 〈红
楼梦〉》 讲座入了迷而考到北京读大
学；结婚生子后，再次见到刘心武，她
提出：“您能不能把推广 《红楼梦》 的
工作再进一步，让孩子从小就受到民族
文化经典的熏陶？那样的话，我和我的
女儿就能一起来听您这位老爷爷讲 《红
楼梦》 了！”给小孩子讲 《红楼梦》 难
度很大，但她的建议让刘心武觉得“也
不是不可一试”，于是，他就录制了一
套 《刘心武爷爷讲红楼梦》 的音频。

这套音频不讲家族兴衰，不讲勾心
斗角、儿女情长，“单把书里那些最美
好的人、最美好的事，那些诗情，那些

画意，那些温馨欢愉，那些美景趣事一
一道来”，刘心武说，“好比先往孩子们
心灵里撒些花瓣，布些香草，留些亮
斑，飘些美韵，为他们今后阅读 《红楼
梦》 埋下兴趣的伏笔，练就走近古典文
化的‘童子功’。”作为重点原创 IP 项
目，天地出版社以音频为蓝本，邀请年
轻的插画家郑琹语绘图，编辑出版了一
套六册的 《刘心武爷爷讲红楼梦》 丛
书。该丛书纸质书、有声书、电子书已
于近日同期上线。

化繁为简、化深为浅、化整为零，
这套书采用全新的编排方式，打破原著
故事主线，改变原著章回体小说体裁，
精选适合儿童的内容，用儿童听得懂的
语言进行讲述，并对所选内容进行了全
新的解读。据介绍，书中每个故事后的

“互动小天地”栏目，可以帮助儿童更
深入地了解原著内容，奠定阅读基础，
以便将来可以无障碍地阅读原著。书中
还特别设置了“红楼小百科”栏目，为
小读者介绍 《红楼梦》 所蕴含的传统文
化知识。国家图书馆少儿馆馆长王志庚
认为，阅读经典不容易，儿童读经典更
需要引导、需要方法，《刘心武爷爷讲
红楼梦》 是一部引领孩子走进经典的

“桥梁书”。

刘心刘心武武：：
我我的使命就是的使命就是推广推广《《红楼梦红楼梦》》

本报记者 王珺

近日在德国慕尼黑伊丽莎白小学考察
时，我问校长：“您认为教师最重要的素养
是什么？”她说是“专业+爱心”。答案精练
而精准。新课程改革以来，我国对教师的
专业成长更是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什么是专业成长？有人以为评上了
骨干教师、教坛新秀、名师、特级教师等荣
誉，就是专业成长。殊不知，现在各类评
比已经泛滥，荣誉的含金量也大打折扣。
难道没去参加这些荣誉评比的教师就没
有实现专业成长？我以为，只有在教学中
实现了更会上课、听课和研究，更智慧地
教书育人，才算是专业的真成长。

如何实现专业成长？现在铺天盖地
的是各级各类培训。我以为，专业成长的
途径不能一味地到外面去寻求，而是要到
内心去寻求，到离自身最近的途径去寻
找。事实上，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有机会和
必要去参加各类培训，但每位老师都有一
条便捷而有效的途径，那就是阅读。

阅读不能仅限于读教材、读教参、读教
辅用书，这是小备课之需，还应该有大备课
的阅读。苏霍姆林斯基说：“这就是读书，
每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终生的友
谊。潺潺小溪，每日不断，注入思想的大
河。读书不是为了应付明天的课，而是出
自内心的需要和对知识的渴求。”“要把读
书当作第一精神需要，当做饥饿者的食
物。要有读书的兴趣，要喜欢博览群书，要
能在书本面前坐下来，深入地思考。”

“提高教育素养的办法就是——读
书、读书、再读书。”没有名师不是爱阅读
的，阅读促进教学的自我刷新。关键是
读优质的书，优质地读。

三环阅读：打好教育教学的底子

教师阅读什么？现在流行的很多推
荐书单，会带有个人的喜好色彩和阅读
背景，虽不可迷信，但聊胜于无，至少给
了一份阅读的参考和选择。因为有些好
书并不一定会自动来到每个人的面前。
台湾作家郝明义将阅读与饮食联系起
来，提出了四种阅读，可以作为教师阅读
书单的一种参考。

第一种阅读是主食阅读，或称之为
“生存需求的阅读”。是为了寻求人生在
职业、工作、生活、生理、心理等方面，一
些现实问题的直接解决之道。这一类很
像是让我们有饱足感的主食。

