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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精彩读本、创意书架、彩色桌椅构
成的“校园书吧”，是孩子们课间最喜欢去
的地方；分布在不同楼层的“茵茵坊”“书
香阁”，贴心地放置了蒲草垫，孩子们席地
而坐，老师们徜徉其间，尽享阅读之乐；每
个楼梯口的“悦读驿站”，让师生随时随地
感受到阅读无处不在⋯⋯

这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文化绿城
小学浓浓的校园阅读氛围给记者留下的
印象。

初夏时节，走在金水区的校园里，
记者处处感受着蓬勃开展的各类阅读活
动，欣喜地看到阅读的身影成为学校最
美的风景，也见证了“三个一”阅读工
程实施一年多来给学校、师生和社区居
民带来的改变。

一份惊艳的阅读成绩单

“我要展开，祖先纺织的丝绸，在九百
六十万平方公里，绣上我的母语，我的祖
国⋯⋯”近日，在郑州市紫荆山公园，金水
区文源小学 200 多名学生用清澈高亢的
吟诵赞美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这场别开生
面的“阅读快闪”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驻
足观看并加入到阅读者的队伍。

这只是金水区学校开展阅读活动的
一个场景。

为 推 动 书 香 校 园 建 设 ， 2018 年 3
月，金水区教体局启动了“三个一”阅
读工程，提出到 2020 年，全区 65 所中

小学，每所学校都要建一座校园阅读中
心 （或校园书吧），至少开发实施一门阅
读类课程，组织开展一系列读书文化活
动。

“三个一”阅读工程实施一年多来，
取得显著成效：全区共建校园阅读中心

（或阅读书吧） 35个，开展区级层面阅读
活动 5 期、分学区阅读活动 16 场，创建
有影响力的阅读推广平台 24 个，各校开
发实施阅读类课程 48 门，开展特色阅读
文化活动 50 场，金水区文化路一小、实
验小学被授予“河南省中小学书香校
园”称号，优胜路小学等 12 所中小学被
授予“郑州市书香校园”称号；全区师
生 2018 年度平均每人阅读书籍 10 本，
高于郑州市8.9本的平均水平。

“我们目前制订的是三年计划，但并
不是到 2020 年就结束，而是要长期做下
去。”谈起校园阅读工程，金水区教体局
局长李正说，“我们的终极愿景是，让阅
读成为孩子们的习惯，通过一个孩子影
响一个家庭，通过一所学校影响一个社
区，通过一个社区影响整个区域，让金
水区的每一所学校都成为区域内的精神
灯塔和文化地标。”

连通学校与社会的两扇门

文化路一小校园阅读中心占地近
2000 平方米，分上下两层，藏书 8 万余
册。作为全区最大的校园阅读中心，设
有阅读教室、家长阅读吧、论坛演说区
等多功能区。“一流的条件，优越的环
境，赋予读书人不一样的阅读体验，让

‘走进来就想读书’成为这里的文化标

签。”校长侯清珺自豪地说。
“由于离书店远，我原来一两个月去看

一次书。现在太方便了，除了阅读课，只要
有时间我就来。”正在阅读中心看书的文化
路一小五(1)班学生李承远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每逢放学时间
和节假日，都会有不少市民到阅读中心
看书。金水区教体局负责“三个一”阅
读工程的高招办主任曹鹏举介绍说：“为
使阅读中心发挥最大的社会服务功能，
每个学校阅读中心都建有两扇门：一扇
门面向校园，学生可从校园直接进入，
便于上阅读课，开展读书活动；一扇门
面向社会，社区居民可在学生不上阅读
课时免费进来看书，共享图书资源，推
动全民阅读。”

在金水区实验小学校园阅读中心，
一 （2） 班学生王浩宇和妈妈贾珍珍正在
看书。“孩子每天放学后都会来看书，周
末我也常陪他一起来。在孩子的影响
下，我们全家现在都养成了读书的习
惯。”贾珍珍说。

