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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讲座上，一位妈妈问我这样
一个问题，她说自己的女儿从小就读了
大量绘本，初步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
惯，可是如今孩子都上小学四年级了，
却仍然只喜欢读绘本、看漫画，对经典
名著不感兴趣，怎么办？其实，中小学
生不喜欢阅读名著、读不懂名著的现象
并不少见。即便一些在幼儿阶段读着
大量绘本长大、有着良好阅读兴趣的孩
子，进入小学后仍然面临着阅读层次不
高、阅读能力较弱等问题。

所谓经典名著，就是传统的、具有
权威性的著作，这些作品往往流传时间
久远，却总能唤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
人们心灵和情感的共鸣，承载着积极健
康的精神追求，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
值。如《红楼梦》《安徒生童话》等经典
作品，往往以文学的、审美的方式去探
究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命运相关的终
极性、永恒性命题，不仅能够引导学生
去审视心灵、探究生命本源、丰富自我
认知，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思想认识、

道德品质、健康人格和审美情趣，还能
够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他们的阅
读和写作水平。因此，引导儿童和青少
年走近名著、阅读经典，是一个毋庸置
疑的问题。

但是长期以来，给儿童和青少年推
荐哪些经典名著、如何指导他们阅读经典
名著却往往众说纷纭，缺乏有效的名著阅
读策略和指导方法。很多教师和家长往
往采取灌输的方式，甚至不惜采取布置作
业等强制性手段，硬性要求儿童和青少年
阅读名著，这样做不但不能唤起儿童和青
少年对名著的阅读热情，还会伤害他们的
感情，把本来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阅读
兴趣和阅读习惯给扼杀掉。

在整本书阅读逐步纳入中、高考改
革范围后，名著阅读问题更加受到大家
的重视。教师和家长希望迅速提高孩
子阅读名著的能力，却往往苦于找不到
合适的方法。一些名著阅读指导用书
往往读起来苦涩艰深，难以有效地用于
指导学生阅读工作。孩子为什么读名

著、读哪些名著、如何读名著的问题不解
决，就很难唤起儿童和青少年阅读名著
的热情，也难以让教师和家长确定学生
阅读的目标与方向。因此，作为一名儿
童阅读倡导者和研究者，多年来我一直
期待有一本能够科学有效帮助教师和家
长指导学生名著阅读的用书。所以，当
我看到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名著
阅读百问百答》时，一股欣喜感油然而
生。该书由北京教育学院教授吴欣歆
担任顾问，由北京市优秀教研员、一线
教师主持编写，以问答的形式正面回应
了教师、家长在名著阅读方面产生的诸
多疑难问题，不但结合中小学课程标
准，细致严谨地回答了小学、初中、高中
各学段所应达到的阅读目标，简要列出
了各学段应着重阅读的经典著作，而且
用言简意赅的方式科学地指明了儿童和
青少年名著阅读的方法与路径。更难能
可贵的是，这本书明确指出，引导孩子阅
读名著必须以尊重和理解孩子、保护和
提高孩子阅读兴趣为前提。为此，编者

有针对性地给出了众多激发孩子阅读名
著的具体方法，回应了长期困扰教师和家
长的众多阅读问题，为科学推动名著阅读
提供了有效指引。

让孩子爱上阅读，需要以科学的方
法做指引；让孩子深入阅读经典名著，
同样需要科学的方法做指引。虽然这
本书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小学阶段儿
童文学名著阅读指导涉及不够，使这本
书在内容上有所欠缺，但在当前儿童和
青少年名著阅读缺乏科学有效指引的
情况下，《名著阅读百问百答》无疑是当
前家长和教师指导儿童和青少年名著
阅读非常实用的工具书。

用科学的方法让孩子阅读名著，爱上
名著，努力培植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
文素养，是每一名家长的责任，更是每一
名教师的责任。愿更多的教师和家长都
能用科学的方法指导、帮助儿童和青少年
阅读，为他们搭起通往未来的阅读之桥。

