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阅读，养成，拾级而上
与经典碰撞
从明天起，关心书页和文字
我有一所学校，木香飘荡，书香

正阳
从明天起，做一个贤达的人
书写，吟唱，激扬梦想
与美好相遇
我有一所学校，面朝书海，春暖

花开
朱永新教授说：“阅读，是把最

美好的东西给最美丽的童年。”新教
育把阅读作为“过一种幸福完整的
教育生活”的基础工程，把“营造书
香校园”作为十大行动的基础。我
们将阅读融入学校“正阳”文化体系
建设中，将“每月一事”与“营造书
香校园”完美融合，开设“四讲四会
四爱”养成教育课程，编写《我们爱
读书》校本教材，谱写《我们爱读书
歌》，创立校刊《木香花开了》，蓬勃
推进着“营造书香校园”行动。

丰盈校园书韵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学校可
以什么都没有，只要有了为教师和
学生精神成长而准备提供的图书，
那就是学校了。”朱永新教授说：

“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
有真正的教育。”在学生们每天学
习、成长的校园中，我们正是这样践
行的。

让墙壁说话。校园文化墙的
读书格言春风化雨，楼梯台阶上的
经典诗文润物无声，黑板报墙报催
人奋读，班级图书角、学生阅览室、
智慧云书柜，让阅读在课外延伸。

让课程发声。我们将每日下午
第三节课设定为校本课程，各年级
均开设阅读课程，“整本书阅读”“师
生共读”推进着“正阳师生阅读共同
体”的发展。阅读，让童年丰盈，让
生命拔节。

与作家对话。在我校举办的儿
童文学作家冰波的小读者见面会
上，冰波老师同师生亲切互动，传授
写作“秘笈”，把孩子们带进了美好
的文学世界。日照第四实验小学也
成为山东教育出版社“阅读与写作
基地”，这为书香校园的建设提供了
更为广阔的平台。

浸润书香童年

晨诵，与黎明共舞。我们按年
级分段开设晨诵课程，结合学生认
知特点和阅读能力选取合适的晨诵
内容。孩子们或诵读中华传统经
典，或吟唱现代儿童诗歌，或品味古
典诗词文化，用动听的声音开启生
命中每一个美好的日子。

阅读，为生命添彩。每年一度的
“正阳读书节”，我们分段开展精彩纷
呈的阅读活动。享读绘本、个性书
签、导读小报，方寸之间润书香；摄影
比赛、“图书漂流”、雅言妙语，光影书
页悦时光；亲子共读、师生共读、好书
推荐，圈画书籍的温度；古诗考级比
赛、经典诵读比赛、古诗文咏唱比赛，
我们倾心经典，传承文明。

延伸，让书香更浓。在广泛阅
读的基础上，我们开展各类阅读实
践活动——正阳“跳蚤”书市、书城

“小小志愿者”、“乐彩”朗读电视
台、“悦读正阳”经典课本剧表演
等，精彩活动间，书香恣意飘散。

诵读，让心灵闪光。一年级开
展“可爱的儿童诗”亲子朗诵活
动，二年级朗诵“好听的语文书”，
三年级“随着书本去旅游”，四年
级诵读“季节的味道”，五年级诵
读“名篇陪伴我成长”，六年级诵
读“致童年”。正阳小小朗读者，
正熠熠生辉。

引领教师成长

叶圣陶先生有诗云：“天地阅览
室，万物皆书卷。”读书，是教师的工
作方式、生活方式，更是教师的成长
方式。

“正阳领读者”，领读美好。“正
阳领读者”教师读书交流会是我们
开启“教师发展学校”和“读书夯基
工程”的重要举措，已成功举办 32
期。《致教师》《给教师的 100条建议》
《正面管教》……教师们共读好书，
认真撰写读书笔记，共同追寻专业
成长。

教师读书沙龙，传递力量。“正
阳领读者”青年教师读书沙龙是青
年教师的“精神之家”。《我们仨》
《第 56号教室的奇迹》《张晓风经典
散文集》……“正阳领读者”专属书
架上汇集着教师们推荐的经典书

