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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相信书籍的力量
滕亚杰
阅读可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作为教育
者，我赞同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阅读观，
书籍
有着无限的教育力量，阅读能促进学生的自我
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培养学生
终身学习的能力。因此，以“让阅读点亮人生”
作为我推动读书的理念，将学校打造成推动读
书的“动力源”，在“让每一个生命绽放光彩”的
办学理念下，开展丰富的教育教学活动，
“多读
书、读好书，与阅读交朋友”。希望通过我的力
量，带动师生、家长爱上阅读，形成学校、家庭、
社会共同推广读书的文化氛围。
阅读对师生同等重要。身为师者，要做学
生的
“引路人”，
更要坚持阅读，与书籍为友。作
为校长，以身作则，引领学校行政团队、引领教
师团队开展读书活动，提高教师的阅读素养。
读经典名著，夯实文化底蕴；读教学专著，强化
理论指导实践；读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有效引
导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关注时事新闻，
学习国家
政策文件，明确教育方向。学校每学期还为各
校区、各部门、教研组、阅览室、班级图书角等配
备新书，不断更新丰富师生阅读的书目，组织读
书沙龙等交流活动，
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
阅读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开设丰富的阅读类课程，让阅读深扎
课堂。在学校“生本、自主、开放、创造”的课程
和课堂文化引领下，构建了基础性、丰富性、综
合性三个层面，涵盖“德·彩”
“ 文·彩”
“ 健·彩”
“美·彩”
“ 创·彩”
“ 劳·彩”
“ 综·彩”七大板块的
“光彩”课程体系。其中在“文·彩”板块课程中
构建了“语言与人文”领域的系列课程，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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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课程中，除语文课外，还开设阅读必修课，聘
请专职的教师。在丰富性课程中，带领并支持
教师们编写了《阅读·悦读》校本课程指导用书
12 册、
《从“小”学文化》等书籍，开设了辩论、绘
本阅读、新闻采访与写作等选修课。在综合性
课程中，秉着
“开卷有益”
的思路，
让学生在综合
实践活动课中用阅读丈量历史，用行走开启书
香生活。如“童心看中轴”主题式综合实践课，
学生围绕北京中轴线上 14 组建筑群进行实践
研究，通过阅读书籍、查找资料、实地走访、动手
制作等活动，
认识北京中轴线，
提升中华文化底
蕴，培育爱北京、爱祖国的情怀。
阅读是一切学习的阶梯，应贯穿各学科的
课堂。我们提倡开展全学科阅读，推动整本书
阅读，提出语文“1+n”阅读等理念。由教师为
学生推荐合适的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设有班
级阅读评价表，针对学生阅读数量、效果、分享
情况进行红、黄、蓝三色笑脸的分级评价，评价
表的标题是具有班级特色的阅读口号，推进整

