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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本报讯 《科学博士来回
答》 一书作者杰·英格拉姆日
前为北京王府学校的师生们开
启了一场妙趣横生的科学之旅。

从暗藏玄机的人体，到千
奇百怪的动物王国，从司空见惯
的自然现象，到匪夷所思的超自
然体验，所有你不知道的、你想
知道的，他都能给你回答，最重
要的是他还能带着你从问题出
发，一步步深入探寻，让你从中
体会到用科学方式进行探索的
游戏般的乐趣。在浩瀚的宇宙
面前，所有人都是求知的“孩

子”。“人人都爱的大熊猫”“灰熊
为什么会卧轨”和“北极熊的生
存危机”三个系列中的主角都是
大众非常熟悉的动物，而英格拉
姆从大众不熟知的角度拆分解
答了很多科学问题。

因为在科普领域的卓越贡
献，英格拉姆荣获加拿大总督
功勋奖。这位加拿大探索频道

《每日星球》 主持人、知名科普
作家，因青豆书坊引进出版的

《科学博士来回答》 一书为中国
读者所熟知。

（实习生 张静钊）

“科学博士”为师生打开脑洞

近日，广东省东莞市公布第二批品
牌学校培育对象，南城阳光中心小学凭
大阅读等卓有成效的教育成果，在激烈
的评选中脱颖而出。

自 2005 年以来，曹阳明分别出任南
城阳光第五小学、南城阳光第二小学、
南城阳光中心小学校长。他用大阅读这
一魔术棒，迅速提升三所学校办学水
平，争来广东省阅读示范基地、广东省
书香校园和东莞市品牌学校等荣誉。

在曹阳明的推动下，岭南大阅读联
盟成立，广东省内外 300 多所学校、单
位加入，共同为书香社会建设“添柴加
薪”。他 14 年孜孜以求，点亮了大阅读

“星火”。如今大阅读在江苏、甘肃、新
疆等 10 多个省份呈燎原之势，惠及师生
10多万人次。

大阅读魔术棒点“弱”成“优”

虽地处偏远，阳光五小已是东莞一
颗冉冉上升的教育新星。这所学校的前
身是三所薄弱村小，刚合并成新学校
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比较高，学生
综合素养相对薄弱。邻近部分家长舍近
求远，把孩子送往其他学校。

2005年9月，曹阳明就任阳光五小校
长。他反复调研，终于找到了这所薄弱校
的重要“病根”，部分教师由于阅读量不
大，讲课时难以跨出教材、学科的界，难以
融会贯通。因此学校难以推行教改，教学
效率不高。孩子们也普遍不喜欢读书，部
分家长当起了亲子阅读的“甩手掌柜”。

“我认为，没有阅读不成学校。”曹
阳明从三十多年的教学、管理实践中发
现，阅读是帮教师打开学科“藏宝洞”
的钥匙，能让课堂更加丰富多彩，带动
学校教学质量“节节高”。阅读更是照亮
学生人生长路的明灯，能帮他们启迪智
慧、拓宽视野、涵养心灵。

谋定而后动。曹阳明直面痛点，对
症下药。他希望用阅读搭建阳光五小教
育教学质量进步的“阶梯”。他先从语文
学科着手，每周专门开设一节语文阅读
课，阅读内容不局限于语文教材，囊括
中 外 经 典 ， 努 力 提 升 学 生 的 听 、 说、
读、写、演、练、思、创等能力。

在语文学科试点成功后，他又开始
推行大阅读的创新实践。“阅读低成本、
高回报，能快速拓宽师生视野和提升教
育 质 量 ， 不 应 只 是 语 文 学 科 的 ‘ 专
利’。”曹阳明在三所学校，持续而深入
地摸索大阅读之路。

曹阳明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功
夫不负有心人，他带领团队总结出目标
明确、路径清晰的大阅读理念，“大阅读
要培养孩子的大视野、大审美、大积
淀、大写作，终极目标就是铸就儿童幸
福美好的大人生”。因此，大阅读提倡宽
广的阅读观，阅读者包含学生、教师和
家长，通过唤醒他们内心的阅读激情，
营造教师研究阅读、学生爱上阅读、家
长推动亲子阅读的良好氛围。

