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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勤俭不是吃苦，而是对有限资源的珍视。本期，
记者带您走进郑州市第十九高级中学和金水区南阳
路第二小学，看看两校师生如何响应“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的号召，引导学生养成健康文明、爱粮惜粮的用
餐习惯，抵制“舌尖上的浪费”。

图书馆里的学校

走进经开区滨河第一小学，你会感
觉眼前一亮。排队等待入学时，学生捧
书细读的场景是学校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课间的走廊书架旁，也总会有三三两两的
学生在认真地读书，或讨论或讲故事，把
读书当作课间放松身心的活动。

这所书香弥漫的学校，拥有3个学生
图书室、1个教师阅览室、1个藏书室，总
面积500多平方米，拥有52000册由学校
教师结合专家推荐意见精心挑选的图
书。图书馆实施开放式电子阅读系统管
理，运用人脸识别系统进行借阅，满足学
生课余图书借阅需求，并对学生的借阅
情况进行数据分析，有效地助力教学。
教学楼走廊上精心布置的个性化书架，
教室里整面墙的图书角，保证学生在校
园生活中，随处可见图书，随手可拿图
书，让学生真正生活在书的海洋中。

据滨河第一小学校长余新莉介绍，
学校把阅读课纳入课程表，每周两节阅
读课，一节在教室开展共读书目活动，进
行整本书阅读教学，一节到阅览室进行
阅读。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学校在低
年级阶段开展读写绘活动，大量阅读之
后，学生根据一个主题开展写作和绘
画。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同学们一学
期能够达到200本的绘本阅读量，写绘水
平也得到极大的提高。在手工立体原创
绘本社团，同学们还通过收集、处理废旧
物品，手工制作立体绘本。从最初的复
制故事到编创故事，发展到与读写绘结
合，制作纯原创的立体绘本，每个孩子都
收获颇丰。

演讲课程也是该校学生的必修课
程，通过阅读低阶输入，演讲高阶输出的
方式促进阅读的有效开展。除了阅读与
演讲课程之外，学校还提倡在班级开展
课前微演讲活动，大大地提升学生阅读
的兴趣和演讲的水平。每周一的升旗仪
式上，也专门设立“三分钟微演讲”项目，
为全校师生提供演讲展示平台，同时为
上周的班级“阅读之星”颁发阅读卡，鼓
励学生积极阅读。

每天读书后完成“阅读存折”登记或
“采蜜集”的摘录，每周背诵一首古诗，每
班学生每月共读一本书，每学期每班开
展两次班级共读交流分享活动，每年举
行一次诗词大会，每年评选出书香家庭
并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学校坚持打
造“日、周、月、期、年读书工程”，不仅夯
实学生的阅读基础，为教师成长和学校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也带动了更
多家长投入到亲子阅读中来，营造了浓
浓的家庭阅读氛围，受到师生家长的一
致好评。

书香氤氲满校园书香氤氲满校园
本报记者 李 杨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
长才。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
经说过：“要让学生生活在书籍的世
界里。”在学校教育中，为学生创设
书香飘溢的校园，让师生在阅读中
润泽人生，成为许多教育人的责任
和追求。

近日，2020年河南省中小学“书
香校园”“书香班级”拟认定名单公
布，我市一批学校和班级上榜。让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市学校是如何将
有趣的读书形式与校园、班级布置
相结合，将老师的教育与学生的行
动相结合，让书香弥漫校园，让学生
通过读书获取智慧、涤荡心灵。

不少家长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孩子拿到书本后，随便翻了翻，就丢到一
旁，无论怎么劝说都不肯认真阅读。其实，让
孩子爱上阅读，也需要一些有技巧的引导。

“每个学生的爱好不同，阅读兴趣点
自然也不同，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有助于
学生深入思考。”郑东新区蒲公英小学教
师黄月告诉记者，读书不应仅限于文学
类，百科、历史、人文各方面都可以涉猎，
这样才能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他们的
阅读兴趣。

为了建立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而提升
阅读数量，黄月首先在班级开展图书漂流
活动，号召同学们把自己最喜欢的书籍带
到学校，在保证书籍多样性的同时高效地
集中中外优秀文本，然后根据班上学生的
具体情况，为不同类型的学生推荐适合他
们的读物。

