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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内容丰富、阅读形式多元化的
时代，名著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距离中小学
生越来越远，让孩子阅读名著，感悟其魅
力，体认其文化价值似乎也越来越难。从
义务教育阶段开始，我们的语文课堂、素
养培养都极为重视对名著的阅读，但从真
实的阅读状况来看，效果似乎并不令人满
意。

名著到底离我们的孩子有多远？这是
一个需要教育者认真思考的问题。时代的
隔阂、文化的差异、认知能力的欠缺，都
使中小学生对名著望而却步。我们需要找
到一条恰巧适当的路径，让我们的孩子亲
近名著、热爱名著、领略名著并与名著对
话，进而研读、精读，把名著文化融入个
体素养中，而这条路径也将形成一个人一
生的文化氛围，架构出其童年少年的成长
轨迹。

“05后”女孩刘天韵的作品《我给名著
画插图——一个海淀小女生的私藏书单和
涂鸦》在这条路径上做了非常有价值的探
索。她在铺天盖地的“辅导班”“补习班”

“课外班”夹击下，摆脱世俗意义上的“鸡
娃”奋斗，沉淀自我，在名著阅读中汲取养
料，阅读了一系列名著——《基督山伯爵》
《动物农场》《追风筝的人》《苏菲的世界》
《时代广场的蟋蟀》《窗边的小豆豆》《毛
毛》……这些贴近少年心理的文化养料不
断丰盈着刘天韵，并激发了她自我思考输
出的意愿。

“真正的创作动机都是自发的，都是自
我内心的强烈表达。”文化储备到了一定的
程度，它就不仅仅只是知识或养料，而是融
入血脉的精神能源，深入骨髓的独立思考，
沉入内核的心灵栖居。这些思考往往需要
找到一个突破口进行源源不断的输出，《我
给名著画插图》就找到了“画插图”这一输
出港口。看似稚拙的图画、简单的调色，却
展示出当代少年独特的心灵感悟与对名著
的细腻解读。同时，这种极具个性化的解
读方式也让读者们耳目一新。在阅读形式
多元、注重自我表达的时代里，每个人就是
一个小小的“自媒体”，都在探索表达自我
的渠道，都在挖掘自我与时代对接并轨的
思考。

身处多彩梦幻期的少年们，更是无惧
于分享其丰富的思想资源与个性化的精神
独白。刘天韵将其个人私藏书单、对名著

的感悟理解乃至于自我的精神世界，都坦
然地倾泻在这部作品里。读者可以从这本
书里看到“05后”孩子的成长缩略图，看到
名著文化是如何融入孩子人生的，看到青
春期孩子独特的精神探索，也可以看到教
育对孩子原创性的巨大影响……

开创性地找到一条将名著与少年成长
紧密结合的路，并积极为这条路探索出一
种精准的表达形式：图文并茂。一手文笔，
一手画笔，“05后”的这代人已经不囿于单
种途径的突围，而是更追求多元化的破局；
他们不拘泥于读后感式的陈述抒情，而是
有足够的才艺去呈现思想共鸣；他们不满
足于对名著文化的阅读和吸收，而是更侧
重强化自我在阅读中的主体地位与主观表
达。正如刘天韵在《威斯汀游戏》手记中所
总结的那样：“阅读这本书就像在与作者下
一盘棋，读者用自己的思维一步一步地与
作者较量，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自己早已
落入作者的圈套。”这不是匍匐于名著脚下
的无条件崇拜与认同，而是更倾向于与作
者平等地交流、对话甚至博弈。“05后”一代
往往在犀利语言中，撩起了一种初生牛犊
不怕虎的气质，拨动着少年无畏又令人激
动不已的情绪。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的少年气质，也是属于这群少年所独有的
精神财富。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给名著画插图》
带给少年们一种范式思考：如何将个人阅
读的“输入”与自我表达的“输出”进行融
合？如何将个体的素养、才艺以一种多元
组合的方式去呈现？如何将当代少年精神

