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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里上课，用“鱼骨图”教学生阅读

看老师如何以书滋润学生心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谭
萍 文 许俊文 摄影

核心提示┃你在“书海”
里上过阅读课吗？你会用
“鱼骨图”阅读吗？你和父母
或者老师一起诵读过吗？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
书香能致远。4月23日，是
第23个“世界读书日”。让
我们走进郑州市的学校，看
看他们如何以书为源，用书
香装扮校园，点亮孩子们的
心灵。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是我读《不上补习班的第一名》
的心得。”4月19日上午9时，
站在“书海”中，四年级学生孙
佳琪娓娓道来。

这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
二小四（4）班的一节阅读课。
孙佳琪和同学们所处的“书
海”，正是学校的阅读中心。不
一样的是，这个阅读中心由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书局与纬
五路二小联合打造，拥有3000
多种图书，为不同阶段学生制
定科学的阅读计划。而且，这
里可以满足近百名学生同时上
阅读课的需求。这不，和四（4）
班同时在此上阅读课的还有一
（8）班的孩子们。

每周一到周五，纬五路二
小会有两个班级用两节课连上

的方式，到校园阅读中心上阅
读课。一（8）班班主任汤惠霞
说，这种上课方式孩子们特别
喜欢，学习效率高，也给老师创
造了一个指导孩子阅读的空间。

更赞的是，纬五路二小还
开展有“书店职员一日体验”活
动，通过同学们自愿报名的方
式，在节假日安排部分学生到
校园阅读中心进行职业体验。

“我想知道，为什么晨风吹
醒大地，露珠就会睁亮晶莹的
眼睛……”4 月 19 日上午 10
时，郑州市金水区文化绿城小
学校园上空，清脆整齐的朗诵
声响起。这一天，该校5000名
师生齐聚校园，共同朗诵《朗诵
者之歌》，震撼人心。

在该校校长杜豫看来，书
籍拥有不朽的力量，“问渠那得
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读
书就是一个人成长的源头活
水。”文化绿城小学以书为源，全
方位构建了立体化的书香模式。

文化绿城小学还开设有
“鱼骨课程”，以画鱼骨图为依

托，帮助学生积累好词好句，梳
理故事脉络，掌握阅读方法，提
高阅读能力。该校六（6）班的
荆祖婷说，自己以前也读了很
多书，但只是读个热闹，“通过
鱼骨图，我不仅能把一篇文章
梳理起来，还能熟练地背诵，并
且理解了何为名著，何为名家”。

国家鼓励中小学加强书香
校园文化建设，加强校园阅读
设施建设，鼓励教师开展阅读
指导，开设必要的阅读课程，开
展多种形式的校园阅读活动。

在郑州市金水区，不少学
校都在积极建设阅读“大工
程”。比如，黄河路二小的“小
绿叶”阅读中心、黄河路三小的

“三味书苑”、银河路小学的“银
河阅读中心”都已投入使用；沙
口路小学的“芬芳阅读星”评

选、文源小学的“阅读文源币”、
金桥学校的“阅读体验卡”等，
都是用阅读行为引导与评价学
生。

开展阅读，郑州市金水区
教体局还定下目标：到 2020
年，每校完成“三个一”工程，即
建设一座校园阅读中心（或校
园书吧）、至少开发实施一门阅
读类课程、组织开展一系列读
书文化活动。

郑州市金水区教体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中小学阶段是人
的记忆、学习的黄金时期，让孩
子们阅读一定量的名著，接触
一些优秀的文字作品，能够汇
集大量的语言和思想资源，对
终身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我
们通过开展阅读工程，促使学
生将自己从课外所获的知识，
融汇到课内所学知识中，持续
融会贯通，形成良性循环，使知
识更加牢固，思维方式更灵活，
解决问题的方式更加多样。”

“书海”里上阅读课，学生直喊“超幸福”

5000名师生齐朗诵，以书为源校园溢清香

到2020年，郑州市金水区每校要完成阅读“三个一”

河南省2018年
“少儿报刊阅读
季”启动

4 月 23 日，河南省 2018 年
“少儿报刊阅读季”启动仪式在
郑东新区众意路小学举行。

仪式上，与会领导和少儿
报刊出版单位代表向众意路小
学捐赠了海燕出版社的少儿图
书及报刊。活动当天，众意路
小学第一届“跳蚤”书市活动同
时开场。“我们想让有用的书流
动起来，让更多的小朋友看到
不同类型的书。”活动上，该校
孩子有组织地进行书籍交易活
动，让书籍“动”了起来。

众意路小学校长王艳娟认
为，本次“少儿报刊阅读季”活
动，势必会像一阵春风，吹开孩
子们心中万紫千红的春天，让阅
读成为习惯，让好书伴随孩子一
起成长。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李丽

碳循环研究
中国科学家站上学术巅峰
顶尖团队中，有咱河南专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核心提示┃近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
（PNAS）以专辑形式，发表了中国科学家在“碳专项”之“生态
系统固碳”项目取得的七篇原创性研究成果。这是中国科学
家首次以专辑形式，全面、系统地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
研究成果，在亚洲也是前所未有。

