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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是国家战略规划，“读书为要”是
部编教材的首要理念。阅读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
为阅读，尤其是经典阅读，不但可以改变人的话语方
式、思维走向，还可以升华生命境界，从而让人走向
幸福的领地。所以，当人人阅读的时候，不但能优化
个体生命样态，还能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养。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对阅读高度重视，于
2018 年将“全阅读”确定为该区乡村教育振兴“十大
工程”之一。两年来，“全阅读”不但成了校园里一道
亮丽的风景，而且逐渐地向家庭与社会延伸，从而成
为长清区一个摇曳着精神光芒的文化品牌。

全国各地关于阅读的报道近乎俯拾即是，那
么，长清区的“全阅读”的内涵与外延有何独到之
处呢？对此，长清区教学研究室副主任、小学语文

教研员、“全阅读”项目负责人李全红作出如下解
读——

“全阅读”即“全员阅读、全程阅读、全科阅
读”。它由单一的学生阅读走向教师领读、家长伴
读、学生悦读的全员阅读；由放养式阅读走向跟进
式序列化、科学性指导的全程阅读；由语文学科阅
读走向数学、英语、科学、美术、音乐等全科铺展
的全科阅读。

显然，这是一个极其浩大而又富有意义的工
程。笔者通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撰写出这篇
极富生动场景的“全阅读”文章，即使如此，也不
可能将其全貌一一呈现出来。不过，某些深深烙印
在心底的见闻与感受，却一直激荡着笔者的心扉，
所以，也就有了“情动而辞发”的如下之文。

在“全阅读”走进教师与学生的
时候，一些家长“蓦然回首”，发现
自己的孩子因为爱上读书，生命已经
有了别样的风采。于是，家长们在思
考，不能仅做孩子的家长，还应当与
孩子“以文会友”，通过文化，在搭
建起与孩子心灵桥梁的同时，也让自
己的生命进一步地丰盈起来。

有这种“回首”与思考的不仅是城
区家长，不少乡村学生的家长也应声
而动，走进了与孩子共读的世界里。

双泉镇龙湾小学的学生大多是留
守儿童，在一般人看来，亲子阅读似
乎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可是，现
代信息技术却让远在他乡的父母，有
了通过电话或视频交流读书体会的可
能。

据双泉镇龙湾小学教导主任张松
讲，李红辰同学的妈妈尚甜甜，便是
其中一个很好的典型。以前，她与孩
子的爸爸在外地打工，与孩子的交流
少得可怜，更遑论互相谈论读书的感
想了。可“全阅读”开展以来，李红
辰同学几乎天天给妈妈打去电话，兴
奋地汇报自己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收
获等。妈妈尚甜甜在高兴不已的同
时，觉得自己有点儿落伍。为此，她
买来了孩子在读的书，白天只要有点
儿空闲时间就马上读起书来，以便晚
上与孩子有共同的交流话题。尽管不
能和孩子在一起，可因为有了这种读
书的交流，心里比往常踏实了很多。
为了让孩子在需要父母陪伴读书的时
候不再寂寞，她在 2019 年春节之后
断然决定，不再外出打工，好好陪儿
子读书。在外地打工的时候，一天就
有 200 元的收入，现在在幼儿园做保
育员一个月才能领到 800 元的工资。

尽管生活变得比以前拮据了，可她的
心却“安了家”。孩子又在背诵 《论
语》，妈妈也跟着背。她惊喜地发
现，自己也在成长，她这个保育员已
经在教幼儿园的孩子背诵 《论语》
了。

乐天小学刘鑫泽同学说，他的妈
妈在家里专门为他布置了一个图书
角，现在已经有了满满两大书架的书
了。每天放学回家，他只要一写完作
业，就会很快走到图书角，母子两个
就一起全神贯注地读起书来，快乐地
沉浸其中。或妈妈，或孩子有了读书
的感悟，还会情不自禁地邀请对方聊
上一番。渐渐地，这种读书与聊天，
成了母子两人之间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些实例都使笔者心中涌起无限
的感慨——当今一些家长总是抱怨孩
子不听话，有些孩子会对父母的话不
予理睬，甚至心生抵触。而孩子在这
个时段，与父母的感情维系，是滋养
其生命成长的必备营养。如果长期缺
失，不但会出现不和谐的音符，对其
未来的生命成长也会产生不良的影

