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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共跑“阅读马拉松”
从幼儿园起培养“故事爸妈”

在顺义区西辛小学教育集团，阅读不仅是孩子和家
长之间的情感纽带， 更是一场见证彼此成长的“马拉
松”。 从入学起，爸爸、妈妈每周进课堂，变为“故事爸
妈”，用一本书陪伴孩子成长。

每一周，一名学生的家长都
会走进校园、落座教室，不以家长
的身份，而是以一名朗读者，与一
群小聆听者围坐共赴他们的“故事
会”。对于家长来说，这种习惯也许
从孩子幼儿园起便已经养成了。
2013年，学校推进“彩虹悦
读”工程，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
学习习惯和特点开展不同的阅读
活动，一二年级则是从绘本入手。
“对于那时候的家长们来说，大多
数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绘
本。”学校低年级部德育副主任王
淼说。为此，学校特别与“新阅读”
合作，为家长开展讲座，普及绘本
阅读。本着自愿的原则，学校招募
到了五六十名家长志愿者，或者说
是志同道合的人。王淼告诉北京
晨报记者，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是小
学生家长、也有的是准小学生家

长。“我们提前从幼儿园‘下手’，很
多 3、4岁未来将升入我们学校的
孩子家长也自愿参与到讲座中。”
在为期 4天的全天培训中，最终
20位家长坚持到底并通过考核获
得“故事家长”的资格，他们将进入
自家孩子或其他孩子的班级，为他
们上一节绘本故事课。
起初，他们也像孩子一样，对
如何绘声绘色地讲述绘本并不在
行。但在一次次的实战和总结经
验中，他们逐渐成长为“故事大
师”。其中，就包括一位“故事爸
爸”，如今他的孩子已经四年级，
他也是“家长故事团”中的“元老”
成员。在学校的一次市级公开课
中，他以绘本的形式为学生们上
了一堂生动的阅读课。与孩子一
同成长，是绘本为爸爸、妈妈们带
来的最特别的一段旅程。“彩虹悦

读”已经开展 4年，当初的 20位
“家长故事团”成员如今已有 3位
脱颖而出，成为首都图书馆、顺义
图书馆的读书志愿者，而这一次
“绘本之约”也为他们开启了一生
的“阅读之旅”。王淼笑言，在家长
讲绘本的过程中，很多孩子会把
有意思的绘本故事带回家讲给自
己的父母听，这让阅读成为一种
习惯，渐渐地，不少学生家中的藏
书也不断丰富起来。
在低年级打下阅读基础后，
中高年级探索“基于单元整体的
小学语文课程读写用一体实施的
研究”，以大量阅读为本，以活动
统领，以表达为魂的课程实践。集
团每月出版《希 新》校报，指导学
生阅读，发表学生作品，为学生出
版个人作品集，出版了《与晨光共
舞》诵读手册。

亲子开跑“
阅读马拉松”

低年级部“
阅读马拉松”活动启动。

“我们认为通过学校单一的
力量鼓励阅读太微不足道，只有
亲子阅读，让家长和孩子一同养
成阅读的习惯才能影响更多学
生。”王淼说。这是学校开展“彩虹
悦读”的初衷，更是学校将阅读进
行到底的原动力。
有了动力，学校将为家长、

和平街一中举办内地新疆高中班十周年巡礼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刚）日
前，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举办
了主题为“风雨十年路，京疆两
地情”的内地新疆高中班十周年
巡礼汇演。
十周年巡礼在内高班宣传片
中拉开帷幕。欢快热烈的开场舞
登台暖场。维族舞蹈、蒙族舞蹈，
独具少数民族特色；汉族舞蹈，生
动活泼，极富传统文化气息。
《我有一个梦想》节目，以学

校学生真实故事为背景。2015
级预科学生阿依森巴提在入学
后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学
校第一时间为她安排好北京的
医院住院，并发动全校师生和校
友为她筹集了全部手术费，还把
她的家人接到北京，让她在家人
和老师的陪伴下完成了手术。
陈秀珍校长到病床前看望
阿依森巴提，告诉她：“ 安心养
病！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在这

里等你”！手术成功后，学校还专
门购买机票送手术后急需恢复
的她返疆。
阿依森巴提一家返疆后，将
自己的故事讲给村民们听，感动
了村里所有的人。村民们朴素的
话语就是：和平街一中真好！北
京人民真好！村长召集全村人一
针针、一线线缝制了四套哈萨克
族民族服饰敬赠给学校，以表新
疆人民对学校的由衷感激。

四省份交大附中成立教育联盟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刘佳）9
月 10日，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
学举办庆祝第 33个教师节暨建
校 6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当天，
由上海交大附中、西安交大附
中、西南交大附中等 4校共同组
建的“交大附中教育联盟”正式
成立。
当天，西南交大附中校长郑
江、上海交大附中副校长曹建
华、西安交大附中副校长李阳纷

