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中小学生阅读素养内涵及其培养
—全国首届中小学英语阅读教学学术研讨会发言（节选）
文 / 王蔷

阅读素养的内涵
对于什么是阅读，有以下几种理解。
第一，阅读是解码文本，是读懂文中的词
和句，因此教学就是将时间花费在认词和
认句等方面。诚然，通过阅读可以帮助学
生学会词汇和语法，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目
的。这种认识对阅读教学的影响一直延续
至今。第二，阅读不仅涉及学习词和句，
还需要从文本中获取信息。这种理解强调
了意义，但又带来另外一种极端——过度
关注意义却忽略了语言。原因在于，对于
外语学习者，语言和意义密不可分。第三，
随着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人们认识
到，阅读其实是基于文本和读者已有的知
识和经验建构新意义的过程。阅读不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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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获取信息的过程，而是在获取信息的同

阅读素养的培养途径

时与个人生活经验建立联系，对文本信息

的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机械记忆上。学

进行重新阐释和意义建构。近几年，传统

生主要学习词汇和语法，教师没有帮助

阅读素养的培养较难依靠教材来实

的阅读能力的概念逐渐被阅读素养的概念

学生真正地学到语言，也没有帮助学生

现，因为教材一般聚焦语言知识的学习和

所取代。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将阅

深刻地领会所读内容和交流技巧。若想

语言技能训练，缺乏真实的语境、鲜活的

读素养界定为“为实现个人目标、发展知

全面改观英语阅读教学必须深入研究阅

语言和贴近学生生活的内容，提供给学生

识和潜能、参与社会活动，对文本所进行

读素养的概念及其培养途径。阅读素养

思维和想象的空间有限。这导致了阅读教

的理解、使用、反思和积极主动的投入”

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其实不长，我国至

学中的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OECD，2015）。这是一种态度，一种

今还在沿用“阅读能力”而很少提到“阅

1）认识上有偏颇；2）实践中有偏差；3）

习惯，而不仅仅是获取信息或学习语言。

读素养”的概念。那么，到底什么是外

阅读材料匮乏；4）教学方法不当；5）阅

在阅读素养的概念下，个人对文本进行理

语阅读素养？外语阅读素养的构成是怎

读体验缺失。例如，有的教师认为阅读课

解、使用和反思，不仅仅是简单地理解文

样的？外语阅读素养是如何发展的？如

就是让学生朗读，重复阅读，然后让学生

本，而是能够使用从文本中所获取的信息

何培养学生的外语阅读素养？这些方面

提取信息填表格，这些都是在教学当中较

进行创新思维。

的相关研究还很少。同样，也没有专门

为常见的操作。以下为某版小学二年级英

的机构或个人研究我国儿童外语阅读素

语教材中的对话：

对阅读内涵的理解直接影响英语教
学实践。现今，因为对阅读理解存在偏差，

养的发展特点、外语读物的适用性和分

同时因为受测评的错误引领，阅读教学

级标准。

Girl: What’s this? Please guess. It has
big 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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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 It’s an elephant.

Ladybird is on the pond.

素养发展的模式，探索促进阅读素养发

Girl: What’s this? Please guess. It has

Ladybird is on the ﬂower.

展的教学模式，以便后加入课题的学校

Ladybird is happy.

能了解如何开展英语阅读教学。

red eyes and white hair.
Cat: It’s a rabbit.

这本书涉及的句型非常简单，内容跟

课题实验使用的阅读教材《领先阅

可以看出，这样的教材融入了一些

生活紧密相关，是从孩子的视角在观察自

读 X 计划》是最早选定的系列读物，学

趣味性，但总体上讲教材主要是在呈现

然，能够激发孩子的兴趣。这就是语言和

生每学期学习 6 本读物，两年一共完成

一种新的语言结构，并以此结构作为一

内容完美结合的例子。这是比较简单的分

了 24 本读物的学习，累计阅读量为 2,500

个重点进行一些语言练习。

级阅读，当然级别较高的分级读物里面有

词，学习了三百多个单词和短语。该套

还有某版教材，为了弥补过度关注

情节，有情境，有情节的发展，有问题的

材料把语言的学习和自然人文学科交叉

结构的缺陷，添加了一些故事情节，内

解决等。据参与课题研究的老师反映，学

融合在一起，贴近学习生活又充满神奇

容如下：

生们非常喜欢阅读这样的故事。

想象，插图视觉效果非常精美。

Hello, pig! Follow me.
Hello, dog! Follow pig. Follow me.
Hello, Duck! Follow dog. Follow pig.
Follow me.
Hello, Rabbit! Follow duck. Follow
dog. Follow pig. Follow me…
这样的语言脱离生活，不真实。教

