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久而有效地推行广泛阅读：
国外的经验与我们的改进策略

[摘 要] 广泛阅读是真正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的必要途径。本文在阅读教学与评估领域，总结

国际上推行广泛阅读的有效组织模式及成功经验，结合我国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讨论推行广

泛阅读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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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阅读与精读相对，从操作层面上看，它需要

学生大量阅读并掌握基本文意。它以学生课外阅读为

主，但也可发生在课堂之内。我国的语文课程标准规

定，学生在义务教育及高中阶段分别要完成 400 万字

和 150 万字的阅读量。[1]目前各地重视建设“书香校

园”，并积极探索持久、有效的广泛阅读推行方法。
长期以来，国外在推动学生广泛阅读方面已开展

不少相关研究与实践。我们可从中了解和借鉴有效经

验，设计、实施阅读活动与策略，以激发学生更积极、
主动地参与多读，形成相关的终身学习能力。

一、从阅读素养角度重新审视广泛阅读的意义

近年来，一些国际知名阅读评估项目推行“阅读

素养”理念，促请我们反思广泛阅读对于学生当前学

习及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缩 写

PISA)最新一轮评估界定“阅读素养”为理解、运用、反
思并积极参与阅读书面篇章，以增进知识，发挥潜能，

参与社会，实现个人的目标。[2]其中，“积极参与”包括

要求学生进行广泛而多样的阅读。相似的，“全球学生

阅读能力进展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 缩写 PIRLS )则把阅读素养界定为理解

和运用社会需要的或个人认为有价值的书面语言形

式的能力。年轻的读者能够从各种篇章中建构意义，

他们通过阅读来学习、参与学校中和日常生活中的阅

读群体，并获得乐趣。[3]它同样强调学生要阅读多类篇

章，为个人兴趣而阅读。
上述定义表明，学生阅读素养不仅包括良好的阅

读理解能力，还体现在广泛阅读及社会交往的层面，

如拓宽阅读范围、增加数量、激发兴趣、进行积极的社

交等。借鉴国外的相关实践，我们应对广泛阅读赋予

更多的价值，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一)增强阅读的内在动力

为获得乐趣而阅读并探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是

终身阅读的标志。研究发现，良好的阅读内在动力，来

自于阅读兴趣、对挑战的喜爱、阅读愉悦以及自我效

能。[4]学生阅读内在动力的强弱，影响阅读理解能力水

平的高低。
近年国外的调查表明，许多学生对阅读持消极态

度，部分中学生宁愿玩游戏或是看电视而不愿进行阅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2 年第 4 期

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31



读。[5]随着年级的上升，学生阅读动机逐渐下降，男女

生比较，男生更弱于女生。对此，一些学校设立积分、
等级或某些物质奖励等机制来激发学生阅读，麦克奎

兰（McQuillan）指出光凭外在动机难以有效驱动学生

阅读 ，而应强调形成学生内在的阅读动机。[6]

(二)发展阅读的自主性（perceived autonomy）
阅读自主性表现为，学生阅读时能够自我导向

（self- directed），自我控制阅读活动与行为。如学生自

己设立不同的阅读目的，选择适合的读物，动态监控

理解和及时调整读阅读方法。善于自我导向的学生，

更容易自发地进行阅读。这是终身学习所必须具备的

能力，国外一些课程目标十分强调语文教学必须肩负

起培养这种能力的重任。
如美国纽约州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应能自发地带

着不同目的进行阅读，[7] 英国最新的中学课程标准则

希望学生应能判断不同篇章的用处，确认与自己阅读

目的相关的篇章。[8]这些课程藉助广泛阅读，引导学生

成为积极主动、目的性强、具有自我调控能力的优秀

读者。
(三)推动社群互动活动(social interaction)
社群互动活动，要求我们在社会层面上审视学生

的广泛阅读。PISA、PIRLS 均强调将“社群互动”作为

学生阅读素养的重要部分。在阅读时，与家人、同学、
教师甚至社会人士讨论问题，交流体会，学生既可拓

展自己的看法，增进对篇章的理解，也可以学会与人

沟通，提升合作能力，这正是当前社会和时代的要求。
国外学者调查发现，相同家庭背景与成绩水平条件

下，阅读量多的学生会更多地参与社群组织。[9]

