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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课外阅读的现状调研与对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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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方便抽样法，以3所小学的1195名小学生为对象，通过问卷调研，辅之以访谈调

研，考察了小学生的课外阅读状况，结果发现：小学生虽然对课外阅读的参与度较高，但课外阅读

的时间很少；小学生课外阅读面较窄，在内容选择上存在一定的误区；小学生大多缺乏有效的课外

阅读方法，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小学生虽然有课外阅读兴趣，但与阅读量不成正比；小学生

课外阅读虽然积极主动，但阅读目的主要在于增长知识；学校和家庭阅读情况不理想，课外阅读氛

围不佳。基于对小学生课外阅读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促进小学生课外阅读的相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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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所谓课外阅读，是相对于课内阅读而言的，是

指学生利用课堂以外的时间去阅读书报并领会其

内容，即学生在课外各种独立的阅读活动。调查

表明：我国小学生的总体阅读状况不容乐观。多

数学生没有固定的读书时间和读书计划，有时间

就读，没时间则不读；拿到什么读什么，有什么看

什么，课外阅读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和无序性，缺

乏做读书笔记的意识，更未形成做读书笔记的习

惯[1-3]。小学生功课多、课业负担重，普遍把较多的

课余时间花在做作业、补习或娱乐上，导致“读好

书、有趣的书和需要的书”的时间减少[4-5]。

研究发现，小学生在课外阅读中存在不少问

题。一是没有熟练使用正确的阅读方法，对阅读

内容的理解仅浮于表面，关注更多的是故事情节；

二是面对浩瀚的书海，一部分小学生失去了“方

向”，卡通漫画类读物一直最爱，对武打言情类小

说也很着迷，而经典名著却很少问津[6-7]。因此，许

多研究者非常重视小学生的阅读指导，强调向小

学生推荐优秀读物或适宜读物，确保读物内容健

康、形式多样、难易适度，适合小学生年龄特征[8]。

综上，关于小学生课外阅读研究一直备受关

注，但总体看来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理论阐述多

于实证调查；二是已有的实证研究涉及面窄，缺乏

全面调查；三是已有的理论阐述虽然面广，但研究

方法单一，缺少访谈、实地调研等调查方法的综合

研究。

二、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借鉴已有的相关问卷修订“小学生课外阅读

调查问卷”，针对小学生课外阅读的不同方面分别

设计不同的问题：包括课外阅读参与度，阅读时

间、频率、阅读的类型与内容、在校阅读情况；阅读

方法与习惯、阅读兴趣、阅读目的与作用等。采用

方便抽样法对浙江省湖州市三所小学二至六年级

的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每班派发问卷 45份，共

计发放1350份，收回1195份，回收率88.52%；有效

问卷1185份，有效率99.16%。

2.访谈分析法

在新华书店、图书馆、少年宫以及科技馆等小

学生课外阅读场所，随机抽取几名小学生、家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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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访谈。访谈的内容与问卷的内容基本类似，但