（作者系教育管理者，儿童阅读推
广人）

请给名著阅读以科学的指引请给名著阅读以科学的指引
刘殿波

读家报道 阅读推荐

“它偷东西、藏东西，把我的照片
扔到垃圾桶，把我的手表、钻石项链
藏在它的毯子下。”在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举行的《穗子的动物园》新书发
布会上，该书作者、著名作家严歌苓
与编剧史航如数家珍地谈起那只喜
欢首饰的动物——“狗小偷”可利亚，
以及曾经与她相遇的动物们。

《穗子的动物园》是严歌苓诸多
著作中，绝无仅有的一本动物题材故
事合集，包括了12篇散文和两篇小
说。除《狗小偷》和《可利亚在非洲》
的主人公是同一只小狗外，其余每篇
故事都以一两只不同动物为主角，偶
尔还有其他动物和人类的配角穿插
其间。看似书写动物，实际上由这些
天真无邪的动物故事反映出来的是
各个特殊的时代和人性。

众所周知，严歌苓那些自传性质

最强的作品里，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小
小的“穗子”轻灵的身影：如《灰舞鞋》
《穗子物语》等。而在《穗子的动物
园》里，“穗子”简单地就是“我”本人，
最多自称“严干事”；爱动物成痴的行
径，戏谑生动的口吻，颇有几分休·洛
夫廷笔下杜利特医生动物故事集的
幽默风趣，字里行间漫溢的同情心、
同理心，更让人想起英国作家吉米·
哈利的“万物有灵且美”系列。但是，
这本书里依然有严歌苓特有的悲悯
笔触和自省精神：动物当然是可爱
的，即便看似狡黠，目的也往往单
纯。但人类和动物交往的过程中，往
往不是自以为是，就是绝非无辜，反而
显出不同程度的冷漠、自私和残酷来。
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在轻松可读性
之外，同样具备足够的深度和复杂性，
也是一本不可错过的“严歌苓”。

《穗子的动物园》：一本不可错过的“严歌苓”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打开《万物的钥匙》（二十一世纪出
版社），清新宜人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来
自大自然的气息。可以说，“大自然”是解
读《万物的钥匙》的“钥匙”。花、木、虫、
鸟、风、雨、云、雾……几乎大自然的任何
点滴元素都可以被作者巧妙采摘，在文
字的土壤中生长出一棵一棵大大小小的

“文学树”，这也是这部作品在取材方面
最引人注目的特点。由此，也许我们可
以把《万物的钥匙》归入“自然文学”的行
列，我们会想起现代自然文学的经典之
作，如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约翰·巴
勒斯的《醒来的森林》，或者文学色彩更
为浓郁的《花的智慧》。其实，不必远迢
迢地追溯外国文学史，在我们所熟悉的
从古典到现代的中国文学中，“大自然”
几乎无处不在。许多诗文都反映着古人
对自然的态度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

考，这种思考方式呈现于现当代作家笔
下依然闪闪发光。

那么，对于久居都市的我们，具体
而言，“大自然”“自然物”究竟在哪里
呢？是不是一定要到渺无人烟的原始
森林、崇山峻岭，或者至少要驱车百余
里到人迹罕至的郊外才能“遇见”大自
然、自然物呢？在作者肖定丽眼中：“大
自然不仅仅是在旷野，在远方，在传说
中，也镶嵌在城市里。”《万物的钥匙》中
很多篇目都体现了作者对“身边自然”
的敏锐观察。除了“观”，作者还喜欢

“聆听”，如《声音》即是这方面的佳作。
实际上，肖定丽的“观察”往往融合了多
种感觉经验，真正将视觉、听觉、肤觉
（触觉、温觉、痛觉）、嗅觉、味觉等多种
感觉经验综合起来，化作细腻的文字诉
诸笔端。作者还善于在观察中融入思

