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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全学科阅读“全”在何处

提起全学科阅读，首先凸显的
是这个“全”字。在目前学校层面
的倡导中，“全学科阅读”的“全”
一般指向阅读对象的扩大、阅读内
容的扩充和阅读领域的扩展，强调
的是全员参与、全科覆盖、全方位
推进，但如果仅仅理解到这一层，
恐怕还未能真正把握到“全”背后
更深的内涵。

从国际上对“阅读素养”的界定
来看，已经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
单纯的解码和朗读，转向一种基于交
流与交际目的的能力的获得。由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导的
国际学生学业成就评估项目 PISA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将“素养”
界定为个体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分
析和解决问题，以及在日常生活情
景下作出正确判断和决策的能力，
而阅读素养 （Reading Literacy）

主要是指个体为了实现个人发展目
标，增长知识、发展潜力，以及为
了参与社会生活而有效地寻求信
息、理解使用和反思书面文本的能
力。由此可见，PISA 对阅读素养的
认识，已超出了拼写、识字以及对
书面文本的字面理解和诠释等语文
教学中的基本要求，它更注重学生
运用相关知识和阅读能力去完成某
些应用型的阅读任务。而国际阅读
研究发展的总体趋势，也从理解文
本期、建构文本期发展到运用文本
期，也就是越来越重视真实运用中
的动态的语言学习和运用。

应该说，“全学科阅读”理念的
应运而生，也正是朦胧地捕捉到了
国际阅读素养和能力发展的新态
势，试图对我们当下的阅读现状有
所改变。事实上，全学科阅读之

“全”，意味着要超越阅读只从属于
语文学科的狭窄观念，真正从个体
终身学习、终身发展的角度，全面
认识和把握阅读的重要价值和意
义，将“阅读”从单纯的语文素养
范畴转向学习能力体系，从长期以
来占主导的文学性文本阅读，转向
兼容实用类、信息类文本的更加多
元、丰富的阅读资源和视域。

美国的 Jeanne Chall（珍妮·查
尔）博士曾在《阅读力进阶》中谈到儿
童青少年阅读的两个阶段——从“学
习阅读”的阶段发展到“通过阅读来
学习”的阶段。在已有的关于阅读与
学习能力、认知能力等关系的研究
中，已经证实了基本阅读能力是学习
得以开展的前提，阅读能力决定着是
否能够完全正确理解文本，与学习能
力有着很强的关联性，而相关实验和
数据也表明，其他学科的学习困难和
障碍，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阅读能
力的低下。这就提醒我们必须要打
破“阅读”仅仅从属于语文学科的局
限，超越语言教育层面的对于阅读的
一般认知，而充分认识到阅读是学习
其他内容、为个体未来生存发展奠基
的重要工具。

我们对于阅读能力或素养的不
同看法，决定了不同目的、内容和
形式的阅读评价。当“阅读”被作
为语文学科的专属能力和素养时，
我们关注的是听说读写能力的发
展，是语言的理解和建构，指向的
是写作和表达能力的获得和提高。
而在基于这样理念的阅读教学中，
我们也往往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如
何获得适宜的文本解读结果上，而
并未重视学生阅读能力的发展，由
此导致语文阅读教学中的“方法意
识”一直比较薄弱。尽管 NAEP、
PIRIS、PISA 等国际阅读素养评价
体系已被推介到我国，但目前依然
更多地停留在理论探讨和试题解析
评估等方面，还未能将一些能力要
求的维度，有机融入到目前的阅读
教学策略和评价维度中。此外，由
于长期以来受语文教材选文体系风
格的影响，我们的语文阅读教学更
偏重在文学性文本特别是散文类文
本的教学上，对实用类文本的教学
一直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国际母语
阅读教育普遍重视信息类文本的趋
势下，我们这一阅读教学的短板亟
待弥补。

而一旦真正确立全学科阅读的
理念，也就能够让语文学科中的阅读
教学真正发挥为学生的学习打好基
础的作用。在笔者不久前参加的一
所学校的教学观摩活动中，该校的语
文教师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语
文阅读如何助力全学科阅读？而其
实这个问题的解决，并非意味着语文
阅读教学要额外地去教授其他学科
的内容、切分其他学科的任务，或者
通过形式上的“跨学科”去和其他学
科做简单的拼接，而是语文阅读如何
立足阅读能力的提高，转换观念、扩
大视域，真正发挥出阅读为其他学科