响。这些家长在为此心生烦恼以至
“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如果也

像“全阅读”所倡导的亲子共读那
样，是不是同样会出现“柳暗花明又
一村”呢？

长清区教体部门负责宣传法规的
郭瑞伟说：“时间受限，目前记录的
只是全区众多家长中的两个代表，如
果以后再有时间，希望你能走进更多
的家庭，尤其是农村孩子的家长那
里，你会发现，‘全阅读’让很多个
家庭旧貌换了新颜。”

当更多的家长与孩子同沐书香的
时候，书香之气也自然会弥漫到社会
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家长与孩子一
起读书，还有了“化民成俗”的巨大
意义。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爱上读书的
时候，书中高尚的思想与优雅的语言
会不知不觉地走进读者的心里，从而
将其文而“化”之。所有参与“全阅
读”者，因读书“化”了自己，而越
来越有品格与文化者，也自然而然地

“化”着他人，以至“化”着社会。
（陶继新）

“全阅读”让家长与孩子一起沐浴书香

锻造具有精神气象的文化品牌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全阅读”活动纪实

多年来，与长清区教体部门领导
王少辉“以文会友”，常常感动于他
的教育情怀与读书情结，所以，对他
又多了一分敬佩之情。而从“全阅
读”的发起与推进之中，他与教体部
门前瞻性的眼光与战略谋划，无疑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设立专项资金与成立项目组
要想让“全阅读”在全区尤其是

乡村学校落地生根，就必须解决两个
问题：一是要有奖金支持，二是要有
专门人员具体负责。

据长清区教体部门负责宣传工作
的张庆江介绍，长清区教体部门为此
设立了专项资金，免费为全区师生购
买图书。同时，专门成立了由区教研
室具体牵头，教研室副主任、小学语
文教研员李全红任负责人，吸纳学校
优秀教师为核心成员的“全阅读”项
目组，全面调度推进项目的实施。

有了资金、有了项目组，很快，
长清区教体部门便相继为全区 17 所初
中的初一、初二年级学生，按照大班
额配置了 8 本经典图书，为全区 83 所
小学的学生按照大班额配置了 36 本经
典图书，作为中小学阶段的必读书
目。

众所周知，经典是大浪淘沙，时
光流逝，仍然定格在有思想与文化的
人心中的精神产品，这些精神产品不
管经历多少岁月，永远闪耀着精神的
光芒，影响着广大读者的生命成长。

学生在小学、初中阶段，不但是
长身体的时候，而且特别需要精神与
文化的滋养，经典恰恰能为他们的生
命源源不断地输送精神食粮，从而为
他们从小就打上优质文化与高尚品格
的精神底色。

为了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优中选
优，“全阅读”项目组的“审定”工作量
与难度可想而知。整整一个暑假，项
目组的全体成员几乎都“泡”在书海
之中。他们不但要挑选出真正意义上
的经典，而且所选内容还要符合课程
标准要求并切合学生的年龄特征。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拼命三
郎”的日夜“奋战”初见成果。很
快，他们精心挑选的这批经典图书，
便从书店购来走进了学校，成为师生
争相阅读的佳品。

二、开辟“全阅读朗读电台”
据王少辉讲，“全阅读”开展得

好坏，对全区教育教学工作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承载这一重任的项目组
不辱使命，不但积极主动地投入工作
之中，而且不断创新，以各种各样的
载体让“全阅读”更加深入人心。

2018 年寒假期间，教师和学生已
经放假在家。项目组认为，这恰恰是
师生阅读的黄金时段。为此，项目组
在教体部门微信公众号里开辟了“全
阅读朗读电台”，分“朗读”“亲子”

