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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威海市高新区沈阳路小学聚焦改善阅
读质量，依照“阅读—悦读—越读”的路径，在
渐次推进的实践研究中，撬动育人方式转变，发
挥阅读树德、阅读增智、阅读强体、阅读育美、
阅读促劳的作用，用阅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逐
渐形成基于“五育融合”视域下的小学全景式阅
读教学新范式。

学校通过全景式阅读教学改革，重新
认识和整体把握阅读的深层意义与实
践价值，从人、事、时、空等维度，
纵向构建五条“经线”（文本与实践、课
内与课外、常态与集中、导引与研读、线上
与线下）,横向构建五条“纬线”（全主体、全学
科、全时段、全场域、全媒介），用“五经五
纬”纵横编织，努力形成以培养具有中国情怀、
世界视野、科学精神、人文素养的人为主要目标
的学校阅读范式与实施策略，实现从单纯的语文
素养培育转向综合学习能力提升、由“教学生阅
读”向“用阅读教育学生”转变，促进学生自主
阅读、终身学习和持续发展。

用阅读教育学生启迪智慧
——山东省威海市高新区沈阳路小学的全景式阅读教学探索

丁莉莉

白居易是语文教材中选有作品
最多的古代诗人之一。目前统编小
学语文教材有《赋得古原草离别》
《大林寺桃花》《暮江吟》《池上》
（其二）、《忆江南》（其一）5首，
初中语文教材选有《钱塘湖春行》
《卖炭翁》2首，高中语文教材则
选有他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并
序》。此外，他的诗歌《观刈麦》
《长恨歌》《问刘十九》、文章《与
元九书》等也是语文教材中常选的
篇目。

白诗的两极

讽喻诗和闲适诗是白诗中最具
代表性的两类。前者体现其“兼济
之志”，强调诗歌“褒贬”“惩劝”

“稽政”“补察”的现实功用，以
《卖炭翁》《秦中吟》为代表；后者
体现其“独善之义”，为诗人“退
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
吟玩性情”（《与元九书》） 之
作。这两类诗歌风格差异极大，
可谓白诗的两极：前者意气激
烈，与现实政治结合紧密，后者淡
泊平和，似超脱于尘世之外。如此
大的反差，却奇妙地统一在同一
位诗人身上：为政时，眼中有“时
务”，心中有百姓，不藏锋芒，不
避忌讳；退居时，则优游于池园，
超然于物外，心无旁骛，全情投
入。在出世和入世之间转换自如、
圆融无间，不能不说是古代诗歌史
上的奇事。

闲适的“池上”诗

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有一类
以小池为中心的诗歌，颇具代表
性，从中可见白居易退居时淡泊闲
适的意绪情调和浅白平易的语言风
格。这类诗歌有30多首，均以池
为名，如 《小池二首》《池畔二
首》《池上早夏》《池上逐凉》《池
上作》《池上闲咏》等，其他写到
池景者更是不计其数，足见他对池
水（塘水）的情有独钟。

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
水”，白居易对水青睐有加，曾自
名“爱水人”（《泛春池》），但他
钟爱的不是江河之滔滔、溪水之淙
淙，也不是湖泊之无边浩荡，却是
池中之止水。自言“淙淙三峡水，
浩浩万顷陂。未如新塘上，微风动
涟漪”。峡水湍急、碧波浩浩，皆
不入他的法眼，唯独池水之清、涟
漪之微、小萍之泛泛、初蒲之离
离，是其最爱。

池边时光，总归是一个“闲”
字。“高卧闲行自在身”（《池上闲
吟》 其一），“更无一事但翛然”
（《池上逐凉》其一），“慵闲无一
事，时弄小娇孙”（《池上早
夏》）。正因身闲无事，官散无
忧，则所见无不适意，遇物无不成
趣，故能独得静境、诗境，流连盘
桓，永无厌日。诗人自言“林下水
边无厌日，便堪终老岂论年”
（《池上即事》），在他看来，有
池之居所，正是绝佳的退养之地，
乐得在此作“羲皇上人”。也许是
白居易性喜静，故“静者乐止
水”，池水澄净明澈，可以“迎眸
洗眼尘，隔胸荡心滓”；又清淡素
雅，故能“律贪夫”“交君子”。诗
人在池水中更能发现沉静的自我，
寻回宦海沉浮、官场倾轧中失去的
本心。

教材中的“池上”诗

如前所言，内心闲适，则“遇

物自成趣”（《池上幽境》）。《池
上》组诗二首写的即为白居易在池
畔闲步所发现的两幅富于机趣的小
景。其一写山僧在浓浓竹阴掩映下
对棋，以落子之声反衬环境之幽
静，富于闲雅之趣。统编小学语文
教材中选入的是第二首，写一个小
娃偷采白莲的情景，童趣盎然。