考。如《小雨轻轻落下》以“下小雨了”
开头，很快将读者引入具体的雨中情
景：雨点滴落于水面形成许多圆圈儿，
作者没有直接使用“涟漪”一词，而是耐
心地描绘了“圆圈儿”的变化，同时呈现
了“生”与“灭”、“灭”与“生”的动态画
面，而“生生不息，似乎要一直新旧交替
下去”即为点睛之笔，这就在如此平凡
的自然之景中写出了生命的哲思。

最让我眼前一亮的，要数仿佛随意
点缀其中的“小诗”。如《仰望》：“因为
仰望太久，天空染蓝了我的眼睛。”仅一
句，仰望者之专注，天空之湛蓝，一一呈
现在读者眼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凤
梨的铠甲》中“头顶着尖利的箭叶，身穿
厚厚的铠甲，却有一颗甜蜜的心”让人
想起罗隐的“谜语诗”《蜂》以及李峤的

“谜语诗”《风》。

翻阅《万物的钥匙》，我的眼前不时
浮现出《小王子》中狐狸与小王子的对
话，特别是他们对“驯养”一词的探讨：

“驯养就是建立情感联系。”带着爱与好
奇同自然万物建立情感联系，在爱与对
话中打开万物之心，这也许是《万物的
钥匙》带给我的最深的共鸣。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在爱与对话中打开万物之心
王利娟

麦田守望
小雪节气刚过，北京卫视主持人

高燕邀请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保冬妮，
携其创作的《二十四节气旅行绘本》来
到北京市朝阳区惠新里社区关悦书
馆，为孩子们讲述小雪里的旅行故事。

保冬妮从“小雪雪满天，来年必
丰年”的民间谚语讲起，讲小雪节气
的物候和自然特征，讲节气饮食，还
教大家做冬季美食——山药核桃露、
腰果曲奇。

在高燕与保冬妮的对谈中，保冬
妮分享了创作《二十四节气旅行绘
本》的初衷。她说，自己一直倡导自
然教育，这套书就将书本和生活、旅
行结合起来，为孩子们打开广阔的视
野。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四节
气旅行绘本》共24册，以二十四节气
为时间线，展现了24个中国城市和
乡村的农耕生活、自然风光、风土人
情，带领读者在最合适的季节去最美
的地方，感受最具特色的地方文化。

书中融合了有关节气的历史故
事、重要的农事活动、中国传统节日、
有趣的民俗项目，当地特色美食、名

胜古迹，给孩子以中国农耕文化的熏
陶。书中主人公贝儿在春夏时节游
览了北京胡同、天津乡间、西子湖畔、
广西耕田、皖南古镇、成都闹市、苏州
园林、湖南洞庭湖、贵州侗乡、布依族
古寨、西域新疆、甘肃陇上、内蒙古草
原。秋天里，贝儿在河南农村摸秋、
啃秋、贴秋膘；在山西登悬空寺，游名
山古刹，逛平遥古镇；在江西做环志
志愿者，游览鄱阳湖、去婺源；在济南
趵突泉赏菊花，枣庄微山湖看秋日荷
花；在西安古观音禅寺赏银杏树，参
观秦始皇兵马俑。冬日里，贝儿一家
人去乌拉街满族镇看雾凇，参观电影
胜地长春电影制片厂，学做朝鲜辣白
菜；在上海弄堂深处吃正宗的本帮
菜，逛石库门、上海老街；去云南腾冲
热海泡温泉，吃傣家竹筒饭；去福建
土楼，逛花市、买水仙；去黑龙江雪乡
坐狗拉雪橇感受林海雪原，在哈尔滨
赏冰雕。

跟随这套书，读者可以读懂大自
然节气的规律、农耕文化的智慧，理
解中国文化的万千气象。

冬日，绘本为社区升温
缇妮

打造过硬“红色堡垒”
凝聚教育发展合力

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党的建设根基。制定

出台《中小学校党建工作规范》《中小学校党
建标准化实施细则》等制度文件，明确区委教
育工委统筹指导的职责。加强党的核心领导作
用，全区中小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一人
兼”比例达全部，夯实了教育系统党组织根
基。