“荐读”“主题”“思悟”5 个栏目，每
天推送一篇有声朗读作品。

项目组负责人李全红，成了这个
“电台”头一个吃螃蟹的人。当时尚

无专门的录音设备，她就用两个手
机，一个放音乐、一个录音合成，读
了一篇老舍先生的 《过年》，竟得到
了听众的一致好评。

项目组其他成员随后相继“下
水”，从这一“电台”播出的经典作
品，在全区师生中就有了越来越多的
受众，并在“随风潜入夜”中，走进
了更多听众的心中。于是，阅读的热
情，在更大的教育“领地”被点燃。

春节刚过，李全
红突发奇想，何不邀
请 王 少 辉 在 “ 电 台 ”
上阅读一篇作品呢？

当她将这一想法
告诉王少辉后，他极
其爽快而又高兴地答
应下来，而且随后自
己制作了“节目”。他
朗读的林清玄的散文

《月到天心》，很快在
“电台”播出。其浑厚而富有磁性的

声音，将这篇作品的内在底蕴渲染得
淋漓尽致。

王少辉这一“节目”播出后，点
击率之高与留言之多超乎人们想象，
不但中小学校的校长与师生争先恐后
地参与进来，而且教体部门工作人
员、进修学校教师、特教学校师生、
驻区大学教授、政府部门领导也相继
客串“主播”。到目前为止，全阅读
电台已发布近 200 期，单篇点击率达
到 7600 余 次 ， 合 计 点 击 率 20 万 余
次。受众的数量在与日俱增的同时，
阅读经典也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于
是，项目组邮箱里每天都会收到来自
各个层面人士发来的朗读音频。“电
台”初播时只有一位后台编辑，后来
越来越无法“招架”，到现在，虽然
增至 3 个后台编辑，依然是忙得不亦
乐乎。可是，他们一直是累并快乐
着，因为在制作这些节目的时候，他
们不但有了先听为快的美妙感触，而
且也在每天的听读中，拥有了越来越
丰厚的经典文化的积累，越来越呈现
出蓬勃向上的生命姿态。

三、评选“十大读书人物”和先
进单位

在“全阅读”整体推进活动中，
有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不
但自身通过阅读拥有了更加强大的生
命能量，而且也影响其他人投入阅读
之中，从而让孔子“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精神在他们身
上闪耀出了特殊的光芒。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身边的
榜样更具影响力。德国哲学家雅斯贝
尔斯说：“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
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
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而正是因
为他们深情地触摸到了经典之中的精
神之魂，才让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有
了高贵灵魂的美好歌唱。

王少辉认为，既然如此，为什么
不用如此高贵的灵魂，去唤醒更多人
的灵魂，让他们的精神殿堂里也弹奏
出壮美而崇高的乐章？

他想到了评选长清区“十大读书
人物”，通过这些沐浴在书香中的人
的生命超越，来唤醒刚刚或者尚未感
受读书之美的人的灵魂。于是，长清
区教体部门下发了 《评选长清区“十
大读书人物”的通知》。

经过由下至上的申报与层层筛
选，长清区“十大读书人物”于 2019
年 10 月揭晓。在区教体部门隆重召开
的颁奖仪式上，教育部门领导向获奖
者颁发了获奖证书，并请他们各自发
表了获奖感言。聆听这些发言，让与
会者不禁热血沸腾，后来又通过“全
阅读电台”播报，走向全区各个校区
乃至千家万户。

随后，更大的读书热潮，便在长
清区更多的教育范围掀起。某些单位
群体共进式的阅读，也在不断“亮
剑”之时，传递出有益的经验。于

是，教体部门决定，评选“全阅读”
推进先进单位，隆重颁奖并授予奖
牌。于是，这又把以学校等为单位的
阅读，再一次推向了高潮。

长清区教体部门如此扎扎实实而
又不遗余力地推进“全阅读”活动，
真的让更多人感受到了阅读之美。即
使在喧嚣的时空里，如果漫步于书海
之中，也往往可以走进不知时光之流
逝、日月之运行的美妙世界里，享受
读书所赐予的精神营养，并让生命从
此不再平庸。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着巨
大的生命潜能，可是，如果只是一味
地沉湎于烦琐的事务和没有意义的消
遣之中，生命休说更好地发展，甚至
有可能走向低迷，乃至终身一事无
成。这不但辜负父母赐予自己的生
命，也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而通过
读书，让生命飞扬起来，无异于重塑自
己的灵魂，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四、将“全阅读”推向社会
“全阅读”在长清区整个教育界

