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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改革” 等话

题不断升温，课外培训机构

一度受到质疑。 不可否认，

课外培训市场的确存在一

些问题，但回顾其成长及发

展，与之紧密相随的是中国

改革开放引发的教育需求

变化。

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有

力监管下，教育培训的整体

生态环境正在改善，培训机

构正迎来净化和提升的良

好契机，如何成为公办教育

的“有益补充者” 、如何落

实教改政策，也正成为全社

会关注的校外培训机构热

点议题。

贵阳市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

如何让孩子爱上阅读、有效阅读，老师支招———

让“悦读” 陪伴孩子成长

本报记者 王丹丹 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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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关注

让培训机构成为教育“有益补充者”

阅读对人成长的

影响是巨大的，一本好

书往往能改变人的一

生。而一个民族的精神

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

平。如何激发孩子的阅

读热情，如何培养孩子

的阅读习惯，如何让孩

子的阅读成为 “悦”

读，近日，记者走访了

贵阳市部分学校。

分享阅读

利用好碎片化时间

读书能让孩子们欣赏到不

同的生命风景，为人生道路点上

一盏明灯。 但是，不少中学生存

在学习负担重， 看课外书时间

少，浅阅读多而深思少，碎片时

间不知不觉分给了各种电子屏

幕等问题，让很多中学生除了沉

浸题海便和书香无缘。

中学生真的没有时间阅读

吗？ 贵阳第十七中学党总支副书

记、副校长周燕认为，分享阅读，

分享智慧， 用好碎片化时间，中

学生一样能感受阅读的快乐。

“阅读从分享开始” 是贵阳

市第十七中学在建设书香校园

的一大特色，学校在每一层楼设

立楼道书吧，每个班级设立图书

角，学生可将自己的书籍放在那

里分享给其他人，充分利用学生

闲置的书本，最大限度地提升书

籍的价值，使更多的学生享有一

种在漂流的过程中遇到一本好

书的渴望，从而增加学生课外阅

读量，提升阅读质量，让学生在

图书共享中体验到阅读的乐趣

和分享的乐趣。

此外，校园还开展了“我与

好书相伴” 播音栏目、读书分享

会、双语阅读、图书漂流等系列

活动，提高师生审美情趣和人文

底蕴，将阅读打造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培养学生博览群书的好习

惯，构建书香校园。

“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阅读

体验，交流读书笔记，通过同龄

人之间的互动，提升大家的阅读

兴趣。 ” 周燕说，除了分享、交流

外，学校每个学期会以班级为单

位评选阅读明星，学生通过写读

后的感悟收获、推荐一本好书等

方式获得到相应的分数参与评

比。 当阅读明星逐渐增多，则会

由个人扩大到群体出现书香班

级，书香班级持续增加最后上升

到整体， 完成书香校园的建设，

以点带面形成良好的读书氛围。

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阅读

从学校开始———每天下午第一

节课的课前十分钟， 都是十七

中“雷打不动” 的一日一读诵

经典诵读时间， 而诵读的内容

则来自有学校老师亲自参编的

校本《中华传统美德读本》，有

讲志存高远也有重知重行 ，有

名言名段也有经典故事。 周燕

建议， 中学生应合理利用好碎

片化时间，比如等车 、等吃饭 ，

或者做题休息的空当， 稍微翻

两页书看看进行调剂， 都是可

以利用的阅读时间。

掌握方法 “有效” 博览群书

优秀的绘本对儿童的思维、

语言的发展、 审美能力的提高有

很大的作用， 对于低年级的孩子

来说，绘本是适合他们阅读的书。

贵阳市实验小学张盈老师说，阅

读应该关注孩子的年段特征，“量

体” 推荐最适合他们年龄的书籍，

实验小学每个年级每个星期都开

设有阅读课： 低段是绘本 “悦”