奠基助力的作用，这就自然涉及全学
科阅读的“学科”意识。

全学科阅读的“学科”意识

如果对全学科阅读的“学科”
层面做探讨的话，一种理解是“跨
学科”阅读，通过设置一个任务或
者主题，让不同学科和领域的阅读
融合进来，但目前的不少“跨学科
阅读”“主题阅读”看似热闹好玩，
但实质上往往是各学科的大拼盘，
究其原因，是还没有真正领会这些
理念背后的教育教学原理，未能确
立好适切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还有一种理解，即要在所有的学科
中都渗透阅读意识，加强阅读训
练，所以目前学校里惯常的做法
是，在科学课程中引入一些科学
史、科学家传记等补充类素材，在
数学课程中组织一些数学类的课外
书籍作为拓展阅读⋯⋯这些阅读素
材的扩充，自然能够丰富相关学科
领域的学习，加深对该学科知识技
能的理解和掌握，但如果仅仅止步
于此，那是否就意味着树立起全

“学科”的意识了呢？
我们认为，全学科阅读的“学

科”意识，也应该建立在对阅读素
养和能力目标的适切把握和深入理
解上，建立在对于阅读的实用性价
值及其在学科学习中所发挥奠基作
用的充分认识上。在这方面，美国
马萨诸塞州 2017 年颁布的 《英语语
言艺术与素养课程框架》 应该会给
我们一些启示。首先，该阅读标准
中涉及的文本具有多样性，跳出了
单纯的文学框架，注重与生活的结
合，特别将信息类文本独立出来，
学习演讲、传记、评论等各种话题
与体裁的文本，更值得关注的是，
在信息类文本阅读标准中出现与地
理、数学学科相结合的文本，体现
出与不同学科的联系与整合，此
外，该标准还强调从数字媒介中获
得信息资源，并以此支撑自己对于
文本的理解。

阅读材料作为学生学习母语的
范例，直接影响其阅读能力与语言表
达能力的发展。就像美国教育家杜
威所说的：“其实我们并没有所谓的
看、听或记忆的能力，我们只有看、听
或记忆某种东西的能力。离开训练
所用的材料，一般的心理和身体的训
练全是废话。”某种阅读材料的选择，
关系着特定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将
文学类与信息类文本并举，体现了对
于阅读实用性价值的重视，而对信息
类、实用类文本的重视、对阅读教学
内容领域的特别关注，也就在潜移默
化中为“跨学科”的阅读奠定了基础，
学生通过这类文本获取的阅读能力，
能有效地迁移到其他学科内容的阅
读中。

而全学科阅读中“学科”意识的
体现，还在于要高度重视各学科自身
的阅读理解机制和特点，着力提升学
科阅读素养。近年来，随着中、高考
对学生数学、物理等学科的阅读理解
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学科
阅读”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和
倡导。目前较多采用的做法是基于
各个学科的知识点和核心素养，来确
定学科阅读的拓展点并整合相关资
源，再将这些阅读素材有机融入到学
科学习的过程中。但在阅读内容拓
宽的同时，对学科阅读自身的特殊性
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如具体到数学
阅读，除了具有一般阅读的心理活动
特点外，由于数学语言的高度抽象
性，数学阅读需要较强的逻辑思维能
力，而数学语言的精确性也要求在理
解上不能含糊，同时，数学还有以多
种形式表达相同的概念，如图示、定
义、文字缩写、公式、符号等，学生需
要具备某种先备知识才能进行阅读
理解。这就要求学科阅读必须要结

