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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学习中，课外阅读至关
重要。近年来，江苏省高邮实验小
学认真围绕《扬州市“五个一百”工
程课外阅读推荐书目》落实，推行班
级书库，形成课外阅读制度。在建
设班级书库的过程中，我不断创新
赠书和借书制度，激活班级读书的

“一池春水”。

我的阅读我做主

创新方法建书库。创建班级书
库之初，我动员学生捐书，但捐来的
图书整体质量不高，多属家中藏书之

“次品”或“淘汰品”。于是，我另辟蹊
径，要求学生回去整理自己的藏书，
将那些自己读过、认为确有价值并且
愿意借阅的书籍登记下来，整理形成
班级书库目录，而书籍仍然存放在学
生家中，以消除家长顾虑。

起初，班级书库里漫画作品太
多，经典书籍很少，书库总体品位不
高。对此，我向学生进行了好书推
荐，重点推荐《高邮市小学课外阅读
推荐书目》。为了鼓励学生优先选
购年级推荐书目上的图书，我对书
库书籍进行每月一次的“最受欢迎

图书”的评选，选出符合推荐要求且
被借阅次数最多的书籍，并奖励书
籍的拥有者。激励方案一出，不到
一星期，班级数库便新添了 100多册
图书。

精练作业多读书。随着年级的
升高，许多学生感到作业负担越来
越重，没有时间读书。对此，我和各
科老师做好协调，压缩书面作业时
间，精心设计练习，把书面作业时间
控制在 30分钟以内。此外，我鼓励
学生用课外时间读书，每天至少读
书半小时。为了激发学生阅读的兴
趣，我每周对借书情况进行统计，借
阅图书次数较多的学生，奖励一枚
精美书签。许多学生的阅读热情由
此点燃，逐渐由“要我读”转变为“我
要读”。

我的书库我管理

竞选图书小干事。为了更好地
管理班级书库，开学初，我在全班开
展了竞选图书管理小干事的活动。
学生自愿报名，分小组进行初选，然
后利用队会进行公开竞选。选出的
两名图书管理小干事，负责班级书库

的日常管理工作。
做好图书整理工作。整理图书

主要就是将书库目录重新分类登记。
我们将全部图书分成学习辅导读物、
社会知识、自然知识、文学读物、少儿
读物和其他六大类，重新登记书库目
录。登记后的新书库目录一目了然，
方便了学生借阅，提高了借阅的
效率。

健全图书借阅制度。为规范图
书借阅，开学初我和学生共同制定了
《班级书库管理细则》，借阅者须提前
预约，到图书管理小干事处登记，藏
书者要积极配合。同时要求借阅者
要爱护图书，妥善保管，按时还书。
如有损坏或丢失，须照价赔偿。到时
间不还，三天内不准借书。

我阅读，我快乐

加强指导助读书。要想使课外
阅读向纵深发展，教师的引领至关重
要。本学期，我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指
导学生读书，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
能力。

首先，我引导每个学生在学期初
制定阅读计划，原则上每周读一本书

（约 3万字左右），要列出具体周别、书
名等；其次，我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
进行延伸阅读，比如学了《火星——
地球的孪生兄弟》《克隆之谜》后，就
让学生读一读《十万个为什么（自然
科学分册）》；此外，我还通过作品导
读、师生共读等方式，为学生的课外
阅读引路，如每周安排一节“读书方
法交流”课，让学生交流自己读书的
方法和体会。

开展活动促读书。为了提高学
生的阅读兴趣，展示阅读成果，我会
定期举行系列读书活动，把课外阅读
不断引向深入。

一是优秀读书笔记展评。每两
周进行一次全班读书笔记展览，评选
优秀读书笔记。二是评选班级故事
大王。要求学生根据读物内容，自编
一个小故事，举行一次讲故事比赛。
三是优秀手抄报评选。我要求学生
在读书的时候，将自己感兴趣的文章
摘抄下来，再设计成一张手抄报。四
是评选班级“阅读之星”。每学期期
中、期末，综合学生借阅图书次数和
系列活动中的表现，评选班级的“阅
读之星”。

看园丁 台

公益广告

■姚秀琴

激活班级读书“一池春水”

面对科技革命、经济转型、社会
发展、大国博弈等诸多现实复杂问题
的挑战，坚守育人使命，深化育人实
践，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
性、有效性，是对高校教育工作者的
根本要求。

自 2016年起，南京工程学院党
委书记史国君带领教学、科研、管理、
服务等各条线教师，连续多年开展理
论与实践探索，构建出党员干部联系
学生班级的“三进三知”（进课堂、进
宿舍、进食堂，知思想、知学习、知生
活）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育人模式，
形成《“三进三知”思想政治教育共同
体论》学术专著，成果影响已经显现。

“三进三知”共同体育人模式是指党
员干部联动思政教师、专业教师、辅
导员、管理人员、校友和校外专家协
同育人，进而建构起全员参与、全程
贯穿、全方位延展的“三全育人”
格局。