组诗第一首写山僧对弈，只闻
其声，不见其人，是虚实结合。第
二首写小娃行动，也并非全然写
实，而是通过描述一些迹象，反推
小娃偷采白莲的行为。也许诗人只
是在池边见到一个小娃，头顶着一
片荷叶，衣服有些沾湿，手拿一支
白莲，正大摇大摆地走着，脸上掩
饰不住得意的神色。回首望向小娃
走来的方向，一只小舟泊在渡口，
尚在摇晃，荡起层层涟漪，舟中斜
躺着一支竹篙，半截还是湿的，或
许还能看到舟中散落着一些荷花花
瓣。水面原来覆满浮萍，沿着船尾
的方向望向远方，可以清晰地看到
浮萍被划开的一道痕迹，一直延伸
到荷花丛中。显见得这条小船刚从
荷花丛中荡出，停泊在渡口。想到
小娃手中的白荷，诗人不禁莞尔：
想必是这调皮的小娃，趁着大人不
注意，自己撑着船悄悄地去采白
莲，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孰料那
一道划开的水痕暴露了他的行迹。
这样写，只见蛛丝马迹，不见全程
全貌，却给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
也正与“偷”字暗合，孩童撑船的
干练、机敏，采得白莲后的得意、
狡黠，如在眼前。试想，如果诗人
在池边眼看着小娃撑船来去，全过
程照实描绘，反而让人觉得索然无
味了。

这种小景，富于机趣，但带给
人的感觉稍纵即逝，唯有心地澄
澈、毫无心机之人才能发现并迅速
捕捉，这也反映出诗人闲淡、澄净
的内心，正如徐增评论该诗所云：

“今人胸中不干净，哪有此好诗作
出来？”（《而庵说唐诗》)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语
室主任、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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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全景式阅读的效果进行评价？
学校创新性地建立起“四化”评价体系。

一是内容阶梯化。学校构建起有梯
度、有序列的“四力”评价体系：“学
力评价”主要从阅读广度入手，记录学
生线上线下阅读书籍的数量；“活力评

价”是学生自主设计的阅读梯度评价指
标，让阅读更有内驱力；“增力评价”
主要关注学生的阅读进步，体验阅读成
长的快乐；“效力评价”主要看学生阅
读深度和阅读实效。

二是评价主体多元化。通过阅读活

动过程中的自评、互评、师评、家长评等
不同环节，让评价主体更加多元化，让评
价更全面、系统、客观，更具真实性。

三是评价手段多样化。学校为每名
学生建立“阅读存折”，下发“分级阅
读币”及“阅读之星”奖牌，借鉴PI-

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量法，建
构 《小学生阅读素养评价内容框架》
《小学生阅读素养评价标准》等评价量
规，及时获得有效反馈。

四是评价过程动态化。学校将过程
评价、增值评价、结果评价与综合评价
有机结合起来，促进评价对象的转变与
发展。

（作者系山东省威海市高新区沈阳
路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创新全景式阅读评价方式

推动全景式阅读教学改革，首先需
要提供适于阅读的环境。为此，学校以

“四A”为指导思想，优化环境，打造
全景式阅读时空。即：Anywhere——
任何地方都可以阅读；Anytime——
任何时刻都能阅读；Anyone――任何
人 （教师、学生、家长） 都爱阅读；

Anyway——以任何方式及角度都可以
进行自由、多元、多维的阅读。学校还特
别建设了“1357”阅读场馆：1馆即彩虹
花悦读馆，3苑即杏林书斋、闲庭心语和
紫藤书苑，5区即五个年级班班有精品
阅读区，7廊即儿童全景阅读七大主题
书廊。

学校探索建立起全景式阅读“六步
走”的进阶体系：一阶绘本是起步。学
校通过构建绘本微课程群，指导学生有
序有品地阅读。二阶课例是基础。统编
教材里的每一篇课文，都是全景式阅读
的基础。学校注重通过课文阅读提高学
习效率，提升学生思维能力。三阶类篇

是关键。通过比类、联结、概念圈、对
照表等阅读策略，培养学生重整、延
展、评鉴、创意等高层次的阅读能力。
四阶整本书是跨越。按照“导读—推进
—延伸”的思路，提升阅读的层次，注
重阅读方法、习惯、品质的提升。五阶
数字化是拓展。通过适度的数字化阅
读，引导学生成为数字化阅读的自我掌
控者。六阶全学科是整合。多角度融合
阅读资源，构建各美其美的精神图谱，
优化教育生态与生命质量。

