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2018年4月16日 星期一

首席编辑：朱颖华 校对：徐燕燕

XIAOSHAN DAILY

777

我叫黄钰桑。

我看过的第一本绘本叫《好饿的毛毛

虫》，我梦想做一只在书海里遨游的毛

毛虫，因为我也很饿很饿了。每天晚

上我会缠着妈妈给我讲故事，一本接

着一本。《艾玛的故事》《巴巴爸爸的故

事》，还有噼里啪啦系列绘本……听着

这些有趣的故事，梦里的我也会徜徉

其中，原来书真的是甜的，甜得我做的

梦都是甜丝丝的。上了幼儿园，我更

喜欢书了。幼儿园的大厅、走廊，都是

书，还有专门的绘本角，每次外婆都要

催好几次，我才会依依不舍地离开心

爱的幼儿园。我还去哥哥家淘书，去

书店买书，去图书馆借书。我都不明

白了，怎么看了这么多的书，我还是很

饿很饿呢？

“绘世界，真玩童”是湘湖幼儿
园的品牌特色。幼儿园以“绘本”
为载体，努力通过绘本特色的持续
推进，为孩子的幸福人生抹上明亮
底色，为教师的专业成长丰厚文化
底蕴，为幼儿园的内涵提升积淀发
展底气。2016年秋，湘湖幼儿园
与小书虫俱乐部建立合作，携手推
进“我是小书虫”阅读计划，打造更
为专业、丰富的阅读平台。

都说爱读书的孩子是快乐
的！越来越多湘幼的孩子加入到

“小书虫”的队伍中来，时刻与书相
伴，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孩子们
阅读绘本，玩转绘本，分享绘本，在
亲近书香中健康成长。湘幼已成
功举办五届阅读节，保留节目“绘
本剧展演”已成为孩子们最向往
的舞台。

都说爱读书的老师是美丽
的！一次次深度研读，一场场教学

展示，让湘幼的老师不仅读懂了绘
本更读懂了孩子。老师们静心阅
读的身影，是对孩子们最好的示
范。老师们在班中建立“绘本交换
站”，策划“绘本漂流”“帐篷故事
会”等活动，让阅读变得多姿多彩。

都说爱读书的父母是智慧
的！幼儿园开展了亲子阅读主题
讲座、亲子绘本剧展演，并倡议家
长每天亲子阅读不少于半小时。
每年的“阅读之星”“阅美家庭”等
评选，更是引导家长们将最长情的
陪伴进行到底。

亲近绘本，玩转绘本，跟着绘
本去旅行，跟着绘本做游戏，亲临
其中的神秘与未知，感受书的甜蜜
与精彩。在湘湖幼儿园，阅读的种
子已然种下，让我们共同期待花开
满园……

