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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5新闻

■ 邓拓

想让乡村孩子爱上阅读有多难？

一场链接各方的乡村阅读推广试验

“生活很丰富，唯独不看书”

“孩子平时都不看书，都在
看电视，去镇上逛，一些孩子还
带着手机上学。 ”这是来自赵明
鑫的回忆，也是对东北地区乡村
学校儿童生活情况的真实写照。

“生活很丰富，唯独不看书。 ”
中国扶贫基金会、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于 2018 年
联合发布针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
《乡村儿童阅读报告》。报告显示，
“高达 74%的受访乡村儿童一年
阅读的课外读物不足 10 本；更有
超过 36%的儿童一年只读了不到
3本书；超过 71%的乡村家庭藏书
不足 10本，一本课外读物都没有
的乡村儿童占比接近 20%”。

“你为什么不想读书？ ”赵明
鑫问一个孩子。 孩子眼睛溜溜一
转，干脆地回答道：“我哥不读书，
我妈不读书， 我爸也不喜欢我读
书，我也不喜欢读书。为什么要读
书？ ”面对孩子直击灵魂的反问，
赵明鑫被问得哑口无言。

走进乡村儿童的家，不难看
见更深层次的问题。 许多家庭的
情况为父母在外打工，作为隔代
亲属的爷爷奶奶成为实际监护
人。 受教育程度、体力能力等影
响，他们往往仅限于关注孩子的
日常生活，没有能力督促孩子学
习，更无从谈起引导阅读和了解
孩子的兴趣。

即使是少数父母在身边的孩
子，也面临着“教辅书更重要”的情
况。 赵明鑫从多位家长处了解到，
在家长眼中，“我们思考的素质教
育，并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家长
更愿意将仅有的资源投入到与课
程内容本身相关的领域。

结束支教时，赵明鑫决定送
几个关系不错的孩子礼物，最终

他选择了图书。“送给孩子的图
书， 我不确定它最终的命运，什
么时候看，会不会看。 ”但赵明鑫
还是在每一本书上写下了对孩
子未来的期许。 不过很久以后他
回忆起来，是不是送孩子们一些
笔和本子他们会更开心。

一年后， 支教时不到 40 个
的学生，如今已经有 4 个休学或
退学。“在村里，不看书不需要证
明，看书才需要证明。 ”

乡村学校图书室面临的尴尬

“我们做了一些调研，孩子
每天有 8~9 个小时在学校，对于
孩子阅读而言，学校的引导至关
重要。 ”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秘
书长商凝瑶认为，目前各地的图
书室、 阅读室并没有被充分利
用，一些学校配置了投影和多媒
体，但是利用率并不高，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力不足。

据教育部 2018 年教育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全国
普通小学在校生人数 10339.3万，
普通小学专职教师则为 609.2万。
一些地方虽然达到了教育部要求
的 1:19的教师比例， 但是“音体
美”教师仍然严重不足，数学老师
兼任美术老师， 英语老师兼任音
乐老师的情况较为常见。

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马
山县的立星民族小学，距离县城
约 6 公里，在校生 188 人，专任
教师 12 人， 在地方教育主管部
门的帮助下，建立起了一个藏书
4860 册的图书室。

当被问及制约孩子们阅读
的原因时，立星小学校长覃岚坦
言“缺乏专人的引导”。 没有专职
图书管理员，兼职教师的日常工
作也很多，还要兼顾图书室的日
常维护，“有时候也顾不上，觉得

很无奈”。
除了人力，图书的来源也是

一大关键问题。 商凝瑶介绍，乡
村学校图书室的图书一般由政
府主管部门出资采购，或通过社
会捐赠获得。 政府采购的数量较
有保障，种类较齐全，但是各学
校图书较为相似，无法进行调配
和有效更新，“往往一次采购很
久才能得到更新”。 此外，统一采
购也无法因应不同学校年级比
例的差异而精准配置图书。

社会捐赠则面临着图书“供
求关系不相称”的情况，一些乡
村小学图书室甚至出现公务员
考试用书、大学四六级英语考试
用书等中小学生无法有效阅读
的图书。

专职管理人员不足、图书室
利用率不高、图书无法与学生精
确匹配等问题的困扰，使得乡村
学校图书室并没能有效解决乡
村儿童阅读问题，甚至在一些地
区存在资源浪费的情况，让乡村
学校图书室处境尴尬。

走进“村小”的“新老师”

事实上， 近年来着力改善乡
村学校阅读现状的公益实践已日
趋增多。 乡村阅读室、推荐书单、
融合式儿童公共空间、 专业志愿
者培训体系等应运而生， 一些项
目已经在全国各地形成网络，结
合政府投入建成的已有阅读室、
图书室，推动乡村阅读发展。

立足乡村儿童阅读开展现
状， 并着眼未来的可持续性推
广，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东风
日产、 南方周末于 2019 年 11 月
联合发起“阳光关爱·i 读计划”，
从多个维度共同展开新的实践
探索。