建立全景式阅读“六步走”进阶体系

学校在实施全景式阅读教学改革
时，注重借助学校阅读、亲子阅读和社
区阅读等多元化阅读方式，通过精读领
悟、难点析读、美点赏读、阅读批注、
比较阅读、无声默读、全脑速读、略读
浏览、兴趣猜读、诵读表达等多种阅读
策略，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养成良好阅
读习惯，发展阅读思维。同时，注重读
写结合，通过阅读激发思维、启发质
疑、丰富表达；通过写作拓展阅读、消
化吸收，读写结合，同步发展。

在此基础上，学校还开设了全景式
阅读教学特色课程“五育融合的全学科
阅读”，分为分科式全学科阅读和综合
式全学科阅读两种类型。

分科式全学科阅读主要基于各学科
的知识点和学科核心素养要求，确立各
学科阅读书目，形成分层分类学科阅读
资源库，开展分科阅读活动。对于书目
的选择，学校综合考虑《教育部基础教
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

目录（2020年版）》、课程标准及各学
科的学科核心素养和教学实际，确定各
学科的阅读书目，在教学上采用“发现
—转化—建模—创造”的策略，提高各
科学习的原动力和自主能力。

以英语阅读课程为例，学校形成了
学科拓展类阅读、方法指导类阅读、跨
文化视野类阅读等分级系列。学科拓展
类阅读注重学生的阅读体验，引导学生
形成良好的阅读品格。方法指导类阅读
让学生在阅读中习得自然拼读的规律，
提高根据拼读规律猜测生词的意识和能
力。跨文化视野类阅读旨在增强学生跨
文化意识，逐渐形成浓厚的英语阅读兴
趣和良好的阅读习惯。

综合式全学科阅读课程是指年级内
所有学科教师共同参与，围绕同一本书
或同一“群”书，从各自学科角度聚焦
研究，让学生将阅读内容与各学科知识
融会贯通。

这包括选、研、融、展、评五个环

节。选即挑选共读书目——根据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的要求，遵循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依据学科性、适切性、趣味性原
则，严选出适合学生阅读的全学科阅读
书目。研即集体备课研讨——每周二的
集体教研时间固定用于开展全学科阅读
研讨，往往是围绕某一课例，确定核心
主题，并讨论如何将本学科知识向相邻
学科横向拓展和延伸。融即打破学科壁
垒——通过信息整合，从不同维度，将
原本碎片化的分科教学内容与目标有机
融合起来，重构完整的知识体系。比
如，在《夏洛的网》的全学科阅读教学
中，涉及语文、英语、数学、科学、美
术、音乐、体育等各个学科相关知识。
一本童书的全学科阅读教学集中体现了

“五育融合”的教育理念，蕴含着有声
有色、有情有境的“书香韵”。展即体
验探索过程——通过“体验·经历·经
验”的学习过程，学生将阅读成果展现
出来，找到阅读与生命的契合点，体悟

生命成长的完整幸福。评即学生反馈评
价——利用阅读检测题、作品内容检核
表、表现性评价任务单、学生作品展评
等手段开展评价，收集反馈信息，改进
教学及育人工作。

主题活动是学校推进全景式阅读教
学的重要载体，包括日常阅读和集中阅
读两个方面。

日常阅读常态化：学生每天要进行
“晨诵午读暮省”；每周至少保证一节阅
读课，利用微信公众号推送优秀阅读作
品；每月定期举行侃书吧、自编书等

“一班一品”分享活动，每月进行红色
经典诵读展示活动。

集中阅读促提升：学校设立“教育阅
读节”，每年通过一系列集体阅读活动呈
现一个缤纷的阅读世界，比如有“我的一
本课外书”读书演讲系列活动、儿童诗歌
诵读赛系列活动、儿童戏剧表演展系列
活动等。为了营造读书氛围，学校还在
每个楼层建立了主题阅读图书漂流站，
举办“书香家庭”展，引导家长营造家庭
读书氛围，发布书香少年榜，表彰享受阅
读生活的书香少年；选拔阅读“点灯
人”，激励教师成为儿童阅读推广人。