合学科语言和知识体系的特点，从心
理、认知和学科教学等方面进行多维
度的深入探索，揭示其阅读关键技
能，以理论来指导教学实践，进行有
针对性的学科阅读的训练。

全学科阅读促进学习力提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曾明确
提出了“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
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
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进学生主动
适应社会，开创美好未来”的要求，因
此，让学生学会学习，并逐渐形成终
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是学生全面发
展和终身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基础
教育改革、素质教育向纵深方向发展
的任务重心。“成为更好的学习者”关
乎学生“学习力”的发展——即通过
各种途径和方式获取知识、分享知
识、运用知识和创造知识的能力。“学
习力”的构成要素包括学习动机、学
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效率、创新思
维和创造力等，通过“学习力”的培养
和发展，能够帮助学生成长为既具有
预见性又具有创造性的终身学习者。

当我们从促进学习力提升的角
度理解全学科阅读，就能把握住其核
心与主旨，在学科教学中渗透“通过
阅读来学习”的理念，选择组织适宜
的阅读内容，采取相应的策略与方
式，使得这一理念真正对促进学生学
习力的提升发挥作用。近些年引发
关 注 的“ 项 目 式 学 习 ”（Project-
Based Learning）或称“问题式学
习”（Problem-Based Learning），
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与任务为
驱动，鼓励学生通过阅读、写作与小
组讨论等，探究和解决真实复杂的问
题，并从中获得知识和技能。在这一
过程中，教师作为设计者和组织者，
则需要不断去思考：学生们通过阅读
和学习学到了什么，学科的核心知识
点和关键概念如何在其中融入和体
现，而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交叉又如
何实现等。目前，有一些学校已经开
始尝试以“项目式学习”的思路来开
展全学科阅读，将拼盘式、浅表化的
跨学科、多学科阅读，推向基于特定
主题和任务、聚焦核心概念原理的深
度学习。

阅读，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石与
源头活水，是精神成长的必由之路，
这已经是教师普遍认同的理念，但长
期以来，我们关于教师阅读的认识，
还大都停留在丰富教师思想、增进教
育智慧、助力教师自身成长等笼统的
层面，却缺乏对于教师学科阅读素养
和学科阅读指导能力的特定关注，缺
乏将“阅读”与“学科教学”的有效链
接。因此，在阅读观念意识已经有了
很大发展与改变的今天，“教会学生
阅读”不仅仅是专属语文教师的要
求，而应该成为所有学科教师应有的
意识。学科教师要通过增强自身对
于学科语言和知识的掌握，深入探讨
该学科阅读的独特内涵、影响因素、
能力要求，探究有针对性的指导策
略，努力提高学生阅读、领会和理解
材料的能力，而教师在学科阅读素养
增强的同时，也就潜移默化地促进了
学科核心素养和教学指导能力的提
升。

在全学科阅读刚刚起步的今天，
还需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审慎
深入的辨析和思考，并在实践中去不
断地发展和完善，这样才有可能使

“全学科阅读”这一概念，成为推进和
深化阅读的新的契机和生长点，激发
我们在阅读观念、阅读资源、阅读方
法上的新的探索与改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副教授，北京市教委委托项目“北
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
主持人）

封面·话题

4 月 8 日，首届宁波市教育改革创新
十大典型案例榜单揭晓，“啃读挑战”项目
成为 20 个优秀案例之一。“啃读挑战”是
宁波市镇海区“研之乐”读书会于2018年
1 月发起的一个教师读书活动，主要做法
是每年读 12 本书，每本书写不少于 1000
字的感悟。2020 年，“啃读挑战”活动进
入了第三个年头，尽管具体操作方式在进
行调整，但每年 12 本书的“读写结合”任
务一直没变。

作为“啃读挑战”活动的发起者，最初
我毫无把握，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来做
这件事。走着走着，“啃读挑战”的路越走
越宽。客观地说，“啃读挑战”并不是我们
推动区域教师阅读的“预设”，而是在实践
中“生成”的。原先我在仁爱中学工作，通
过建设仁爱中学教师读书社，有效推动了
学校的教师阅读。2016 年 9 月，我调到
镇海区教科所工作后，面对区内各校教
师阅读不均衡的现状，希望通过组建一
个区域的教师读书团队，来有效推动区
域教师阅读。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镇
海区教科所和镇海区教育学会联合成立
了“研之乐”教科研骨干读书会，要求全
区中小学、幼儿园的教科室负责人都要
加入，其他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和优秀年
轻教师感兴趣者自愿报名参与。通过组
建这样的一支区域教师读书团队，让区
内的每一所学校、幼儿园都有了推动教
师阅读的具体责任人。我们希望这支队
伍扮演好组织者、示范者和先行者“三位
一体”的角色，让每一所校园在教师阅读
方面都有“种子选手”。