纷到场，与北京交大附中校长戴
文胜代表学校共同发布“交大附
中联盟宣言”。北京晨报记者了
解到，4校今后将在教师队伍、
教学教研、学生生涯规划等方面
互通有无、共同促进，同时将探
索构建大学、中学一体化的育人
模式，共同打造交大附中的金字
招牌。原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也在当天挂上新校牌——
—北京
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北京交通大

学校长宁滨表示，交大的国家重
点实验室等设施将向附中进一
步开放，两校教师将深入开展交
流合作，共同探讨课程设置，促
进学生发展。
时逢教师节当天，学校举办
“庆教龄”活动，为从事教育教学
工 作 15、20、25、30、35 年 的
100余位教师颁发了证书，以表
彰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
和无私奉献。

务平台。八斗童国际教育位于北
京大兴区枣园路天键广场 3层，
占地近万平方米，基础设施完
备，环境幽雅梦幻，充满童话色
彩。这里集合了 30余家全国各
类知名连锁儿童教育机构，包
括：鼎艺亨国际艺术教育、爱乐
早教、易贝乐英语、鱼乐贝贝婴
幼儿游泳、优贝阳光早教、泡泡
哥哥口才表演工坊、精武道等全

海淀第四实验小学举办音乐沙龙

日前，海淀区第四实验小 术团共同演出九个节目。国家
学与“满天星”业余交响乐团 交响乐团小提琴首席专家、
一起开展了“教师节纪念杜丽 “满天星”乐团团长等各位艺
丽老师海淀区第四实验小学 术家带来的每个节目都美妙
音乐沙龙”活动。满天星“业余 绝伦，为实验四小师生带来了
交响乐团是一支爱乐之友业 一场艺术的饕餮盛宴。该活动
余交响乐团，从组建至今不断 用艺术的形式纪念了杜丽丽
发展壮大。在活动中，由满天 老师，也让学生从音乐中汲取
星乐团与实验四小杜丽丽艺 了更多智慧与力量。
威创联手百度布局智能幼教
北京晨报讯 日前，威创集
团宣布与百度联手，将 AI领
域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应
用于儿童早期教育，打造智能
幼教。
据介绍，这项名为“AI赋
能儿童成长”的战略，将利用海
量数据采集、整理、分析儿童行
为，让家长更加清楚自己的孩
子有何种天赋或不足，应强化
哪些方面的培养。同时，借助百

国知名教育连锁机构。
据平台负责人曹薷水女士表
示，八斗童国际教育更加注重对品
牌机构的选择上，为家长把好第一
道关。走进八斗童，就是走进专业
高水平儿童教育机构的海洋，让孩
子在专业的教育机构中学有所长。
据了解，八斗童国际教育计划三年
内在北京成立 5家类似规模的儿
童教育平台。
（初小青）

度云在计算、存储等方面的优
势推出智慧儿童成长创新方
案，打造智能多媒体平台和大
数据平台，通过宝宝快乐分享、
宝宝成长轨迹、宝宝安全防护
和智能幼教助手等为孩子打造
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目前，威创集团下辖贝聊、
红缨教育、金色摇篮三大品牌，
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幼教
生态体系。
（徐虹）

老君堂小学举办教师朗诵分享会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刚）

八斗童国际教育广场开业

日前，全国首家专业儿童教
育集合平台——
—八斗童国际教
育正式落户北京市大兴区天键
广场。八斗童国际教育是北京八
斗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旗下的
大型儿童教育平台品牌，平台本
着专业、专注、专心的理念，致力
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优质的教
育资源和学习环境，是首都第一
家大型专业儿童教育一站式服

学生拉开一场终身的“阅读马 班级阅读交流群中展示各自的
拉松”。王淼介绍，近年，学校面 读后感和成果。”正是在这样的
向家长、学生开展“阅读马拉 “比赛”中，每班学生基本上都
松”活动，以一段时间为限，记 养成了天天读书的好习惯。“阅
录学生和家长共同读过书的数 读是一种习惯，我们希望在小
量。“孩子在父母的陪同下每读 学阶段为孩 子 们 养 成 这 种 习
完一本书，就要在‘马拉松’进 惯。”王淼说。
北京晨报记者 刘佳
度条上涂满一个格子，并且在

日前，老君堂小学的师生和家
长欢聚一堂，共同欣赏了近 30
余位老师表演的视觉与听觉的
盛宴——
—“致最好的我们”朗诵
分享会。
本周是我国第二十个推广
普通话宣传周，老君堂小学的此
次活动恰逢其时，以老师诵读经
典的方式，展现学校教师的人文
素养，同时起到了模范带头作
用，让学生亲身感受到语言艺术
魅力，自觉传承传统文化。

活动初始，特邀专家传媒大
学播音主持专业主任陈晓鸥以
专业的视角，道出了朗诵是如何
传达情感，描绘出一个大千世界。
老君堂小学校长李静慧在致辞
中提到，其实，朗诵就是最好的文
字遇见了最好的自己，希冀老师
们可以在朗诵的世界里找到另
一个自己，在教学中重塑语言和
自信，用最有力的声音直击学生
的内心深处。活动现场，老师们以
个人和小组为单位进行表演，传
递给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