以特色课程和主题活动推动全景式阅读

读统编语文 品传统文化

沈阳路小学打造全景式阅
读环境，学生在校园里随时随
地可阅读，图①②③④分别为
学生在《小王子》彩绘墙下、美
美长廊、紫藤书苑、三味书屋等
处阅读的场景。（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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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理工大学在线开放课程“弹
性力学”始设于 2015 年，分别于
2016、2017、2018 年获得校级、省
级、国家级别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
定，并于2020年获得国家级别一流本
科课程认定，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和
较大的影响力。河南理工大学土木工
程学院力学系主任王钦亭说：“在‘弹
性力学’的辐射和影响下，河南理工
大学‘材料力学基础’和‘建筑结构
概论’分别于2018、2019年被认定为
河南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工程力
学’于2020年被认定为河南省线上线
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有力地促进
了学校力学课程建设质量的整体提
升。”

作为全国优秀力学教师、中原教
学名师，王钦亭承担了河南理工大学
本科生“弹性力学”“理论力学”和研
究生“变分法与分析力学”“力学学科

前沿进展”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先后
主持国家线上“金课”一门，主持、
参与省级质量工程课程5门、省级教
改项目两项，并获得全国高校基础青
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河南省高等
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及河南省师德标
兵、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
誉。在学校教学评价中，王钦亭连续
23次被评为优秀，两次获得“学生最
喜爱的教师”称号。

“金课”建设让“课程优起来”

为进一步提升高校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河南理工大学把课程建
设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完善了
一系列促进“金课”建设的制度体
系，提出了“课程优起来”“效果实起
来”“淘汰‘水课’、打造‘金课’”

“建设一流本科课程”等建设目标。

课程建设是实现让“教师强起
来”“管理严起来”的重要动力，对落
实以人为本、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意
义重大。学校衡量“金课”的标准是

“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和挑
战度，要求课程融知识、能力、素质
于一体，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
合能力和高级思维。

河南理工大学“弹性力学”课程
的开设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
40年的实践锻造了一支教学质量高、
整体素质良好的教学团队，有多名教
师在全国教学比赛中获奖，课程建设
和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国家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弹性力学”自上
线以来，每年有8000余人选课，“材
料力学基础”每年有5000余人选课，
两门课程每年均有600余人网络考核
合格。随着研究成果的推广，受益人
群将拓展到所有选修力学类在线开放

课程的学生。

混合教学让“课程更开放”

在线开放课程的运行面临着新的
问题和挑战，从运行维护到教学效果
评价，都会影响课程建设的质量和效
果。2020年1月，由王钦亭主持建设
的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
践重点项目“‘一流课程’建设背景
下‘弹性力学’国家‘金课’持续建
设及混合应用研究与实践”立项，针
对当前在线课程的持续建设及线上线
下混合教学应用开展研究，对“金
课”学习者考核成绩评价实现“两性
一度”等关键问题展开了攻关。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与以往课程质
量工程项目的一大区别在于，需要运
行维护及不断持续建设，学习参与者
需要完成规定学习任务并通过线上考

核。改革的内容是课程运维的关键环
节及持续建设的方式方法，根据课程
大纲及学情数据分析，以达到课程更
开放的建设目标。

课题组利用平台已有的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资源，使用智慧教学方案，
采用翻转课堂、手机客户端等多种途
径进行混合教学。在线上线下课时分
配上，课题组以“慕课堂”为学习平
台，精心设计和搭建混合教学课程资
源，供各“慕课堂”教学班级使用，
教学数据由智慧平台收集并根据教师
要求进行处理，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
果。

大数据分析让评价更科学

根据以往的统计，本校学生仅占
选课学员的3%—5%，其余大部分为

外校学生和社会人员。不同学习者的
学习动机、学习目的、学习习惯不
同，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对学情进行
统计和分析，对课程评价、课程运
维、课程建设的多维度、更科学、更
合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课程内容、教学效果、教师教
学、学习成效的科学评价，是指导线
上“金课”持续建设的重要依据。在
混合教学过程中，王钦亭带领课题组
将学生出勤情况、课堂表现、学习情
况等数据作为研判学生学习效果的直
接资料，基于大数据分析，明晰学生
的学习状态，对学生学习成效进行纵
向和横向比较，综合考虑专业差异、
个体差异、课程差异对学习成绩的影
响，消除不同课程的考试成绩差异对
教学评价的干扰，及时引导或提出应
对策略，对科学认识混合教学效果具
有深远意义。

利用大数据对学生学情分析、成
绩评价办法进行革新，目的是了解学
生的学习习惯及“金课”应用的真实
效果。对同一个学生不同学期学习同
类课程的情况进行纵向对比，以及对
不同专业、不同班级的学生进行横向
对比，大数据得出的效果评价，使力
学“金课”学习成效评价体系更科
学、更合理、更令人信服。

（张振华 王钦亭）

河南理工大学

多措并举打造国家一流本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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