记者了解到，该成果背后的科研团队云集了北京大学、中
国科学院等高校院所的众多学者专家，其中一位是河南高校
专家，他就是河南师范大学王万同博士。近日，记者对王万同
博士进行了专访，探寻这一卓越成果背后的故事。

4月18日，《美国科学院院
刊》（PNAS）以专辑形式发表了
中国科学家在“碳专项”之“生态
系统固碳”项目取得的七篇原创
性研究成果。

据了解，PNAS是公认的世
界四大名刊（Cell，Nature，Sci-
ence，PNAS）之一。

王万同告诉记者，此次发表
成果主要由七篇论文组成，用一
整套完整的数据解答了中国碳
汇的三大疑问，宣告中国仍有很
大的固碳潜力，尤其是为中国重

大生态工程的固碳效益正名，展
示了中国在履行气候变化《巴黎
协定》义务中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效。

王万同坦言，目前，通过节
能减排来缓解大气中的二氧化
碳浓度，以达到减缓全球气候变
化的目的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
责任和义务。但是对于科学家
来讲，还有一条途径，就是增强
陆地生态系统吸收和固定二氧
化碳的能力。中国科学院“碳收
支”专项由此应运而生，并经过
多年的努力，形成了此次成果。

碳循环研究中国科学家站上学术巅峰

2011年，碳专项启动。一年
后，王万同加入团队，历时6年，
坚持完成了碳专项的各项科研
任务。

此次发表的七篇论文中，王
万同参与了两篇论文，一篇以共
同第一作者列入，另一篇以河南
师范大学为第四作者单位列
入。分别排在该专辑第一位和第
二位，凸显其基础性和重要性。

回忆起与“碳”打交道的时

光，王万同直言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博士后单位是中国科学院
华南植物园，博士后工作就主要
围绕碳专项开展，其间，得到很
多专家的指点和关怀。”

王万同说：“更加幸运的是，
借助于自身在地理学和生态学
的专业优势，很快就在团队中找
到了自己的定位。并在后续的
课题总结、专著写作和PNAS专
辑写作中发挥出作用。”

顶尖团队中，有咱河南专家

提及这段经历，除了幸运，
王万同感受最深的还有“难”。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有
时科研不亚如是。”他坦言，近四
年的PNAS论文写作期间，海量
数据的反复“折腾”让他心里不
是滋味。“处理海量的样方数据
时，睡觉时，脑海里盘旋着的都
是各种数字，最难熬的是千辛万
苦计算的结果总是不对，又找不到
问题所在，只得耐下性子从头再
来。”王万同说，最艰难的时候，是
团队支持和鼓励让他挺到最后。

此外，王万同也说，除了数
据的羁绊，更为困难的是打破课
题壁障，实现数据共享，这是

PNAS论文得以出炉的首要条
件。“碳专项的科研团队来自于
各个院所，各自不同的风格特点
使得共融比较困难。”

而在所有的“难”中，王万同
坦言，心态最难。“多年的辛苦努
力总希望获得回报，尤其是
PNAS这种级别的难免让人诚惶
诚恐。”他说，其实最初投稿的共
有11篇，最终接收的只有7篇。

谈及未来的打算，他表现出
无限憧憬。“河南师范大学近几
年在着重打造高水平成果上加
大了力度，取得很多成效，我是
受益者，所以要借此东风，取得
更多成果予以回报。”

科研难，“难于上青天”

大河报
平顶山小记者
精彩活动不断

4月21日至22日，大河报
平顶山小记者分别以“劳动快
乐”和“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中华
经典”为主题开展学做面包糕
点、手工皂和咏诵经典活动。近
200名小记者参加了活动。

4 月 21 日上午，大河报小
记者来到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
院食品化工系糕点实训中心和
理化分析实验室，参加饼干糕
点DIY制作和手工皂制作社会
实践活动。4 月 22 日上午，大
河报平顶山小记者来到市区新
华书店，参加咏诵经典活动。

此次活动负责人表示，通
过活动，能够开拓孩子们的视
野、增长见识，还能为孩子们提
供写作素材，提高孩子们的写
作能力。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 赵腾飞

全省民办学校
郏县寻经问道

4月20日至21日，由河南省
民办教育研究会主办的第六届
全省民办中小学管理工作现场
会在郏县召开。来自全省各地
的800多名民办中小学校长和骨
干教师，走进郏县三立国际学校
新教育课堂，进行菜单式听课，
观摩大课间，聆听学校管理经验
分享，感受一所民办学校实施新教
育实验五年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新教育实验是著名教育家、
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教授发
起的一项民间教育改革行动。
郏县三立国际学校2013年加入
新教育实验学校，在营造书香校
园、适情教育和家园共育方面不
断实践探索，先后被新教育研究
院和河南省教育厅命名为全国
新教育实验优秀实验学校、河南
省优秀民办学校。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 袁婷婷

走进延安接受红色教育
近日，郑州财经学院“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红色教育实践活
动培训班走进延安。50 名学员
在校党委书记李国强、党委副书
记董学力的带领下，寻访梁家
河、研学杨家岭、参观延安革命
纪念馆，重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光辉历
程。

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学员
们通过专题讲座、现场教学、激
情教学等形式，全面了解了中国
共产党延安时期艰苦卓绝而又
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深刻理解
了延安精神的精髓及当代价
值。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通讯员 杨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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