用阅读厚重区域教育生态底色
杨华
的。尤其是在实践中，如何培养学生的阅读兴
趣和习惯，要比想象的难得多、复杂得多。所
以，我在全市的教育行政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
要把阅读作为营造区域良好教育生态的最基
础、最重要的系统工程，抓实抓细抓好，在深度
上下功夫，在拓展上花力气，以实践来检验认
杨华
识，以实践来提升认识，以实践来检验理论，以
内蒙古自治区
实践推动实践走向深入。
乌兰浩特市教
如何用阅读营造区域良好教育生态，
我首先
育局原局长
把着力点放在校长读书的引领上。2015年以来，
我们开展校长每月
“同读一本书”
活动，
即每个月
最后一个周六上午作为
“雷打不动”
的校长读书
我始终认为：
“读书让人知识丰富，让人思
论坛。论坛上，
校长们对同一本书或交流或演讲
想厚重，让人精神富有，让人心灵愉悦。”
我在教
或辩论，
每个人都能有思想上的启迪与精神上的
育行政岗位工作 20 多年，一直高度重视阅读工
收获。我认为，
读书与工作的结合非常重要，
读
作，并身体力行带领乌兰浩特市教育系统干部
书与工作应该是水乳交融的，
最好的状态一种是
教师把读书当成事业加以推进，使其成为乌兰
，
一种是
“红花配绿叶”
。所谓画龙点
浩特市的教育名片，成为区域良好教育生态的 “画龙点睛”
睛，
是将书中的思想内容进行提炼指导日常的工
厚重底色。
作；
而红花配绿叶则是指读书是
“绿叶”
工作是
“红
从 2000 年乌兰浩特市教育局启动的以扩
花”
，
要让
“绿叶”
吸收更多的阳光和养分，
促进
“红
大阅读量为重点的“中小学语文实践计划”课
花”的绽放，
用书中的营养滋润教育事业的花朵
题，到 2002 年将对学生阅读习惯和兴趣的培养
美丽绽放。近几年我又对校长读书提出了更高
作为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重点加以研究落实，多
目标，即校长读书要走向研究型和学术型，
要坚
年来我们一直将阅读作为工作重点不断强化。
持基础理论与教育科学前沿并用，
科学与人文共
究其原因，一是我们对阅读在语文教学中的重
进，
方法与理论互证，
读与写同步，
追求知行合一。
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二是我们对阅读促进学生
其次，
教师读书走向
“全科阅读”，
并成为学
健康成长的重大意义有深刻认识。三是我们对
生和家长的领读者。
“全科阅读”就是全校教师
“教育的根本职责就是带领孩子一起读书”
有深
无论是教哪个学科的，
都参与到阅读中来，
每个
刻的认识。
学科都要挖掘阅读的意义，都负有培养学生阅
回过头来反思所走过的路，对阅读重要性
读习惯与兴趣的任务。
“全科阅读”为教师的专
的认识确实有高度，但若以阅读对人生之重要
业成长服务。通过阅读不断走进学科的本质，
意义为“参照系”，这个认识高度显然是不够

把每一间教室都建成图书馆
朱雪晴
与阅读真正的相遇，始于 2007 年随新教育
研究中心赴贵州公益支教。
那是个春寒料峭的 3 月。坐了两天的绿皮
火车从上海南站抵达遵义火车站，已是凌晨 4
点。接车未到，寒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无处可
躲。可是支教团队的老师们都在看书，有的还
大声吟诵起来。原来，读书可抵饥寒。
支教的重点内容，是推广阅读，推行新教育
儿童课程。在那个遥远的小山村，我们带着孩
子们一起晨诵，一起午读，一起暮省。多么神奇
啊，短短一个月，那一双双眼睛，竟然一天比一
天闪亮起来。原来，读书能生智慧。
支教回来不久，遭遇车祸。骨折卧床的日
子，晦暗沮丧。捧读研究中心寄来的 30 多本
《儿童阶梯阅读书目》，我生命的裂缝里，慢慢透
进了光。原来，读书还可疗伤。
如此珍贵的际遇，让我遇到了热爱阅读又
深谙阅读的领路人，习得了阅读的策略，开始深
耕校园，摸索实践。
2015 年，我校获评“阅读改变中国”年度书
香校园。当时的颁奖词是这样的：
这，是以中国最古老的卷轴作为校门造型
的学校；这，是用十本世界经典著作命名校园道
路的学校；这，是立志于把每一间教室都建成图
书馆的学校。
入学第一周，孩子们享受的是儿童课程为
核心的入学课程；日常每一天，孩子们沐浴的是
自信阳光的十品性课程；毕业那一刻，
孩子们聆
听的是校长娓娓讲述的绘本故事……
的确，这就是我们关于阅读的思考与实践。
把每一间教室都建成
“图书馆”。像图书馆
那样书源丰富，却比图书馆更为便捷——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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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小学督学
与孩子年龄相称的好书触手可及。遵循“什么
年龄段的孩子看什么书”
的原则，
我们为全校孩
子量身定制“阅读配方”。每年 9 月，举全校之
力，打造一个个高品质书柜。这一做，已是 10
年。
把阅读做成课程。我们研发的十品性课
程，就是将校园里的十条路与十本书相结合，
让
阅读充分发挥德育的力量。这个“长在路上的
课程”，被评为浙江省德育精品课程、全国十佳
卓越课程。我们研发的入学课程，以儿童喜闻
乐见的绘本、童谣、电影替代第一周学科教学，
让一年级新生消除了恐惧，
迅速爱上了学校。
阅读，
真的让浮躁的校园清静下来，
让师生
都拥有了一种舒展的生命姿态。
这些年，
利用学校承办新教育全国开放周、
新教育年会、新教育示范学校开放日等各种机
会，我带着教师们讲述故事、呈现课堂，不断反
思并优化书香校园的行动策略。
这些年，应新教育研究院及各地教育局邀
请，我先后去了山东、江苏、河南等 17 个省份推
广阅读。