坚持问题导向，制定党的建设清单。坚持
“三会一课”等制度，制定党建工作任务清
单，压实党建工作责任。加强党建考核，将清
单落实考核成绩纳入局机关党委年度考核，每
学年组织1次中小学校党组织书记党建工作述
职评议，结果纳入学校年度绩效考核。

实施一校一品，创建党的建设品牌。实施
党建“一校一品”工程，确定书记创新项目47
个，打造“红心向党·师爱生辉”“明德致
远·温润朝夕”等16个党建品牌。全面实行
中小学校党组织建设星级化管理，通过学校党
组织自评、党员群众评议、主管部门党组织考
评，确定品牌创建星级。

争创育人“红烛先锋”
弘扬无私奉献精神

突出党性修养，加强政治教育。建立每月
2次集中学习、每半年1次理论专题辅导、每
年至少研读一本红色书籍的“211”常态化学
习教育机制。全面推行中小学校党员积分制管
理。大力实施“双培双带”工程，把优秀教师
培养成党员、把党员教师培养成教学骨干；党
组织班子成员带党员教师，党员教师带青年教
师，全面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突出示范带动，强化业务领航。实施党员
名师计划，通过党员名师带头上公开课等形式，
充分发挥党员教师在教学教改、校本课程研发等
方面的带动作用。深入开展先锋创建行动，创设
教学先锋岗、育人先锋岗等“红烛先锋”岗，形
成了“争做先锋、向我看齐”的浓厚氛围。

突出专项整治，优化师德师风。把师德师

风整治作为纯净教师队伍的有力抓手，每年9
月定为全区师德师风建设月，要求党员教师带
头签订承诺书，带头争做师德标兵。组织开展

“新时代怎么当‘四有’好老师”专题研讨、
优秀党员先进事迹报告会等系列活动，进一步
优化全体教师的师德师风。

引领学生“红心向党”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建立德育“三项机制”。建立联动工作机
制。学校党委（支部）主导、校长负责、群团
组织参与、家庭社会联动，将5大类31项德育
内容、德育任务落实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建
立宣讲工作机制。组建30余人的全区德育人
才库，先后开办“德育大讲堂”20余场次。建
立监督工作机制。实施党组织引领、家校共育
的家委会“五进一参与”监督机制，培养青少
年“红色基因”，实现多元化育人。

实施“德育四进”主题工程。德育进校本
课程，将每周“国旗下讲话”等常规性德育活
动，纳入课程管理进行规范实施，让“红色种
子”根植学生思想。德育进课堂，把立德树人德
育目标细化到每一门学科、每一堂课，在课堂教
学中践行德育先行。德育进头脑，定期组织开展
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内容的主题活
动，确保德育理念入脑入心。德育进研学，在全
市率先启动红色研学旅行工程，目前，已开展红
色研学46场次，参加学生3万余人次。

创新拓建德育教学载体。建设校园德育阵
地。按照“八有”标准建设红色文化长廊、国
史党史宣传栏、红色影院等德育阵地。建设红
色文化平台。凭借区烈士陵园、潍县战役指挥
部等12处党性教育基地，打造青少年学生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红心向党”梯次培
养。发挥“红心向党”优秀学生示范带动作
用，激发学生“红心向党”的积极性。

（肖好军 于国进 邢世吉）

授业解惑铭使命 育人不辍守初心
——记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16年数学建模之路

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教育系统开展“红色画乡、品牌党建”工作纪实

潍坊市寒亭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
丰富的红色资源，近年来，寒亭区教育系
统依托红色前阙、潍县战役指挥部、蔡家
栏子起义纪念广场等红色资源优势，坚持
革命传统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聚焦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以党建“一校一品”品牌
创建为引领，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动力，大力实施中小学党建
“三红工程”，激发了广大教职工干事创业
的斗志，点燃了莘莘学子勤奋好学的激
情，奋力书写新时代寒亭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的时代答卷。