文/记者 朱颖华 通讯员 王黎娜

绘世界，真玩童
——记萧山区湘湖幼儿园绘本特色

园长妈妈寄语：

犹太人的孩子刚懂事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把蜂蜜涂

在书上，让孩子舔一舔。于是，小小的孩子就知道：原来，

书是甜的！慢慢地，他们就与书交上朋友啦! 犹太民族是

世界上最爱阅读的民族，也被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

是阅读，让他们变得更智慧。希望我们湘幼的宝贝们也能

与书交朋友，一辈子爱它，让书带领我们走进一个个神奇的

世界，在书香墨韵中品尝书的滋味、书的芳香。你们认真阅

读的身影，是园长妈妈眼里最美的风景。让我们一起阅读

吧，让书成为我们一辈子的朋友。

请记住：书，是甜的！

——湘湖幼儿园园长 高飞燕

我叫戚丞

威，今年7岁了，是

湘湖幼儿园大二班的小朋友。我一直都很

喜欢书籍。很小的时候，我喜欢看一些有

汽车飞机图片的书。上幼儿园之后，我喜

欢看一些有意思的绘本，比如《我不知道我

是谁》《蚂蚁和西瓜》《皮特猫》和大卫系列

绘本。这些书的图画都很有意思，常常看

得我哈哈大笑。我最喜欢的一套书是卡梅

拉故事系列，主要讲一群小鸡的故事。我

最喜欢里面的粉色小鸡卡门，它既聪明又

勇敢，还有一群非常可爱的朋友，偶尔会做

一些冒险的事情。最近，我在学英语，偶尔

也会看一些英语绘本。将来我认字了，我

就可以读更多有趣的书了。

大家好，我是湘湖幼儿园大三班的朱

宸骏。我喜欢阅读，喜欢妈妈给我讲各种

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我们一起分享了故事

《掉了一颗牙的小老鼠》。读完后，我问妈

妈：“真的会有小老鼠来换牙吗？”妈妈说，

当然啦。后来，有一天，我的牙掉了。我

想：“晚上会有小老鼠来换牙吗？”我猜会的

吧。果然，第二天早上，在我的枕头底下有

一块硬币，妈妈说那一定是小老鼠来换牙

了！我好开心！小朋友们，爱上阅读，你们

一定也会像我一样收获惊喜！

大家好，

我是湘湖幼儿

园大一班的傅

宇涵，我是一个热

爱绘本、热爱阅读的

阳光男孩！从小，妈妈就陪我看绘本，

遇到喜欢的绘本，我会重复看上好几

天也不觉得厌。每天睡前，妈妈还会

给我讲个故事，让我乘着故事的小船

进入甜蜜梦乡。后来，在老师的带领

下，我们开始了班级“小小读书郎”活

动，每周五我都能领到一个装着5本

不同绘本的书袋，然后乐滋滋地看上

一个星期。绘本丰富了我的生活，让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与本领。我和爸爸

妈妈一起读诗、读童谣。周末我们会

去图书馆，我喜欢那里的氛围，可以和

小朋友们一起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

阅读带给我无穷的欢乐。

大家好，我叫张烜梧，今年

6周岁了。虽然我年龄不大，

不过我可是个小小阅读家哦。

从我刚刚有记忆开始，爸爸妈妈就每

天给我讲绘本上的故事。小时候，我

最喜欢恐龙的书。我知道好多不同种

类的恐龙，霸王龙、蛇颈龙、翼龙……

我还去过博物馆，亲眼看过恐龙的化

石呢。现在，我最喜欢关于解放军的

书和关于中国地理的书，书上有好多

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每当周末，爸爸

妈妈就会带着我去新华书店和图书馆

看书。那里的书可真多，要不是要回

家吃饭，我每次都不想走呢！每天晚

上睡前，是我们家固定的“阅读时光”，

爸爸或妈妈会给我念绘本，每晚两

本。我很享受每天的阅读时间。

我叫陈雅歌，是湘湖幼儿园小二班

的小朋友。我从出生就开始接触书。

跟书在一起，就意味着我可以跟

最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我接

触的第一本书是拉拉布书，我啃

啊，咬啊，还用它磨牙。这本书伴随

我很久，直到有一天妈妈拿给我看《大

卫惹麻烦》，从那时候开始，我便与绘本

结缘。渐渐的，书成了我的玩具，

出去旅行，书是必备的。看

书不是负担，是玩耍，是享

受，也是习惯。书本让我认识了

家这个方寸之地以外的世界。我爱

阅读，阅读会一直伴随我成长！

大家好，

我是湘湖幼儿园

小三班的颜书曼, 我是个爱阅读的孩子。

爸爸妈妈为我准备了小书房，每天晚饭后，

我总喜欢捧起一本书翻看。《小浣熊过生

日》是我喜欢的故事，讲的是小浣熊生日，

写了邀请函给小白兔……可有意思了。每

天睡前，我总会让爸爸妈妈讲故事给我听，

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小朋友

们，你的爸爸妈妈会和你一起阅读吗？

我叫张孔译，是湘湖幼儿园小一班

的小朋友。别看我年纪小，我读过的故

事可不少。我最喜欢14只老鼠系列绘

本，这是一个有着14只老鼠的大家庭，

他们非常爱劳动，住在一起很幸福！我