目，教师们的读书共享
也渐入佳境。

“正阳微课堂”，助
力 成 长 。“本月的选读
书目，我读了朱永新教
授的《致教师》，这本书
对我的影响很大……”
这是我校教师张辉在

“正阳微课堂”推荐好
书时的一段话，也是教
师在阅读中感悟、成长
的缩影。

浓郁的书香如木香芬芳，正
充盈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在
新教育实验的过程中，正阳教师
从增加专业知识的深度、拓宽专
业智慧的广度、提升人生幸福的
高 度 三 方 面 以 读 促 思 ，拔 节
成长。

推进科学评价

“正阳阅读银行”——存储精神
财富。我们开设“正阳阅读银行”，
一本本“正阳阅读存折”存储着正阳
师生的阅读量，记录了孩子们的阅
读历程。阅读存折实行积分制，记
录孩子们读过的书，丈量“阅读之
旅”的路程。

书香校园再出发。我们添置
了 200余套教师阅读图书，深入开
展教师阅读活动，评选第五届“书
香教师”；建立阅读共情、暮省写

绘、剧演悟德三层阶育人模式，购
置 3000余册学生阅读绘本；将“正
阳之星”评选与“每月一事”整合，
开展专题阅读、主题实践、主题比
赛、主题写作活动，融育人于阅读
推进之中。

正阳师生同悦读，书香校园润
人 心 。近年来，日照第四实验小
学三次被评为“全国新教育实验
优秀实验学校”。2019年，我们的

“四讲四会四爱”养成教育课程荣
获“全国新教育实验 2019年度卓
越课程提名奖”。 2020年，“四讲
四会四爱”养成教育课程亮相全
国新教育实验第 20届研讨会，作
为全国 12所优秀实验学校之一作
典型叙事。我们欣喜地看到，每
一位正阳师生都在阅读的沃土上
幸福地栖息，不断焕发出生命的
光彩。

12月的陕北，仍是寒冬料峭。
太阳花乐园里，孩子们像轻盈的小
燕子，敏捷地钻进阳光小窝。小二
班的王玉蓉老师正在和孩子们分享
故事《不一样的小豆豆》，孩子们稚
嫩的声音宛如林间鸟鸣，悦耳动听。
温润的阳光下，一朵朵稚嫩的花蕾
正含苞待放。自榆林市横山区第六
幼儿园开展新教育“营造书香校园”
行动以来，这平常的一幕，每日都在
上演。

给阅读一种仪式

《小王子》里说：仪式感就是使
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
刻与其他时刻不同。每年 4月，我们
都会选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举行
阅读月启动仪式。伴随着清晨的阳
光，老师们早早来到幼儿园，用微笑
和热情为仪式“加温”。

“园长妈妈好！”“老师好！”甜甜
的问候和深深的拥抱给我们的仪式
增添了别样的温情。

幼儿园的角角落落里都展示着

亲子自制小书、创意书签、亲子阅读
海报等，我们在园内营造浓浓的阅
读氛围，让缕缕书香弥漫在太阳花
乐园。

给阅读N项活动

“与黎明共舞”童谣晨诵活动。
童谣是儿童的诗，是儿童的心灵游
戏，六幼娃每天早晨与童谣相伴，开
启美好的一天。我们用《洗手歌》
《排排队》引导幼儿养成良好习惯；
用《红星闪闪》《娃娃爱祖国》激发幼
儿爱国情怀；以《九月九》《大一岁》
带领幼儿感受传统文化趣味；通过
《雁雁儿摆溜溜》《扯扯倒倒》让幼儿
爱上陕北文化。优秀童谣浸润幼儿
的心田，在感受民间传统文化魅力
的同时，孩子们也开始学会欣赏、感
受、表达。

“爱与陪伴”亲子阅读 21天打
卡活动。家长们每天抽出时间和孩
子共读一本书，并将读书体会与心
得以打卡日记的形式进行记录。21
天下来，家长们已然做到“榜样、陪

伴、鼓励、坚持”，孩子们每天晚上
都有属于全家的亲子阅读快乐
时光。

“故事爸妈进校园”活动。“故事
爸妈进校园”一直是六幼阅读月的
保留项目。向老师请教怎样讲故
事才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学习制
作与故事匹配的图片、头饰等，尝
试制作 PPT……这些细节无一不透
露着家长们的用心。家园共同携
手，让朵朵花儿沐浴在书香中，幸
福地绽放。