短短的几个学期，班上同学就阅读了
数本中外名家的著作，从儿童文学到人文
社科，涵盖各个方面，有中国历史《吴姐姐
讲历史故事》、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
列、罗尔德·达尔系列、肯尼斯·格雷厄姆
的《柳林风声》，丁慧臻的《成语接龙》《古
诗接龙》等。

在孩子爱上阅读的过程中，及时的阅
读指导必不可少。在制定好阅读目标和
阅读计划后，黄月便带着学生开始了极富
趣味性的阅读活动。在阅读前，她通常会
先开设一节“好书分享课”，师生推荐自己
最喜欢的书。在整本书阅读过程中，她也
会定期开展阅读指导课，帮助学生梳理故

事线索，教会学生概括文章主要内容，形
成独具特色的阅读记录单。在一次次的
讲解和记录中，同学们的思维能力和写作
能力不断提升。

丰富多样的阅读分享，是学生的主
场，更是学生们自由发挥的天地，不仅让
学生们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更让他们
增长智慧，提升了语言表达能力。孩子们
在其他各科课堂上的表现也经常让老师
刮目相看。

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学生
刚开始阅读时，只会关注写得比较好玩的
地方，并不会深入思考整本书的意义。针

对这种情况，黄月建议学生在广泛阅读的
同时精读几本书。最好由老师或家长带
着学生去阅读，边读边讨论，发表对书中
问题的看法，在一边阅读一边思考的过程
中提高记忆力和总结能力。

“读书写作不分家。”她强调说，阅读
有助于写作，但并不意味着只要多看书就
一定会写作。小学低年级学生不会写字，
可以用拼音记录自己的思考或心情，也可
以由家长代劳。到了中年级，老师可以用
阅读单的形式让学生记录阅读成果，在记
录过程中形成对整本书的认识，在锻炼孩
子思维的同时提高他们动手写作的能力。

阅读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在金水区
文化路第三小学教师徐静的心中，阅读的
快乐就是教室安静了，孩子们的心静了，
老师自己的心也静了。

“最开始给孩子们读书，是因为一年
级刚开学，新书还没有发，怕他们无聊，就
把儿子读过的绘本拎到教室，一本接一本
读给他们听。《安的种子》《牙齿大街的新
鲜事》《肚子里有个火车站》《獾的美餐》
《獾的礼物》……绘本打开了孩子们向往阅
读的心扉，也开启了我们班级的阅读篇章。”
徐静告诉记者，绘本阅读只是一个小“计
谋”，最重要的是要把学生拉进书的海洋。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制度不益实施。
徐静每一学年都会针对学生的阅读特点
和需求制定一整年的班级阅读计划。一
年级时，要求学生每周在校共读三本绘
本，家庭每周保证五次亲子共读；二年级

时，更要求质量，鼓励学生在阅读课上大
胆读书给同学听，并自己尝试设计制作读
书记录卡片；三年级，她又关注到了学生
的兴趣回落问题，设计了“小小读书会”

“书虫乐园”等阅读活动，并要求学生把读
到的好词好句及时整理记录下来；四年
级，要求学生每周在完成读书摘记后，撰
写一篇高质量的小练笔，鼓励学生每周在
自己的教育博客上至少发布一篇高质量
的博文；五年级，开始师生共读名著和
纯美小说，定期开展书评会和读书交流
会……此外，她有计划地为孩子们做阅读
指导，每个学期开展“学期阅读之星争霸
赛”，在假期组织“好声音朗读”活动，开设

“《上下五千年》——走进名人故事”班级
阅读课程，还开通了班级博客圈，师生之
间经常互评博文，共同进步。

书读得多了，孩子们脸上的自信愈见

明显，习作水平也不断提升，寒暑假里参
加各种读书、征文比赛，都频频获奖。但
在徐静心中，阅读的收获远不止这些，更
重要的是孩子们每天坚持不懈地摘记，是
读过的每一本书上五颜六色的满满批注，
是“入班即入座，入座即读书”的班训，是
家长们心中无以言表的肯定和赞赏。

阅读就像一束能照亮每个人心灵的
阳光，不仅照亮了孩子的人生，更影响了
每个孩子的家庭。班级群里时不时就有
家长自发进行好书推荐，妈妈们的朋友圈
里也有越来越多人在晒自己“微信读书”
的收获。“晚上坐在灯下和孩子一起读书，
那种安静，让人一下子就忘了一天的疲
惫，从未感觉世界如此美好！”一段家长的
心声，也让徐静更加愿意倾尽全力，为引
领更多学生走上阅读之路而付出不懈的
努力。