“研之乐”读书会成立后，我们先在激
发读书会成员的阅读热情上下功夫。首
先把“中国教育报推动读书十大人物”常
生龙的《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作为第
一本共读书。作为一个工作忙碌的教育
局局长，常生龙每周读一本书，并写3000
字左右的读书心得，这本身就有很大的号
召力。同时，这本书也为大家写读书心得
提供了参考。几个月后，我们举行了《读
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分享会，邀请了一
位教龄近 30 年的女教师、一位民办幼儿
园的年轻女教师、一位从企业管理人员转
型为职校教师的男教师，以及从教师转型
为媒体人的浙江教育报刊总社数字媒体
中心主任杨志刚分享自己的阅读感悟，对
激发大家的阅读热情起到了很好的作
用。接下来，我们把日本知名教育学者佐
藤学教授关于教师专业成长方面的著作

《教师花传书》作为读书会成员的共读书，
在举行分享会的时候，还专门邀请对佐藤
学教授有深入研究的浙江省教科院的沈
佳乐博士一起进行分享。

教科室负责人不仅要扮演好组织者
的角色，最好能身体力行带领大家一起读
书写作，同时也要扮演好示范者和先行者
的角色。我们先后组织教科室负责人共
读了《中小学教育科研与教师成长》《微型
课题研究指南（第二版）》，除了撰写读书
心得之外，还举行了“教科室主任角色定
位与专业成长”专题论坛。这两本书均强

调阅读在教育科研中的作用，通过专题通
读，强化教科室负责人在推动教师阅读中
的责任和担当。

渐渐地，“研之乐”读书会建设取得了
一定成效，我们希望通过一种具有黏合力
的品牌读书活动，推动区域教师读书活动
的常态化，于是在 2018 年 1 月推出了“啃
读挑战”活动。参与者自愿报名，并亲笔
签写承诺书，承诺不及时提交作业，视同
自动退出，三年内不得参加同类活动；如
有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则接受读书会内
通报和告知所在单位领导的做法。尽管
这个要求有点儿苛刻，但全区还是有 80
位教师亲笔签写了承诺书，开始了“自讨
苦吃”的成长之旅。

2018年的“啃读挑战”，采用了6本共
读书+6 本自选书的方式，其中共读书为

《让教育更明亮》《最高目的》《如果我当教
师》《中国哲学简史》《课堂转型》《苏霍姆林
斯基教育学说》。到年底的时候，有效参加
人数为 77 人，仅有 7 人未能完成“啃读挑
战”任务。2019年的“啃读挑战”参加人数
增加到196人，采用了4本共读书+4本限
书+4本自选书的做法。2020年，“啃读挑
战”的参加人数则增加到211人。

考虑到参与的教师从幼儿园到各个
学段都有，参与教师既有入职不久的新教
师，也有工作30年左右的老教师，为此我
们在兼顾共读的原则上，尽量给大家更多
的自由选择权。2020 年，“研之乐”读书
会每月推荐1本共读书，参与教师全年在
推荐的共读书中选择不少于 4 本即可。
2020年上半年，我们推荐了《学生眼中的
好教育》《理想国》《穿越教育概念的丛林》

《行走在教师身边的科研》《人文的互联
网》《教育应给学生留下什么》6 本共读
书。很多参与者在撰写“啃读”小结或进
行经验分享时，说自己原先没有专业阅读
的意识，现在觉得读专业书也挺有意思
的。可以说，“啃读挑战”让参与者走出了
成长的“舒适区”。

