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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李哲：做儿童阅读的合格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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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的范围很广，在这个
领域，我们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能让孩子终生受益，这是我们基
金会创立的出发点。 ”2017 年 1
月 13日，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的
一场发布会汇聚了国内教育界、
图书馆界、 出版发行界的顶尖从
业者， 刚主持完这场发布会的李
哲接受了《公益时报》的专访。

与记者侃侃而谈的李哲今
年刚年满 30 岁，没有深入交谈，
恐怕谁也不会相信这个年轻人
已在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秘书长
的职位上任职数年。

这家名为“深圳市爱阅公益
基金会”的机构是这场发布会的
主角， 当天在现场对外发布了
2016 版《小学图书馆基本配备书
目》， 这已是该基金会继 2012 年
后第二度推出这一书目。 据了
解，这一经国内顶尖专家团队根
据儿童不同年龄段特点，于浩如
烟海的数十万图书内精心筛选
而成的书目，在 2012 版推出后就
已成为众多学校、教育局和公益
组织采配图书的重要依据。

“我们希望该书目能帮助越
来越多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成为
儿童阅读的合格守门人， 解决如
何从海量图书中找到适合于不同
年龄阶段儿童阅读需要的读物。 ”
李哲说，“我们希望通过努力和影
响，让孩子真正养成阅读习惯，成
为一个终身的阅读者。 ”

实际上，爱阅公益基金会的
所有工作都致力于推广有品质
的儿童阅读，而这一投入了大量
资金和心血的书目研制与普及，
也仅仅是在打造儿童阅读环境
中众多维度中的一个。

与李哲一样，爱阅公益基金
会同样年轻，但它却怀揣这样一
个使命———“共建有品质的阅读
国家”。 为了向这样一个目标靠
近，基金会围绕儿童阅读的不同
维度， 全方位地开展了多个项
目：培养 0~6 岁儿童早期阅读习
惯的“阅芽计划”、为资源匮乏
地区营造儿童阅读环境的“乡
村儿童阅读资助项目”、 专业主
播为孩子朗读故事的“爱阅电
台”、为相关研究提供资金帮助
的“儿童阅读研究支持项目”以
及为孩子选择合适图书的“书
目研制项目”。

年轻的爱阅公益基金会有着
笃定的决心，“做儿童阅读的合格
守门人”，确保基金会项目互相连
系、互为支持，促进整个社会对儿
童阅读的认知； 而年轻的李哲对
于秘书长一职也有着成熟的认
识，做基金会的合格掌门人，保证
机构运转、保持机构活力，努力达
成基金会的长远目标。

有品质的儿童书目

《公益时报 》：据了解 ，这个

“书 目 研 制 项
目 ”投入很大 ，
投入主要在哪
些方面 ？ 为什
么要花费如此
精力来做这个
项目？

李 哲 ：爱
阅公益基金会
的 总 部 在 深
圳， 但由于北
京的阅读推广
环境特别好 ，
我们在这里设
立了儿童阅读
研究院， 并在
北京为这个项
目专门招聘了
两名员工，这对
于一个公益组
织来说是开销
巨大的。 另外，我们在印制和推广
书目方面的花费也不少。

为何对此投入这么多？ 这源
于我们对“好书进入学校困难”
这一现象的发现。 基金会成立至
今捐建了多所乡村小学图书馆，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好书不
能进入学校无非三种情况：采购
渠道所限、 资金所限和了解所
限，而最后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
的，即老师和教育局长压根儿就
不知道到哪儿去买这些好书。 有
不少从事阅读推广的组织和做
图书捐赠的组织都没意识到，适
合孩子读的、能够激发孩子阅读
兴趣的书才是真正的好书。 于
是，我们经过思考认为，研制一
本书目就能够影响更多了解有
限的群体，这样比我们捐建图书
馆会更有效率，也同样完成了基
金会的使命。 其次，一本好的书
目也是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选择
图书的捷径。

《公益时报》：从知晓书目到
真正按照书目购买还有一段距
离，如何真正让学校和家庭真正
按照书目购买图书，基金会有何
动作？

李哲：据我们采集的数据显
示，到 2016 年年底，已有学校、公
益组织、教育局等机构通过该书
目采购图书 300 多万册，图书价
值达 6000 多万元，有数十万的学
生看到了按照这个书目所采配
的图书。

在书目推广方面，我们基金
会本身就有计划，这也是书目研
制和发布之外的重要工作之一。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影响学校、公
益组织以及从事图书捐赠的机
构和项目， 逐步影响老师和家
长。

我们也做过“自上而下”的
干预尝试， 但发现是有困难的，
很多因素会影响它的效果。“一
个好老师不如一个好校长，一个
好校长不如一个好教育局局

长”。 基金会在这些年中为 14 个
省捐建了将近 300 所乡村小学
图书馆，但碰见一个知道如何培
养学生阅读兴趣和习惯的校长
或者局长真的不容易，而且在乡
村学校还比较容易采用“自上而
下”的干预形式，但到大城市中
就特别的困难。

不过，我们认为，推广书目
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让多少个学
校按书目来采配图书， 而是希
望那些校长和老师能因为这个
书目而重视儿童阅读品质，知
道适读的好书是培养学生阅读
兴趣和习惯的基础条件， 那么
这个书目的意义和使命就达到
了。