读、中段是名著“约” 读、高段是

群文“月” 读。

如何激发低年级孩子的阅读

兴趣？ 张盈老师以绘本《母鸡萝丝

去散步》为例，说明可从三个环节

来激发兴趣———介绍书名，观察封

面。 让孩子了解绘本的封面也包

含了很多信息。 然后，让孩子猜测

故事的情节， 拓展孩子的想象力，

加强孩子对词汇的积累和运用。

最后让孩子思考： 萝丝散步的时

候，狐狸始终跟在后面，萝丝知道

吗？ 狐狸只要一扑就可以捉到萝

丝，为什么它一直没有捉到？ 再次

体会故事的奇特和幽默，更好地促

进孩子在语言的表达、词汇的运用

等方面上的能力发展，激发“悦”

读兴趣。

对于三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张

老师建议开始整本书的阅读，由于

经典童书往往并不浅显，它的生动

性、深刻性如果不点破，学生是品

赏不到的。 因此，实验小学的老师

采取“师生共读”的方式，引领孩子

们进行阅读。 例如老师和孩子们共

读的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

的代表小说《地心游记》，通过导读

激发阅读兴趣，引领学生走进书本；

再设疑，将几个有可能存在矛盾的

地方提出，将阅读推向深处；再品

读，朗读精彩片段，感受语言文字

的精妙；再讨论，就某一主题各抒

己见，充分感受交流的快乐。

对五六年级的学生来说，老师

建议“群文阅读” 。 所谓“群文阅

读” 即把文章一组一组地阅读。 在

贵阳市实验小学，“群文阅读” 已

成为老师引导学生阅读的一个

“妙招” 。 比如老师将一组爱国诗

《示儿》《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十

一月五日夜半偶作》《病起书怀》

放在一起阅读， 从千古绝唱 《示

儿》 的动人故事娓娓道来，“泪溅

龙床请北征 ”“位卑未敢忘忧

国” ，让孩子们走近陆游，了解陆

游波折的仕途；当“僵卧”“孤村”

“铁马”“冰河”“南望”“王师”

等意象纷至沓来，孩子们看到了一

个更加真实、完整的陆游。 孩子们

从陆游的“群文” 走进了这个伟大

的爱国诗人，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

神也激励着孩子们。

“群文阅读教学，不仅仅是多

读一些文章，更是通过群文阅读为

学生营造生态、 开放的阅读环境，

把阅读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

尽情地品味阅读，享受阅读。 ” 张

盈老师说。

分段阅读 让孩子都有爱看的书

“语文课要给每个人留下的

是语言、书写、表达能力、阅读习

惯，以及丰富的情感和良好的价

值观 ，因此，我说语文是最有情

感的学科。” 省府路小学沈苏英老

师说。

博览群书是培养孩子语文素

养基本功之一，更是成才的重要条

件。 大量的课外阅读是提高孩子

语文水平不可替代的手段。 美国

心理学家克拉森的心理实验研究

表明，学生充满兴趣的课外阅读对

提高他们写作能力的作用，远远大

于机械的写作训练。

课外阅读如何读？ 沈老师推

荐，孩子每天 15 分钟的课外阅读，

一定要像朗诵课文一样大声朗读，

这样的好处在于能有效记忆，也练

习了朗读， 培养了语感。 如此一

来，便于孩子迅速领会和感悟语言

文字的内在意义， 提高语文修养。

沈老师说，年龄段低的孩子主要是

朗读，训练语感；而中段年龄的孩

子可以采取读 + 说的方式， 即复

述———概述，可提高语言表达和概

括能力；高年龄段的孩子则可采取

读 + 记录的方式，从说到写，且不

断提高记录要求，概括字数要求，

三行变两行，变一行，不断提升概

括能力。

“有家长说孩子没时间读书，

但我们发现，不少孩子在课间时间

看《阿衰》《漫画》等口袋书。 可

见，孩子不是没时间看书，而是没

人指导他们看好书。 ” 沈老师认

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一定不能远

离名著，培养孩子阅读经典名著要

从小引导，循序渐进。 例如在小学

低年级阶段可以让孩子阅读根据

名著改编的连环画，小学高年级可

以阅读一些专门给少年儿童看的

名著简写版，进入初中就应该接触

原著。“一个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毕

业阅读的课外书最低应该在 500

本以上，最好在 1000 本以上，其中

包括 100 本各行各业的人物传记，

以此奠定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

世界观基础。 同时应该注意不仅

要阅读，还要学会写读书笔记和书

评。 ”