本书阅读。
阅读有助于提升学生核心素养。我们大力
营造学校良好的阅读氛围，通过坚持举办读书
节、
古诗词大赛、
成语大赛，
开展朗诵、
演讲、
讲故
事、辩论赛等，
进行优秀绘本巡展、图书漂流、书
签设计等活动，
促
“书香教师”
“书香学子”
“书香
班级”
“书香家庭”不断涌现。还通过官方微信
公众号设立
“乘着诗歌的翅膀”
“点亮小书架”
等
诗词、书籍推荐栏目，营造浓厚的阅读文化氛
围。在 2021 年建党百年之际，学校还与商务印
书馆携手，
打造
“中国出版史与阅读”
系列课程，
通过专题讲座、开设课程、开展活动等形式，开
展对中国革命史、中国印刷史、中国教育史等学
习，
传承红色基因，
营造
“家校社”
协同育人的书
香氛围，
让历史
“照亮”
未来，
让阅读
“点亮”
人生。
“最是书香能致远，
腹有诗书气自华。”
无限
相信书籍的教育力量，把读书当作一种精神追
求，
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工作责任。

影响我的一本书：
《给教师的建议》
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对我而言
意义深远。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在面临一次
次角色和思维转换时，每读这本书都会有新的
收获与启发。我想这正是因为苏霍姆林斯基教
育思想的普适性、
先进性，
且符合我国所提倡的
素质教育的规律，书中提出的德智体美劳等方
面的教育命题都有着深刻的哲学意义。
这本书直指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引领我对
教育的认知。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
“每一个
儿童都蕴藏着某些尚未萌芽的素质。这些素质
就像火花，
要点燃它，
就需要火星。”
我认为教育
就是“点亮”，要把每个孩子看作独特的生命个
体，
每个孩子都视为英才，
使其在自己的基础上
有所发展。
“点亮”
孩子的内动力，
实现孩子的自
我教育、
自我发展，
使孩子们在不同领域绽放属
于自己的光彩。

更好把握学科的规律，
拓宽学科的视野，
走向大
学科、大教育视野。
“全科阅读”
必然走向师生全
员阅读，
为营造书香校园贡献力量。
再其次，切实落实班主任抓阅读第一责任
人的职责。班主任既是培养学生阅读兴趣与习
惯的第一责任人，也是引领学生家长读书的领
读者。通过多年来对阅读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实
践探索，阅读已成为乌兰浩特市良好教育生态
的厚重底色。

影响我的一本书：
“一本大书——于漪”
“读书人”经常会被问到：对你影响最大的
一本书是哪一本？对此每个人都会给出各自不
同的答案，
而我的回答却是——于漪。
我的答案并不是具体指于漪老师的哪一本
专著，而是指能体现于漪老师精神品质和人格
特质的无字之书——
“坚守三尺讲台，
胸怀江河
世界。
”
在我眼里，
她就是一本大书。
于漪老师著作等身。她的论文专著逾 400
万字，特别是她的《现代教师学概论》是中国第
一部研究现代教师的理论著作。她的教育人
生，
是在用生命唱歌，
用上课质量来影响孩子的
生命质量，她告诉我们如何“一辈子做老师，一
辈子学做老师”
。
对于如何学做老师，于漪老师说：
“为人师
者，
当智如泉涌；为人师者，
思想当永远年轻；为
人师者，当为人模范；为人师者，当善读好书。
选择了教师，就选择了高尚。”她还说：
“什么是
教师？教师就是给学生点亮人生明灯的，当然
首先要自己心中有太阳。教师心中没有太阳，
怎么把阳光洒到学生的心中！经典就是点亮教
师心中的明灯和太阳。”她又说：
“什么是教育？
教育不是一些名词、
术语、
概念，
而是要成就、
发
展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
我读于漪老师这本“大书”，就是要领悟她
“用生命唱歌”的教育人生，让自己的精神始终
处于高位发展，
努力做一名教育的终身学习者。