“共读一本书”活动。2019年，
我给每位老师赠送了《有准备的教
师》一书，老师们用思维导图、撰写
解读、摘抄笔记等多种方式记录下
书中的知识和自己的深度思考。一
天，鲁艳老师带着她的思维导图对
我说：“肖园长，我觉得有准备的幼
儿教师不仅要对幼儿发展的年龄特
征了然于胸，还要了解幼儿的个体
差异，具备走入儿童内心深处的专
业能力。只有这样，每一位幼儿才
能富有个性地快乐成长。”看着她认
真的模样，我深感欣慰。在共读共
写中，老师们不断拓展着生命的“长
宽高”。

亲子阅读分享活动。在亲子
阅读经验交流中，家长们畅谈对亲
子阅读的感悟和指导孩子阅读的
方法，交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
词是“坚持”。我们希望更多的家
庭爱上书本、爱上阅读，把我们的
孩子培养成“拥有书香气质的健康
儿童”。

“园长妈妈赠绘本”活动。每
年，我都会给六幼娃们赠送好的绘
本故事。我的手机里一直保存着一
张照片：大二班的石佳灵亲吻着我
送给她的绘本，那幸福可爱的小表
情，带给我无限感动。挑选优质绘
本送给我的小花小树们，真是一件
幸福而温馨的事。

此外，我们还开展“游戏化阅
读”绘本课程活动、“太阳花电台”夜
读小故事活动、图书欢乐集市活动、
书香家庭评选活动等一系列阅读主
题活动，太阳花乐园里始终洋溢着
书香气息。

给阅读无限舞台

打造阅读舞台空间，让表演随
时随地发生。走进六幼，每一处细
节都积蕴着园所的品质。我们在大
厅、转角、走廊和活动室等场景设立
移动书架和舞台道具，孩子可以从
书架上抽取他们喜欢的图书进行故
事表演，让阅读与舞台表演随时随
地发生。

开展各类阅读表演活动，让成
长更有力量。我园开展“七色花 七
彩梦”绘本剧场秀活动，孩子们用
稚嫩的话语和舞姿表演着精彩的
节目。大三班小朋友的童话剧表
演《小青虫的梦》带给我无限感动，
看完表演后我对孩子们说，每个人
都有梦想，每个人都有追求梦想的
权利，只要你努力拼搏、奋斗，梦想
一定会成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我们开展“相约空中舞台，绽放七
彩光芒”线上故事大王比赛，孩子
们录制视频参赛，老师通过“云”观
赛进行评选。我们将获奖的作品
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并于 6月 30
日为孩子们举办了一场迟来的颁
奖仪式。我们用阅读搭建舞台，让
孩子们朝向明亮的那方幸福地
绽放。

行之思之，学之研之。在新教
育“书香校园”践行路上，我们将牢
记初心，让阅读成为教师、孩子的一
种生活方式。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神
奇的种子，让我们一起唤醒每一粒
种子的梦想，守着一颗向阳的心，做
新教育路上的行者，摇动一树幸福
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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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朵朵向阳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第六幼儿园 肖婷

土地上生长着信念
有多少秋天就有多少春天
是象就要长牙
是蝉就要振弦
我将重临这个世界
我是一道光线
也是一缕青烟
生活，是由一场场匆忙、一次

次赶赴组成的。2018年，当新教
育的春风吹到遥远的边村角落，
我们也开始效仿前行者，让阅读
成为学习的驿站、生活的下午茶。

逼仄的村落难以长出宽广的
眼界，我们需要一个窗口去观望、
去经历、去感受。于是，一场驱逐
乏味的旅程说走就走。我们一周
抽出两节语文课，利用好课余的
零星时间，开启与孩子们的共读
征程。

我们的故事始于手忙脚乱，
终于精彩纷呈。作为班主任的
我，“专横”地困住孩子们所有贪
玩的念头，让他们不得不学着适
应坐下来阅读。当孩子们开始沉
浸于文字世界时，我又设下拦路
虎——用“设疑”“剧透”“留白”，
撩拨着青春的好奇心。