从甘肃临洮县、贵州毕节市
到广西马山县、陕西勉县，四所

“阳光关爱阅读室”陆续落成，超
过 2600 本全新购置的书籍、专业
多媒体教学系统等成为每间阅
读室的“标配”。 在琳琅满目的书
籍背后，一套涵盖全校师生的借
阅管理系统开始运转，所沉淀的

数据将为未来五年持续的书籍
更新提供重要依据。 此外，智能
硬件与网络的同步介入，也让更
多的信息承载方式在方寸间成
为可能。

在改善硬件的同时，启发乡
村儿童阅读兴趣、培养长期受用
的阅读方法成为“阳光关爱·i 读
计划” 更关键的命题，15 位来自
社会各领域的知名人士也因此
受邀加入，以“阅读推广人”的身
份与乡村小学的孩子面对面。

单霁翔、龚琳娜、蒙曼不约
而同地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阅
读课的关键词。被孩子们称为“单
爷爷” 的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在
课程尾声留下寄语， 鼓励孩子们
学习“工匠精神”和科学技术，将
来加入保护传统文化的行列；面
对从未有过专职音乐老师的学
生， 龚琳娜把阅读课瞬间变为音
乐课堂， 带领孩子在旋律中感受
经典诗词的韵律与意境； 第一次
面对小学生开讲， 学者蒙曼精心
挑选了四首与节气相关的短诗，
将诗词里的四季变换与动人情感
娓娓道来，让全场师生意犹未尽。

爆炸的气球、 色彩纷呈的化
学试剂、昆虫琥珀、行星模型……
中科院物理学家罗会仟、 化学家
David G.Evans、古生物学者邢立
达和天文学家郑永春不仅用一
个个新奇的实验，牢牢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更希望在孩子心中种
下科学的种子，引导他们未来在
书本中去探索更多知识。 正如罗
会仟在采访时所说：“只要多读
书，一切皆有可能。 ”这位幼时因
一本《十万个为什么》开始对物
理产生兴趣的青年学者，如今成
为新版《十万个为什么·物理卷》
的编写者之一，他的经历便是对
这一句话的生动演绎。

加入“阅读推广人”行列的
还有演员热依扎、 编剧史航、科
幻作家郝景芳、 作家张定浩、主
持人可可姐姐、灾难救援专家张
广瑞等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
多位专业志愿者。 全程合计超过
160 节特色课程， 涵盖多个学科
及兴趣领域，从不同维度激发孩

子们的阅读兴趣，也展现出阅读
课程的更多可能性。

敞开的阅读室大门与未来

“中国下一代的科幻电影，
靠你们了！ ”在课堂上，电影《流
浪地球》的导演郭帆把鼓励送给
学生。 面对采访时，他则提出了
另一个期待：“希望活动持续下
去，一站接一站，能够连成线，铺
成面。 ”

这与项目发起方———中国
社会福利基金会、 东风日产、南
方周末的共识不谋而合。 短暂的
特色课程之后，校园终将回归日
常， 学生是否真正养成阅读习
惯、校园阅读是否可持续开展则
是对项目提出的长远挑战。

连续参加了甘肃、贵州和广
西三站活动，清华大学图书馆副
馆长张秋不仅面向小学生开讲，
也把教师请进课室，共同围绕校
园阅读的实践展开研讨。 在张秋
及数位专业志愿者的教师培训
课上，前沿阅读理念及具实操性
的校园阅读开展方法逐一呈现。
台下坐着的则是从周边学校召
集而来的老师甚至多位校长，他
们所肩负的显然不仅是一次培
训任务，更是推动建立校园阅读
长效机制的长远期待。

走进“阳光关爱阅读室”的
还有家长的身影。 在广西马山及
陕西勉县，报名积极程度远超预
期的家长挤满了阅读室，在专业
志愿者带来的分享中，收获亲子
阅读理念及家庭教育方法的全
面刷新。

从教导学生到影响家长、教
师及至决策者， 在当地教育部
门、校方、项目发起方以及社会各
方的紧密联动之下，每一间“阳光
关爱阅读室” 不仅承担着作为校
园阅读长效机制的重任， 更被赋
予带动周边阅读生态变化的使
命，通过一间阅读室，将阅读的能
量辐射至一个乡镇乃至更广阔的
范围，从而真正实现以书本照亮
更多乡村儿童的童年。

（据《南方周末》）

“你们看过什么课外书 ？ ”教室里的孩子并没有理会讲台
上这位支教老师 。 他略显失望 ， “我在城市里讲课的时候 ，孩
子们会关注我手中的图书 ，但是这里的孩子却没有想象中的
反应 ”， 这是支教老师赵明鑫对于自己在榆树市一所小学支
教的回忆 。

据他介绍 ，学校唯一存放图书的地方叫远程教室 ，里面常
年堆放着落灰的大头电脑和在角落随意码放的图书。门锁上有
一层灰 ，与防盗窗一起 ，将这间屋子连同里面的东西 ，“与整个
世界隔绝开了 ”。

单霁翔为广西马山县立星小学的学生授课

在全新建成的“阳光关爱阅读室”内，学生手持阅读卡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