让阅读成为一种自觉

“有一只小鸟，它的巢搭在最高的枝
子上⋯⋯”5 月 5 日，文化绿城小学微信
公众号“雅·美声”栏目推出了五 （4）
班学生张涵晰朗读的冰心的 《一只小
鸟》 的音频。“栏目开设后，每天都能收
到几十个音频文件,有老师的、学生的、
家长的。我们要通过多种媒介，让阅读
得以更广泛传播。”校长杜豫说。

为推进阅读工程真正落地生根，金
水区构建了两级“影响力阅读平台”。一

是区级的“金水读书会”：邀请曹文轩、王
崧舟等名家进学校，引领师生阅读；让家
长、学生走上讲坛，分享亲子阅读的幸
福。二是校级的“阅读平台”：各学校依托
微信公众号等，让师生、家长、社会人士
成为网络阅读的“朗读者”“聆听者”，比
如金桥学校的“金桥晨读”、优胜路小学的

“班班有读”等，都是借助微信公众号为师
生阅读搭建的展示平台。

金水区各学校还成立了文学社、读书社、
戏剧社等阅读类社团，丰富师生阅读活动的
载体和形式；组建了以校领导、教师阅读推广
人和家长阅读志愿者为核心的阅读领航团
队，开展校园读书节、书香家庭评选等丰富的
阅读文化活动，让师生、家长爱上阅读。

随着阅读工程的深入推进，各学校的
阅读类课程也如花绽放：文化路三小开发
的“经典诵读”课程，有效推动了“亲子
共读”；优胜路小学开展的师生、家长、社
会“优读工程”系列课程，助推阅读成为
师生、家长和社区居民的“必修课”⋯⋯

为使阅读活动真正成为师生内心的自
觉行为，各学校实施了多元阅读评价办
法，比如建立“阅读存折”、进行“阅读考级”
等，记录和考核学生阅读的数量与质量。有
的学校还将学生阅读情况纳入综合素质评
价，将教师读书情况作为评优评先、职称评
审等的依据，用阅读行为引导与评价师生，
助力阅读活动深入、长远开展。

“阅读不仅让学生的学习成绩提高了、
眼界开阔了、行为习惯养成了，也让老师
的综合素质和教学水平大大提升，更重要
的是书香校园建设正有力地推动着书香社
会的进程。”纬五路二小校长焦憬说。

郑州市金水区实施“三个一”阅读工程，通过孩子影响家庭，通过学校影响社区——

打开两扇门 架起“一座桥”
本报记者 陈强 李见新

特别关注

本报讯 （记者 龙超凡
特约通讯员 周锦辉） 日前，
福建省德化县授牌成立中国瓷
板画、大龙湖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推进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
工作。活动当天，该县实验小
学四年级400多名学生开启研
学实践教育之旅，分两组奔赴
大龙湖和云龙谷两个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进行为期 5 天的研
学实践活动。

德化县教育局局长黄文和
介绍说：“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通过自我探索式和导师引导式
的实践教育方法，在日常生活
中言传身教、影响学员，同时
精心组织公共安全教育和行前
课程、素质拓展课程等，培养
学员们勤于反思、自我完善的
意识，不断增强责任担当，提
升创新实践能力。”

据介绍，在原有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基础上，德化县此次

又成立了两个县研学实践教育
基地，并探索建立“一个中
心、两个基地”的运行模式，
即以县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为中心，搭建平台，研学整
合，资源共享，带动云龙谷和
大龙湖两个实践基地规范运
行，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大
家喜欢、具有自身特色的研学
实践教育活动，推动全县研学
实践教育创新发展。

“我县印发了实施方案，
从今年起，全县中小学原则上
要求每学年安排一次为期 4 至
7 天的研学旅行，并将研学旅
行评价结果逐步纳入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体系。”德化县政
府副县长张秋英表示，德化县
将加大对中小学开展研学实
践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管
理指导，逐步建立一套管理规
范、责任清晰、多元筹资、保障
安全的研学实践工作机制。