(四)奠定持续性发展的基础

阅读是现代人们吸收信息的重要工具，是实现终

生学习的基础。广泛阅读不仅关系到学生当前学习的

各学科成绩，也影响着他们未来在社会、职业中的表

现及发展。课堂中的精读只能形成阅读的基本功、掌
握初步阅读方法，而真正提高阅读能力还需广泛的阅

读相配合。斯坦诺维奇（Stanovich）发现学生的广泛阅

读存在“马太效应”，即阅读的时间与数量越多，学习

成绩越好；反之亦然。[10]PISA的评估结果则指出，父母

职业不佳但却积极参与阅读的 15 岁学生，比起父母

职业较好却不爱阅读的学生，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11]为此，美国已开展多项阅读计划，如“暑期阅读运

动”（summer reading campaign）（2001）、“阅读优先计

划”（reading first）等，广泛阅读都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要求为所有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基。

总的来说，对广泛阅读的意义的认识，不应局限

于短期的、狭窄的、功利的价值上，而要与学生的未来

发展、终生学习、社交能力等阅读素养联系起来。当前

我国部分中小学及教师仍然只重视通过组织操练各

种习题来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将广泛阅读边缘化。
即使开展有关活动，大多也用以应付公开考试中快速

阅读、整合信息等方面的要求，忽视兴趣倾向型阅读。
[12]这些做法只能使学生在特定的考卷中有好表现，无

法取得长期的、真正的良好表现。只有保证学生读得

多、读得广，才能真正提升学生阅读能力。

二、借鉴国际经验发展广泛阅读模式

广泛阅读没有固定的教材、课堂，令许多教师感

到不易组织和指导。为教师发展一些规范的、有流程

的、易执行的阅读活动（在此称“广泛阅读模式”），有

利于教师较好地组织学生阅读，保证阅读的时间，加

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同时还可整合教师的指导、评估

等元素，使学生能够真正投入阅读活动当中。在这一

方面，国外已发展的广泛阅读模式，经适当“本土化”
处理之后，成为一些可操作的活动，可供教师参考、使
用。

国外广泛阅读的活动，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

提供阅读时间，以个人阅读为主，如持续静读；另一种

模式合作性较强，需要学生进行合作、交流及讨论，如

文学圈、读者剧场等。以下是国际上十分盛行且被

证明较有成效，而我国又少有尝试的四种阅读活动。
（一）持续静读 (sustained silent reading)
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阅读教学以教师给学生朗

读为主。为改变这做法，享特（Hunt）最先提出持续静

读，[13]基本程序是，在很长的一个时段(如小学中高年

段)，在学校或班级设立一个阅读时间，全体学生选择

自己喜爱的书籍，停止其他一切活动，安安静静阅读。
每次阅读的时间，可因年级而不同，低年级稍短，不超

过 20 分钟，而高年级可安排 20~30 分钟。它又称“放

下一切来阅读”、“每天自由阅读”等。最初的持续静

读，对学生的阅读不作指导，也不要求学生完成任何

阅读报告或其它任务。
持续静读有利于学生在学校里投入必要的时间

进行阅读，提高阅读理解能力与阅读速度。不过具体

的实践发现如果没有教师指导难取得显著的成效，[14]

学生在活动中容易产生不专心的、蜻蜓点水式的阅

读。为此，部分学者、教师对其略作改良：(1)教师根据

自己班级情况提供更多辅助。如教给学生阅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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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阅读时加以运用；建立班级图书馆，帮助学生解

决找不到合适图书阅读的问题；老师与学生进行“阅

读会谈”，以评估学生对所读材料的理解程度。(2)增设

读后活动。有些学校加入一些读后的阅读交流、分享

活动，如绘画、制作书签等。 [15]

（二）文学圈(Literature circles)
“文学圈”较早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是一种