更为具体、更为深入，从而进一步了解小学生课外

阅读的状况。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1.对课外阅读的参与度较高，但阅读的时间少

一方面，小学生课外阅读参与度较高，几乎每

天抽出时间阅读的小学生占46.7%，每隔几天就抽

时间阅读的小学生占 25.2%，二者之和占 71.9%；

另一方面，小学生每次课外阅读的时间较少。有

28.1%的小学生没有固定时间进行课外阅读，有

57.8%的小学生每次课外阅读时间不超过半小时，

每次阅读时间可达 31—60 分钟的小学生只占

26.7%，能超过1小时的只有14.8%。

调查显示：有58.0%的小学生经常去逛书店或

图书馆，其中67.9%的小学生是在周末去书店或图

书馆，另有 13.3%的小学生是在小长假去；平时和

寒暑假时间段去的小学生都很少。进一步对某图

书馆少儿部的日流通人次数据分析表明，小学生

在周末借阅图书的次数明显高于平时：周一至周

五平均每天的借阅量为 60人左右，而周末平均每

日有250人左右。

2.课外阅读面较窄，在内容选择存在一定的误区

调查发现，文学故事类与卡通漫画类的书籍

在小学生中比较受欢迎，分别占 37.7%和 28.2%；

其次为科普类书籍，占 14.3%；也有相当一些小学

生关心学习辅导类书籍，占 11.1%；而阅读报纸杂

志的小学生人数最少，仅有 1.1%；还有 7.6%的小

学生关注其他类读物。小学生选择课外书时倾向

于娱乐化，这便容易造成小学生课外阅读面狭窄。

在小学生最常看的前十本课外读物中，文学

故事类占了8本，虽说四大名著合计排在前十名以

内，但其中任何单独一本占的比例很低,分别只占

1.2%、2%、2.4%和1.9%。此外，不少小学生课外时

间看得最多的是学习辅导类书籍，而且小学生成

绩越好，就越爱看课外辅导类书籍。

调查发现，男女小学生选择课外读物的情况

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卡通漫画类、文学故事

类和科普类等课外读物在男生中较为受欢迎，分

别占34%、27.5%和21.2%；女生则更多的选择文学

故事类、卡通漫画类和学习辅导类读物，三者比例

分别为48%、22.3%和13%。男生看卡通漫画类与

科普类读物的人数明显高于女生，而选择文学故

事类读物的，则女生明显多于男生。

3.缺乏有效的阅读计划和良好的阅读习惯

一是缺乏阅读计划。《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

出“学生要学会制定自己的阅读计划”。调查发

现，只有 17.9%的小学生经常写阅读计划，偶尔写

阅读计划的小学生占45.3%，从来不写阅读计划的

小学生占 36.8%。可见，多数小学生缺乏计划性，

鲜有小学生会根据自身情况对课外阅读的时间、

内容、阅读量等做出一定的规划。二是看书姿势

不正确。75%的小学生是以坐姿阅读课外书，

21.7%的小学生在看书时是躺着、趴着或是随意的

一种状态，时间久了不仅影响小学生的阅读效率，

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也会造成一定伤害。三是小学

生不能自主选择课外书。由小学生自己选择书籍

的占 51.7%，教师推荐的占 19.9%，家长推荐的占

12.9%。可见，刚过一半的小学生在选择课外书时

是自我选择，部分小学生听从教师与家长的推

荐。此外，媒体对小学生课外阅读的影响很小，通

过电视、报纸媒介推荐书籍的小学生所占比例最

低，仅为 1.7%。四是缺乏良好的阅读习惯。不少

小学生阅读时不善于提问，只有22.5%的小学生在

阅读时会做一些批注帮助理解内容，25.3%会边读

边摘抄笔记；有将近半数的小学生在课外阅读时

只读不动笔，在阅读时缺乏思考，对难以理解的地

方无法提出问题。调查发现，教师的指导对小学

生的课外阅读方法和习惯具有重要的影响。教师

对小学生课外阅读指导越少，在阅读中能够提出

疑问的小学生人数也越少。

4.虽有课外阅读兴趣，但与阅读量不成正比

小学生对课外阅读的兴趣比较大，调查发现，

达到“非常喜欢”的占 48.3%，“比较喜欢”的占

32.2%。另外，有 68.7%的小学生是出于自己的兴

趣而阅读课外书的。不过，也有 5.5%的小学生是

因为学校要求才看课外书，10.1%的小学生是由于

教师要求，7.7%的小学生是因为父母要求。调查

还发现，小学生对课外阅读的喜欢程度和课外阅

读量不成正比。小学生虽有课外阅读兴趣，但每

个月的阅读量在 16本以上的小学生只有 11.7%，

阅读 11—15 本的小学生占 7.5%，6—10 本的 占

18.1%；阅读量为 1—5 本的小学生最多，达 59%；

此外，有3.6%的小学生不看课外书，每个月的阅读

量为0。
5.课外阅读虽然积极主动，但阅读目的主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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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增长知识