特质与历代先贤思想进行交汇碰撞？这些
思考可以引导教育者在“课外减负”与“滋
养自我”之间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亦可以督
促“鸡娃”家长们重新思考提升孩子素养的
真正途径，更能鼓励“00后”“05后”甚至

“10后”的少年们开启梦想与创新之路。
一本好书将会成为梦想的孵化器。用

画笔为梦想着色，以文字书写心灵感悟，为
青春代言，为少年呐喊。在人生美好的季
节里，留下美好的足迹。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级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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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韵的插画清新个性，非常治愈。
而她的手记也不落窠臼，字里行间散发出
属于她自己的独特味道：

每次当我的视线与这本书上的文字相
遇，我的心就会开始怦怦跳，仿佛与作者笔
下的一切都发生了电磁感应。

——《外婆的道歉信》手记
主人公道格被“画”治愈了一生。他当

时的生活就像只剩最后一格电的手机——
奄奄一息，但又等待着注入电能重获生机。

——《周末图书馆》手记
这本书的文字会发光。许多书的描写

都可以做到“栩栩如生”，如果说其他书的
描写都如摄影一般，那这本书就如同绘本，
其中还夹杂了许许多多的奇思妙想。

——《偷书贼》手记
阅读这本书就像在与作者下一盘棋，读者

用自己的思维一步一步地与作者较量，直到最
后一刻，才知道自己早已落入作者的圈套。这
盘“棋”我下了两遍才下明白。

——《威斯汀游戏》手记

用画笔致敬经典
——一个中学生对名著的另类解读

黄翠

读家报道
阅读作家薛涛的散文故事集

《小山羊走过田野》，会一直沉浸在
一种满怀珍重和眷恋的情绪当
中。整本书是写给生命的情话，发
自肺腑，那是从一个少年火热的胸
膛里澎湃而出的本性，讲给小山羊，
讲给田野，讲给生命记忆里一段段
的曾经拥有和永失的爱。

优秀的散文作品总是带有强
烈的主观情感，作家调用自己的
个体意识经验，并将之放大到身
处的整个世界、生命历程，蒙田的
《蒙田随笔》、纪伯伦的《泪与笑》、
卢梭的《漫步遐想录》、屠格涅夫
的《猎人笔记》等皆如此。这些散
文著作充满了和生命相关的欢喜
和忧伤，也充满了对生命的思考，
与生命的共情。共情就是把自己
的生命与其他生命联结，甘苦一
处，喜悲同体。《小山羊走过田野》
中，少年和小山羊共情共命，通感
通灵。作家用去除一切雕饰的笔
触描写少年情态，那少年直白而
真诚地袒露着自己，几近忘我地
欣然将生命托付给对方，看它看
过的山川，住它住过的房子，走它
走过的那些路，如果它受伤了，就
烙印一个同样的伤口在身体的同
一个地方——这便是共情，把自
己的生命换成它的，体验它感受
过的欢乐，也包括它承受过的痛
苦，毫无保留。

在作家笔下，世界万物是凭
个人的心性而呈现着的。所以小
山羊在少年的心中独一无二，没
有谁可与之相提并论，是因为少
年爱它，然后它便成了世界的中
心。爱在何处，何处就是世界中
心。作品里写水文站的老头儿觉
得小山羊一无是处，说它不能驮
东西，不能看家护院，不能撒娇取
暖，但少年不以为然。少年知道，
如果没有小山羊，自己就不会像
现在这样有力气，不会“让我的每
个白天和夜晚都闪着光亮”，也不
会有歌声一直萦绕在身体里。少
年的小山羊把光芒照向少年，少
年就变成了发光体。他年少有为
不自卑，全是因为有小山羊在身
侧赐予。作家通过这些描写，揭
示了率真浩荡的爱会给予生命近
乎重生的力量——因为某只小山
羊的存在，看水不是水，水已成
渊，看山不是山，山已成峰，小山
羊为少年再造了一个世界，它带
着少年一起登顶，和少年并肩为
王，少年因为有了小山羊而成了
这么好的自己。