以学生合作阅读为特点的广泛阅读模式。实施时，班

内 4~6 名学生组成一个小团体，这些学生有共同的兴

趣阅读某个故事或某本书。组内每个成员都任某特定

的角色，承担相应的职责，[16]如“讨论引导者”负责领

导整个小组的讨论，“分享者”负责将所读内容与平时

生活联系起来，“词汇高手”要找出所读书籍中的重要

词汇等等。此外如需要，还可设“段落精熟者”、“艺术

家”等角色。
每轮文学圈，学生要花数周时间阅读，同时写好

“角色日志”。团体成员定期召开团体会议，分享“角色

日志”、问答开放性问题、讨论已读内容或其它延伸性

活动。讨论的主题，如不同风格的作品、作者的写作意

图等，由各团体自定。
学生完成阅读时，可做一份“阅读回应日志”，并

连同自己“角色日志”一起交给老师。重在创意的小

组，还可用艺术的方式呈现阅读成果。一轮文学圈结

束后，不同学生又将与阅读相同书籍的同学组成新的

小团体，启动新一轮的阅读。
文学圈有助于提升学生阅读兴趣、交流合作能

力、阅读理解水平及批判性思维能力。但是，学生可能

出现不懂得如何准备讨论、讨论欠深入以及同学之间

配合不佳等问题。
（三）主题阅读(Thematic reading)
主题阅读以某一个既定主题，组织一系列来自不

同知识领域(Academic area)的材料给学生阅读。它向

来是组织课程与阅读教学的常用手段，20 世纪 90 年

代有教师以此为基础，设计并开展广泛阅读活动。[17]

主题阅读活动从设定主题开始。所谓主题，可以

是某个话题、概念、事件或问题等。主题名称与内容均

可不拘一格，如家庭、生存、环保、某地方等。抽象性的

话题，如“我们怎样才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可以让学

生在阅读时进行更为复杂的思考。形象性的主题，如

“可爱的动物”则易于定位书籍进行阅读。
用什么主题可以由教师设定，也可以由学生讨论

决定，只需符合学生的阅读兴趣即可。[18]可以全班阅

读同一主题的书籍，也可由各学生或小组在大主题之

下择取不同的次级主题(Sub topic)来阅读。确定主题

后，学生寻找与主题相关的书籍展开阅读。
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通常都要完成一定的任务，

如讨论阅读材料，写下文学日志等。在阅读之后，各组

学生与班级其他同学分享本组的发现，形式可以多

样，如将书中的部分内容演成戏剧、几个学生一起创

作与所读图书主题相关的故事等。
主题阅读活动的特色在于：（1） 自主选取感兴趣

的多类材料。学生从自己兴趣出发，自由选择图书、多
媒体材料、互联网、报纸、杂志等阅读材料，较阅读教

科书等平面材料，更接近真实世界的阅读环境。（2）围

绕某个主题进行大量的阅读，学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

相关知识。
（四）读者剧场(Readers theatre)
读者剧场的最初形态是在 19 世纪兴起的小组朗

读，在 20 世纪前期被一些教授或演员借用来在舞台

演出，20 世纪 60 年代逐渐在大学与中学校园里发展

为现行的读者剧场。
读者剧场是学生在广泛阅读过程中，找到合适的

材料进行阅读，然后进行戏剧化的朗读与交流，又称

为“表演式朗读”或“展示性剧场”。与常见的舞台戏剧

相比，它不必有正式的着装、专业的步伐动作，表演者

也无需背诵剧本，而重在表演个性化的、富有表情的、
生动的朗读。

读者剧场以小组为单位开展。第一步，学生阅读

篇章，找到自己与听众都感兴趣的材料，可以找来已

出版的诗歌、散文、新闻、故事、小说等，也可自行创

作。素材一般要具备有趣的角色、大量的多角色对话、
曲折的情节、特别的结尾等特点。第二步，学生之间合

作，将故事改编为剧本。学生要学会利用对话来推动

情节发展，每组学生编写 5~10 分钟的剧本。第三步，

小组每位成员各自选定一个角色，练习通过朗读传达

角色的个性与态度。经过多次排演，最后在观众面前

进行表演，其它同学与老师共同欣赏。在此过程中，教

师宜对低年级或朗读能力不强的学生作适当的示范。
读者剧场在国外已被许多教师应用在广泛阅读

当中。它能够较好地提升学生阅读兴趣。把有趣的阅

读材料并转化为剧本的形式，激发起学生的参与热

情，深受学生欢迎。同时促进学生的阅读互动交往。小

组成员合作可降低内向学生的焦虑感和紧张感。比较

而言，与小组成员一起合作准备表演、与家长一起讨

论剧本素材都让学生获得很多兴趣。[19]此外，学生的

朗读技能也能得到提高。

33



这四种广泛阅读活动各有特色，如持续静读强调

学生自选材料静读，文学圈重在小团体的阅读讨论，

主题阅读突出学生自选感兴趣的阅读主题，读者剧场

重在戏剧化表演等。国外其他较有影响的活动，如专

题项目（project work），小组成员就某一个专题或计划

广泛搜集图书数据，完成报告；[20]读书会(Book club)，
让学生阅读书籍、写读书笔记、小组讨论、全班讨论[21]