该书基本框架分为理论与实践
两方面，阐释了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共同体的现实背景、理论基础、生
成路径，分析了“三进三知”思想政治
教育共同体校本模式特征、制度保障
体系、共同体育人实践，展现了建立
在学理基础上的实践策略，以系统性
思维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何以
可能？

共同体是人类生活、交往和发展
的基本组织形式。共同体思想具有
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和方法论的实践
价值，对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任务，在教育者、受教育者、
教育环境、教育介体的交互生态中，
以系统、共识、关联的实践行动持续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三进三知”
育人共同体的学理基础在于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教
育引导体系、科学管理体系、保障服
务体系，三个体系形成育人整体生
态。“三进三知”促进来自校内外各条

线、各岗位的教育主体共同投入这一
生态的创新实践，基于“目标一致性、
主体交互性、集体协同性”，建立了以
情感育人、课程育人、网络育人、科研
育人、实践育人为主要模块的互嵌互
馈式育人共同体。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何以
可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
生了巨大变化，信息传播渠道丰富多
元，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已经落
后于社会发展的需求。构建育人共
同体正是当前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
育的现代转型。

“三进三知”育人共同体从多维
主体的协同、多元空间的协同、育人
内容的多向协同上形成互动协同环。

“进”是指育人主体走“进”去，是一种
基于现代多样空间结构的调整与适
切，也是基于深层倾听、了解和反思
的主动姿态；“知”是指成为学生思想
动态的知情人、学生生活困难的关心
者、学生矛盾纠纷的调解者、学生欢
乐喜悦的分享者、学生人生的引领
者；达到“知”的要求后，学校行政管
理工作、教学工作与服务工作对发现
的问题进行整合、协调与改进，使教
育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利用。

“三进三知”育人共同体这一机
制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了高校各部
门、各条线、各主体间在思想政治教

育上的孤立和分散状态，建立了基于
共同制度、共享价值、共商方案的思
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从而实现思政教
育的协同力、获得感和影响力的整体
提升。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何以
可行？

该书以理论建构为基础，结合调
查访谈、实地观察、案例剖析等实证
研究方法，具体阐述了共同体的建构
路径和实践范式，并通过长周期实践
加以检验，具有理论的有效性和实践
的推广示范性。

“三进三知”实践活动建构了网
格化组织方式，建立了从选派培训到
督导管理再到表彰激励的一体化制
度，以协同各育人主体的行动、明晰
各方参与的边界。“三进三知”实践活
动还建立了育人资源协同开放路径，
运用排列组合、归类综合、联结拓展
等方式，将各级行政部门的纵向资
源，同一层次不同部门的横向资源，
以及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交互
资源连通起来，形成优化共享、互惠
同步的资源整合机制。同时，“三进
三知”实践活动遵循个性化教育原
则，因材施教，将关爱作为思想政治
教育指引的一种基本形式，引导大学
生价值观的建构。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

构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
推好书 荐

《“三进三知”
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论》

史国君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评《“三进三知”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论》

■马陆亭

小区里的在读学生，早餐极为丰盛，鸡蛋牛奶已
很常见。很多时候，家长会用电瓶车、摩托车和小轿车
接送孩子上学和放学。望着幸福的孩子们，我在羡慕
欣喜之余，不禁想起自己少时艰苦求学的岁月。

我生于1940年，最开始在小学就读时，解放战争仍
在进行，我的学习处于“游击状态”。上课没有固定教
室，也没有固定时间，老师来了，临近的同学就聚在一
起，在树荫下学语文数学。我外公家地处黄海之滨，解
放前夕，一位有识之士认为要改变穷乡僻壤的面貌必
须兴办教育，于是在当地筹办了一所学校。外公极疼
爱我，便带我去他家，就读于这所学校。

学校条件极其简陋，一间茅草房便是教室。学校
仅有的一位老师东奔西走，借来长短高矮不一、缺脚少
腿的课桌凳，自己再动手修理一番后，学校便开张了。
学校的学生年龄不一，七八岁到十几岁都有，一个教室
内坐着不同年级的学生。老师真正是“校长兼校工，讲
课带打钟”。在授课时，老师有两点诀窍：一是动静搭
配，在对一个年级学生面授时，须安排其他年级学生或
默读课文，或书写作业。二是要求高年级的孩子做“小
先生”，帮助比自己年级低的学生，“小先生们”在辅导
学生时，也巩固了自己的所学知识。