“成绩好的孩子几乎都喜欢

阅读。 这些孩子往往在阅读中得

到很多的积累；词语、素材、情感、

思维方式等等的积累。 这样的孩

子在写作上往往有突出的构思、

神奇的用词， 在阅读理解方面有

杰出的见地， 在说话方面有超出

他人的见识等等。总之，丰富的知

识是创造力必不可少的一个条

件，也是见识增长、智慧来源的途

径之一。 因此“‘热爱读书’ ，每

天阅读，养成习惯，坚持终身” 是

我们指导学生课外阅读的核心目

标。 ” 沈苏英老师说。

掌握方法 “有效” 博览群书

分段阅读 让孩子都有爱看的书

分享阅读

利用好碎片化时间

读书能让孩子们欣赏到不

同的生命风景，为人生道路点上

一盏明灯。 但是，不少中学生存

在学习负担重， 看课外书时间

少，浅阅读多而深思少，碎片时

间不知不觉分给了各种电子屏

幕等问题，让很多中学生除了沉

浸题海便和书香无缘。

中学生真的没有时间阅读

吗？ 贵阳第十七中学党总支副书

记、副校长周燕认为，分享阅读，

分享智慧， 用好碎片化时间，中

学生一样能感受阅读的快乐。

“阅读从分享开始” 是贵阳

市第十七中学在建设书香校园

的一大特色，学校在每一层楼设

立楼道书吧，每个班级设立图书

角，学生可将自己的书籍放在那

里分享给其他人，充分利用学生

闲置的书本，最大限度地提升书

籍的价值，使更多的学生享有一

种在漂流的过程中遇到一本好

书的渴望，从而增加学生课外阅

读量，提升阅读质量，让学生在

图书共享中体验到阅读的乐趣

和分享的乐趣。

此外，校园还开展了“我与

好书相伴” 播音栏目、读书分享

会、双语阅读、图书漂流等系列

活动，提高师生审美情趣和人文

底蕴，将阅读打造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培养学生博览群书的好习

惯，构建书香校园。

“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阅读

体验，交流读书笔记，通过同龄

人之间的互动，提升大家的阅读

兴趣。 ” 周燕说，除了分享、交流

外，学校每个学期会以班级为单

位评选阅读明星，学生通过写读

后的感悟收获、推荐一本好书等

方式获得到相应的分数参与评

比。 当阅读明星逐渐增多，则会

由个人扩大到群体出现书香班

级，书香班级持续增加最后上升

到整体， 完成书香校园的建设，

以点带面形成良好的读书氛围。

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阅读

从学校开始———每天下午第一

节课的课前十分钟， 都是十七

中“雷打不动” 的一日一读诵

经典诵读时间， 而诵读的内容

则来自有学校老师亲自参编的

校本《中华传统美德读本》，有

讲志存高远也有重知重行 ，有

名言名段也有经典故事。 周燕

建议， 中学生应合理利用好碎

片化时间，比如等车 、等吃饭 ，

或者做题休息的空当， 稍微翻

两页书看看进行调剂， 都是可

以利用的阅读时间。

政策积极引导 助力民办教育“规范化”

今年以来， 教育部等主

管部门加快构建校外培训机

构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并出

台“十项严禁” 等多项监管、

治理政策。 究其原因，是促进

教培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校外教育存在着必要

性、 合法性和法律依据。 近

日，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综合

处处长陈东升在公开场合表

示，“对培养学生兴趣、发展

学生特长、发展素质教育、培

训行为规范、 手续完备的校

外培训机构， 要鼓励支持其

发展。 ”