课题的第一批实验校，在开始实验之

中小学开展阅读教学的方式

初也很茫然，不知道如何使用分级读物开

截止到 2015 年 9 月，在“中国中小

展阅读教学，不知道该如何去引导学生。

学生英语分级阅读体系标准研制”课题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课题组探索出了两

组的指导下，已有几十所学校开展了英

个课时一本书的教学模式（见表 1）。

语阅读教学。我们在课堂阅读教学实验

由表 1 可见，第一课时和第二课时

中主要研究阅读素养的构成，分析阅读

各有侧重点。阅读素养的培养其实是融

材中阅读输入的品质和数量都存在问题，
使用这样的教材没有办法真正去培养学
生的英语阅读的习惯和英语阅读的能力。
在培养学生阅读素养方面，英语分
级读物有它的独到之处。英语分级读物
主题丰富且与生活密切相关，富有情境，
语言鲜活，级别的划分兼顾语言和内容，
符合学生认知发展水平，有利于学生了
解英美文化，拓展学生思维，尤其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比起英语教材，英语分级读物
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也能让
学生真正体验到阅读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分级读物中语言

Ladybird is on the tree

Ladybird is on the leaf

知识安排的系统性要弱于教材，因此分
级读物并不是要取代教材，而是很好地

图 1.《小瓢虫归家记》（雷纳（英））

弥补教材的不足，通过教材对语言进行
学习还是很有必要的。

表 1. 分级阅读课题教学模式

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了解
一下英语分级读物的特点（见图 1）。读
物内容如下：

课时

教学环节

第一课时

热身—引入主题—学习文本概念—图片环游（分享阅读与指导
阅读相结合）—朗读—总结和评论—默读

Ladybird is on the tree.
Ladybird is on the leaf.
Ladybird is on the 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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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时

回忆文本内容并巩固所学知识—朗读—拼读学习—输出（写作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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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教学活动里面，所以整个的阅

年的教学试验后，在阅读素养的 9 个维度

英语分级读物对提高学生英语阅读

读教学是把阅读素养的培养作为核心目

上（外语文本概念、外语因素意识、外语

素养的积极意义已经得到了大量数据的

标的。借助教学用书我们会清晰地提示

拼读能力、外语阅读流畅度、外语阅读技

验证。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校能够了

教师在阅读教学的各个环节应该关注的

巧与策略、外语语言知识、外语国家社会

解这一点，能够将英语阅读教学活动有

阅读素养。比如，什么时候关注书本的

文化背景知识、外语阅读习惯、外语阅读

序地开展起来，能够从小培养孩子们英

概念，什么时候关注策略，什么时候关

体验）（王蔷、敖娜仁图雅，2015）均有

语阅读素养。

注文化的知识及策略的发展，怎么建构

了明显进步：学生的语言有了很明显的发

良好的阅读体验等。

展，文化知识也有所突破，思维得到开放，
想象力和推理判断的能力得到提升，特别

学生阅读素养的发展变化

是阅读兴趣得到了提高。我们在听课的时

我们开展的英语阅读教学实验研究

候会随机向学生了解一些问题，学生就会

数据采集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一是学

说，他们每次都很期待阅读课，喜欢上课

生的视角，通过调查问卷或访谈来获取

只拿着本书，这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书。

学生的体验和反馈；二是教师的视角，

学生喜欢阅读读物，很喜欢看里面的图，

对教师进行追踪研究，收集并分析教师

里面的色彩，包括很微小的、细节的东西，

访谈资料、教师的反思、日志等；三是

老师都没有注意到的他们都能注意到。大

研究者的视角，通过测试来收集量化数

量的阅读输入也刺激了学生的交流和展示

据，或走进课堂通过观察以及课堂录像

的欲望，学生读后会做一些仿写和创作的

收集质化数据。

活动，我们给学生安排的作业不再是抄词

通过综合分析上述数据，我们发现，

和抄句子，而是学生要自己创作，创造力

三所核心实验校的 270 名学生在经过了两

体现在图文的设计和语言的灵活运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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