《小山羊走过田野》里的少
年，通透而不羁。他眼含深情，手
底温柔，牵着他的小山羊，在田野
间走过，一路洒下爱的踪迹……
而光有爱还不够，真正的爱还要
伴随责任。少年化身圣埃克苏佩
里笔端星空下的牧羊人，严格地
尽职尽责地守护着他的小山羊。
他告诫小山羊“爬山的几个注意
事项”，提醒它“有几种草不能
吃”，为了让小山羊舒舒服服地度
过冬天，他“整夜不睡，在田野内
外奔走，准备苜蓿和麦草，也准备
甜美的枸杞酱”。有了小山羊的
少年，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从前的
我了。从前，我嘻嘻哈哈，不管不
顾；现在，我有了一片田野，还有
一只小山羊。它们需要我，我要
有个正经样子了”。少年有了秘
密，要长大了。他和原来的朋友
们分道扬镳，不再在泥地里打滚、
上房揭瓦、下湖翻腾。他要做正
经事了，他不能只想着自己，他的
心里装进了其他东西。责任，便
是这种心里装的其他东西吧？“东

边的林子里有一块热石头，敲它
一下就发热”，这是少年的心，原
本坚如磐石，却因为有一只小山
羊闯进来，把心擦热了。少年有
了责任和牵挂，他甚至因此而变
得少年老成、多愁善感，他担忧

“小山羊慢慢长大，以后还会变
老。田野也会变老”，“那个时候
我一定比田野还苍老”，“我不能
再管”小山羊了，不能再对它负
责，这让“我的心都碎了”，于是

“田野里到处都是碎石头”。少年
早早就懂得了一个道理，真正的
爱，往往要以牺牲洒脱自由、肩负
义务责任为代价。这样的爱，认
真而纯粹，沉重但高尚。

说到底，令人类痴迷不解的
所有秘密实质上都是关于生命
的，乃至宇宙运行、时间黑洞、社
会更迭、历史演化……要处理、解
决的也都会归结到生命这一主题
上来。生命是万物之源，也是万
物的样子，是少年和小山羊的样
子。小山羊没有少年，少年没有
小山羊，他们都能活下去，但他们
肯定会活得不一样。少年和小山
羊在一起，生命和生命在一起，万
物熠熠生辉。少年和小山羊在无
所事事里安坐，开怀，用力地活
着。他们在无所事事里感知生命
的存在，探寻世界的气息，和万物
对话，和自然交流。他们聆听天
籁，欣赏四时之美，体会生命之
重。

有一只小山羊存在，这是田
野的意义；有一只小山羊可以爱，
这是少年生命的意义。少年会长
大，小山羊会离开，但他们的一生
曾经由这样一个一个意义组成，
他们的生命历程充满了沧海桑
田、万花竞放的意义。

（作者系渤海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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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汀游戏》插图 刘天韵 绘

诵读对学生学习语文有何
帮助？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致
力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形成与提
高。语文能力的提升是每名学生综合
能力发展的基础，对学生的全面发展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诵读有助于
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也是小学
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

“学段目标”“语文学习任务群”“学
业质量描述”等模块中都有非常明
确、详细的要求。

亲近母语创始人徐冬梅表示：
“诵读既是一种阅读形式，也是一种
阅读能力。在诵读中，学生可以辨识
文字、积累语言、培养语感、全面改
善语言面貌。”当学生在诵读的时

候，视觉、听觉、感觉全都在参与学
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全身心地感
受到思想和情感的熏陶，专注于正在
读的内容，效果比默默看书要好太多。

班级诵读材料如何选？

诵读对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已经被
很多语文教师接受，他们在教学过程
中开始注重诵读的应用，通过让学生
诵读优秀的文本，引导学生领略文字
的魅力，进而实现语言的积累、语感
的培养、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

