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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4 月，草长莺飞，树木葱茏，走进

成都市人民北路小学，迎面而来的是

春天、是书本、是阅读。

教学楼前有一本书籍雕塑，镌刻

着一行字“每个人的故事都很重要”；

墙面上一个个与书相关的奖牌非常

醒目——“阅读改变中国”全国书香

校园、四川省十大书香校园、成都市

十佳书香校园、全国中小学科研兴校

示范基地……书籍、书架、孩子们的

作品在校园里随处可见——这是一

所以阅读为特色的城市小学。

校长刘艳说：“自 2008 年金牛区

启动儿童阅读行动计划之后，阅读就

成为学校的关键词。十余年的时间

里，从丰富的阅读活动，到安静的阅

读课堂，再到特色的阅读课程——经

历了阅读活动化、课堂化，正逐渐走

向课程化的发展。经过持续努力，我

们构建了‘全阅读’的课程体系，在阅

读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现在，阅读对于儿童成长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但也存在几大问题。

第一，儿童阅读内容窄化，难以促进

核心素养全面形成；第二，儿童阅读

空间狭隘，难以实现线上线下融通；

第三，儿童阅读指导不力，难以提供

深度系统支持。”谈起这个话题，副校

长李兰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比如，阅读内容上，以指向提高

智力水平的获取知识性阅读居多，指

向建构精神世界的文学欣赏性阅读

较少，发展社会能力的生活实用性阅

读较少。阅读空间上，在新媒体时代，

阅读随手可得、触手可及，但阅读时间

变得零碎而割裂，造成“浅阅读”“泛阅

读”。支持系统上，教师缺乏阅读专业

指导能力，家庭缺乏陪伴能力，社会缺

乏品质支持，三者缺乏“结盟”，学校缺

乏系统的儿童阅读课程支持。

从三个显著问题着手，人北小学

探索“全阅读”教育改革，13年来，形

成了“五全引领，四维驱动，圈圈循

环”的“全阅读”育人模式。

何谓“全阅读”？李兰说，“全阅

读”是指将阅读贯穿于学习与发展始

终，使阅读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和学习

方式，进而提升学生基础学力、丰盈

学生心灵和促进学生创意表达的阅

读样态，其核心理念是“让阅读成为

丰盈心灵与绽放精彩的源泉”。

“全阅读”核心内涵可以概括为

“五全”，即：阅读主体“全员”，聚焦学

生阅读，教师、家长、作家、编辑、社区

阅读志愿者等全员共同“协助”；阅读

内容“全容”，丰富的各领域书籍，无

形的成长和生活，都是阅读的内容；

阅读方式“全息”，视觉、听觉、触摸

……多种感觉器官共同参与阅读；阅

读空间“全域”，线下、线上阅读互为

补充和促进；阅读效果“全面”，师生

多元智能协同发展，终身学力茁壮成

长，精神心灵丰盈明亮。

提供阅读“全内容”。学校确立

了“全阅读”课程总目标和低中高三

个学段目标，从兴趣、习惯、能力、阅

读量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依据

全阅读目标，制定了各学科阅读书

目，为学校、班级、家庭购书提供“全

营养菜单”。学校每年寒暑假组织

“全阅读综合实践活动”，依据主题和

问题不同，量身定制阅读书目和阅读

内容。全学科阅读书目和生活实践

阅读书目共同帮助学生实现读“有形

的文字+无形的生活”的“全阅读”。

开掘阅读“全时空”。学校倡导

开展每日家庭亲子共读 30 分钟，鼓

励每周社区（图书馆）阅读 1小时，抓

牢抓实学校阅读时间，保证学生的阅

读随时、随处、真实发生。目前学校

固化下来每周两节阅读课、“全阅读”

晨诵、“全阅读”月、“全阅读”假日 4
个板块的时间。

赋能阅读“全协助”。组建教师

阅读联盟、开展教师阅读沙龙活动，

培养“有回应能力”的教师；建设家长

学堂、提供有创意的亲子阅读实践活

动项目、“全阅读校车”网络课堂，培

养“有回应能力”的家长；走进社区，

通过“百姓故事会”、“金牛教育坝坝

宴”、“金牛教育面对面”，影响“有回

应能力”的社区志愿者、亲朋乡邻。

学校、家庭、社区三者齐心合力，从根

本上保障了优质阅读环境的建设。

通过内容、时间、支持系统的构

建，形成并不断健全阅读课程体系

后，2017 年，学校担任金牛区阅读联

盟学区学区长，通过阅读种子共育、

阅读资源共享、阅读活动共办、阅读

生态共构四种途径，实现联盟内阅读

资源的共建共享，人北“全阅读”经验

在金牛区全面推广。

我们实践的“全阅读”，其核心理

念是“让阅读成为丰盈心灵与绽放精

彩的源泉”。它是广域阅读、整合阅

读、深度阅读的体现，最终实现学生

的全面发展。“全阅读”理念的建立，

打开了阅读的边界，拓展了阅读的视

野，也让“融创”在阅读中自然发生。

一、阅读与课程融合
在“融创”思维下，“全阅读”课程

主要由两大板块构成：

衍生阅读课程：就是学科拓展阅

读。我们用“1+N”的方式来遴选和确

定阅读内容。“1”指国家课程的教材内

容主题或能力要素，“N”即以“1”为基

础，遴选的课外拓展读物。通过“1+

N”，来实现“学科的全阅读”。

整合阅读课程：强调以项目、研

究、问题等为导向，打破学科界限，用

阅读来推进学生在项目制作、科学研

究、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等方面的

体验、研究、创造。我们用“3×3”的模

式来构建。第一个“3”指阅读内容主

题，包括“我是人北娃”“我是成都娃”