第二种阅读是美食阅读，或“思想需
求的阅读”。不求针对你人生的现实问
题，提出直接的解决之道，然而，却可能
帮助我们从一个看来间接，但是却非常
根本的方向，思考这些问题或现象的本
质是什么。这种阅读是在帮助我们体会
人类生命深处的共鸣，思想深处的结晶，
很像是饮食分类里的“美食”。

第三种阅读是蔬果阅读，或称之为“工
具需求的阅读”。是为了帮助我们查证阅
读过程中不了解的字义、语义、典故与出
处，这种阅读很像是饮食里的蔬菜、水果。

第四种阅读是甜食阅读，或称之为
“休闲需求的阅读”。和前面三种不同之

处，在于没有一定的目的，不为了寻求现
实问题的直接解决之道，不为了寻找思想
的结晶，也不为了参考或查证，阅读就是
为了娱乐、消遣，是一种休闲活动，很像是
饮食里的甜食或零食，追求的就是口感。

温州市中小学爱阅读行动中的教师
阅读书目（含电影），按照这四类阅读内
容包含了教育类、人文类、科学类、生活
类等书目内容，但即便如此，我也并非怂
恿教师博览群书。博览群书至多只能做
教师的个人追求，却不必成为教师的群
体标准。最好是有选择地阅读，因阅读
而自我唤醒、自我更新。

具体到小学语文教学，我也会给同行
们推荐一些书单，但书单里往往蕴含着

“三环阅读”：内环阅读、中环阅读、外环阅
读。内环阅读是学科教学的专业阅读，中
环阅读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等内容，外环
阅读则是人文、历史、哲学、科学等。

外环阅读可由教师的兴趣和学科外
延决定，但在中环阅读尤其是内环阅读
中，应该有几本能够打底的\形成教育教
学基本价值取向的书，因为一本书有时
候可以成为一名教师对教育理解的支
撑。一名教师应该有一本能够深深影响
着他的教育价值观的书籍，这不是一本
普通的书，而是成为他理解教育、实践教
育的源泉，成为他理解教育和学科教学
的原点。这本书的高度，其实就是他当
下教育实践的高度。但现实是，很多老
师教了一辈子的书，也没有这样一本书，
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本
书。他的教育思想只是不自觉地被时代
的风尚所影响，漂浮在别人的思想中而
没有根基。因此，有人推荐这些书单就

成为很重要的引领。
我建议每学年都应该有这样的一本

书，循序渐进促进教育教学价值观的形
成。如中环阅读书单中，应该有苏霍姆林
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杜威的《我们怎样
思维》、怀特海的《教育的目的》，有教育大
家的影像《先生》，有教育电影《春风化雨》

《放牛班的春天》《死亡诗社》《三个傻瓜》
《地球上的星星》《生命因你而动听》等。

内环阅读中，语文学科应该有“汉语知
识+文本解读+学科理论”的阅读内容，数
学学科应该有“数学本体性知识+数学心
理+数学科普”的内容。如我曾经读《语感
论》《语文教学对话论》《走进语文教学之门》

《语文科课程论基础》《语文教育门外谈》等
教学技术的书，读《语文课读解学》《孙绍振
如是解读作品》《名作细读》《文本细读讲演
录》等文本细读的书。这些书目，在不同时
期洞开了我语文教学的思想新门，汲取了无
尽的教学营养，奠定了学科教学的主流价值
和教学取向，不至于人云亦云，随风漂浮。

虽然各位教师的起点、层次不一样，会
有不一样的书目选择，但是有些书应该成为
基础书籍，成为学科教学的根本阅读，然后
不断建立自己“三环阅读”的地图。

“3+2X”：教师阅读的落实

有了阅读书单，并不代表就有了阅
读。如何进行阅读？我倡议“3+2X”阅
读，这里的“3”指3个“1”：

翻烂一本经典。一学期或一学年至少要
选一本内环或中环阅读里最重要的书，反复
读，掌握其精神实质所在，并在教学中进行运
用。这样的一本书就是在累积自己的教学高

度，如课程类的《后现代课程观》、语文学科的
《语文科课程论基础》、班主任的《爱心与教
育》、办学的《帕夫雷什中学》、阅读方法的《如
何阅读一本书》、美学的《诗论》等。