大阅读魔术棒点“弱”成“优”，阳光五
小、阳光二小因开展大阅读发生了蝶变。
阳光五小变身为家门口的优质学校，阳光
二小获评东莞市首批品牌学校培育对象。

大阅读成为师生的“星光大道”

“语文练习册可以少做、选做，甚至

不做，要让孩子有更多的阅读时间。”在
曹阳明指导下，阳光五小语文教师邓燕
娥开设阅读指导课、分享课，与学生一
起创编童话剧，学生在寓教于乐中收获
感满满。六年后，她所教班级的语文素
养在全年级名列第一，班上学生还出版
了 《浪花朵朵》 作品集。

近年来，曹阳明努力做好大阅读的
顶层设计，着力抓好“阅读进行曲”的
软件、硬件建设。大阅读推动三所学校
师生教、学能力比翼齐飞，助力师生成
长成才。

阳光二小体育教师惠颖原来除体育
教材教辅外，基本不看其他书籍。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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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视野宽、书目广、数量多是大
阅读的显著特色。一份专业的教师书目
是老师们深挖学科富矿的‘利器’。”曹
阳明不但精心选出学校教师读书书目，
还经常传授他的“读书经”。今年秋季开
学首次校务会议，他就给全体教师推荐
新书、分享读书心得。在他的引导下，
学校各学科教师跳出了教材的“框”，跨
学科思考，追寻数学、英语乃至音体美
等学科的源头活水。

惠颖通过阅读医学书籍，教学生通
过单脚站立等训练方式，让感觉系统更
协调。在第三届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师教
学技能比赛中，惠颖夺得个人一级水平。

阳光中心小学教师钟淦贵指导学生
通过读封面、读目录等方式，掌握阅读
方法。为引导学生学会高效阅读，曹阳
明带队研发出整本书阅读的“一书三课
型”，目前已在阳光二小、阳光中心小学
等省内外数百所学校推广。其中阅读指
导课教学生掌握精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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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续写、辩论等方式，知行合
一。

曹阳明还从儿童认知和阅读心理出
发，创造性地设计文学、科学和人文三
维推荐书目，引入足球文化节主题阅读
等寓教于乐的阅读活动，让学生快乐读
书。

软陶是阳光二小的美术特色品牌，
曹阳明与美术、语文科组教师一起合作
创新，引导孩子们读过成语故事后，创
作出 《愚公移山》 等系列成语软陶作
品，并开办成语软陶、绘本故事、岭南
文化阅读等作品展。

大阅读成了孩子们的星光大道。阳
光五小原六 （2） 班读书大王曹子健荣获
东莞市“阳光下阅读”现场作文一等
奖，处女作 《手心里的七朵云》 一版再
版。受益于大阅读的她，勇夺 2013 年高
考广东省文科前十名、东莞市文科状元。

14年开垦大阅读“希望的田野”

在阳光中心小学举办的阳光亲子阅
读沙龙分享交流会上，家长们各自分享
了亲子阅读金点子。其中，学生林欣蒨
的妈妈就通过表演情景剧等方式，提升
孩子的阅读乐趣。

“阅读就像一支火把，让更多的家庭
见贤思齐。”近年来，曹阳明通过“小手
牵大手”、书香家庭评选等形式，带领三
所学校开展近百场次亲子共读活动，近
万人次家长参与。阅读之风从学校吹向
了社会，助力更多的自然人口变为读书
人口。