“我是中国娃”三大内容板块、十个模

块。第二个“3”指阅读目的，包括“主

题研究类”“项目创作类”（问题解决

类），综合体验类。“3×3”的模式，构建

的是一个阅读目的与内容可以纵横

交错的立体课程，其核心就是跨学科

学习。因此，整合阅读课程，就是用

跨学科的观念，五育并举，实现“全学

科的阅读”。

通过“全阅读”课程建设，我们把

阅读与学科教学结合，把阅读和学生

学习、生活相结合，并尝试建立一个

目标序列化、内容层递化、方式多样

化、评价立体化的阅读体系，让阅读

成为孩子学习生活中的常态，将阅读

课程融入孩子们的童年。

二、阅读与文化融通
阅读课程的开发，我们从“硬环

境”、“软环境”两处着手，着力于打造

彰显人北特色的校园阅读文化。

“硬环境”：在学校教学楼大厅

里，有一本大大的、厚厚的书。灰白

的底色上点缀了金色的花纹，中间闪

耀着一行大字：“每个人的故事都很

重要。”一本书，一句话，将阅读与学

校的理念融在一起。人北小学是一

所占地面积小，校舍比较陈旧的老学

校，但是，通过校园景观打造、图书馆

建设、“阅读童年展厅”布置等，让每

一寸物理空间都承载了阅读的重量，

释放出教育的力量。

“软环境”：学校开展各种阅读综

合实践活动：一是全阅读假期综合实

践活动：戏剧、中国年、阅读银行……

二是全阅读节日综合实践活动：淘乐

汇之销售中的数学、世界读书日宣传

活动……三是全阅读常规综合实践

活动：午读之声、最美阅读班级展示

……在丰富的活动中，全阅读理念深

入人心，师生共享。

三、阅读与技术融会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信息技

术手段支撑的新型学习方式正在快

速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为“全阅读”教

学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1.“全阅读校车”出发，打造“悦

读朋友圈”。

2018年，我们第一次以直播的方

式，推出了多学科融合的亲子阅读指

导网络活动——“全阅读校车”。虽

然条件简陋：用手电打光，直播设备

就是手机和笔记本，但网络直播受到

师生、家长的欢迎。阅读校车第一季

共六期，累计观看量达2万余次。

作为金牛区教育局组建的“阅读

联盟学区”的学区长，第二季的“全阅

读校车”依托“金牛教育”官方微信公

众平台，受众群由本校师生、家长发

展到学区学校，更有各地“摆渡船”学

校的参与。一共四期的网课，共有

161个班级参加，让“全阅读校车”这

个品牌在金牛区有了较大影响力。最

后形成了以学生网络共读课堂为核

心，由人北小学、人北教育集团校、金

牛区阅读联盟学区、“摆渡船阅读港湾

学校”共同构成的大型“悦读朋友圈”。

2.成立线上学校，打造“全阅读”

线上课程。

2020年世界读书日，人北小学线

上学校正式成立。在开校典礼上，人

北教育集团刘艳总校长说：“在这里，

打破教育时空界限，聚合优质教育资

源，创设融合学习场景。教育被赋予

新的意义，我们将创造和追求幸福教

育无限的可能性。”

我们架构了“全阅读”线上课

程。不同的学科，选择相应的主题，

进行线上拓展阅读。例如，语文学

科，以亲情温暖、成长况味、家国情

怀、快乐读书吧等为主题；教师还打

造了“全阅读.春天的成长”德育微课

程，从学生居家学习的需求出发，设

计了三大板块、7个单元、15个活动，

把阅读贯穿在品德教育、劳动教育、

艺术教育、体育活动之中。

阅读与技术的融会，让线上课程

呈现出“四全”的特征：

导师团队“全”架构。导师团队

包括作家、编辑、教师、家长等。因为

技术，让任何地方、任何职业的人都

有成为阅读导师的可能。

阅读内容“全”涵盖。“全阅读”线

上课程包括面向儿童的文学线上阅

读课程、多学科阅读课程和面向家庭

的多学科亲子阅读线上课程。

阅读方式“全”指导。即通过导

读视频微课、领读语音、共读精彩文

字选段等形式展开，让学生既能“视

读”，也能“听读”，丰富阅读方式，激

发阅读兴趣。

受益群体“全”覆盖。“全员”既包

括所有孩子，又包括教师、家长。既

包括人北小学的学生，也包括金牛区

阅读联盟学区、全国“摆渡船阅读港

湾学校”、“四川发布精神午餐”项目

公益资助学校等更广大范围的学生、

教师、家长。

人间四月天，读书正
当时。 每年的 4 月 23 日是

“世界阅读日”，这一天，我

们总会去思考和阅读有关
的话题。

“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腹有诗书气自华。”