开展得如火如荼且喜报频传的时候，
教体部门又将“全阅读”推展到了社
会上。王少辉认为，阅读是教育人的
分内之事，不管做得如何风生水起，
都应在情理之中。同时，阅读也是一
个民生工程，教育界人士在“全阅
读”的路上阔步前行的时候，还应当
在全民阅读上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教体部
门与相关的 6 部门联手，在长清区电
视台作了一场“全阅读”展示会。这
让全区教育界以及教育界之外的人们
纷纷关注并走进了“全阅读”，并由
此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2018 年 4
月 18 日 《济南日报》 在头版头条对

“全阅读”进行了报道，济南市教育
部门信息网、济南市教育电视台、山
东教育电视台等，也相继对“全阅
读”进行了专访与报道。

2019 年上半年，区教体部门又与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山东艺
术学院设计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共同
启动了原创绘本的创作活动。活动历
时 5 个 月 ， 包 含 一 所 大 学 、 4 所 初
中、27 所小学参加了这个活动，300
余本作品获奖。活动结束后，举行了
隆重的颁奖仪式。同时，将从 50 本优
秀绘本里面优中选优，在中国少年儿
童新闻出版总社和山东艺术学院设计
学院的专家指导下，出版 4 本学生自己
的书，由“读书”向“写书”迈进！

王少辉充满信心地说，书出版
后，将在全国大小书店与网络上销
售，而长清的“全阅读”，也会由此
从长清走向山东省乃至全国，并产生
更大的影响。

每一个生命都不应当在平庸的圈
子里盘旋与徘徊，而应当通过读书为
自己不断地积累生命的能量，从而造
就一个幸福的人生。而当更多的人因
拥有文化而走向幸福之路的时候，我
们的民族会渲染出更加绚丽的精神
气象。

教育主管部门的谋划与行动

“全阅读”在区域推进的同时，
城乡各学校也因地因校制宜，在读书
系列化、常态化的同时，各美其美，
绽放出缤纷万象的美丽风景。

一、长清区实验小学：将《中国
民间故事》阅读引向深入

早在 2011 年，长清区实验小学
就已开始构建“整本书阅读”课程，
并总结出了读前推荐、读中推进、读
后启智 3 种课型。教科室副主任董丽
芬作为区“全阅读”项目组核心成员，
除了做好本校“全阅读”工作之外，还
需要与项目组的全体成员一起构建资
源库。其中不但要有以前总结出来的
3 种课型，还要有阅读一本书的活动
设计、问题清单以及微课等，从而为
学校进行“全阅读”提供借鉴。

而各个学校从中大大受益的同
时，也并非将这些总体的设计全然

“拿来”，因为面对不同文体的读本和
城乡各异的学生，不能千篇一律，而
应当各有千秋。比如长清区实验小学
的 《中国民间故事》 整本书阅读，就
有了属于这个学校的独特个性。学校
专门进行了一个阅读前测，结果显
示，学生认为神话故事和民间故事是
完全独立的两个概念，而对民间故事
里边的一些人物知之甚少，除了教材
上的牛郎、织女和海力布之外，对其
他人物几乎一无所知。

学校没有让学生止步于情趣层
面，而在这个起点上继续推进，引导
学生去发现故事中所寄托着的当时劳
动人民心中的美好期盼。有了这一层
次的认知，学生继续阅读的时候就会
产生新的感悟，认识到民间故事到今
天已经成为一种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美德，学生的认知有了一定的升华。

教师还继续鼓励学生进一步研究
与探讨诸如民族的习俗等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将这些作为小课题去研究，
学生们的阅读已经开始向比较深的层
次进军，并且还产生了搜集身边民间
故事的欲望。

由此观之，对于学生来说，“全
阅读”不只是一读了之，有的时候还
要在读中研究，在研究中走向民间，
从而在继续研究中形成课题与成果。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的阅读与
研究兴趣越来越浓，收获越来越大，