福建德化

研学旅行将纳入综合素质评价

■基层人物

最近余群英非常开心，因为聋哑双胞
胎姐妹小艳、小芳不仅能够顺溜地说话，
小艳还被送进“卫星班”，和普通小学的
学生一起学习交流。

地处浙皖赣三省交界的浙江省开化
县，山多闭塞，村庄散落。在这样的一个山
区小县开设“卫星班”、发展以融合教育为
核心的特殊教育，其难度可见一斑。而开
化融合教育的开端，始于2008年开化县培
智学校的成立。从一成立就担任培智学校
校长至今已11年的余群英，体验了在一个
山区小县办特殊教育的所有难处。在她看
来，家长们的顾虑和偏见是最难的。

“高标准建设的培智学校，让这群
‘鼻涕口水流不断、莫名其妙傻笑、十个
手指头也数不清的特殊孩子’得到了有效
照顾。”余群英介绍说，此外培智学校实行

“全包办”，为学生减免住宿费、水电费、伙
食费，提供爱心点心、暖心棉被、校服、免费
校车，家长只需要缴纳保险费。

在余群英看来，办好一所特教学校，打
消家长们的顾虑，这只是第一步，办好特殊
教育最重要的莫过于帮助家长们重新建立
对孩子们的信心，“核心就是解决孩子的生
存和就业问题，融合教育则是关键”。

据 2018 年数据显示，开化县有 126

名轻度残障学生，融合在全县各中小学随
班就读。2015 年 12 月，《开化县教育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轻度残障儿童少年随班就
读工作的若干意见》 出台后，随班就读工
作在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普遍开展。

每天早上 8:40，培智学校 4 名“卫星
班”的学生准时到达北门小学上课。2016
年 9 月，开化县融合教育“卫星班”在北门
小学成立，在融合教育理念的背景下，有条
件、有意愿地将中度残疾儿童少年选送到
普通学校组建成班，同时，全县大多数县属
小学、幼儿园、乡镇中心小学建设了资源教
室专供特殊儿童使用。

随读生除了和普通学生一起上课外，
他们还有一项“特殊”待遇——每天享受教
师一对一的课业辅导，辅导教师给有学习
弱项的学生“开小灶”。需要康复的随读生
还可以在资源教室跟着教师做康复训练。
随读生的课业辅导和康复训练教师都有台
账记录，每个学期期末结束时，县指导中心
就收集齐学校的随班就读工作材料，按照
2017 年 3 月出台的《开化县关于残疾儿童
少年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工作考核奖励办
法》，对各校随读工作进行考核。同时，规
定辅导教师可以拿到每课时25元的补贴，
有效保证了随班就读工作的质量。

“‘卫星班’需要普通学校管理者思
考如何创造融合环境，让孩子们更好地接
纳和被接纳，这些都是挑战。”浙江省特殊
教育指导中心常务副主任章金魁说，但无论
如何，在“卫星班”课堂上，这些特殊孩子渐
渐变得不再“特殊”，越来越快地融入社会，
让所有人对“卫星班”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余群英看到，从培智毕了业走上社会
的学生都具备了自理能力，但多数干的还
是体力活、脏活。为此，余群英和当地的职
业技术学校达成协议：建一个职教“卫星
班”，利用职校的场地、设备、师资，给学生
培训酒店服务、餐饮服务、面点制作等专业
技能，从而实现特教学生“体面”就业。

从成立之初的 1 个教学班、16 名学
生到现在的 6 个教学班 （含卫星班）、学
生 61 人，这是余群英感到最自豪的地
方。放眼全县，近年来开化特殊教育稳步
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培智学校为骨
干、随班就读为主体、送教上门为补充、