曹阳明欣喜地发现，14 年的试验，
春风化雨，转变着许多家庭的家风。重
视阅读的家庭越来越多，每天半小时亲
子阅读成了众多家庭雷打不动的固定节

目，近5000个家庭设立了家庭图书柜。
阳光五小等三所学校大阅读经验

“墙内开花，内外都香”，很多学校前来
取经。近年来，曹阳明就接待了 300 多
批次大阅读考察学习团体。他还应邀为
省内外中小学校长、教师、家长，开展
了 200 多场次大阅读普及培训，受众约
达 10 万人次。东莞中堂第三小学家长亲
子阅读报告会结束后，一位开饭店的家
长抓着曹阳明的手说，他自己就吃了没
多读书的亏，他要把曹阳明的好经验教
给孩子，让他们从小多读书、读好书。

2018 年，曹阳明应邀为甘肃、贵州
等贫困地区的 200 多名乡村校长和教师
作讲座，为他们推动乡村大阅读出谋划
策。为让教科研之光成为大阅读的启明
星，曹阳明带头深入研究，出版了 《爱
上大阅读——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大阅
读探索》 等普及大阅读专著。

“独木难成林，一起更精彩。”2016
年，曹阳明作为发起人，与广东教育学
会小学教育专委会合作成立了“岭南大
阅读”联盟。他还把 20 多位骨干教师培
养成大阅读“工程师”。他们经常深入联
盟学校，开展跟踪培训、联合教研，毫
无保留地传授大阅读的经验和方法。

“岭南大阅读”联盟通过开展定期交
流研讨会、作家进校园等系列活动，让
大阅读之花开遍岭南大地，共创抱团取
暖、协力远行的大平台。如今，联盟学
校分布于青海、贵州、新疆等多个省
份。

从校内延伸到社会，从单体学校到
学校联盟，舞台多变，曹阳明初心不
改，努力让延伸的书页照亮更多地方。
实至名归，曹阳明被授予广东省阅读推
广人等荣誉，他的大阅读研究成果荣获
2018年度广东省教育创新成果一等奖。

曹阳明：用大阅读之光点亮“满天星”
本报记者 刘盾

最新书事

如果说人生是一片原野，她愿意以
书为马，尽情驰骋于这片原野之上。

如果说教育是一首诗歌，她愿为淡
雅的梅花，吐蕊绽放，送上迷人的芳香。

从教 40 余年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
清英外国语学校奚亚英校长以教者与读
者的身份为骄傲，“读书吧”是她的座右
铭，带领师生读书是她认为今生所能做
的最有意义的事。

作为校长，奚亚英深知阅读对教育
的重要意义。1998 年，她调任湖塘桥中
心小学担任校长。当时的湖塘桥中心小
学是一所普通的农村学校，对于一所校
舍简陋、教师专业水平明显不高的农村
学校来讲，应该怎样做才能提供更优质
的教育呢?她深感困惑。1998 年暑假，
在苏州的一个研讨会上，朱永新教授的
一场报告让她发现了曙光。之后，她开
始按照朱永新教授“书香校园”的蓝图
规划学校，从抓师生阅读开启学校变
革、课程变革。短短十年时间，在她的
领导下，一所包括 8 所学校、2 万多名学
生的常州市第一家公办教育集团应运而
生，这在全省都属创举：花园小学的书
法特色，刘海粟小学的全国艺术特色、
湖塘桥中心小学的游泳特色、周家巷小

学的科技特色⋯⋯一校一品的亮丽风景
让湖小集团蜚声全国。

教师的发展即学校的发展，校长的
成长是教师成长最好的助推器。奚亚英
深知阅读对于一个校长的意义。她以自
身丰厚的学养助力教师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专业阅读+专业写
作+专业发展共同体。这不仅成为教师困
惑时的灯塔，也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展
示平台。她主持设立“读书月”，每年确
定读书主题，进行读书交流，并邀请朱
永新、干国祥、卢志文、许新海、窦桂
梅等新教育领路人到校作读书讲座，引
导教师进行专业的阅读。为了让阅读走
向深入，学校成立了“深度阅读读书小
组”，共同阅读教育类书籍；引导教师开
展草根化研究，成立了“星阅读”“新教
育”等十几个阅读推广工作室，推进教
师的专业化阅读；设立“图书漂流站”，
开展“活页阅读”“微信读书分享”“读
书沙龙”和“阅读之星”等评选。丰厚
的阅读增强了教师的底气，湖小从原先
仅两位市区级骨干教师，到如今由两位
省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五位特级教师
领衔的一百多位市区学科骨干的强大师
资阵容，他们走出学校，在全省甚至全