对此， 中国民办教育协

会秘书长王文源表示， 国家

对教育培训机构的规范十分

必要，并应落实鼓励扶持、完

善监督管理等政策， 以便为

社会提供多样化、 高品质的

教育产品。

在国家政策规范的引导

下， 民办教育机构正在形成

合力，构建规范、健全的民办

教育行业体系。近日，来自全

国的 160 家校外培训机构共

同签署《校外培训机构自律

公约》，承诺依法、诚信、规

范办学，避免“超纲教学” 、

“强化应试” ，绝不组织中小

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等，其

中不乏好未来、 新东方、学

大、 高思等优质民办教育机

构的身影。

随着互联网和科技的快

速发展， 教育产业正迎来信

息化发展的崭新需求。 如何

让民办教育发挥信息化优

势， 与公立学校协同推动多

元教育变革， 正在引发全行

业乃至全社会的热切期待。

“在教育信息化的浪潮

下， 全新科技手段正深刻影

响着教育领域的全面改革。

公办学校与民办教育机构在

合理配制教育资源、 提高教

育质量和管理水平等方面迎

来了新的合作契机。 ” 中国

民办教育协会会长王佐书表

示， 公办教育应与民办教育

展开全面性、多层次的融合，

民办教育要利用教育科技以

及教学教研中的宝贵经验，

让更多优质教育服务通过公

立学校平台惠及更多学生。

在《教育部科技司 2018

年工作要点》指导下，以好

未来、 新东方为代表的优质

民办教育机构， 依托教育科

技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实战经

验， 为公立学校进行教育体

制和产品改革提供更多可

能。 例如，好未来“双师课

堂” 凭借互联网直播技术，

助力河南嵩县等贫困地区教

育均衡质量发展， 并在雄安

新区等地区开展智慧校园建

设，通过信息化手段为“教、

学” 提效。

随着 社 会 对 全 面 人

才 需 求 的 不 断 提 升 ， 教

育 已 然 成 为 社 会 、 学 校 、

家 庭 的 共 同 命 题 。 而 民

办 教 育 作 为 其 中 的 关 键

一 环 ， 更 加 有 责 任 、 有 使

命 为 更 多 家 庭 提 供 更 加

优 质 的 教 育 服 务 ， 为 全

社 会 树 立 正 确 的 教 育 观

念 。

“校外培训机构在培

训学生的兴趣、 特长 、素

质教育等方面应当开创一

片更好的天地， 为培养出

更 优 秀 的 人 才 做 出 贡

献 。 ” 王佐书认为，校外培

训学校的发展应当有利于

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有利

于为国家的战略 、 重大方

针政策和重要工作做好服

务。

“校外培训机构应该

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

充者 ’ 。 ” 这是陈宝生对

民办教育的要求和期待 。

在国家政策和信息化发展

的利好环境下 ， 民办教育

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

教育均衡及减负上为中国

教育提供有力支撑 。 在未

来 ， 我 们 也 期 待 “学 而

思 ” 们成为“能力 培养 ”