朱永新老师说，
没有阅读，
就没有真正的教
育。阅读，是推进社会公平、加强民族凝聚力、
提高国民素质最有效、最直接、最便宜的路径。
我常想，
把每一间教室都建成图书馆，
为每
一个孩子提供最适合他的书，
让经典滋养灵魂，
让好书照亮童年，这该是每一个教师的担当与
使命。
每每想起朱老师的话，每每看到那么多饱
读诗书并致力于以阅读点亮童年的人，我就惭
愧自己读得太少，
做得不够。
不过，
我一直记着梅子涵老师说过的话，
大
意是：知道自己处在低处，是一件好事。这样，
可以看到高处的美好，
努力往那儿走去。

影响我的一本书：
《特别的女生萨哈拉》
很多年前读完《特别的女生萨哈拉》的时
候，
我听见内心有个声音在大喊：
像波迪那样做
老师！
没错，波迪，就是书里面那个涂着绛紫口
红、
穿着皱巴巴衣服的老师；那个每天早上站在
教室门口，捧着“烦恼收集篮”，让大家把烦恼
“倒进”篮子的老师；那个规定大家“一定要看，
一定要听，一定要推己及人”的老师；那个让孩
子们每天把日记交给她的老师。
萨哈拉，这个不写作业、不爱读书、曾经接
受特殊教育的孩子，
因为遇到了波迪老师，
神奇
地改变了。她不再
“躲在操场的角落，
自己做自
己的玩伴”
，而是成了
“所有美好的中心，
写着美
丽的诗篇，
倾诉着美丽的梦想”。
波迪，是一个从骨子里淌着相信——相信
每个孩子都该、
都能热烈生长的老师。
教育，就是激励、鼓舞与唤醒，我在这本薄
薄的童书里看到了；教师，
应是学生学习的指导
者与陪伴者，我看到了；扬长，是帮助孩子自信
成长的最好路径，
我也看到了。我以为，
这样的
书，胜过艰深理论，强于刻板说教。它是镜子，
可以比照自省；它是拐棍，
可以借势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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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悦读撬动未来
王永彪

王永彪
吉林省长白朝
鲜族自治县第
一中学校长
我 1970 年出生在吉林省临江六道沟镇大
杨树村七队，因为土地贫瘠，一岁余，我随父
母迁到长白县新房子乡虎洞沟村的附属村落畜
牧场，那里只有不到 20 户人家。
我的文学启蒙和人生仰望就从那里开始。
最初听 《岳飞传》《白牡丹》《夜幕下的哈尔
滨》，日后母亲用卖鸡蛋的钱给我订阅了生命
中的第一份杂志 《儿童文学》。
读师范那四年，我几乎耗费了所有的时
光，到处走到处看。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高人指
点。现在想想，那段时光自有价值。读变幻的
自然、读流传的经典、读各异的人生，我渐渐
看懂了人世间的洒脱。
1990 年，我被分配至长白县金华乡中学
执教语文。为了不误人子弟，我开始大量阅
读，仿佛在沙漠走久了猛地见到甘泉一般。阅
读 之 余 ，我 开 始 写 作 ，表 达 对 教 育 生 活 的 认
知。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写作给我打开了一
扇门，做教育领域的作家，成了我的新梦想。
2009 年通过竞聘，我担任了金华中学校
长。此前我已任了 8 年教导处副主任，专注于
鼓动教师阅读专业书籍并积极参与各级别的教
学竞赛。阅读成了我和同事们飞翔的翅膀。做
了校长，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也生出这样的翅
膀。
2014 年初，我们开始建设“悦读校园”，
希望所有的师生投入经典阅读，书写最美人
生。2011 年当地的小学并入中学统一管理，
阅读从娃娃抓起，更有力量。为使我们的孩子
和更多区域的爱心人士联系在一起，我利用在
校长传媒上发布的文章启动了全国性的图书募
集活动。
2016 年，我联系上了清华附小窦桂梅校
长，她答应在学校组织的图书义卖活动中给我
们支持。那时我的母亲患胰腺癌已到了晚期，
三天两夜，我忍着痛往返于祖国的边陲和首都
北京，使清华附小的爱心书籍和吉祥物走进了