等，但在思路、做法上与以上四种活动相似。
我国部分中小学开展有广泛阅读活动，还需对其

流程、内容做进一步改进，以形成广泛阅读的模式。如

我国虽然不少学校都有“晨读”活动，但大多将这种活

动定位于朗读教材，没有相应的指导与交流，其效果

如何，如何改进，也无相应的调查；有的学校开展“读

书会”活动，在一定程度借鉴了文学圈的元素，但组员

的角色意识不强，教师少作指导，因此，在讨论、交流

部分往往较为随意，成员会受限制。另外，编排课本剧

向来是广大中小学生较为喜爱的课外活动，不过有时

教师觉得它花时费力，因此而不愿经常开展。相比之

下，读者剧场选材自由、形式简单，有一定的程序可

用，效果又佳，我们可加以借鉴。
我们于 2009~2010 学年在香港的六所小学，采用

以下的步骤开展主题阅读活动：第一节课介绍阅读的

主题，学生明确阅读方向；活动过程中进行 2~3 次指

导课，了解学生的困难，提供阅读方法；最后学生汇报

交流。阅读主题，低年级较为形象具体，如可爱的动

物、奇妙的自然等，高年级较为多元、抽象，如“挑战困

难，迈向成功”等。研究发现，主题阅读有助于落实广

泛阅读计划，学生阅读量大，多元交流活动较之经典

的练习更能吸引学生进一步阅读，同时提升学生在阅

读中的合作与社交能力。[22]

三、采取积极可行的广泛阅读策略

广泛阅读的重要性，几乎所有教师都不会否认。
但现实当中，许多教师要么对学生的广泛阅读当作精

读课堂的附加作业一样，严格指定学生阅读作文选、
学科辅导书等书籍；要么觉得广泛阅读就是学生课外

自行阅读，不管不问。这些做法都不利于广泛阅读取

得良好成效。事实上，广泛阅读需要学校、教师提供书

籍、阅读时间的必要支持，并采取积极可行的策略，激

发起学生积极参与的意识。我们从国外教师在开展广

泛阅读活动中的做法里概括出一些成效较好的策略，

用以推动中小学有效开展广泛阅读计划。
（一）学生 阅 读 书 籍 的 自 我 决 策 (self-determina-

tion)
阅读的选择权是学生学习自主性(Autonomy)的一

部分。有学者调查学生喜欢的书籍时发现，80%的学

生提到一本由他们自己选择进行阅读的书籍。[23]学生

自选书籍能够让他们感到能够自我控制学习进程

(Feeling of self- control)，提升自我决策能力，有效地激

发阅读兴趣。在现实当中，本来广泛阅读时间已经不

多，教师仍坚持让阅读有助于课内学习与应考的图

书。学生没有阅读选择权，既不利于喜欢阅读学生接

触新知识、挑战更高阅读目标，也会导致阅读有困难

的学生因读不懂而产生“阅读无益”感，进而逃避阅

读活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学生的阅读热情、积极性

会受到伤害。
在广泛阅读当中鼓励学生自我决策，可以采取：

（1）教师从平时教学的简单事情做起，如提供某类文

体或内容的若干本书籍让学生从中选择，然后逐渐扩

大到不同文体及主题，培养起学生自选读物的习惯。
（2）请专家给学生讲解如根据自己的目标及兴趣爱好

选择书籍，教会他们判断书籍难易程度、内容好坏程

度；（3）尊重学生的选择，教师谨慎使用“要读”、“应

读”等语言，避免过于控制学生阅读的方向及书名，失

去选读的意义。
新加坡支持圣婴女子小学、养正小学、大众小学、

武吉知马小学、国专长老会小学实践广泛阅读表明，

设立班级图书馆、教师带学生走进图书馆选择书籍、
学生从家带书回校相互借阅，同样不失为给予学生自

我决策权的可行做法。[24]