每学期主攻一个专题。美国当代管
理学家托马斯·卡林认为，在任何一个领
域里，只要持续不断地花 6 个月的时间进
行阅读、学习和研究，就可以使一个人具
备高于这一领域的平均水平的知识。我
曾经以每学期主攻一个专题对小学语文
教学进行专题联读和微格实践，如目标设
计、内容选择、过程设计、课堂提问、课堂
练习、师生互动、情境创设、活动组织、反
馈小结、激励评价、节奏调适、方法渗透、
小组合作、自主学习、体验探究、作业布置
等。十年下来，将学科教学的“一口口井”
变成了“一个湖”。

精研一位名家。站在一些名家的肩膀
上会看得更远，走得更快。一个阶段内可以
一位自己认可的学科名师作为教学的榜样，
专题研读他的教学主张、课例、教学经历等。

再来说说2X。一个“X”指X位教师结
成读书伙伴。每个成员共同读一本书进行
深度讨论；或每个成员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
本书参与月末读书报告会；或每个成员选择
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作者，读他的相关著作成
为他的精神同伴。另一个“X”指一年写作X
篇文章。写作促进阅读，可写教学案例、教
学随笔、教学日记、教学博客，让教学写作成
为教师专业生命的表达和交流，成为优化审
美情操、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手段。

联读：让阅读更有力量

在我的专业成长中，没有参加过什么大
培训，我是在阅读和备课中成长的。如果没
有设计出能让学生思维激活、小眼放光的步
骤来，我是不敢走进课堂的。正是对课堂的
敬畏，我把每节课当成了公开课。我把能不
能激发起强烈的学习兴趣，让他们感受到每
节语文课的魅力作为了我的追求，这是自我
的加压，也是源源不断的教学动力。

当教学没有新鲜活水的时候，便是需
要阅读的时候。这种备课和阅读刻上时间
的痕迹，就以大量形成了力量，以自我训练
实现了教学磨炼。当然好书，还要好好
读。阅读不仅仅是接受理解，还需要发现
创造。我个人的做法是联读。联读是一种
多文本阅读、比较阅读、网状阅读、联结阅
读、联动阅读，它让我对问题的思考更有了
广度、深度和力度。

我也读励志类的书，如《沉思录》，它是
古罗马唯一一位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
在鞍马劳顿中与自己的十二卷对话，阐述
了灵魂与死亡的关系，解析了个人的德行、
个人的解脱以及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要求
常常自省以达到内心的平静，要摒弃一切
无用和琐屑的思想，正直地思考，不仅要思
考善良、思考光明磊落的事情，还要付诸行
动。同理，对于教师书单来说，付诸阅读与
实践更显重要。

（作者系浙江省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
院副院长，入选中国教育报2017年度推动
读书十大人物）

建立教师的建立教师的““三环阅读三环阅读””地图地图
曹鸿飞

封面·话题

推荐人：白冰（接力出版社总编辑）

1.《资本论（少儿彩绘版）》
李晓鹏 著 庞坤 绘
接力出版社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
要百科全书，是政治经济学、哲
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宝库。该书
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对
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
响。本书作者李晓鹏博士以专业
的研究功底、儿童的视角、轻松

活泼的语言，讲述了马克思的生
平、《资本论》 的主要内容和对
后世的深远影响，帮助少年儿童
读者了解马克思学术体系。作者
将马克思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
巧妙地转化为少年儿童能够理
解、喜欢阅读的内容——生动有
趣的问题、充满悬念的讲述、幽
默活泼的插图，带给读者全新的
阅读感受。

2.《孤单的少校》
薛涛 著
接力出版社
小镇的游戏厅在一夜之间关

闭了，孩子们只能无聊地在大街
上游荡。为什么不把网络中的对
战游戏搬到现实中呢？说干就
干！少校率领谷子团与“我”所在
的豆子团展开了对战游戏，争夺
护林员的林中木屋。这本来只是
一场热热闹闹的游戏，没想到背

后却是一颗孤单的心。少校的姐
姐小行星曾经在这座木屋中失
踪，最大的“嫌疑人”长白狼重新
在树林中出没，于是孤单的少校
开始了寻找姐姐的孤独之旅⋯⋯
这是一部融合了游戏、现实与传
说的儿童小说，作者以诗意的笔
触呈现东北这片神奇土地的森林
与河流，同时又饱含深情地关怀
儿童的内心需求，描绘和刻画他
们寻找与探索自我的心路历程。

3.《造梦师》
陈佳同 著
接力出版社
本系列作品以人类的梦境为

出发点，构建了一个庞大复杂的
幻想体系，通过“造梦师”这一
幻想中的特殊职业来解释梦的来
源，描绘梦的世界，展现人类深
层的欲望和人性善恶。主人公琦
琦为代表的“造梦师”们运用自
己超凡的想象力，抵抗来源于人
性永不餍足的欲望的恶势力，召