国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奚亚英率先创建三级校园书香网

络：建设师生图书阅览室“湖小学院”，收
藏丰富的图书，开架借阅；教学楼每层都
建立级部书吧、级部乐池，让它们成为实
施课外阅读中“计划性”阅读的主要场所，
级部主任、任课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和进
度及时调整、更新图书；在每个班建设班
级图书架，书由学生自带，存书量不少于
200 本，相互交流阅读。同时，注重利用
现代化的阅读方式，“超星”阅读机走进校
园，校园随处的流动书箱方便随处阅读，

“阅读大巴”创造不一样的阅读氛围⋯⋯
“晨诵、午读、暮省”作为校本课程被引入
学校，让学生们回归到了朴素的教育本
质；“童话”课程高品质实施，融阅读、
创作、编剧、表演于一体，让阅读更具
有现代感、课程味；以魔法棒、阅读银
行、七号书吧阅读券等作为阅读评价方
式，让更多的学生在遨游书海的同时获
得一份沉甸甸的荣誉。

2013 年春，她从原湖塘桥中心小学
总校长一职退休，接受区教育局的委
任，专注于清英外国语学校的管理。面
对一所崭新的国际化学校，怎样打造更
好的教育，怎样为学生的发展制定更切

合的方式又成了她思考的重点。她从书
本中汲取养分，广泛涉猎教育、管理、
人物、文学各类书籍，平均每年阅读量
达 300 余册。丰厚的学养厚实了她的底
蕴，在她的带领下，清英进行了大刀阔
斧的改革，以普适课程、专设课程和自
创课程实现了学校“七号课程”的“三
位一体”架构，实现了国家课程、地方
课程的彻底化的校本实践。在她的引领
下，清英先后成为中国民办教育百强学
校、全国民办学校十大课改样本、中国
民办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学校、全国新教
育示范学校、常州市首批国际理解教育
示范学校、江苏省语言文化课程基地、
江苏省首批教师发展研究基地⋯⋯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
的山”，阅读点燃着奚亚英的教育理想，
延续着她的教育激情，她坚信：没有比
阅读更幸福的事情。而阅读也在悄悄改
变着她的人生，延展着她的教育格局，
她将阅读的养分“化”进课堂、“化”进
管理、“化”为细节、“化”为儿童。她
在将阅读沁入自己教育生命的同时，也
将一颗颗阅读的种子植根于师生心中。
她说：“我愿用自己一生的努力，建造一
座属于心灵的图书馆。”

建造一座属于心灵的图书馆建造一座属于心灵的图书馆
吴进

书人故事

封面·人物

以 “ 引 领 学 术 、 服 务 创
新、锻造品牌、争创一流”为
主题的“2019 中国学术期刊未
来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论
坛分开幕式、科技期刊与哲社
期刊两个主论坛以及九个行业
专题论坛展开深入研讨，来自
全国科技期刊界的3000多位代
表汇聚一堂，共同探索“世界
一流科技期刊”的发展路径。

论坛上，发布了由中国科
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中
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
杂志社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图
书馆共同研制的 2019“世界学
术期刊学术影响力指数 CI”以
及“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
期刊”。此外，中国知网发布了
世界知识大数据整合平台——

《全球学术快报 （外文版）》。
从国际视野看，近10年来我国
高被引论文数量逐年增长，全
球占比不断上升，到2018年已
由原来的占比不到 10%上升到
32.33%。年报显示，中国学术
期刊的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连
续 7 年快速增长，中国最具国
际影响力的科技 TOP 期刊与
SCI 中等期刊水平相当，有几
种期刊已经进入国际顶尖期刊
行列。但整体水平距离世界一
流尚有不小差距。

