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一种需要
张亚新
据报道袁我国人年均读书仅 0窑7 本袁人均每天读书时间不足 15 分钟袁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袁存
在着很大的差距袁甚至只有某些国家的几十分之一遥 面对如此不堪的现状袁有识之士提倡阅读的呼声
也日渐高涨袁阅读是一种信仰尧阅读是一种追求尧阅读是一种享受尧阅读是一种境界尧阅读是一种生活
方式尧阅读是一种人生方式尧阅读是一种需要等从不同高度和角度界定阅读性质尧说明阅读重要性的
文字也开始频繁地在报刊尧网络出现遥 确实袁阅读还是不阅读袁阅读得多还是阅读得少袁阅读的质量高
还是低袁确实与一个人所掌握的知识量的大小尧知识面的宽窄尧知识结构的完善与否尧知识更新的速度
与程度有着很大的关系袁与一个人成长的快慢尧工作能力与工作质量的高低有着很大的关系袁与一个
人的精神境界尧生活方式尧生活情趣尧人格修养尧人生方式尧人生追求尧人生信仰有着很大的关系遥 因此袁
无论是从哲学和人生的高度来看待阅读的重要性袁还是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高度看待阅读的重要性袁
都一点也不过分遥
我们教师既然已为人师袁可知早已进入了读书人的行列遥 但是袁我们在阅读方面是不是就已经做
得很好了呢钥 至少对一部分老师来说袁恐怕还不能这么说遥 如果问院我们是在经常阅读吗钥 我们阅读的
量大吗钥 我们阅读的面宽吗钥 我们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了吗钥 我们享受到了阅读的乐趣没有钥 我们阅读
的方法是不是很好钥 答案恐怕有不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遥 不然的话袁何以有些人的业务水平提高得不
快钥 何以有些人的知识面和视野不宽钥 何以有些人的信息那么不灵通钥 何以有些人的写作水平老是提
不高或提高得不快钥 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也许比较复杂袁 但平常阅读不够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
因遥
现在我们老师都有做科研的愿望袁 但在这方面也还存在不少问题袁 而很多问题都与阅读不够有
关遥 比如选题袁有些选题根本没有再做的必要袁因为别人尧甚至别的很多人都已经做过袁甚至很早以前
就有人做过袁但由于阅读少袁对这个情况不了解袁于是照做不误袁而自己又提不出什么新的不同的有价
值的见解遥 如能经常阅读袁便能及时了解相关信息袁及时追踪相关领域学术发展的最新成果袁在选题时
就不会再无谓地去重复前人和他人了遥 再比如袁有的老师在做课题时思路打不开袁老在一个小圈子尧浅
层次中打转袁思考的问题既不全面也不深入袁更谈不上有什么新意袁写出来的东西必然一般化遥 如果能
多读些相关的书籍和资料袁便可从中受到许多启发袁从而打开思路袁开阔眼界袁活跃思维袁丰富认知袁在
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遥 一些老师的文章甚至在文字表达上都存在问题袁而之所以发生这个问题袁
也与阅读不够有关袁其解决之道袁首先是要多读袁其次是要多写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存在这个问题的有些
还是语文老师袁他们写的文章袁有的就是谈如何指导学生阅读和如何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的袁但他们
自己的阅读水平和写作水平就不高袁这如何能指导出高水平的学生来呢钥
因此袁真正树立起阅读的信仰袁在当前显得十分必要遥 至少袁我们应切实地认识到阅读是工作和人
生的一种需要袁认识到如果我们阅读得太少袁阅读的质量不高袁我们就将不能切实地提高自己袁解决好
自己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袁从而使自己作为教书育人的教师的人生角色蒙上阴影遥 其实袁
这个道理大家并非不懂袁关键是好些人没有很好地去做遥 也许袁大家都觉得工作太忙袁没有时间读书遥
其实袁解决了认识尧观念和决心的问题袁时间紧的问题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迎刃而解的袁何况袁我们毕
竟还有双休日袁还有寒暑假遥 君不见袁现在社会上不是有好些人有时间也不读书吗钥 他们宁可花大把的
时间去打游戏袁玩微信袁搓麻将袁却对阅读敬而远之遥 面对如此状况袁我们能无动于衷吗钥 学为人师袁行
为世范袁我们老师有必要在这方面先动起来袁不仅带动学生好读书袁读好书袁而且为社会做出榜样遥 不
然袁不仅我们自己在专业上的发展和提高将受到很大影响袁长此以往袁国家和民族也将面临失去未来
的风险遥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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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州区新城东里幼
儿园园长兼党支部书记王玉菊
非常重视教职工队伍建设与成
长袁 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开
展园本教研袁俯下身袁沉下心袁
与教师共同寻找解决教育实践
中问题的方法遥 在她的引导和
支持下袁 教师们开始尝试合作
学习尧 合作研究尧 自觉建立学
习尧研究共同体遥 自主尧开放尧和
谐的工作氛围袁 成为了教师队
伍螺旋上升式发展的原动力袁
肯钻研尧 善创造成就了东里幼
儿园的优质品牌遥 王玉菊荣获
北京市野三八冶红旗奖章荣誉称
号袁 先后被评为通州区优秀教
育工作者尧通州区教育系统野关
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冶尧通州区
服务育人先进个人等遥 多篇论
文在市区级获奖袁代表论文叶幼
儿园新教师入职培训策略的研
究曳获北京市第七届野京研杯冶
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遥 野十
二五冶期间所承担尧主持的课题
叶幼儿园体能锻炼教育策略的
实践研究曳 荣获北京市教育学
会野十二五冶教育科研课题研究
成果三等奖尧 通州区科研成果
二等奖遥 她坚持野为每一个幼儿
的成功人生奠定基础冶 的办园
理念袁 带领全园教职工不断前
行袁 使东里幼儿园成为通州区
幼教的排头兵遥
芋

北京市职业学校最美校长风采

北京新城职业学校校长张玉华
野风正潮平袁 自当扬帆破

浪曰 任重道远袁 更须快马加鞭
噎噎冶这是 2010 年张玉华校长
在通州第一职业学校迁入新校
址袁 更名为 野北京新城职业学
校冶后的感言遥

1983 年 毕 业 于 北 京 农 业

大学的张玉华袁 被北京市政府
职业教育领导小组分配到刚刚
创建的通县北寺中学职业高中
班任教袁 从此他把自己的青春
年华献给了北京市农村职业教
育事业遥 从专业教师到教学主任到校长袁三十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方向
不动摇遥 面对职业高中发展新常态袁他努力落实野两翼双飞尧和谐发展冶的创新理念袁在坚
持集约化尧精品化尧内涵式发展职高学历教育的同时袁积极拓展面向社区尧乡镇的职教新
功能袁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野职成牵手尧多元推进尧富民强区冶的野十村百户冶推进新农村建设
工程袁全面展示了职业教育为区域建设服务的重要作用遥 2015 年他被北京市教育学会职
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尧 中经合马哈汽车教育集团 尧中关村软件园希毕迪教育集团推举为北
京市职业学校最美校长遥

野合抱之木袁生于毫末冶遥 张玉华校长带领他的团队袁秉承野质量立校尧管理固校尧特色

强校冶袁野为学生发展尧让家长放心尧向社会负责冶和野每一个学生都能成才冶的办学思想袁带
领北京新城职业学校不断前进浴
北京市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
中经合马哈汽车教育集团 联合供稿
中关村软件园希毕迪教育集团
郁

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