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 德 市 教 育 局
常教通〔2022〕59 号

常德市教育局
关于在全市中小学深入开展“读经典好书

写一手好字”校园阅读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市教育局，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桃花源

旅游管理区宣教局，市直各学校、各相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巩固我

市中小学书香校园建设成果，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印发《关

于促进“书香湖南”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湘宣发〔2021〕

12 号)和中共常德市委宣传部等九部门《关于开展 2022 年“书

香常德”全民阅读活动暨第八届常德阅读节的通知》(常宣字

〔2022〕10 号)和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中

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等文件要求，经研究，决定在全市中小

学深入开展“读经典好书 写一手好字”校园阅读活动，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推荐书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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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 年版)》为主要依

据，以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为基础，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为重

点，以提升学生的阅读品质为追求，以优化学生家庭阅读环境为

辅助，完善校园阅读设施，丰富阅读活动载体，营造全民阅读的

良好氛围。

二、主要目标

通过评选“书香校园”培育一批阅读特色学校，在全市中小

学校形成鲜明的、独特的校园阅读文化；通过评选“阅读推广人”

“阅读之星”，全面提高全体师生的文化素养，扎实推动教育系

统“全民阅读”工作深入、全面发展。

三、具体内容

1.以学校文化为引领，营造阅读氛围。各地各校要进一步深

化“书香校园”建设，把阅读教育与学校德育活动和学校文化建

设紧密结合，提升阅读教育质量，让阅读真正成为学生终身受益

的生活方式。

2.以课程建设为抓手，夯实阅读根基。各校要依托精选出的

《“读经典好书 写一手好字”校园阅读活动推荐书目》（见附

件），根据不同学段、年级，妥善安排学生阅读时间，每周至少

安排 1 节阅读课。要通过“四维阅读”指导师生多读书、读好书、

彻底解决“读什么？怎么读？读得怎么样”的终极阅读难题，促

进学生形成阅读后的思考、实践、总结、提升，真正做到读有所

思，读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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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系列活动为载体，激发阅读兴趣。各校要将阅读与读书

节、文化节、科技节等活动紧密结合，充分利用校园活动、班团

队会、社团、课外实践活动等载体，努力探索阅读与实践相结合

的有效机制。各学校要在教师中成立读书俱乐部，在学生中成立

书迷协会、文学社等，定期交流读书心得，培养师生阅读兴趣。

4.以家校共读为补充，拓展阅读空间。各地各校要以全民阅

读活动为契机，依托“家长学校”，积极引导家长与学生进行同

步阅读，鼓励家长开辟家庭阅读空间，打造“书香家庭”，营造

良好的家庭阅读氛围。

5.以阅读资源建设为保障，优化阅读内容。各地各校要依据

教育部、省厅关于阅读教育的相关要求，遵循不同年龄学生的心

理、生理特点和认知规律，有针对性地指导中小学生根据个人喜

好，坚持自愿购买原则 ，由家长、学生自愿向新华书店等正规

图书购买渠道购买正版、绿色、优质图书精读，满足个性化、多

样化的阅读和发展需求，减轻阅读负担，提高阅读质量。

四、活动安排

1.举办“名家进校园”活动（每半年一次）。邀请知名文学

作家，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走进中小学校，开展公益阅读讲座，分

享心得，启迪心智，激发学生的阅读与创作的热情。

2.组织“书香假期”阅读活动（每年寒暑假）。充分利用好

“四维阅读”、“阅逗”以及“阅读走近科学”等资源，指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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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依托《“读经典好书 写一手好字”校园阅读活动推荐书目》，

制定详细的读书计划，确定每天的阅读量和书法练习时间。

3.组织校园阅读成果展示活动（每年一次）。各学校要精心

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读书活动，要通过开展晨诵、大课间

诵读、节庆阅读等形式提高和巩固阅读活动成果。要结合校园读

书节开展阅读征文、书法作品评选展示，不断增强学校文化底蕴，

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积极打造翰墨飘香、格调高雅、

文明向上的书香校园。

4.组织经验分享交流活动（每年 11—12 月）。市教育局每

年组织召开经验分享交流活动，评选表彰阅读活动中的优秀个人

和先进单位，总结、分享典型经验和科学有效的阅读方法，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五、活动要求

1.提高认识，区域联动。开展阅读活动对于保障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各地各校要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科学、合理制定出实施办法，动员到每名教师、开展到每个

班级，覆盖到每个学生，带动到每个家庭。把阅读教育作为提升

学校教育品质、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2.凸显主体，提升实效。各地各校要始终坚持学生的主体地

位，遵循不同年龄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和认知规律，加强学生

阅读兴趣和习惯的培养。教师要加大自身阅读量，拓展阅读视野

和思想境界，做学生阅读的表率，帮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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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能力，提升阅读品位,让学生在阅读中拓宽视野，丰富精神

世界。

3.注重评价，有序推进。各地要逐步完善阅读教育工作的推

进与评价机制，把学校阅读工作纳入学校年度工作考核范畴。要

将阅读教育工作作为中小学教学视导的一项基本内容，在中小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中适当增加学科阅读内容，督促学生形成广泛的

学科阅读习惯，有效地促进学生的深度阅读。市教育局将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多种形式的评比活动，激发师生的阅读热情，促进全

市阅读教育水平不断提升。

附件：“读经典好书 写一手好字”校园阅读活动推荐书目

常德市教育局

2022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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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读经典好书 写一手好字”校园阅读活动推荐书目