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
说，要充分发挥学术引领作
用，在优势学科、特色学科、
交叉学科上下功夫，精心组织
一流学者、一流专家通过学术
期刊平台引领学科发展，提升
我国的学术话语权。中国科技
期刊编辑学会理事长、中科院
院士朱邦芬提出，一流科学研

究需要一流科技期刊的支持，
中国一流科技期刊优先发表中
国学者具有引领性和原创性的
成果，支持中国一流人才的科
学研究，既能提升期刊影响
力，又能为中国和世界科技发
展作出贡献。中宣部出版局局
长郭义强表示，要办出规模，
推动一流期刊集群化集团化，
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重组
整合资源。中科院院士潘永信
认为，培育一流期刊要有多元
化思维，优秀的科普刊物也是
优秀的刊物，要让期刊回归它
的定位和功能，面向其行业和
学科做到一流。

对于未来科技期刊发展的
重点，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所长戴国强认为，应
在打造精良的出版平台和推进
建设引导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
系上多发力。他透露，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学术
期刊 （光盘版） 》 电子杂志
社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图书
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将
合作开展世界科技期刊评价指
标体系研究，组建世界科技期
刊评价委员会，发挥各评价机
构的学术优势，探索建立新型
评价指标体系，为建设世界一
流科技期刊提供数据支撑。

据悉，自2015年开始，中
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已连续举
办五届，本届论坛由中国期刊
协会、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
学会、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
会、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
究会、《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
版）》 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联
合主办。

培育世界一流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科技期刊
发力点在发力点在哪儿哪儿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即将 600 岁的故宫是一个
传统文化的大宝库，如何将它
深入浅出地介绍给 3 到 6 岁的
儿童则是个问题。冰心儿童文
学奖得主常怡借由故宫御猫和
神兽奇幻故事的外壳，巧妙地
将 《二三子》《天马赋》《诗
经》《夷坚志》 等古籍中的神话
精髓和诸多关于故宫的建筑、
典故等融入到由童趣出版有限
公司推出的原创绘本 《故宫御
猫夜游记》 中。

在近日于北京市东城区角
楼图书馆举办的新书发布会
上，小读者们走进 《故宫御猫
夜游记》 的故事，与故宫御猫
胖桔子一起畅游了一趟大故
宫。故宫里有很多怪兽塑像，
它们在白天是游客们拍照的背
景。但谁又会想到，每到深
夜，这些怪兽不仅复活了，还
跟着一只胖猫在故宫里冒险、
游戏、战斗。作者保留了神兽
们在古籍中记载的本领，同时
还赋予它们孩童般的性格，打
破了人们记忆中有关古代神兽
凶猛、残忍的刻板印象。比
如，在 《龙的玩具》 这本书
里，龙可以“为所欲化，而不

失本形”，于是它化身雨燕、乌
龟、鲤鱼等动物带着胖桔子在
故宫中玩游戏。

为什么只有故宫的狮子头
上有发髻？御花园里的小亭子
为何供奉着四方之神？海洋里
的海马和故宫里的海马是一种
生物吗？中国的天马和西方的
独角兽有什么区别？凤凰的鸣
叫为什么被世人所推崇？30 余
个有趣的文史知识埋藏在故事
中，孩子们仿佛边读书边挖宝。

故 宫 里 其 实 有 很 多 小 动
物，除了御猫，还有刺猬、乌
鸦和黄鼠狼等。但御猫在故宫
里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存在。它
们数量繁多、特立独行、悠游
自在，像极了天真烂漫、充满
好奇心的孩子。有御猫胖桔子
这个讲解员在，孩子能自然而
然地亲近这个像大迷宫一样的
大故宫。

著名出版人海飞认为，《故
宫御猫夜游记》 完美诠释了想
象力是儿童文学最宝贵的创造
力，图画书是播种文化自信最
好的载体这一理念。

据悉，该书全系列计划出
版20册，现已出版5册。

御猫带你游故宫御猫带你游故宫
引经据引经据典讲故事典讲故事

缇妮

书海观潮

曹阳明校长与孩子们共读。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