照亮心灵的阳光

启迪智慧的引导

蒲公英小学教师指导学生早读蒲公英小学教师指导学生早读

“光盘行动”
代言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栏目记者 李 杨

为规范少先
队 组 织 文 化 建
设，规范少先队
礼仪，日前，郑州
市郭兰兰少先队
名师工作室携手
周梦红少先队名
师工作室和宋予
芳少先队名师工
作室，在中原区
百花艺术小学共
同开展红领巾礼
仪队训练，从佩
戴红领巾礼仪、
队礼礼仪、敬队
礼等方面进行了
细致讲解。

为培养
学生健康的
审美情趣，
激发学生的
艺术学习兴
趣，近日，金
水区经三路
小学举办首
期学生个人
优秀书画作
品展。参加
此次个人画
展的学生是
四（4）班 的
吴南村。

镜观教育 栏目记者 张 震

将“光盘”进行到底

“争做一名厉行节俭的倡导者，争做一名节俭用餐的践
行者，争做一名勤俭节约的推动者，争做一名绿色低碳的先
行者。”为培养学生的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让每一名学生都
切实发挥榜样示范作用，郑州市第十九高级中学于近日开展
了“厉行节约，爱惜粮食”主题教育活动，并向全校师生发出
倡议，引导师生尊重劳动，爱惜粮食，知行合一，理性消费，传
承美德，自觉做绿色校园的引领者。

在郑州市第十九高级中学，节约粮食已然成为校园共
识。学校大屏幕循环播放着节约粮食宣传标语，餐厅张贴悬
挂着“光盘行动”和节约粮食的宣传标语，每个班级都办了以
节约粮食为主题的黑板报，召开“厉行节约，爱惜粮食”主题
班会，学校食堂管理人员也积极发挥劝导作用，提醒学生按
需购餐，理性消费，避免剩餐，并对个别同学的剩菜剩饭行为
进行劝导，引导学生从日常做起，爱惜粮食，杜绝浪费……

“一个人浪费一点粮食不明显，全社会合起来就是一个
庞大的数字。”在班会课上，老师们引经据典，向大家宣传勤
俭节约的传统美德，鼓励同学们勤俭节约，杜绝“舌尖上的浪
费”，潜移默化地将节约意识植入学生们的心中。

通过本次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在
郑州市第十九高级中学的校园成为了新“食”尚，师生们纷纷
表示，“光盘行动”需实行“终身制”，一定会将“光盘”进行到
底。该校也将进一步增强师生节约资源的意识，树立健康生
活理念，扎实推进节约型校园建设，携手共建文明校园，同心
共筑文明社会！

爱粮节粮记心间

为了更好地响应“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引导
学生传承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从小树立爱惜粮食的观
念，养成节约粮食的好习惯，金水区南阳路第二小学德育
处向全校师生发出节约粮食的倡议，并开展以“爱惜粮
食，厉行节约”为主题的专题教育系列活动。

为营造节约氛围，南阳路第二小学利用板报、红领巾
广播站、班队会等加强对节约粮食的宣传，宣讲我国餐桌
现状，让师生懂得随着人口增加和耕地减少，我国的粮食
安全压力大等现状，并在学生中开展充分的分析和讨论，
树立孩子们的节约意识。

根据学生用餐情况和防疫需要，学校德育处还用心
编写《用餐礼仪歌》，引导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步养成
节粮惜粮意识，掌握饮食卫生知识，养成防疫保健习惯。
在午餐前，就餐学生齐诵《用餐礼仪歌》，节约粮食的理念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当热气腾腾的午饭上桌后，孩
子安安静静吃着可口的饭菜，不一会儿餐盘里的饭菜就
被吃得干干净净。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优良传统于国、于家、于己
都是永不过时的“传家宝”，针对小学的年龄和心理特点，
学校还开展诵读经典节约古诗、分享伟人节约故事、观看
爱粮惜粮视频等一系列德育活动，并将节约粮食、践行

“光盘行动”与德育课程融合，让节约意识在学生心中发
芽扎根。如今，在南阳路第二小学，节约习惯已经从“舌
尖”入“心间”，勤俭节约也已成为了校园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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