(二)开展多种形式的共读、交流活动

与国外相比，目前我国基本上仍以学生单独阅读

为主推行广泛阅读，互动交流的元素较少，以致于学

生经常是为了阅读而阅读，不能从与更多的读者社群

交往中构建篇章的意义。这是我们实施广泛阅读的需

重要改进方向之一。学生的阅读深受父母、教师的影

响，因此需考虑在阅读活动当中带入更多的阅读群

体，更好地推动学生阅读成效。
1.师生共读。教师与学生一起阅读相同的书籍，

示范如何使用阅读策略、安静地阅读、戏剧化朗读等。
在这过程教师真实地了解学生的情况，并且相机指

导，提供必要的支援。我国向来欠缺指导学生树立阅

读目的意识与运用阅读策略，学生在广泛阅读时经常

按部就班的进行精读、深读。这是应该改进的。
2.亲子共读。家长的阅读行为和态度影响孩子对

阅读的态度。 [25]家长与孩子共同阅读，听取孩子的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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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讲述，或与孩子一起去图书馆，鼓励孩子独立阅

读，可较好地促进孩子阅读。
3.在读书社团成员共读。学生较乐意参加一些分

享、讨论的活动，如果设计得好，即使阅读存在困难的

学生也能很好地承担起合作的责任。与朋友分享阅读

是一个重要的激发因素。克拉克与福斯特 （Clark &
Foster)调查学生喜欢开展哪些“为乐趣而阅读”的活

动发现，小学生比中学生更乐于参加以下的活动：与

朋友组成小组进行阅读、谈论他们最喜欢的书籍、参
加阅读游戏、帮助图书馆选书、帮助更小的孩子阅读、
与作者会面等活动。随着活动的深入，可组建阅读社

团，开展更多的社会交往活动，体会合作阅读带来的

乐趣。[26]

（三）开展灵活有趣的评估活动

我们过往的广泛阅读评估，通常让学生、抄好词

佳句、写读后感和读书报告等。这些做法致使阅读活

动变成必须完成的作业，与精读无异。国外的做法强

调学生“无责”阅读，即不需要在阅读之后完成书面作

业或通过考试。有学者认为，书面作业虽然不无价值，

但既费时而且也令学生感到畏怯，因此需更少地采

用，[27] 另有学者强调通过阅读日志、短札（Anecdotal
notes）、师生会谈来追踪、评估学生的阅读状况。[28]古

德与布洛非（Good &Brophy）也指出，教师可以将专题

研习、角色扮演、模仿以及教育游戏等整合到阅读的

计划中。[29]学生采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展现阅读成果，

不仅可激发兴趣，更可加深理解，加强社会交际。
我们 2009~2010 年开展的“主题阅读活动”中，尝

试让学生自选汇报交流的形式，结果大多学生喜欢

“口头汇报”、“戏剧表演”、“多元汇报”、“互动交流”、
“手工操作”等交流形式，深受学生欢迎。[22]此外，组织

学生设计书签、海报、角色扮演、大声朗读感兴趣的部

分、给作者写信等活动，也同样能够让学生充分表现

自己的阅读成果。
当前，评估领域强调表现性与形成性评估，给予

学生展现自己学习成果的机会。教师可带领学生创建

不同类型的档案袋，如展示型档案袋、反思型档案袋

等，须明确档案袋评估最重要不是档案袋的成品，而

是学生在创建档案过程当中学会多读，反思自己的阅

读表现。
（四）提供个性化的支持

一项对美国 1~12 年级 45,670 名学生的调查发

现，[30]如果没有教师的引导，学生读书时间对阅读学

业成绩的影响只是中等水平 (Modest influence)。这说

明教师对学生的支持不可或缺。然而教师的督促与指

导，向来又是我国广泛阅读过程中的薄弱环节，这往

往导致学生阅读活动、兴趣难以为继。对此，教师应转

变成为学生学习的“推动者”，听取学生的阅读困难，

提供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反馈。教师的指导贯穿活动

的全程，包括选择书籍、组织活动以及共同参与等方

面。
凯利（Kelley）等人研究发现，按照需要教师的支

持从高到低的程度，可把读者类型分为 8 类：虚假读

者、有困难读者、不切实际的读者、抱怨型读者、叙事

文阅读困难者、能够却不愿阅读者、只阅读一种文体

者、“书虫”者。[31]在实践，我们通过观察、提问、讨论等

评估活动，区分不同的读者类型，分别指导。如，为不

专心阅读的学生设立一定的任务，促使学生积极参

与；为阅读有困难的学生，提供阅读策略的指导，促进

他们有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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