和 “教学品质 ” 的 代名

词 ， 充分发挥教育资源及

先进科技的优势 ， 持续推

动民办教育行业健康 、规

范发展， 共筑公民教育融

合新图景 ， 承担起对教育

行业的担当。

中晶

新时代新理念 民办教育的责任与担当

信息化推进“校内外融合” 走向教育新生态

视觉中国 /供图

别让自己沦为

“孩奴” 型妈妈

关于“母爱” 这个永恒而经典的话题，童书

作者自然也很青睐。 我们会发现很多童书作品

都是歌颂“母爱” 的伟大或描绘温馨亲子关系

的，今天就分享一本独辟蹊径、视角新颖的关于

“母爱” 的绘本：吉尔·墨菲的《让我安静五分

钟》。

故事从一天的早餐情景开始： 最小的一只

小象将装满牛奶和麦片的碗反扣在了头上，中

等个头的小象东张西望， 一边玩玩具一边喝着

牛奶，而最大的小象乖乖地吃着鸡蛋，对弟弟妹

妹们各种“调皮捣蛋” 假装看不见，地面则是一

片狼藉：鸡蛋壳、故事书、撒了一地的燕麦……

很多妈妈都经历过这样让人崩溃绝望再到熟悉

麻木的场景， 大象妈妈的一天也由此展开。 对

此，她选择眼不见为净，默默准备好自己喜欢的

早餐，准备偷偷溜走，逃离现场！ 正当她要扭开

门锁时， 却发现小象们一字排开站在她面前寻

问她的去向， 她只好老老实实交代自己要去浴

室， 小象们继续追问原因， 大象妈妈无奈说道

“因为我想自己一个人安静五分钟！ ” 热气腾腾

的一缸洗澡水，配上一杯茶和几块点心，闭上眼

睛， 一个人安安静静躺在浴缸里……这就是大

象妈妈的天堂！ 然而，小象们并没有“放过” 妈

妈，他们紧紧跟随着妈妈来到浴室，三个小家伙

瞬间打破了妈妈的幻想，一个要吹笛子，一个要

念故事书，一个要分享玩具，然后开始“得寸进

尺” ，吃起妈妈的蛋糕，看着她的报纸，最后直

接跳进浴缸打起了水仗。 大象妈妈又气愤又无

奈，只能快速穿上浴袍，又一次准备“潜逃” ，这

一次她成功地得到了“三分四十五秒” 的安静

时光……

五分钟的安静！ 仅仅五分钟，就那么难吗？

曾经有人说过，从少女变成少妇，最大的转折点

不是结婚，而在育儿。 原本潇洒自在的快活瞬间

变成一切围着孩子转的“孩奴” ：买包购物变成

逛“娃娃国” ，看电影唱歌变成了育儿节目和儿

歌， 喝奶茶听音乐也变成了和一堆妈妈喝茶聊

育儿……是的， 这些都是一个负责的妈妈应该

做的事，也是妈妈们真挚“母爱” 的体现，但又

有谁知道她们有时其实也会“职业倦怠” 呢？ 面

对这个一年 365 天不分昼夜， 不顾你情绪好坏

都无法请假的职业， 好多妈妈也想像大象妈妈

一样，大胆勇敢地说出心底最真实的想法：别烦

我，让我安静五分钟！

五分钟的安静真的那么难吗？ 仔细想来，故

事中的小象们都会吹笛子和念故事书， 应该也

有三、四岁了吧，这个年龄的小孩难道真的不能

自己玩五分钟吗？ 当然故事中的“五分钟” 只是

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 为了突出当妈妈的不容

易。 现实生活中也如此，让这个年龄的孩子自己

玩一会并不是真的那么难。 学前心理学相关理

论指出，在孩子三岁之前，由于缺乏独立生活能

力，成人的照顾和陪伴非常重要，这也建立了孩

子和照顾者之间的“依恋” 关系，在这种稳定的

“依恋” 关系中，孩子得以健康成长。 但从三岁

开始，孩子上幼儿园了，从家庭进入了校园，开

始真正的社会生活，逐渐进行“社会化” 的学

习，如果这个时期，妈妈们继续当“孩奴” 舍不

得“放手” ，恰恰会阻碍孩子的成长！

很多时候， 我们会发现表面上一些孩子很

粘妈妈，其实是这些妈妈在粘着孩子。 她们在长

期的“孩奴” 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自己，她们害怕

孩子独立，因为她们不知道除了“围着孩子转”

以外自己的生活重心和希望是什么， 她们内心

希望继续占有和掌控自己的孩子。 于是，她们打

着“母爱” 的旗号，开始给孩子规划人生：兴趣

爱好、专业选择、工作事业、结婚生子统统一手

包办。 每当和孩子发生矛盾时， 她们便会搬出

“为了孩子，牺牲了自己一切” 为杀手锏，迫使

孩子们妥协。 这样的妈妈们已然从抱怨“孩奴”

式生活变成习惯它再到依赖它。

其实，除了这种“孩奴” 型的妈妈，我们还

可以选择做“教练” 型或者“榜样” 型的妈妈，

它们三者区别在于：“孩奴” 型妈妈放弃自我，

掌控孩子以便成为自己心中的成功典范；“教

练” 型妈妈则一路陪伴指引， 鼓励孩子不断努

力，成为孩子心中优秀的自己；而“榜样” 型的

妈妈则会和孩子一起努力成长，不断超越自己，

一起成为心中那个最优秀的自己！

罗婷

“绘”眼看教育看教育

《让我安静五分钟》书封。

教 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