“卫星班”为融合的特教体系，并实现了
向学前教育和职高教育两头延伸的目标。

“‘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开化特教工作虽然还有待完善，但未
来的特教之路会越走越好。”开化县教育局
副局长余佑红坚定地说。

浙江开化设立“卫星班”，帮助特殊孩子变得不再“特殊”——

一个山区小县的融合探索
通讯员 吴良林 郑黎明

■基层速递

蹇家渡小学是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
官陵湖中学下辖的一个教学点，离县城
20 分钟的车程。这里远离城市的喧
嚣，环境清幽，民风淳朴，守望这里的
是周先进和他的7个“家人”。

周先进是这里的“一家之主”，人们都
亲切地叫他周嗲。周嗲今年57岁，上世
纪80年代被安排到这里工作，至今已整
整32年。他是从民办教师走过来的“赤
脚校长”，在他的身上至今还保留着那个
时代的烙印：一边教学生，一边干农活。
周先进就住在学校附近，家有4亩良田，他
现在已经把这些地租给村里人。因为他
担心影响给学生上课和看管学校。

周先进担任校长 15 年以来，长期
站在教育第一线担任语文教师，课堂是
他从站到那里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的地
方。全校 80 个学生，大部分是留守儿
童，周先进清楚每个孩子的学习问题，
也能详细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家庭状况。

周先进是全校最忙的人，因为他不管
事情大小都要事必躬亲。周先进每天早
上带领学生打扫厕所，清理操场。到了中
午，周先进就在食堂里亲自给学生打饭。
放学之后，他还要处理学校垃圾，浇灌菜
园。学校成了他的第二个“家”，周末和寒
暑假，这里也经常留下他忙碌的身影。

周先进把学校当成家，把自己的学
生和教师当成家人，他以实际行动表现
出来的体谅和关爱，深深打动了全校的
老师。其中，有5位年轻教师远离家乡
来到这里，她们中有1位来自长沙，2位
来自常德。周先进为这些教师尽可能地
提供便利，用心去关爱年轻教师的问题
和成长，这令他们感到大家就像一家人
一样，生活得非常舒心。

为解决老师们的吃饭问题，周先进
还动员自己的爱人戴姐来学校食堂帮
忙。2016年的一个周末，周先进夫妇骑
摩托车上街采买食堂用品时，不幸与一
辆拖拉机相撞，戴姐撞伤大出血，生命垂
危。在安乡人民医院抢救后脱离危险，
但病情严重，需要转高一级医院治疗。
老师们建议按工伤程序筹措医药费，周
先进坚决不肯。后来因为耽误了最佳治
疗时间，造成戴姐右手七级残疾，不能屈
伸，五指不能握住东西。在周先进的鼓
励下，戴姐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忍受剧
烈的疼痛坚持锻炼左手吃饭做事。就这
样，在 2018 年 9 月，戴姐带着伤残之
躯重返食堂，再次让师生们吃上了可口
的饭菜，菜园也变得绿油油的了。

谈到这些，周先进觉得最对不起的
还是戴姐和家里80多岁的老母亲。“再
过两年，我就可以光荣‘下岗’了，就
可以好好照顾我母亲和爱人了。”这个
一向爽朗的七尺汉子哽咽了。但是周先
进仍然内心坚定，“到时，我就完成任
大平校长要我坚持到 59 岁的指示了。
这两年，我还得尽心尽力站好最后一班
岗。”

乡村教学点的
“当家人”

通讯员 程万里

5月21日，在河北省元氏县姬村学区正庄中心小学乡村少年宫里，喜爱航空绘
画的中小学生一起交流创作体会。该少年宫聘请和平画室美术教师，把航空绘画和
儿童绘画结合起来，在促进美育的同时，普及航空航天知识。小学员在 2019 年国
际航联青少年航空绘画 （中国区） 选拔赛上，获得了优异成绩。 成和平 摄