在阅读的滋养下，曾经“张牙
舞爪”、不谙世事的少年们渐渐变
得温润谦恭。语文课堂上，我看
着他们侃侃而谈，静心聆听着春
笋拔节的声音，深知有颗小小的
种子正在他们心中悄然生根，若
干年后或许会成为一棵良木，或
是一株奇观，一切都充满可能。

生活中总有无数的邂逅与重
逢。2013年，我还是一名学生，我
拜读了余华的《活着》。至此，我
开始明白，“人，活着总要热爱些
什么，无论是什么都好，起码那便
是你早上醒来的驱动力，是夜里
安睡的坦然”。2018年 10月，在
学生的课前分享中，我再次邂逅
熟悉的文字。此次的重逢，让我
也有了分享的驱动力。于是，我
们便有了阅读历程中第一抹交汇
的色彩——共读《活着》。

在阅读的日子里，我们彼此
陪伴，静心汲取，于漫漫求索的旅
途中，借助文字的力量，和自我同
行，与苦难共勉，共同寻找着生活
的可爱之处。

“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无须通
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2019年中考前夕，教室后墙
留出了一片独属于我们的天地，它记录了那段时光里，学
生们点点滴滴的成长和变化：

“我并不确定今日的行无余力是否能换来明日的绚
丽风景，但除了不停摸索，我已别无选择。”“父亲说，考
得上你就上，考不上你就认命回家和我一起种地。但
我，绝不认命！”“扬帆正当时，破浪正当时。别颓丧，别
放弃，一班人，不认怂！”“如果可以，我想去看看更广阔
的世界……”一张张彩色的便签上，是孩子们驻足于人
生岔路口时忐忑而坚定的心情。在这关键时刻，我能做
的就是为他们带来精神上的助力。

于是，在那次的主题班会上，我将路遥的《人生》
带入了他们的世界。在人生路上，我们都必须拥有抉
择的勇气与智慧。没有谁能预测未来，我们能做的就
是像初画者选择颜料一般精心挑选着自己的颜色，专
注地落墨、晕染，才有可能绘出让自己满意的绚丽
人生。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你走错了一步，可以影响人生
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我将这句箴言赠予学
生们。历经一个半月，我们共同读完了《人生》，直观感
知了主人公高加林艰难的抉择，学生们纷纷写下读后
感：“高加林如同现实洪流中的一叶孤舟，他的命运掌
握在许多别的事物中，可就是从未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始终觉得，真正有思想、有主见的人，是将风帆与舵
把攥在自己的指间的人。”在孩子们你来我往的言语
间，我听到了他们对于选择的坦然和对未来的无惧。因
为他们说：“路在脚下，就绝非穷途”。忧虑随之烟消云
散，信心与勇气重临胸膛。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宝藏，对于那些曾被忽略、误解的
孩子，我想重新认识他们，也希望他们可以重新定义自
己。为了让孩子们保持自信的能力，我将毕淑敏的文字
带进他们的世界，并为他们准备了一本备忘录，记录着

“没我不行”的大小事件：
“今天清洁区值日完毕，我独自将凌乱的劳动工具

摆放整齐，让咱们班避免被批评——维护班级荣誉，我
很重要！”“课间十分钟，如果不是我及时提醒，小明和
阿杰必定会争吵得不可开交，影响其他同学休息——
守护校园安全，我很重要！”“高烧终于退了，妈妈悬了
半宿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对于家人，我很重要！”
点点滴滴的小事，让他们重新获得相信自己的力量，也
温暖着周围的世界。

一本书就是一种能量，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希望。提
笔之间，这些昔日并肩的可爱“战友们”已与我分离一
年多，他们也走向了新的征程。浅浅的岁月里，有淡淡
的书香。曾经的我们，以书为伴，扬梦远航；今后的岁
月，我们将继续在阅读中互相陪伴、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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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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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书海，春暖花开
■山东省日照第四实验小学 丁兆岭

日照第四实验小学日照第四实验小学““正阳读书节正阳读书节””学生经典诵读展示学生经典诵读展示

日照第四实验小学校刊日照第四实验小学校刊《《木香花开了木香花开了》》

课堂阅读时间课堂阅读时间园内的阅读角落园内的阅读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