乡村的校园。
2017 年我到长白一中工作，阅读也到了
县城内唯一的这所汉族初中学校。“悦读书
苑”好像孩子一样，从青涩踉跄到今天稳健而
行，我们以有序有法有效的阅读带给师生全新
的容颜，因为“腹有诗书气自华”。
悦读活动、悦读课程、悦读体系，我们以
质朴的方式慢慢地架构。借着阅读的羽翼，我
开始走出小城，去祖国各地，以我的声音传播
阅读；更多地借助文字言说，在 《当代教育
家》《中国教师报》 等报刊发表了数十篇推动
阅 读 的 文 章 ， 2017 年 初 推 出 的 自 媒 体 “ 悦
者，一首清扬的歌”则是我最佳的悦读讲说舞
台。
“以悦读撬动未来、以问题走向未来”，这
是我们张贴在学校一楼正厅的激励语。我们希
望生活于边陲的师生以此实现自身的价值并为
国家、为民族作出应有的贡献，即使不做星
辰，也要像石子一样，做最美的路基。
以悦读撬动世界，它不仅属于我，也属于
整个世界，因为悦读是世间最便捷、最优雅、
最诗意的阶梯。

影响我的一本书：《论语》
自从触摸中华经典，《论语》 一直丰碑般
矗立在我面前。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作为学
校的管理者，这句话给我很深的启迪。生活在
我们身边的都是理性而现实的人，故而不能苛
求，保持理解和包容，一切皆可过去。
为走近 《论语》，近几年我陆续买来钱穆
先生、杨伯峻先生、李泽厚先生等人的译本，
加上手头已有的，至少有六七种译本。这些译
本中，我比较喜欢钱穆先生的。据讲，《论
语》 他读了近 60 遍。他定是在考证的基础上
阅读的，所以自有他的权威性。
走进班级和孩子上阅读课时，我给孩子推
荐的第一部经典就是 《论语》。考虑到学生的
认知水平，我向他们推荐了杨伯峻先生的译
本。
在逐篇逐章诵读中，孩子们渐渐将孔夫子
请下神坛，他实实在在地生活在烟火间，谈得
实诚，《论语》 的文字是极其精简的，譬如：
“政者，正也。
”为政者，若是用心，践行这一
句可能就够了。为此我们读得虔诚而专注。
时过境迁，不少句子语义模糊了，我们难
以知晓孔子的真意，但它所给予的营养必将使
我们获益深远。