优质而又快速的成长也就有了水到渠
成之妙。

二、凤凰路小学：“学科融合
式”阅读绽放异彩

凤凰路小学在全学科阅读的研究
中，将阅读课程化，逐步探索出很有创
意的“学科融合式”阅读，从而大大提
升了教师的教学水平与学生的兴趣。

据学校教导处主任、“全阅读”
项目组成员马宪军讲，王进老师在全
国益智课堂比赛中所执教的“玩转华
容道”一课，因其扎实深厚的数学功夫
与学科的巧妙融合，赢得了中国科学
院益智课题组专家的一致认可，“学
科融合式”阅读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科学教师葛鹏于 2019 年上半
年带领教研组和学生们一起研读 《细
菌历险记》 时，也因“学科融合式”
阅读绽放出异彩。他们将书中的故事
编写成课本剧，让学生在演课本剧的
过程中，饶有兴趣地加深了对细菌的
认识。

其实，每一位教师都有成为名师
与获取更大成功的可能，只不过有的
时候，因为没有相应的平台而难以异
军突起。荀子说得好：“登高而招，
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
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
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
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
善假于物也。”正是假于“全阅读”
这个成就生命之“物”，才有了更多
教师的快速成长，从而让自己有了一
个更加富有意义的生命前程。

三、特殊教育学校：让他们拥有
一个健全的精神生命

如果说“全阅读”可以畅通无阻地
走进全区健全孩子心灵世界的话，那
么，打开智力障碍、脑瘫和自闭症孩子
的阅读大门就会如“蜀道难，难于上青
天”一样几无可能。

可长清区特殊教育学校中的学
生，却在教师春风化雨般的教育下，
在“全阅读”的阵营里演绎了传奇。

这所学校自 2010 年开始转型招
收智力障碍、脑瘫和自闭症孩子，从
2016 年开始，所招收的孩子残疾程
度愈来愈重。如何对这些学生进行有
的放矢的教育，则成为教师们研究的
一个课题与难题。就在他们上下求索

的时候，“全阅读”犹如及时雨一般
“喷灌”到了这所学校，让他们找到

了解决难题的答案。全阅读”盘活了
学校的语文教学，变革了教学方式与
学习方式。

“全阅读”又从课堂走向课外，
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让阅读赋予
这些残障学生一个美好的书香童年。
兰光月同学，便从中享受到了诵读之
美。李全红主任第一次听她与校长助
理田素贞老师朗读的现代诗 《与你牵
手，是一种幸福》，就被深深地感动
了，并推荐她参加区里的展演活动。
在展演中，这个节目引起了极大的反
响，兰光月这个学生的形象与名字，
和她的精神一样，定格在了很多师生
的心里。

教师对学生的深爱，学生对教师
的依恋与感激，和着这首诗的节奏，
敲击着听者感情奔涌的心海。是的，
兰光月身体是残疾了，可她的精神却
是健全的。是“全阅读”让她有了生
命的再生，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童年。
尽管她现在与一般健全孩子还有一定
的差距，可是，有了良好的开端，就
会有更好的“发展”与“高潮”，以
至让生命绽放出属于她的独特之美。

其实，笔者上面所讲述的故事，
只是长清区有关“全阅读”众多故事
中的一部分，其他学校也有精彩纷呈
之妙。

比如石麟小学致力于整本书阅读
与习作的融通；乐天小学的“123 阅
读工程”；双泉镇中心小学让农村娃
走进朗读的天地里，这所在全区规模
小、人数少的街镇层面的农村小学，
承办了长清区首届教育教学学术年会

“全阅读”专场；马山中心小学的
“读”“说”“演”；孝里八一希望小学倡

导“全读写”；万德中心小学的“阅读
泉城，你我同行”；张夏街道青北回
民小学韦冠男老师的“1+2+4+X 特色
读写”模式等，都各有精妙之处。囿
于篇幅，很多学校的“故事”为本文
所遗漏，在深感遗憾的同时，也希望
更多的读者走进长清区，到更多的学
校去聆听那琅琅的读书声，去见证因
阅读而让生命产生飞跃的奇迹。它会
让你在感叹不虚此行的同时，走进情
有独钟于读书的美妙世界里。

学校在“全阅读”中各美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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