但琳琅满目的诗文选本、诵读材
料到底怎么选？儿童诗歌分级诵本
《日有所诵》帮助教师解决了这个问
题。

徐冬梅认为，儿童诵读应从童谣
童诗开始。童谣朗朗上口，充满节奏
张力，符合儿童对韵律的天然喜爱，
也容易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而诗歌
音韵和谐、感发人心，对学生而言是
很好的启蒙材料。

《日有所诵》帮助学生爱
上诵读

给学生的诵读材料要符合儿童的
阅读发展规律，如果选择了不合适的
文本，学生不爱读，仅仅当作课堂任
务却不能全身心投入，就无法真正感
受到语言之美、韵律之美。

举例来说，打开《日有所诵》一
年级选文，第一篇是一首短小的童谣
《数字歌》：“一二三，爬上山，四五
六，翻筋斗……”这首童谣内容非常
简单，节奏明快，押韵顺口，很适合
一年级的学生。这样富有童趣的文
本，能够让学生从中体会到文字的感
染力，从而喜欢上诵读。《日有所
诵》 二年级选文 《鱼儿睡在哪里》，
教师在读这首诗的时候，班级里静悄

悄的。因为诗歌里不断重复着一个句
子：“夜里静悄悄，鱼儿鱼儿你睡在
哪里？”从而营造出了一种安静的氛
围。这首诗以丰富优美的语言文字表
达了学生们对鱼儿的关切，对大自然
的情感。在诗文的浸润中，学生以诗
意的方式感受生活、感知世界，从而
培养了语言能力和对美的感性认知。

学生的潜力是无限的，而兴趣是
学生最好的老师。在班级里，教师还
可以用多种形式的诵读来激发学生的
兴趣，如范读、跟读、拍手读、对
读、轮读、变换节奏读等形式。不需
要对文本进行烦琐分析和逐字逐句的
讲解，更不需要让学生背诵。没有了
背诵任务，学生就没有了学习压力。
《日有所诵》所做的，就是让学生爱
上诵读，日不间断，水滴石穿，从而
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日有所诵》有效助力语
文教学工作

在科学的诵读理念指导下，《日有
所诵》始终坚持尊重儿童本性、从儿童
出发，走过了15个春秋，陪伴了一批
又一批学生的成长。15年来，许多小学
语文教师通过使用《日有所诵》开展班
级共读活动，认识到诵读对语文学习的
作用。他们给予学生合理的诵读指导，
通过《日有所诵》编选的诗性文本，帮
助学生培养扎实的语文综合能力。

2022年，《日有所诵》（第六版）
由亲近母语团队全新改版，补充了内
容更佳的选文，更贴近儿童视角、更
适合当代儿童诵读，能充分唤起儿童
的阅读兴趣。

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薛瑞萍老师
认为：“诵读就是深层阅读。日不间
断的记诵，就是炼心的过程。水滴石
穿，绳锯木断，天长日久，积累的是
语言，培养的是诗性，也是定力和静
气。”期待每名学生都能通过持之以
恒的晨诵晚读爱上诵读，积累语言，
形成语感，从而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最终实现精神成长。 （张芸霞）

保障“双减”政策有效实施，需
要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全面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河南省郑州市第一
二三中学秉承“朝着同一个方向，向
阳生长”的校训，致力于培养具备阳
光心态、健康个性和良好道德品质的
现代人，在实施“双减”政策中丰富
并创新课后服务，学校被认定为河南
省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示范校，致
力于培养具备阳光心态、健康个性和
良好道德品质的新一代学子——

创新+提质 打造优质教育

郑州市第一二三中学秉承轩辕文
化浸润和滋养，传承孔孟育人之道，
确立了“严谨笃学、自尊自律”的校
风、“教思贯通、诲人不倦”的教风

以及“以学为乐、学而不厌”的学
风，借助地处国家首个航空经济发展
先行区、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地缘优
势，经济快速发展为教育文化提质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

在落实“双减”政策过程中，为
有效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提高学生学
习兴趣，第一二三中学不断创新课后
服务形式，形成了“三段四类三评”
课后服务模式。