唤人们随着年龄增长而渐渐丧失
的想象力。

琦琦是一个想象力特别丰富
的小女孩，妈妈去世之后，她和爸
爸相依为命。琦琦因为出奇的想
象力，被掌管人类梦境的梦境老
人召唤，成为一名“造梦师”，运用
自己高超的想象力为人们编织梦
境，在梦境中实现人们没有实现
的愿望，并与偷偷占领人类梦域、
意欲主宰现实世界的影皇战斗，
守护人们梦的世界。

4.《鄂温克的驼鹿》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九儿 绘
接力出版社
这是一本由著名动物文学作

家黑鹤，携手中国首位入选IBBY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荣誉书单的
新生代画家九儿创作的图画书，
适合5岁以上儿童阅读。

使鹿鄂温克人生活在中国北

方大兴安岭的广袤森林中，以饲
养驯鹿和狩猎为生。在一次狩猎
中，老猎人格力什克无意中射杀
了一头哺乳期的驼鹿。母驼鹿的
幼崽一直跟随着他回到了营地，
格力什克给它取名为小犴。小
犴一天天长大，而格力什克越
来越苍老，是时候让小犴回到
森林了⋯⋯

5.《驯鹿人的孩子》
彭懿 著
接力出版社
小男孩托克寻今年5岁，他是

驯鹿人的孩子。驯鹿人生活在遥
远的蒙古大草原深处，他们没有房
子，他们住帐篷；他们没有汽车，他
们骑驯鹿；他们没有各种方便的家

电，他们砍柴、钓鱼、挤鹿奶⋯⋯
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快，但他

们依然坚守、延续着古老而传统
的生活方式。也许，他们将是最
后的驯鹿人，但我们却将永远记
得：在这片荒蛮而壮美的土地上，
有一群驯鹿人认真而又浪漫地生
活过⋯⋯

视觉中国 供图

社长/总编辑荐书

本报讯 （肖聪） 为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人民出版社近日举办《深圳拓荒纪
实》出版座谈会。该书讲述的是两万基建
工程兵拓荒深圳、建设深圳的故事。作者
段亚兵是深圳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近年
来一直致力于深圳拓荒史研究。当天出
席会议的有4位拓荒者：常生荣将军当年
亲历基建工程兵调入深圳的决策过程；陈
玉堂曾参与过深圳城市建设规划；刘坤德

在任期间推广“毛坯房”，一直热心公益事
业；沈远彪董事长敢闯敢试、眼光敏锐，在
防伪印章行业干出了大业绩⋯⋯他们分
别回忆了自己当年的奋斗历程。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深圳拓荒人不仅
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他们
艰苦创业、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开拓、创
新、团结、奉献”的深圳精神提供了源泉，
他们的事迹本身也是深圳精神的体现。

《深圳拓荒纪实》出版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伊湄） 近日，以“情牵贵州
教育 共筑校园安全”为主题的中小学校
园安全知识挂图捐赠活动暨全国首套防
欺凌挂图发行仪式在贵阳市第三中学举
行。江苏省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一路
领先·关爱儿童安全教育专项基金向贵
州省近万所中小学校捐赠价值 800 多万
元的校园安全知识挂图，包括《中小学校
园安全风险防控知识挂图》4260套、《中小
学生防溺水安全知识挂图》4260套、《防治

中小学生欺凌安全知识挂图》1万套，实现
了防欺凌挂图对全国首个省份所有中小
学校的全覆盖。

《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安全知识挂图》揭
示了学生欺凌的表现形式及成因，对防治
学生欺凌的全过程进行了描述。据了解，
一路领先·关爱儿童安全教育专项基金由
河北一路领先图书贸易有限公司与江苏省
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联合设立，是江苏省
首个关爱儿童安全教育的专项基金。

贵州近万所学校获赠防欺凌挂图

书海观潮最新书事

本报讯 （子依） 亚马逊中国近日首
次发布 2013 年至 2018 年多维度 Kindle
中国电子书榜单，解析过去 5 年中国读
者数字阅读的趋势和变化。数据显示，中
国自 2016 年底已成为亚马逊全球 Kin-
dle 设备销售第一大市场 ；截至目前，
Kindle中国电子书店的书籍总量近70万
册，较2013年增长近10倍，其中，《三体
全集》 是最畅销的 Kindle 中文电子书，