在这所学校上学时，我经历过一件死里逃生的事，
至今不能忘怀。

一日中午放学，我和同学走在由西向东回外公家
的路上。那是一条“牛背式”的狭窄小路，中间高两边
低。路的南边是一片农田，北边是一条大河。不知是
何原因，一位同学突然从西面向前，自我右边穿越，我
被撞倒后，从“牛背脊梁骨”上滑倒，滚向左边河岸。时
值隆冬，天气严寒，我身穿棉袄，掉进河中后并未下沉，
竟然仰面朝天。一会儿，一位叔叔站在水边，水已没
膝，他手里拿着一根撑船的细长竹篙，将竹篙一端伸向
我的手旁，喊道：“孩子，想活命，就快抓住篙子！”至今
我还记得，他声音洪亮，能清楚地听到。我抓住篙子的
尾端，他拉我至河边，并抱起我一路送到外公家。舅妈
吓得慌了神，手足无措；舅父脱去我湿淋淋的衣服，再
用毛巾擦洗我的身体；外公摊床铺被，要我睡进被窝，
口中不停念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一年后，我回南通市如东县苴镇北沈家店老家，转
学至以烈士崔德耀命名的德耀小学。我家离校有二里
半路，全靠自己步行。去校时害怕迟到，回家晚了担心
没有时间做家务，只能走走跑跑，一路奔波。为生计，
父亲常年在外，数年未归。母亲一人耕种农田，料理家
务，抚养孩子。我是长子，便做些洗菜、切菜、烧锅、扫
地之类的杂活，并且要带弟弟妹妹，以减轻母亲的
负担。

家庭贫穷，连买学习用品都很困难。记得一次，我
的铅笔用成了很短的一截，起初套在柴管中继续使用，
后来短得连柴管也无法套住。早上我向母亲要钱买铅
笔，母亲为难，实在拿不出买铅笔的几分钱，要我先去
上学。我想：没有铅笔怎能写字呢？大家握着笔写字，
我却无动于衷，待到老师查问起来，该如何回答？我执
拗要钱买学习用具，母亲却没有钱，双方僵持着。最后
母亲跑东家，走西家，好不容易借到了几分钱。当我拿
到钱，再买到笔走进学校时，已经是上午第二节课了。

小学毕业后，我理应升入初中。然而，当时全如东
县只有掘港、马塘两所初中。半数学生因家庭经济困
难，无力支付学习费用，只能放弃，能通过考试升入初
中的更是凤毛麟角。我的学习成绩原本一般，家庭经
济也困难，但我父母对子女的学习非常重视，砸锅卖铁
也要让我继续上学。因此，小学高年级阶段我就寄宿
学校，从此不必忙于家务，有更多的时间专心学习。我
的成绩进步显著，此后考入马塘初中，后又考进如皋
师范。

于是，我艰苦求学的征程又进入了新阶段，在这一
阶段，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点。

一是食不果腹。20世纪 50年代后期，诸多原因造
成物资匮乏，许多物资单凭钱币不可购买，还要有票
儿。粮食也不例外，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供应口粮 26
斤。也许考虑到青年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期，每人每
月供应口粮 30斤。当时无零食可吃，食油每人每月也
只有二两半。人的油水少，饭量就会特别大，一顿一斤
生米煮成熟饭后，吃进肚子不在话下。

进如师学习时，用膳免费，但每人每月金额相等。
胃口大的同学吃不饱，要求增加饭菜供给，胃口小的有
意见，说是伙食费相等，为什么有人可以吃饭比我多。
于是学校将用餐学生分成甲乙丙三等，分桌就餐。甲
等为胃口大的，粮食供给量多些，每月开荤次数最少，
丙等者饭粥供应量最少，每月开荤次数最多，乙等介于
两者之间。结果胃口大的同学还是有意见，他们说：一
个食堂，两个世界。一边吃肉，一边吃青菜。

在如师，我最怕上午第四节课上体育。因为人饿
了，一点力气都没有，饿得厉害时，还会头昏眼花冒冷
汗。大概体育老师也饿了，只让我们在操场上稍息、立
正、齐步走……安排的活动量很小。

二是入不敷出。读初中时，父亲生意失败后的外
债已还清，家境开始有所好转。但天有不测风云，在我
就读师范时，父亲患上了直肠癌。手术费、医药费等大
量支出，又让我的家庭一贫如洗。

从如师回家，正常情况是在城北乘坐轮船出发，至
苴镇南面凤凰嘴码头下船，再步行回去。师范三年级
第一学期放寒假时，我已经身无分文。父亲当时卧床
不起，我归心似箭，只能晚上出发，步行回家。经过鬼
头街，进入如东，走出双甸后，我已疲惫不堪。只见河
边路旁有仙稞（方言名称），此草高过人头，枝叶繁茂，
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体积较大。我便钻进仙稞，坐着打
个盹儿。大约30分钟后，我继续步行，直至第二天上午
才到家中。回家后不久，我就开始嗓子疼、流鼻涕、咳
嗽、发热……各种不适接踵而至。我得了重感冒，一个
星期后才有所好转。

从我那个年代的艰苦求学，到现今孩子的幸福上
学，70多年过去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祖国变化
翻天覆地，家乡面貌日新月异。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
起来了。不同时代的孩子们，读书状况的变化只是一
个缩影。

行人生 板

艰苦求学的岁月
■刘元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