《公益时报 》：据了解 ，国内
图书市场在供需信息等方面存
在着不小的问题， 即使在北京 、
深圳等一线城市也不一定能采
配到想要的图书，如何帮助书目
的购买方解决这一困境呢？

李哲 ：2012 版书目发布以
后， 基金会发现了这样的需求，
所以也培育了对应的图书经销
商，能够按照较低的价格和公益
原则为公益机构提供一揽子图
书采配、打包和货运服务。 通过
几年的摸索，我们也希望联合其
他从事儿童阅读推广的组织，搭
建一个童书的公益服务平台，罗
列各自有品质的书目，通过经销
商和网上购书平台，大便利地进
行采购。

几年前，我们到四川凉山做
图书捐建，当地教育局负责图书
装备的科长说起初并不欢迎我
们， 但图书到达之后彻底改观，
因为大量的公益机构都在向这
一地区捐书，但许多书都是孩子
看不了的，当地还要花功夫对这
些书做处理。 所以，我们也希望
用服务平台的方式影响整个公
益圈，让图书的捐赠方和接收方
都意识到图书捐赠应该是有品
质要求的。

让阅读回归教育本质

《公益时报 》：解决了 “读什
么 ”，接下来就有 “怎么读 ”的问
题。 在偏远贫困地区，教师质量参
差不齐，基金会如何保证乡村教
师有足够能力指导学生读书？

李哲：“书目研制项目”并不
会直接服务于乡村教师，但 2016
年基金会已将原先的图书馆捐
建项目转型为资助项目，即资助
在地服务的 NGO， 让它们给乡
村学校和社区提供服务，带领当
地老师去认识、提高指导孩子阅
读的能力。去年，基金会资助了 7
至 8 家机构，每家得到 10 万元的
资助金， 以后每年计划资助 10
到 15 家这样的机构。 通过这样
的项目，我们能够发现更多适用
于乡村学校做阅读推广的案例
和做法，也让受资助机构能够彼
此交流，促进它们更多地思考。

在这一问题上， 我们还有一
个观点， 即老师在没有能力指导
孩子读书之前， 应尽可能开放图
书馆或图书角， 让孩子自己选择
想读的书，激发阅读兴趣，养成阅
读习惯， 避免一味让孩子写读后
感等损害孩子阅读兴趣的行为。

《公益时报 》：在城市里 ，儿
童阅读培养可能面临更多问题 ，
比如家庭缺乏阅读气氛、娱乐方
式繁多 、课程负担过重 、学校图
书馆不开放等都有可能扼杀儿
童的阅读欲望，基金会是否有针
对性的方案？

李哲：在孩子没有自主阅读
能力的时候，有两个群体起到关
键的作用，即父母和老师，他们
对应的区域是家庭和学校。 所
以，在这件事上，只有在这些区
域影响关键群体，让这些群体对
儿童阅读有更深刻、更科学的认
识，才有可能使孩子爱上阅读。

2016 年， 基金会还发布了
“阅芽计划”，为 0~3 岁和 3~6 岁

这两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家庭提
供“阅芽包”， 倡导家庭亲子阅
读。 当时有人质疑在城市间开展
这个项目的必要性，但根据哈佛
教育学院给项目做的有效性研
究的前测数据显示，参与问卷调
查的深圳市中等收入家庭中有
将近 65%是没有亲子共读习惯
的，这些家庭无一例外地给孩子
买很多书，但没有认识到把书丢
给不到三岁的孩子自己读而不
进行互动式阅读是不可能达到
家长对早期阅读的预期的。 而通
过影响家长，也能让家长在学校
的家委会中影响老师，这也是城
市中阅读推广的特点之一。

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的情况
是， 在阅读推广这个细分领域
中， 国家释放了很多绿色信号，

“全民阅读”这个概念已经“自上
而下”地被接受，然后“自下而
上”的服务模式肯定也会越来越
多，随着儿童阅读理念的深入和
童书出版的丰富多元，现在其实
是儿童阅读推广的春天。 我们有
一个不成熟的猜测，会有越来越
多的学校去重视阅读、开展阅读
活动，阅读一定会回归它的教育
本质，而不是一次性的活动。 所
以，当所有的学校都开始做阅读
的时候，就会涌现出一批用心的
老师和校长去做差异化的东西，
去把阅读的质量效果做好，由量
变带来质变。

基金会的“马太效应”

《公益时报》：作为企业出资
的非公募基金会，为何会选择进
军一个非传统的公益领域呢？

李哲： 教育的范围很广，在
这个领域，我们做一件什么样的
事情能让孩子终生受益，这是我
们基金会创立的出发点。 在基金
会成立之前，基金会理事长就发
起了捐建乡村小学图书馆的项
目，这也是因为理事长自己是一
个阅读人，她深刻意识到阅读对
孩子的影响。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
努力和影响， 让孩子真正养成阅
读习惯，成为一个终身的阅读者。

《公益时报》：我们注意到基
金会在 2016 年增加了原始资金，
这在非公募基金会纷纷缩水的
大潮下 ，可谓是个 “逆现象 ”，基
金会这一决定是作何考虑？

李哲：基金会成立以来一直
专注在儿童阅读领域，经过几年
的耕耘，很多项目的发展越来越
好，就要求投入越来越多，包括
专职的工作人员和资金的投入。
这其实也是“马太效应”另外一
种形式的展现———专业专注得
越久就越可能优势突出。 其实，
这对基金会也是一个自我约束，
我们希望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也希望自己在这个要求下能够
发展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