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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

万人同读一本书 名师与你共成长

郑报融媒
“向日葵读写计划”启动
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
阅读和写作在中高考时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为提高
广大青少年学生的读写能力，
郑报融媒向日葵周刊特在全市中小学发起“向日葵
读写计划”。我们将联合郑州市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顶尖语文老师，
面向郑州
市各学校、语文老师、学生及家长，
开展万人同读一本书、名师与你共成长“向日
葵读写计划”大型公益活动。在整合学校、家庭、学生及社会各方面资源的基础
上，
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促进小学生核心素养提升。记者 唐善普

“向日葵读写计划”
有您更精彩
“向日葵读写计划”大型公
益活动由郑报融媒向日葵周刊
发 起 ，我 们 将 联 合 市 、区 教 研
室，组织郑州市顶尖语文老师
成立郑报融媒“向日葵读写计
划”专家团队。
本活动将面向全市征集参
与学校，小学一至六年级语文
老 师 、学 生 及 家 长 均 可 参 加 。
我们将开展万
人同读一
本书、名师
与你共
成长大
型公益
活动。

多样化活动内容
助您提升核心素养
郑报融媒向日葵周刊将联合市、区教研室，组织
郑州市顶尖语文老师成立“向日葵读写计划”专家团
队。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对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能
力，以及提升小学生核心素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每个月由专家团队按年级推荐一本书，并制定每
周、每天的读书计划，在“向日葵小学士”微信公众号
上发布。
按年级各邀请一名专家级名师，通过郑报融媒的
直播平台“心通桥”对老师、家长及学生进行当月的阅
读指导。
参与 的 语 文 老 师 每 周 分 享“ 向 日 葵 读 写 计
划 ”活 动 的 情 况 、思 路 方 法 及 收 获 。
学生写的读后感将择优在中原网小记者频道或
《向日葵》上刊发。
每月一次创意写作大赛，并进行颁奖。优秀作品
在中原网小记者频道或《向日葵》上刊发。
成立“向日葵读写计划”沙龙，不定
期举办各类线下活动，进行阅读
与指导。

《乌丢丢的奇遇》
读后感
陇西小学六五班 周楷馨

《乌丢丢的奇遇》是由著名作家金波
创作的一部长篇童话，
讲述了一个关于爱
与被爱、
付出与回报、
梦想与信念的故事。
主人公乌丢丢原本是木偶剧演员布袋
老爷爷的布偶
“独脚大侠乌丢丢”
唯一的一
只小脚丫，却在一场演出后意外丢失了。
跛足女孩珍儿发现了他，
决定把他还给老
爷爷，
却一直寻人未果。她让妈妈把小脚
丫安在
“丑娃”
的身上，
使小脚丫有了躯体，
还有了一个新名字——“乌丢丢”。
不久之后，乌丢丢不辞而别，闯进了
吟痴老诗人的家里。在那里，他交了许
多新朋友，还了解了吟痴老爷爷和玩具
们的故事。吟痴老爷爷的话让他懂得了
感恩，在仔细思量过后，他踏上了寻找珍
儿之路。可是，没想到，珍儿的学校着火

■向日葵青少年核心素养学院

从三维度六方面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为全面提升郑州市中小学生核心
素养，
郑报融媒在向日葵小学士、
《向日
葵》周刊的基础上成立向日葵青少年核
心素养学院。向日葵青少年核心素养学
院将充分整合各方面的资源，
联合各相
关职能部门，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
从三
个维度、
六个方面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学校维度。邀请专家进校园，
以讲
座、
互动游戏等形式，
对学生及家长进行
生命安全、
心理健康、
自救自护等方面的
教育。邀请知名记者、
主持人开展新闻
写作、
小主持人培训讲座等，
邀请社会名
人、
艺人进行各类艺术特长教育等，
多彩
的第二课堂，
促进教学多样化。
家长维度。通过家庭教育、心理
健康、生命安全教育等讲座及亲子互
动活动，
提升家长素养。
学生维度。通过丰富的活动，从
六个方向促进孩子全面发展。
丰富人文底蕴，
培养沟通能力。以
各种采访体验锻炼沟通和写作能力。
倡导科学精神，丰富生活常识。
走进和我们衣食住行相关的各类企
业，
增长知识、
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引导自主学习，

了，珍儿为了救一只小狗而被困在了火
场之中。乌丢丢赶来了，他义无反顾地
冲进火海，救出了珍儿，自己却再一次失
去了身体，变回了一只小脚丫。回到珍
儿家后，他发现珍儿的妈妈身体情况越
来越差，而珍儿的脚也越来越跛了。于
是，他把自己的体温和力量一点一点全
部传输给了珍儿，终于，珍儿的脚不跛
了，可乌丢丢也消失了……每当读到这
里，我就会潸然泪下，为乌丢丢和珍儿的
深厚友情而感动，也被乌丢丢无私忘我、
舍己救人的精神所感动。
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乌
丢丢虽然淘气、顽皮，却懂得用真诚的爱
回报别人；吟痴老爷爷虽然年事已高，却
仍然对生活充满了爱和希望；单薄的蝴