其中，“三段”即知识巩固时段、
素养提升时段和视野拓展时段“三段服
务”。在知识巩固时段要求夯实基础知
识，提升学习效率，依托真实情境，融
合生活实践，精准作业设计，实施育人
功能，由学科教师轮流看护学生自主完
成作业，重点辅导学习方法，培养学生
良好的作业习惯，保证作业质量，做到

“书面作业不出校门”。在素养提升时段
要求落实核心素养，培养学生兴趣，丰
富社团活动，力求满足学生个性化需
求，发展优势领域，保证每一名学生都
能自主选课、走班上课，发展学生特
长。在视野拓展时段要求借助新媒体，
把世界带到学生面前，每周三天，每天
20分钟，播放三类不同主题的视频——
周二家国情怀、周三艺术欣赏、周四时
事热点，营养配餐和精神盛宴同时“摄
入”，实现双向滋养。

“四类”即课后作业辅导、影音
视频欣赏、光阴故事记录、特色社团
绽放全覆盖。在课后作业辅导中，对
学有困难的学生开展辅导和答疑，对
学有余力的学生进行拓展。在影音视
频欣赏中，利用饭间的碎片时间为学
生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户。学生在
利用午读和暮醒时间填写“光阴故

事”记录册时，记录点滴成长与收
获，为学校生活留下印记。“特色社团
绽放”则是逐步引导学生建立由兴趣
到志趣再到志向的个人职业规划路
径，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评”即过程性评价、展示性
评价、拓展性评价“三项评价”。过
程性评价是学校教务处每周进行实时
监测与总结，促进服务质量不断升
级。展示性评价是学校以社团展、微
信公众号、视频号等记录学生风采。
拓展性评价通过家校合作，以家长问
卷的形式在每学期末开展调研，并进
行数据分析、调整、完善，课后延时
服务受到了家长的好评。

育心+育人 推进全面发展

在新时期教育教学中，第一二三

中学坚持“把智育与德育结合起来，
对学生进行爱与责任的教育”的办学
思想，以加强学校教学常规管理、提
升教育质量为重点，全面提高办学质
量和效益，实现育人目标。学校坚持
立德树人，创新德育工作，以德育活
动和校园文化以及“仁”“礼”“智”
课程为载体，多渠道、多层次、全方
位地开展德育活动，提高学生的政
治、思想、至善、仁爱、道德、心理
素质等方面的优良品质。通过加强和
改进德育工作，初步形成德育管理科
学、德育队伍精良、德育途径丰富的
工作局面，构建人性化、生活化、科
学化的德育工作体系，打造平安健康
校园、文明校园、德育特色校园，营
造积极、创新、共生的德育氛围。

与此同时，第一二三中学抓实抓
细教学常规管理，以教师教学工作月

考核为抓手，加大对教师的备、教、
批、辅、考等各个教学环节的检查力
度，规范教学行为，推进有效教学。
同时，以新课程理念为核心，持续探
索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和教学质量测
控模式，把握教学工作的每个环节，
优化课堂教学流程，努力探索激发学
生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
教学质量。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借 助 “ 互 联
网+”快速发展的契机，第一二三中
学坚持信息化教育，寻求教学质量的
突破，利用教师信息化基础较好的优
势，第一二三中学逐步完善智慧课堂
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开展智慧课堂技
术的学习和运用。目前，全体教师都
能熟练使用智慧课堂，并创造性地开
发智慧课堂功能，不仅使用常规的智
慧课堂教学，而且将其运用到数学组
的计算能力大赛、文综组的学科素养
大赛、英语组的才艺展示大赛等学科
活动中。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微课
分享对学生进行远程辅导或“一对
一”个性化辅导，为青年教师备课提
供了丰富的资源库，不仅有助于提高
全体师生的工作和学习效率，而且使
课堂的趣味性和高效性得以实现。

（祝俊红 焦晓玲 史凌）

河南省郑州市第一二三中学

特色课程助力素质提升 让学生向阳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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