十年铺就
“大阅读”
工程蓝图
于志健

于志健
山东省威海世
昌中学校长

我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那个年代，
在我生活的地方，阅读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
但读书却让人十分“上瘾”，欲罢不能。
我的求学之路与成长之路，都有书籍的陪
伴 。 1993 年 师 范 毕 业 的 我 正 式 踏 入 教 师 行
业，因为自己“淋过雨”，才更想给孩子们
“打一把伞”
。那时候每月我都会拿出专门的薪
资用来买书，也买书作为奖品送给学生，想以
此引导孩子们多读书。
教师的专业成长之路，一定是要与阅读为
伴的。我在书中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成长方
法，恰是刚入职的那几年，我从书中汲取充分
的精神力量，让我明确并坚定自己的前进方
向。也正是那几年的积累，让我坚定了推广阅
读的信心。
阅读伴随着我的成长路，也伴随着我的教
育路。2011 年，我初任校长，第一时间在学
校推动“灵魂沐濡书香”阅读工程，将阅读作
为教育的根基。2014 年我出任威海恒山实验
学校校长，这是一所市、区政府为支持支柱产
业园区建设的全市最高标准的九年一贯制学
校，地处农村，与我童年生长地相邻。在第一
次家长座谈会上，一位家长对学校提出的阅读
推广项目提出疑问：“校长，读课外书会不会
耽误孩子的学习？”家长疑虑、迫切的眼神深
深触及我的内心。“父母的眼界与格局，决定
了孩子生命的高度与深度。”这件事加速了我
推广阅读的脚步，我想借助教育的力量打破这
种既定程式，我要打造出适合乡村学校的“大
阅读”工程。
我与同事用了近一年时间，梳理多年来推
广阅读工作的经验和做法，于 2015 年全面推
出了群感阅读理念，提出四大创新点——创新
阅读场域空间体系，使每一本好书在校园陈
列；创新阅读整合课程体系，使每一门好课在
课堂呈现；创新群感阅读和评价体系，使每一
名学生在阅读中生长；创新阅读分享和交流活
动，使每一名教师在阅读中生长。我们建构起
“1 个图书馆—10 个阅读厅—60 个书房”三级
空间体系，成为镇域唯一阅读空间；与新华书

店 联 手 打 造 全 市 首 家 校 园 新 华 书 店 。 2017
年，学校获评“威海最美阅读空间”。克莱特
风机等有情怀的企业家，在学校捐建阅读馆，
设立阅读专项奖学金，鼓励师生阅读。阅读逐
渐成为农村孩子的生活方式。
2019 年，我出任威海世昌中学校长，学
校“半亩塘”大阅读工程启动。该项目在群感
阅读的基础上，深度优化，从“听、说、读、
写、演”五大板块入手，全面铺开。借力场馆
文化，以多元建构、引向纵深为着力点，多方
借力，致力打造大阅读工程新品牌。
两年多时间，学校自主建设和高校、企业
参与建设的恭学馆、东观书阁、英文馆等 10
多个阅读空间相继建成。大阅读工程稳步推
进，越来越多的学生成为学校推广工程的直接
受益者。经典诵读比赛、朗读者、超级演说
家、世昌戏剧节……孩子们在舞台上一次次蜕
变，看着孩子们大方得体的表达、脸上洋溢的
自信，感受着生命的生长、精神的成长，我内
心对世昌孩子的未来充满了无限期待。
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埋植心中的“大阅读”
工程蓝图业已铺开。繁华至极归于质朴，绚烂
至极追求本真。我渴望追求的是在更高层面完
成生命个体与文字的会意和交融，是在更高层
面生命与生命间思维的碰撞、思想的激荡。

影响我的一本书：《美的历程》
1981 年，《美的历程》 让无数中国人开始
探讨自由、人性和价值，给无数读者带来精神
洗礼般的阅读感受。李泽厚以清醒的思辨能力
和敏锐的美感经验，跨界哲学、艺术、社会
学、心理学和文学史，带人穿透他的著作，洞
察到他生命内部最本质的情感。冯友兰先生专
门写信称赞他：
“把死的历史讲活了。”在那个
刚刚经历过思想动乱的年代，这本 《美的历
程》 就像是缝隙中挤进来的一丝亮光，引领着
人们向明亮那方走，人们如饥似渴地从中获得
“美的启蒙”
。
蒋勋先生认为，美是回来做自己。我也一
直从 《美的历程》 这本书中反复思索我所从事
的教育工作。正如李泽厚所言，教育的目的主
要是培养美好人性。真正的美源于心灵，要将
纯真、美好、善良作为最具价值的教育元素。
向美而生，是我理想中学生的精神气质和生命
状态，让学生在审美的愉悦中走向心灵的生长
和精神的自由。美在哪里被创造，生命就会在
哪里生长。教育要重启师生的心灵征途，帮助
每一个生命建构人格、情感、艺术和自然等方
面的美感，让学校成为师生的精神山水，让成
长明心见性。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也许没有答案。但是
美有意义，答案在生活里，也在这本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