培养学习能力。邀请十大知名中学校
长、30 所热点小学校长做顾问，组织百
位名师定期开展阅读写作、学习方法、
心理健康教育、
家庭教育等讲座。以读
书会、
名校游、
线上学科测评活动，
引导
学习目标树立、
学习能力培养。
自救自护教育，提升自我保护能
力。联合相关部门，对学生进行心理
健康、
食品安全、
安全常识等教育。
培 养 责 任 担 当 ，增 强 社 会 责 任
感。通过致敬革命烈士、地球妈妈我
保护、交通安全从我做起等活动，培养
孩子的高情商。
注重实践创新，提供才艺展示平
台。开展创客活动、人工智能、大数据
分析等体验活动；参
与《萌娃看天下》
《我
的家乡叫郑州》
《晚
安故事》
《小主持
人为你读诗》等
栏目，多角度提
高综合素质。

蝶，为了兑现承诺，赶去蔷薇身边报答曾
经的遮雨之恩，不惜在狂风中逆风飞翔，
甚至是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蘑
菇人为了保护弱小的生命，
用自己的身躯
去遮挡暴雨冰雹，即使变成碎片也不动
摇，
最终他们获得了新生并且因为爱而得
到了自己的那颗心。因为有爱，
乌丢丢拥
有了身体；
因为有爱，
珍儿不再跛足；
因为
有爱，生命才变得完整；因为有爱，生活
才更加鲜活、
有趣和美好！
我体会到原来爱的力量是这么的伟
大，爱可以创造奇迹，爱可以让生命充满
活力！我在敬佩他们的同时，也领悟到
我们不能只知索取身边的人对我们的
爱，更要始终保持一颗感恩的心，用真诚
去回报每一个爱护我们、帮助我们的人，
并将这份爱传递下去，爱护比自己幼小
的人，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让爱充满
人间，
让世界更加美好。

变
“阅读”为
“悦读”
——小学语文课内外阅读经验总结
小学阶段的语文学
习离不开教材和课外阅
读。高质量的阅读，能让
学生获得多样的言语实践机会，提升学习
语言运用的效率，还能拓宽其视野，涵养
其情感，发展其思维，增益其见识。为此，
在加强课内外阅读中，我们努力尝试进行
整本书的阅读指导，经过不断实践，梳理
出课外阅读的五步原则。
第一步：课内习方法
以教材中的课文为例子，
引导学生在学
习的过程中，
掌握基本的阅读方法和策略。
第二步：课外乐自读
选定阅读书目，确定具体时段，让学
生利用课余时间自由阅读。阅读前对学

生提出阅读建议和要求：好书要反复阅
读；带着目标去读；先读序言和目录，高效
了解主要内容和特色；学会在书上做读书
笔记，用符号、页码标注或关键词记录自
己的想法。
第三步：指导细研读
在对学生进行阅读指导时要注意解
决以下 4 个问题：
问题 1：这本书讲的是什么？旨在检
验学生读的效果，有没有完整地阅读。
问题 2：对书中印象最深的人、事、观
点是什么？旨在了解和尊重学生个性化
的体验，立足“核心价值”，
提倡多元解读。
问题 3：对印象最深刻的人、事、观点
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旨在让学生去发

现问题，
学会思辨和质疑。
问题 4：如何理解这些问题？可通过
具体的写作、创作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重视启发。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通过多种活动激发阅读兴趣，
如：
按要求
复述故事情节，
摘录好句好段，
写读后感，
写
推荐语，
制作读书小报，
课本剧表演，
人物采
访活动，
辩论会，
故事新编……
第四步：成果展示台
阅读输出就是将阅读后获得的积累、
体悟、感受予以表达、展示、分享的学习过
程。阅读成果的创作过程是阅读深化的
过程，是将阅读的内容化为己有的过程，
也能提升他们的成就感和收获感。
阅读输出有多种方式。文字类：
读后感、

书信、
续写、
改写、
扩写、
缩写、
辩论稿……图画
类：思维导图、
谱系图、人物形象复原图、
物件复原图、地形图、报纸……视频类：辩
论 视 频 、讲 故 事 视 频 、课 本 剧 剧 本 及录
像……创意类：
书签秀、
诗画擂台……
第五步：拓展再阅读
阅读过程中可以针对书中的知识推荐
补充阅读或是相关的影视作品，达到增益
的效果，
同时让学生逐渐实现自主阅读。
小学阶段是人生中记忆能力的黄金
时期，童年时期从书中吸收到的文化营养
和智慧能力使人一生受用。因此，在“阅
读”
与“悦读”
的路上，
我们任重而道远。
淮河路小学语文教师 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