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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阅读空间”，

让儿童与书籍温暖遇见01



在这所“花园式学校”里，以开放的理念设计了儿童的阅

读空间。校园里的会讲故事的柱子、四叶草故事厅；教室里的

绘本小书架、绘本推荐角；走廊上的阅读凳；互联网上的“图

书漂流”系统……丰富的样态使整个校园像一个书吧，孩子们

随手可以取阅书籍,有充分的时间自由阅读。



学校以开放的理念设计了儿童的阅读时空，让孩子们人在

书中，随手就可以取阅书籍,随处就可以“悦”读书籍 。



一. 开放有序的多功
能图书馆



学校建有集阅览、借书、藏书三种

功能为一体的图书馆。馆室设计充满童

趣和文化气息，错落摆放的圆形木质书

桌、舒适的白色流线型座椅，为学生营

造了一种静谧的阅读空间。



图书馆从儿童心理特点出发，在架标设计中，

关注美感和实用性。

在图书馆入口处，还有醒目的新书推荐架。



图书馆采用馆长负责，班主任老师协助教育及小志愿者共同服务等

多维度的管理方式。格外注重对小图书管理员的培养，全馆共设六位

“图书馆小馆长”，各司其职，分工明确。



图书馆的电子屏常年对全校学生进

行图情教育。视频中对图书馆开放时间、

借阅方式等进行细致讲解。将每位教师、

学生借书、还书记录纳入智慧校园管理

网中。

图书馆布告栏中有“读·看”

“思·辨”“悟·写”三个专栏，从阅读、思辨、写作三个层次潜移默化

地指导着孩子的阅读方式。



二. 随处可见的儿童书吧



在拉小的校园里，只要是孩子

休息玩耍的地方，就有微型儿童书

吧——“晓拉书吧”。

开放式的低矮书架，适于学生

随时取阅；配设的整体式读书阶、

读书凳，方便学生就坐阅读。

书吧的墙上挂着莎士比亚、丰

子恺等大家画像和语录，激励学生

勤于阅读。书吧侧面的校园围墙上，

画有充满童趣、色彩艳丽的涂鸦。



“晓拉书吧”中的图书部分由学校提供，部分由学生自愿捐献，

书籍的整理也由班级内所有同学轮流负责，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管理

权。学生在这样优雅又不失稚趣的开放式阅读环境中，自然而然将阅

读作为生活的一个部分。



三. 个性彰显的班级图书角



各班教室都设有班级图书角，班级走廊

上也设置了读书架和读书长椅。图书角的图

书是由孩子们选择自己喜爱的图书，自愿捐

献到班级来，每个班级也有针对图书角的专

门管理人员和管理方法。

班级图书角的设置，不仅为学生提供了

阅读资源，同时也美化了教室环境。更成为

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智能运作的网上阅读平台



随着南京市“智慧校园”的建设，学校

积极利用网络技术、智能学习工具构建网上

阅读平台。

实现师生，家校可以共同阅读，共同
交流与评价，把阅读推向更自主、更平等、
更开放的境界。



学校还设有24小时图书漂流柜，每位同学
自主刷卡借阅，选书、借书、还书、捐书都可
以自动完成。漂流柜会自动记录图书捐赠、浏
览记录，形成图书漂流数据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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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大家”阅读课程

童心在书香中浸润



“大家”的两层含义

1.“大家”是指孩子们喜欢的文学大家。

经典的人和经典的书，共同在人生旅途上为

孩子们引路。

2.“大家”也指热爱阅读的同行者。

在阅读之旅中，有先行者，有后来者，只要

是真心热爱读书的同学、老师、家长……在共同

阅读的过程中，就会拥有发自内心的共鸣与力量。



1. 整体规划六年的“阅读地图”





立足小学六年，以“珍视每一个孩子的阅读经历”为基本理念，精选“12+”孩子喜爱的作家，

每学期共读一位作家的系列作品，六年共读12位作家的12个系列作品，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逐

步掌握整本书阅读的方法与策略，在同伴的交流中，体验丰富的阅读感受。



《昆虫记》



游戏：猜邻居

一人描述，一人猜



它仪态万方，绿色的薄翼仿佛

亚麻长裙，两只胳膊，伸向天空，一

副祈祷的架势。

游戏：猜邻居



螳 螂



它穿着栗色天鹅绒外衣，系着白

色皮毛领带，翅膀中间有一个圆形斑

点，宛如一只黑色的大眼睛。

游戏：猜邻居



大孔雀蝶



它，身份卑贱，以粪为食，却能

够尽享天年，成为长寿元老，感受子

孙绕膝的幸福。

游戏：猜邻居



粪金龟



它为了保护自己背上的宝宝们，一

动不动，尾巴高高地卷翘起来，一旦有

人靠近，就恶狠狠地竖起双钳，准备还

击。

游戏：猜邻居



朗格多克蝎







100多年来，《昆虫
记》被一版再版，先后
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
深受人们的喜爱。它的
魅力究竟在哪里呢？