《红楼梦》 则是下载量最多的免费Kindle
中文电子书，《解忧杂货店》 收获的读者
评论最多，而评分最高的 Kindle 电子书
则是《以色列2：在危机中生存》。

对比分析各类榜单发现，书籍的纸质
版本和电子书版本销量相互促进的现象
愈加明显；电子书阅读对社会热点反映更
迅速明显，并为套装书、经典书籍以及英
文原版书等开拓了阅读人群。

亚马逊中国发布过去五年电子书榜单

阅读现场

7 月的广东，暑湿难耐，当记
者随“书香中国万里行”走进广东
实验中学的格致书屋时，却一下
子感到清凉和惬意起来。这是一
间坐落在校园里的时尚空间，面
积约300平米，由书吧区、多功能
区和自助借阅区 3 个部分组成。
书吧区陈列着最新畅销书以及适
合师生阅读的文学、艺术、科普、
文娱等近5000多种图书，并以文
化韵味浓厚的文创精品、古色古
香的插花、可爱的袋鼠等精美软
装点缀，还配有舒适的沙发、阅读
桌椅以及各种饮品，供师生们休
憩或开展读书沙龙、阅读课、名家
小讲堂等。

正值期末考试，随着下课的铃
声响起，学生三三两两地涌入书
屋，有的围坐在桌边轻声讨论，有
的在看书、选书，刚才冷清的书屋
一下子挤满了人。学校图书馆的
谭颖群老师告诉记者，格致书屋是
对学校图书馆的一个很好补充，满
足了师生读书、购书和课余生活的
需要，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据介绍，格致书屋是广东新
华发行集团落实广东省教育厅“书
香校园”创建活动中“建设一批特
色阅读空间”的重要举措，采取校
企合作的方式，由学校提供场地，
新华发行集团投资建设，双方共同
经营管理。目前，新华发行集团以
校园书屋、智慧书吧、校园书亭等
多种形式在广东省中小学校里建
成了近200个公共阅读空间。

事实上，在广东，像广东实验
中学这样与社会力量深度合作，
共建书香校园的事例还有很多，
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比如佛
山市图书馆早在 2004 年就开始
打造联合图书馆体系，截至今年
6 月底，佛山市联合图书馆成员
馆已发展至 228 家，分布于佛山
五区，涵盖公共图书馆、街镇图书
馆、学校图书馆等不同类型的图

书馆，实现了统一服务形象、统一
联合书目检索平台、一证通借通
还、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等服务，不
仅将公共图书馆优秀的文化资源
引入基层，还将“南风讲坛”“佛山
领读者”“蜂蜂故事会”等阅读品
牌活动延伸到社区、中小学校、幼
儿园等，极大丰富了佛山市民的
阅读生活。

据南海区图书馆馆长陈渊介
绍，南海区图书馆现有137间智慧
图书馆（24小时读书驿站）。去年，
该馆联合桂城街道文化教育部门，
在一年内建起19间以小学校名命
名的校园读书驿站。这些校园读
书驿站利用学校围墙，将主体建设
在学校内，门口对外开放，既兼顾在
校青少年的阅读便利，又满足了社
区居民的阅读需求，形成了规模
化校园读书驿站服务网络。截至
去年11月底，南海区校园读书驿
站共有46间，其中狮山石碣小学
校园读书驿站开放当天的进馆人
数就突破5000人次，成为全区驿
站之最；另外，南海区图书馆还与学
校、文化站、义工联合作推行“学生
馆长”文化志愿服务项目，学生参与
日常管理，既可通过阅读实现自我
提升，又可通过志愿服务推广阅读，
激发了他们的主体意识。

书香岭南，墨飘校园。校园书
屋、联合图书馆、校园读书驿站的
出现，打通了校园内外读书的隔
断，让阅读变得更加便利、图书资
源更加丰富、读书氛围更加浓郁。
广东广雅中学刘可怡同学在谈到
校园书屋时坦言有一种幸福感，不
仅是因为师生们又多了一个高品
质阅读体验的地方，更是让人感受
到学校在尊重阅读、重视阅读、不断
提高阅读体验方面所做的努力。“它
不是一间普通的书屋，而是衔接起
我们因为阅读而彼此靠近的心灵，
是一份安稳的归属感，是使我们感
到安宁和满足的精神家园。”

校园书香，酷暑中的一缕清凉
——“书香中国万里行”走进广东

本报记者 却咏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