少年宫里的航天梦
■看基层

本报讯 （记者 周洪松
特约通讯员 杜国胜） 5月14
日中午，河北省邢台市特殊教
育学校校长杨密婷在餐前半小
时来到食堂详细查看厨房工作
情况,随后和学生一同进餐。

“餐前检查，餐中陪同，已成
为我的一项日常工作。”午餐
结束后，杨密婷在陪餐日志本
上详细做了书面记录并写下评
价。

每天都有一名值班校长和
学生共同进餐，一天三顿，顿
顿不落。在邢台市各类学校，

“校长陪餐”已是常态化。早
在 2013 年 10 月，原邢台市食
药监局联合市教育局就印发了

《关于在全市各类学校幼儿园
推行“校长陪餐制”工作的通
知》，在全省率先探索和推行
了刚性的“陪餐”制度。目
前，该市 1488 所建有食堂的
学校和幼儿园中，全部实行了

“校长陪餐制”，每天大约 80
万名学生在食堂就餐，“清洁
厨房”达标率80%以上。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关乎
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 全 面 推 行 ‘ 校 长 陪 餐
制’，有利于及时发现处置食
品安全隐患，保障广大师生就
餐安全。到 2019 年底，全市
学校、幼儿园食堂‘明厨亮
灶’将达到 100%。”邢台市
教育局局长黄昭波表示说。

校园食品安全是监管的重
点也是难点。以前，即便开展
多次专项检查和专项整治，效
果却并不明显。邢台市经过调
研走访意识到，校园食品安全
工作中，“陪”和“监”必须
同向而行、形成合力。于是，
将学校负责人与学生食品安全

“捆绑”起来，倒逼学校承担
起学校食品安全的重大责任。

邢台市每所学校都成立了

食品安全管理机构，专职负责
学校食品安全日常管理，由师
生和家长代表组成食堂管委
会，学校在食品采购、供餐单
位选择等事项上，必须听取学
校食堂管委会的意见，并在食
堂显眼处公开陪餐领导安排
表、陪餐记录表等。教育行政
部门与辖区学校签订责任书，
对出现校园食品安全事故的，
实行“一票否决”。同时，监
管部门采取不定期抽查的方式
进行检查，督促落实。

同时，邢台市教育局联合
市场监管局、卫健委重点开展
了“明厨亮灶”工作。所有中
小学幼儿园借助视频或透明玻
璃窗、玻璃墙公开食品加工过
程，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加强
对食品来源、采购的监督，及
时向学生、家长公开，打造

“透明食堂”。
通过多措并举、扎实推

进，近 6 年来，邢台市从没有
发生过一起校园食品安全事件
和舆情事件。

从 2019 年以来，邢台市
教育局又开始积极探索实施

“ 营养食谱进校园”试点工
作。该市在全市每所中小学幼
儿园，都专门聘请营养师制定
出符合学生年龄特点、季节特
点的营养食谱，以保障学生饮
食营养健康。

“幼儿和青少年时期是孩
子们身体成长的关键期。实行
校长陪餐制，不仅要兜住食品
安全底线，还要注重科学饮
食，保障孩子们营养与健康需
求。”中共邢台市委教育工委
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房丽
君说。

邢台1488所学校
连续6年实施校长陪餐

餐前检查餐中陪同成为常态

近日，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筵宾镇略庄小学的150名学生，人手
一册收到了出版社捐赠的《朗读者II》学生版。此前不久，该校教师卢荣
荣受邀参加了“世界读书日”期间举办的《朗读者II》山东读者见面会，讲
述了她创建小小乡村图书馆——略庄小学“静读吧”的经历。去年，本报
以《“嫁”给村小讲台的女教师》为题，报道了卢荣荣坚守乡村讲台的
感人事迹。随后，卢荣荣被评为2018齐鲁最美教师和山东省教书育
人楷模。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葛桂昌 报道

关注 制陪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