也有个幸福的家庭，爸爸妈妈每天会坚

持给我讲一个小时的故事，每次听故事

的时候，我总是特别安静，遇到疑惑的

地方我也会不停追问，妈妈说我是个

“十万个为什么”。好在我的哥哥总会

帮助我，做我的小老师，为我答疑解惑，

让我感受到阅读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我叫戴

昊晨，是湘湖

幼儿园中二班

的小朋友。我从小

就喜欢看书，妈妈经常会带我去图书

馆，给我讲不同的绘本故事。现在，我

也会把看到的故事讲给家里所有的人听。

我现在也算“小书虫”啦，因为我看过了好

多的绘本，比如《一堆好朋友》《我爸爸》《有

个友情要出租》《你好好吃》等等。我现在

还能根据图画书为小朋友进行表演，我相

信，只要我能够继续阅读，一定还能表演更

多的绘本故事，学到更多的本领。
大家好，

我是湘湖幼

儿园中三班

的王紫霖。我

喜欢看书，出门

旅行我都会带着书，

因为它可以带我认识这个世界。每次

放学，我都会在幼儿园大门口的书架上

选上几本绘本，让妈妈念给我听。妈妈

一边念，我一边提问。妈妈还让我参加

了新华书店的小书虫俱乐部，为我的阅

读增添了更多的色彩。每天晚上，爸爸

妈妈都会坚持陪我阅读，给我讲绘本里

的故事，慢慢地，我从一两句，变成一小

段，最后可以完整讲一个故事啦！我要

谢谢老师，谢谢爸爸妈妈，带领我走进

书的世界，让我感受到书中的乐趣！

戚丞威
湘湖幼儿园
大二班

王紫霖
湘湖幼儿园
中三班

陈雅歌
湘湖幼儿园
小二班

张烜梧
湘湖幼儿园
大一班

傅宇涵
湘湖幼儿园
大一班

黄钰桑
湘湖幼儿园
中一班

戴昊晨
湘湖幼儿园
中二班

张孔译
湘湖幼儿园
小一班

朱宸骏
湘湖幼儿园
大三班

颜书曼
湘湖幼儿园
小三班

一、《小说餐桌》
（美）黛娜·弗莱德著，中信出版集团，

定价68元。50部经典小说，50餐难以忘
怀的美食。这是一场文学爱好者的饕餮盛
宴，50道经典小说中的美食呈现眼前，文
学、创意、摄影、美食超时空完美结合。每
一本小说所提到的微小元素都被作者细心
添加和摆放，供读者重温经典。

二、《吃鲷鱼让我打嗝》
（美）杰西·艾森伯格著，人民文学出版

社，定价49元。全书以“吃鲷鱼让我打嗝”
系列开篇。书中，既采用常规的短篇小说
体，也大胆使用书信体、短信体、邮件体
等。作品中，人物个性和虚构场景融为一
体，柔情和潜藏在滑稽幽默之后的悲情相
互交织，极致诠释了艾森伯格式喜剧，探索
了现代世界的疯狂与光怪陆离。

三、《山本》
贾平凹著，作家出版社，定价59元。

一个发生在乱世时期的互为知己般的绝美
爱情；一部写尽人间纠结苦痛和欲望，瞻望
未来的现代启示录。贾平凹言山本的故
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之志”。一条龙脉，
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
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

四、《烟愁》

琦君著，化学工业出版社，定价 32
元。本书是台湾散文大家琦君的第一本散
文集，在台湾创下52次重印的纪录，被台
湾联合报副刊评为“台湾文学经典名著”。
本书收录了杨梅、喜宴、金盒子、鲜牛奶的
故事、阿荣伯伯、三划阿王等35篇琦君最
具代表性的散文作品，首次在大陆出版。

五、《寻找更明亮的天空》
（阿富汗）古尔瓦力·帕萨雷、（英）娜德

纳·古力著，四川文艺出版社，定价55元。
12岁的古尔瓦力为了远离战争和苦难，开
始了九死一生的逃亡。他用双脚行走，在
马背上颠簸，跳下飞驰的列车，冒死穿越边
境，逃离蛇头的魔爪……历时1年，两度入
狱，穿越亚欧大陆9个国家，行程超过2万
公里，古尔瓦力终于来到英国，从阿富汗难
民少年到英国优秀大学生。

以上图书由萧山书城推荐
萧山书城地址:萧绍路1028号（长途

汽车站向西100米）
服务热线：82640808
网上书城：http：//xiaoshan.zxhsd.

com；http://www.xsxhsd.com
以上图书萧山书城均已面市。

新书架

■文/摄 记者 潘佳佳

近日，由区关工委、区少工委、
萧山日报《教育周刊》主办，EF英孚
教育萧山中心承办的区第九届

“EF”杯英语演讲/朗诵赛正在火热
海选中。比赛自3月份报名启动以
来，受到了众多学生的喜爱，目前，
已经走进了萧山中学、湘湖实验小
学、银河实验小学、第一实验小学、
城厢幼儿园等学校（幼儿园），开展
了丰富多彩的专场海选。不少选手
在海选中将中外经典美文用英语的
方式生动演绎，传递了经典文化的
力量，表达了对中西方文化的热爱
之情。标准流利的英语，自信勇敢
的表演，再加上小伙伴的加油鼓劲，
选手们用实力战胜了自己，纷纷拿
到了晋级卡。接下来，海选的专场
还将陆续走进浙师大附属金山小
学、高桥金帆实验学校、回澜小学、
回澜初中、萧山二中，带给孩子们一
趟不一样的英语之旅。

区第九届“EF”杯英语演讲/朗诵比赛海选
火热进行

银河实验小学海选专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