阅读建议：

1、默读十分钟，看看这一篇写了什么？

2、边读边想：同样是观察，法布尔先生和我们的

观察有什么不同？你是从哪些文字中体会到的，在

书上勾画出来。

3、如果你读完了，或者觉得很难，读不下去了，

也可以翻翻另一本书《虫子旁》。

《圣甲虫的梨形粪球》 153页



问题一：这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这个似乎在车工车间车出来的漂亮玩

具，会是什么呢？

问题二：它真的是圣甲虫的杰作吗？它里面会有一个卵、一条幼虫？

问题三：谁知道日后会不会再遇上偶然的情况，给我提供同样的东西呢？

问题四：这个形状是正常的，不是例外？圣甲虫在地上滚动的球体是否并

不存在？

问题五：圣甲虫面包铺加工的是什么样的面团呢？马牛骡是它的供货者

吗？

《圣甲虫的梨形粪球》



《圣甲虫的梨形粪球》

问题六：在这个形状独特新颖的大面包团里，虫卵在什么地方呀？

问题七：到底把卵下到哪儿去了呢？

问题八：难道因为危险就放弃这种探索吗？为什么要放弃呀？

问题九：它对于绝对的真理都知道些什么？

问题十：这种差别原因何在？



《圣甲虫的梨形粪球》

问题十一：什么样的形状才能达到面积最小而体积又能达到要

求呢？

问题十二：现在剩下的就是搞清梨颈的事了，它的功能、作用

究竟是什么？

问题十三：如何加工这种食物块才好呢？

问题十四：圣甲虫所做的正是美学要求我们做的，它是不是也

有一种审美观？它知道自己制作的梨形很美吗？



你们对待昆虫是开膛破肚，
而我是让它们活蹦乱跳地生活。

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间干活儿，
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观察。

你们探索的是死，
而我探究的是生。

——法布尔









《昆虫记》读后感：

那些具体而详细的文字，不时让我感觉到放大镜、潮湿、

星辰，还有虫子气味的存在，真的使人身临其境。

《虫子旁》读后感：

这本书比较适合在喝茶，躺在躺椅上吹凉风时候阅读。



创作你的《昆虫记》





2. 深入研究阅读课的多样课型



在丰富多元的阅读主题背后，是课题的指导和引领。江苏省“十二五”规划

课题《“大家一起学”学习生态的校本建构》探索了儿童语文学习的生态建构，

强调儿童学习语文的过程中融入式发展，突出了“慧学慧玩慧生活”的语文学习

理念。



在那奇妙的王国里





在《安徒生童话》里，我一口气

就读完的故事是《 》。



在《安徒生童话》里，我有点读

不下去的故事有《 》。



当我在为孩子们写故事

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

母也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

他们写一点东西，让他们想想。

——安徒生





《拇指姑娘》



“是的，我要和你一块去！”拇指姑娘说。她坐
在鸟儿的背上，把脚搁在他展开的双翼上，同时用腰
带把自己紧紧地系在他最结实的一根羽毛上。燕子就
这样飞到空中，飞过了森林，飞过了海洋，飞过了常
年积雪的高山。在寒冷的高空中，拇指姑娘冻得发起
抖来。于是她就钻到鸟儿温暖的羽毛下面，只把她的
小脑袋伸出来欣赏下面那些美丽的景致。





“是的，我要和你一块去！”拇指姑娘说。她坐
在鸟儿的背上，把脚搁在他展开的双翼上，同时用腰
带把自己紧紧地系在他最结实的一根羽毛上。燕子就
这样飞到空中，飞过了森林，飞过了海洋，飞过了常
年积雪的高山。在寒冷的高空中，拇指姑娘冻得发起
抖来。于是她就钻到鸟儿温暖的羽毛下面，只把她的
小脑袋伸出来欣赏下面那些美丽的景致。





在这些故事里，
哪一个让你最担心？
哪一个让你最惊喜？
六人小组分享。





在丹麦，燕子在一个
会写童话的人的窗子上筑
了一个小巢。他对这个人
唱：“滴丽！滴丽！”我
们这整个故事就是从他那
儿听来的。

——《拇指姑娘》



安徒生听得见孩子们心
中的愿望。他用鹅毛笔，蘸
着墨水，让写在纸上的东西
都有了生命，他们全都能活
动起来，笑起来，闹起来，
发起牢骚来，唱起歌来……



人们把安徒生出生的那一天
（4月2日）定为“国际儿童读书
日”，“中国儿童阅读日”。每
两年一届的“安徒生文学奖”也
在这一天颁发。





《一千零一夜》



《列那狐的故事》



《格林童话》



《爱丽丝漫游奇境》



《柳林风声》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小王子》



《长袜子皮皮》



《夏洛的网》



《稻草人》



《乌丢丢的奇遇》



《大林和小林》



童话，很像一个太阳，从童年的窗口照进来，

穿过房间，柔软的在心里不消失。在雨天和夜晚都

陪你说话，陪你在长长的路上走。童话牵着日子的

手，生命就很像童话了！

——梅子涵



快乐读书吧!