打造专业团队：
从数学建模中的“一匹黑

马”到当之无愧的“领头羊”

2004年，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首次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初
试牛刀，学校取得了全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江西省一等奖的成绩。

2005年，学校引进曾经作为学生在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获奖的凌巍炜
入校任教。当年，学校获得两个全国一等
奖、两个全国二等奖。这是江西省高职高
专首次获得全国一等奖的好成绩，其他学
校都说江西出了“一匹黑马”。

16年来，经过不断摸索和师生的
共同努力，学校培训和组队模式逐渐成
形，积累了丰富的参赛经验，成为该领
域当之无愧的“领头羊”。2004年参赛

以来，学校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中已取得“高教社杯”2项、“Matlab创
新奖”1项、“优秀论文奖”4项、全国一
等奖27项、全国二等奖33项、江西省一
等奖58项，成为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举办28年来，获全国一等奖和国家
级别奖项数目较多的高职高专院校，历
年参赛整体成绩位列全国高职高专院校
前列。

致力全程育人：
参与数学建模竞赛的过程，

就是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

本届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江
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共派出21支队伍
63名学生参加，除斩获“高教社杯”
外，还收获一等奖4个，二等奖1个。
参赛队伍在三天四夜共76个小时里解

决一个来源于工程技术和管理科学等方
面的实际问题，竞赛的过程不仅是一次
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的提高，更是对个
人思维方式和意志力的锤炼再造。

“数模竞赛的培训过程是一场‘脱
胎换骨’。”本次“高教社杯”获得者
2017级汽车电子技术专业学生罗文强
说。他与该校2018物流管理专业学生
傅祺、2017级汽车电子技术专业学生
邹任良组成的3人团队，正是本届“高
教社杯”获得者。在备赛中，他们用两
个半月的时间高强度学习训练。

“当我参加完数模竞赛后，能将数
学规划与优化方法、图论模型、装箱算
法等知识与本专业知识融会贯通。感谢
数模竞赛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傅祺
说。

“更重要的是因合作而培养的团队
精神”，邹任良说，“如何化解选题过程

中的争执、如何处理解题过程中的分
歧、如何在沟通讨论中寻找更优答
案……这些是我在此次竞赛中的最大
收获，我将一生受益。”

坚守初心使命:
以“教师初心”传承“党的

初心”，承担高校育人使命

1700 个全天的数模培训、24 个
“三天四夜”的不眠不休……时隔8年
再次带领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代表队
斩获“高教社杯”，指导教师凌巍炜用
这样一串数字对自己倾注全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的15年进行总结。

“教书育人，这是我从业之初最朴
实的精神力量”。在凌巍炜看来，每一
次指导学生参赛的过程，都是一次见证
学生蜕变的过程，每一份汗水付出后收

获成果的喜悦，都让他感受到作为教师
的成就感，让他不忘作为一名人民教师
的初心。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初心，更是江
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办学的初心。尤其
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活动以来，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按
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总要求，认真落实主题教育各项
要求，把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内化到学
校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以

“教师初心”传承“党的初心”。近段时
间以来，学校在国家百所骨干高职学
院、全国百所现代学徒制试点高职院
校、“第六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优秀
学校奖的基础上，成功被国家教育部门
认定为“国家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
和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

（张武宏 谢若闲）

11 月 12 日，2019 年“高
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成绩正式揭晓，江西应用
技术职业学院荣膺专科组全国
奖项——“高教社杯”。相对
于本科组“高教社杯”获得者
北京大学，江西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显得默默无闻。

事实上，从 2009 年获得
“Matlab 创新奖”之后，学校
在 2011 年、2019 年两次斩获

“高教社杯”。从刚参加数学建
模竞赛时无场地、无资料、无
师资的“三无”窘境，到荣获
3座国家级别奖杯，成为在全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名列
前茅的高校，江西应用技术职
业学院走过了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