年级 书名 出版社 备注

一年级秋季

四维阅读·一年级上册 湘少

阅读类
四维阅读·和大人一起读 （一） 湘人

四维阅读·和大人一起读 （二） 湘人

阅读走近科学·一年级上册 湘艺

一手好字·一年级上册 湘美 书法类

一年级春季

四维阅读·一年级下册 湘少

阅读类
四维阅读·读读童谣和儿歌 （一） 湘人

四维阅读·读读童谣和儿歌 （二） 湘人

阅读走近科学·一年级下册 湘艺

一手好字·一年级下册 湘美 书法类

二年级秋季

四维阅读·二年级上册 湘少

阅读类
四维阅读·鹅妈妈的故事 湘人

四维阅读·优秀国学日日诵 湘人

阅读走近科学·二年级上册 湘艺

一手好字·二年级上册 湘美 书法类

二年级春季

四维阅读·二年级下册 湘少

阅读类
四维阅读·七色花 湘人

四维阅读·愿望的实现 湘人

阅读走近科学·二年级下册 湘艺

一手好字·二年级下册 湘美 书法类

三年级秋季

四维阅读·三年级上册 湘少

阅读类
四维阅读·安徒生童话 湘人

四维阅读·稻草人 湘人

阅读走近科学·三年级上册 湘艺

一手好字·三年级上册 湘美 书法类

三年级春季

四维阅读·三年级下册 湘少

阅读类
四维阅读·中国古代寓言 湘人

四维阅读·伊索寓言 湘人

阅读走近科学·三年级下册 湘艺

一手好字·三年级下册 湘美 书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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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秋季

四维阅读·四年级上册 湘少

阅读类
四维阅读·中国古代神话 湘人

四维阅读·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 湘人

阅读走近科学·四年级上册 湘艺

一手好字·四年级上册 湘美 书法类

四年级春季

四维阅读·四年级下册 湘少

阅读类
四维阅读·十万个为什么 湘人

四维阅读·灰尘的旅行 湘人

阅读走近科学·四年级下册 湘艺

一手好字·四年级下册 湘美 书法类

五年级秋季

四维阅读·五年级上册 湘少

阅读类
四维阅读·中国民间故事 湘人

四维阅读·一千零一夜 湘人

阅读走近科学·五年级上册 湘艺

一手好字·五年级上册 湘美 书法类

五年级春季

四维阅读·五年级下册 湘少

阅读类
四维阅读·西游记（青少年版） 湘人

四维阅读·三国演义（青少年版） 湘人

阅读走近科学·五年级下册 湘艺

一手好字·五年级下册 湘美 书法类

六年级秋季

四维阅读·六年级上册 湘少

阅读类
四维阅读·童年 湘人

四维阅读·爱的教育 湘人

阅读走近科学·六年级上册 湘艺

一手好字·六年级上册 湘美 书法类

六年级春季

四维阅读·六年级下册 湘少

阅读类
四维阅读·鲁滨逊漂流记 湘人

四维阅读·爱丽丝漫游奇境 湘人

阅读走近科学·六年级下册 湘艺

一手好字·六年级下册 湘美 书法类

七年级秋季

四维阅读·七年级上册 湘教

阅读类
四维阅读·朝花夕拾 湘人

四维阅读·西游记 岳麓

阅读走近科学·七年级上册 湘艺

一手好字·七年级上册 湘美 书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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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春季

四维阅读·七年级下册 湘教

阅读类

四维阅读·海底两万里 湘人

四维阅读·骆驼祥子 湘人

阅读走近科学·七年级下册 湘艺

一手好字·七年级下册 湘美 书法类

八年级秋季

四维阅读·八年级上册 湘教

阅读类

四维阅读·红星照耀中国 湘人

四维阅读·昆虫记 湘人

阅读走近科学·八年级上册 湘艺

一手好字·八年级上册 湘美 书法类

八年级春季

四维阅读·八年级下册 湘教

阅读类

四维阅读·傅雷家书 湘人

四维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湘人

阅读走近科学·八年级下册 湘艺

一手好字·八年级下册 湘美 书法类

九年级秋季

四维阅读·九年级上册 湘教

阅读类

四维阅读·泰戈尔诗选 岳麓

四维阅读·水浒传 岳麓

阅读走近科学·九年级上册 湘艺

一手好字·九年级上册 湘美 书法类

九年级春季

四维阅读·九年级下册 湘教

阅读类

四维阅读·儒林外史 湘人

四维阅读·简·爱 湘人

阅读走近科学·九年级下册 湘艺

一手好字·九年级下册 湘美 书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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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年级秋季

四维阅读·高一年级上册 湘教

阅读类四维阅读·古文观止 岳麓

四维阅读·老人与海 岳麓

一手好字·高一年级·楷书上册 湘美 书法类

高一年级春季

四维阅读·高一年级下册 湘教

阅读类四维阅读·红楼梦 岳麓

四维阅读·茶馆 岳麓

一手好字·高一年级·楷书下册 湘美 书法类

高二年级秋季

四维阅读·高二年级上册 湘教

阅读类四维阅读·史记 岳麓

四维阅读·呐喊·彷徨 岳麓

一手好字·高二年级·行书上册 湘美 书法类

高二年级春季

四维阅读·高二年级下册 湘教

阅读类四维阅读·谈美书简 岳麓

四维阅读·朱自清散文 岳麓

一手好字·高二年级·行书下册 湘美 书法类

高三年级

四维阅读·莫泊桑小说 岳麓

阅读类

四维阅读·欧·享利短篇小说选 岳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