经典童话的文本本身拥有独特的美感，在

朴素的、不急不忙地、声情并茂地讲述之

中，穿过岁月的长河，原汁原味地到达新

的小读者的耳中、心里。

讲故事

儿童的耳朵，具有天然的

鉴别能力，好的故事可以

很快吸引孩子们的耳朵。

听故事

每个孩子必须融入童话角色之

中，体会童话人物的内心，经

历童话人物的经历，才能有感

情地把故事读好。

读故事

由孩子们自编自演的童话，

虽然显得稚嫩和粗糙，却能

最大限度展现他们对一个童

话作品的理解。

演故事

阅读一篇童话



整理童话故事的”时间轴” 为童话里的人物绘制关系网

勾勒童话故事的”情节线”

做个性的人物卡片

描摹童话的有趣场景

为童话里的人物绘制关系网

阅读一本童话

给喜欢的童话编剧本 发现相似的童话故事

……



整理童话故事的“时间轴” 我的“阅读记录袋”



给喜欢的童话编剧本 绘制个性童话人物卡片



描摹童话的有趣场景 童话故事里的“法宝箱”



创编属于自己童话故事



阅读一本童话

低段的重心放在“讲述”，童话中原始的智慧、朴素的情感和瑰丽

的想象都可以通过读和说来感知；中段的重心放在“体验”，想象力、

空间、理想和美好都适合让学生通过“表演”来体验；高段的重心则

放在“思考”，在一本童话里，教师要选择小的切入口，带领他们进

入一个大的思考空间，这些思考的问题“可爱有趣”，但却能指向童

话的文化背景和象征意义。



童话小研究



童话小研究



罗大里的文学作品，对于意大利儿童文学而言，
代表着一个非常快乐的时期。在罗大里的笔下，孩子
们终于成为现实社会中非常积极的主角，并且他笔下
的人物，是生活在真实世界中的。罗大里创造出来的
世界，是一个美丽而纯净的世界。

一个木头雕出来的男孩子，居然自己活动了起
来？这个调皮的男孩自私、懒惰、厌恶学习，让爱
他的人伤透了心。然而，亲人的期待让他迷途知返，
最终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孩。请相信，每一个孩子都
有一颗善良的心，只要悉心呵护，再贫瘠的心灵土
壤上都能开出美丽的人心之花。

以三（6）班为例：



3. 探索适合儿童特点的阅读策略



让每一个孩子在阅读中都获得成长。五上第二单元



四年级的《走近安房直子》，用思维

导图教会学生从一个作家出发，开发属于

自己的个性化书单；

六年级的《小学生名家读本丛书》，

引导学生突破思维局限，尝试打开阅读视

野……











精选优秀的童话作品，

让学生从一本童话，走向

一位作家，进入更广阔的

阅读空间。



4. 提升教师阅读教学素养



儿童阅读课程的研发和实施，离不开教师团队的阅读指导能力。

教师与学生始终是一对共同成长的伙伴，教师的幸福不仅仅是学生的

进步与成长，同时还包括自己的充实与成长。



“我的书单” ：每一学年，学校都会提供阅读单：《做精神明亮的人》《岁月

如歌》《读书知味》《哲学家们都干了些什么？》……教师们结合自己的特点进行大

量阅读，并进行深入交流。



“相约三点半” ：下午3点半，一周一教研。“如何读好绘本？”“教师

阅读地图”“课外阅读指导课的策略分享”……教师们聚在一起，读书、研

讨、整理、反思、再策划。团队中的思维碰撞让教师的阅读生活更加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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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子树下”阅读俱乐部

让阅读生活更有趣



俱乐部活动之一：

“我与大家”读者见面会



俱乐部活动之二：

公众平台的荐读推送





俱乐部定期邀请各科教师通过学校公众号向孩

子们推荐好书、新书，并给予方法的指导，形成浓

浓的校园共读氛围，并以此带动“家校共阅读”。



俱乐部活动之三：

“学程周”的研究性阅读





在学程周开始之前，为了搜集

相关主题的资料，孩子们会分头寻

找相关书籍，然后分组阅读，再进

行交流。以“读城”学程周为例，

仅围绕“金陵艺术”一项，孩子们

就翻阅了几十本不同的书籍，绘本、

小说、纪实文学、画册等等。

在阅读过程中，老师们会着重培

养学生们批判性地阅读的能力，分

析各类信息的能力，慢慢学会独立

思考。随着儿童年龄增长，阅读内

容会不断增加复杂程度，以便于学

生在比较真实地环境中习得搜索信

息、批判性思考的基本能力。



俱乐部活动之四：

“一米阅读空间”的创意打造





截止到第十六天，1933人参加，204511次上传阅

读轨迹。这样的一串数字让人惊喜，一个又一个爱读书

的小书虫涌现了出来。



俱乐部活动之五：

”阅读百万富翁“的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