为了放大“啃读挑战”的效应，让更多
的教师参与其中，我们开展了区校协力的
大型读书分享会，并走进不同类型的学
校。2018 年结合“啃读挑战”，共走进 5
所不同的学校、幼儿园举行了5次大型的
读书分享会，进一步营造了区域的教师读
书氛围。此外，我们还结合“啃读挑战”，
把“阅读分享”活动开发成了教师培训课
程，教师在浙江省师训平台上选课，参加
规定的“读书分享”活动并完成一定的作
业，可以获得培训学分。2019年下半年，
我们开发了镇海区教科研骨干阅读素养
提升培训项目，报名人数远超于规定人数
60人，后来实际招生100人。每次读书分
享会，还有不少未选课的教师自主参加。

从 2020 年开始，我们推出了校级层
面的“啃读挑战”，并把“啃读挑战”的推荐
书目纳入全区教师的寒假读书征文比赛
推荐书目，希望让更多的教师在阅读上

“躬身入局”，享受研读之乐。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教

科所）

“啃读挑战”：

让更多教师“躬身入局”
刘波

人的一生，难免要面对疾病与生命的
诘问，“病”“症”不分，与医生沟通困难，生
病后陷入悲观、恐慌等屡见不鲜，这一切都
源于对疾病认识不清、缺乏最基本的医学
常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人们
开始重新审视身体、思考生命。

近日，中信出版社推出《薄世宁医学
通识讲义》，作者薄世宁是北京大学临床
医学博士、北医三院重症监护科（ICU）副
主任医师，该书是他总结近 20 年的临床
工作经验、历时 3 年完成的，梳理了人一
生必须要知道的医学知识，探讨了生命、
医学、医生、疾病、治疗、病患等话题，希望
从认知层面改变读者对健康、对生命、对
疾病、对医学的理解，他认为，“医疗的本
质是支持生命自我修复”。

“其实病毒来到地球已经几十亿年
了，我们人类才有多少年？人从生下来
开始，就面临着和细菌、病毒的共生关
系。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正确地看待
病毒和细菌感染、如何处理和病毒之间
的关系、怎么做才对我们的健康有利。”
在薄世宁看来，人体免疫是健康的底层
逻辑，熬夜、酗酒、抑郁、焦虑等是对人体
免疫系统最坏的习惯。此次新冠病毒之
所以难治，一是没有特效药，二是新冠病
毒可以攻击人的免疫系统，尤其对免疫

力低下且患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具有极
大的杀伤力。新冠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
是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所以预防的重
点是勤洗手、戴口罩。

《薄世宁医学通识讲义》并不是一本
教读者如何养生、如何治病的书，而是带
给读者系统性医学知识的通识读本。在
创作过程中，薄世宁检索了近年来发表在

《细胞》《自然》《柳叶刀》等权威医学期刊
上的相关文献，参阅大量书籍和医学公众
号文章，力求所有引用的数据和理论是现
阶段最权威、最前沿、最科学的。阅读这
本书，可以看到一个充满智慧的医学体系
怎样走到今天，可以看到这个庞大的医学
共同体如何维护人类的身体健康，迅速了
解医学的全貌。

薄世宁坦言，医学并不是冷冰冰的数
据、表格和影像，而是一门科学性与人文
性并存的学科。“作为一位 ICU 医生，我
经历的生死是所有医生中最多的，有些病
人可以救过来，但总有时候会救不过来，
这么多年来我也在反思，医生能够救多少
人呢？人体是个代偿能力越来越弱的过
程，很多疾病在看似好的时候，就已经埋
藏在身体里了，所以平时要定期体检。希
望每个人能够了解一些医学常识，保护
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薄世宁医学通识讲义》：

每个人都该有的医学常识
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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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民阅读理念日趋深入人
心、阅读的价值和意义得到广泛
认同的当下，如何丰富中小学阅
读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将之引向
更广阔更深入的领域，就显得尤
为重要。

在近年来对北京中小学校园
阅读实施状况的走访和调研中，
笔者发现“全学科阅读”的概念开
始进入校园阅读体系，有不少学
校开始探索全学科阅读的方式和
路径。然而，实地观察中也不难
看到，目前对“全学科阅读”这一
新兴理念，还缺乏明晰的理解与
深入的辨析。全学科阅读之“全”
意味着什么？全学科阅读的“学
科”意识该如何确立？倡导“全学
科阅读”理念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又在哪里？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
寻求答案。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