“知识改变命运，读书点亮

人生。”这些话说明，人的
精神成长，与他的阅读史
息息相关。从某种程度上
说，人受教育的历程，就是
阅读的历程。

毋庸置疑，学校就是
“读书之地”，它是有着浓
郁 阅 读 氛 围 的“ 精 神 家
园”：“大读书人”引领“小
读书人”爱读书、读好书、
用好书，慢慢养成其习惯、

丰厚其精神土壤，立德树
人。 近年来，成都市人民

北路小学提出了“全阅读”

的理念,形成“阅读主体‘全
员’、阅读内容‘全容’、阅
读方式‘全息’、阅读空间

‘全域’、阅读效果‘全面’”

的“全阅读”育人模式。

全阅读：让学习在校园真实发生
■ 本报记者 夏应霞

编者按

在五年级，人手一本《我妈说

——十二个孩子和妈妈的故事》。李

兰用这本书进行阅读拓展教学已是

第二年了，其衍生出来的“书中书”成

为阅读点亮人生的经典案例。

2019年，李兰在阅读课上带领全

班孩子共读了《我妈说》这本散文集，

书中讲述了 12 个儿童文学作家小时

候与妈妈的故事，文章共同点是围绕

妈妈常说的一句话来表现妈妈的形

象，展现“我”和妈妈的深情。“我想，

这个题材正是孩子们最想表达的话

题啊！”经由整本书阅读，李兰要求学

生也以“我妈说”的一句话为线索，写

出妈妈生动的形象，用生活中的细节

表达深情。没想到，孩子们创作热情

高涨，最后采用“文章众筹”的方式，

集体“出版”了《我妈说——43个孩子

和妈妈的故事》。

“发怒如火龙的妈妈”“温柔起

来可以把我的心融化掉的妈妈”“超

人 妈 妈 ”“ 经 常 超 速 行 驶 的 妈

妈”……打开孩子们自己设计“书”，

孩子们稚嫩的字迹表达出对母亲的

真情。目录也是充满童真——“我

妈说：‘Please fasten your seat-belt’”

“我妈说：‘背打直！’”“我妈说：‘你

是不是欠收拾！’”“我妈说：‘你死定

了！’”……每篇文章，孩子们都画了

有趣的配图，再现了和妈妈相处中

那些难忘的片断。

“我们折腾出一个层层叠叠的

‘套娃系列’活动——写文章、反复打

磨；创作能‘图文合奏’的插画；设计

内涵独特的封面扉页；请校长、家长

给书写序；举行盛大颁奖典礼，自己

给自己颁发创意奖项、设计创意奖

状；把‘业余编辑’的成果寄给专业编

辑部，写信告诉他们这本‘业余书’的

诞生过程，请教他们问题；把整个创

作过程改编成‘快板词’，在区世界读

书日荐书活动上推荐自己的书……”

李兰在《做一个善于“即席创作”的教

师》中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

书做出来后，孩子们决定寄一本

书给“千寻”编辑部，感恩他们的作品

催生的集体智慧。李兰特地让每个

孩子写一封信给编辑部的编辑，讲述

这本书的“诞生记”，也可以请教问

题。数天后，一大摞信和卡片寄了回

来！编辑们给每一个“小笔友”都回

了信，甚至包括一个“没有写名字的

小朋友”。

“派送信件那天，教室里震天动

地，大部分孩子收到的都是人生中的

第一封信。读了又读，摸了又摸，笑

了又笑，互相交换，热烈讨论，那一

刻，教室是幸福的海洋！”李兰写道：

“有一些落寞的身影，在欢乐中呆坐

在座位上，憋着眼泪，一脸羡慕和后

悔。这些孩子，又是让自己的信‘主

动夭折’的。”“寄信之前，我曾犹豫

过，要不要去找到这些孩子，像平时

催作业那样，逼迫他们交出来。一闪

念，我放弃了‘逼迫’。”李兰说，“我想

通过这段真实的阅读经历让孩子深

切体会到，只有努力，才有幸运。”

这个“出版事件”里，李兰“即席

创作”了许多的“作为”，也尊重了这

个“不作为”。她引用马克斯·范梅南

在《教育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

一书中的话：“教育学是一种机智的

调和艺术，它调和了这世界的各种

可能的影响，以便让孩子能不断受到

鼓舞和激励去承担个人学习和成长

的自我责任。教育就是对有影响力

的事物施加影响……”一个爱读书、

爱写作的教师会影响出一批爱读书、

爱写作的孩子。李兰说：“教育，是充

满创造性的事业。‘全阅读’教育的魅

力就在它既引领师生阅读他人的故

事，也创作、阅读自己的故事。每一

个人都是一部经典，每个人的故事都

很重要。”

构建“全阅读”支持系统

“书中书”带来的教育

成都市人北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刘艳（中）给孩子们讲故事（陈建勇 摄）

全域阅读 创生未来

一个主题

一个案例

■ 成都市人民北路小学 张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