绝大多数小学生课外阅读还是比较积极主动

的。31.1%的小学生认为课外阅读的目的是为了

“丰富知识”，认为提高素养的为 18.9%、陶冶性情

的为 9.1%、启迪智慧的为 19.6%、指引人生的为

11.9%。可见，小学生对课外阅读的认识主要还是

停留在能够丰富知识的层面，没有全面认识到课

外阅读的作用。6.2%的小学生认为看课外书仅仅

是用来消磨时间，另有 3.3%的小学生是出于其他

目的进行课外阅读。

在谈到课外阅读对学习的帮助时，大多数小

学生认为课外阅读有收获，觉得有很大收获和有

一些收获的小学生分别占55%和37.2%；认为收获

很少或没什么收获的占5.4%；另有2.3%的小学生

觉得课外阅读对学习没有帮助，还有 1.1%认为课

外阅读会影响学习。可见，部分小学生对课外阅

读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误区。

6.学校和家庭阅读情况不理想，课外阅读氛围

不佳

86.1%的小学生提到所在班级设有图书角，翻

阅图书角书籍的小学生只占 30.2%。当问及学校

是否有阅览室时，有 15.5%的小学生回答“否”，当

问及校内是否有图书馆时，有 6.5%的小学生回答

“不知道”。可见，校内的这些阅读场所对于某些

小学生而言形同虚设。25%的小学生表示未去过

图书室，不知道里面的藏书情况；去过的小学生表

示图书室藏书较陈旧，数量少，没有想看的书籍。

家庭藏书量达到150本以上的仅占20.1%；在

阅读频率上，只有38.6%的小学生表示家长有经常

看书的习惯。家长缺乏阅读习惯，家庭藏书量少，

影响家庭阅读氛围，进而影响小学生的课外阅

读。家长如果有阅读的习惯，并且阅读频率越高

的话，小学生看课外书的时间也会随之增加；反

之，家长阅读的频率越低，小学生看课外书的时间

也就越少。

四、小学生课外阅读的引导对策

1.正确认识课外阅读

小学生在学校进行的课堂学习与阅读课外书

所吸收的知识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并不矛盾。特

别是当儿童对书产生兴趣时，他们在课外阅读过

程中会不断与新的字、词打交道，这正是不断扩大

知识面、活跃思维的过程。从小学生心理发展的

规律来看，他们好奇心强，容易对新知识、新信息

产生兴趣，而课外阅读恰恰满足了他们的这一需

求。因此，小学生的课外阅读，不仅符合其身心发

展规律，还有利于其智能及个性的全面发展。

2.合理选择课外阅读

市面上流通的课外读物丰富多样，面对琳琅

满目的课外书，大多数小学生反而不知如何取

舍。所以，教师或家长要适当给小学生推荐课外

书，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9]。不同

年龄、性别、个性的小学生对课外书籍有不同的需

求，在给小学生推荐课外读物时，需要考虑他们的

不同特点。低年级小学生求知欲强，爱幻想，偏爱

童话故事类的课外读物；中年级小学生对外界事

物有了自己独特的认知态度，对描写英雄人物的，

带有惊险意味的读物开始感兴趣；而到了五六年

级，小学生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开始偏向于科普读

物[10]。在性别差异方面，男生喜欢看一些科幻类、

探险类书籍，而女生则倾向于读故事性强的图书。

此外，可结合课内学习内容为小学生推荐课

外读物。让小学生阅读节选课文的原文，或通过

了解某篇课文的作者，选择作者的其他作品，或与

课文同类型的人物、故事的书籍阅读，还可以从文

章的写作特点入手，帮助小学生选择具有相同写

作方法的文章阅读[11]。

3.掌握课外阅读的有效途径

如今，通过手机、电脑、iPad等进行的浅阅读

悄然撼动深阅读（纸质阅读）的地位。碎片、快餐

式的浅阅读慢慢取代深阅读。殊不知，网络的快

速发展带来的信息有精华，也有糟粕。长时间的

“带菌”阅读，不仅吸收不了书籍的精华，阅读能力

也逐渐下降。因而，要引导小学生多进行纸质阅

读。

家长要重视为小学生购买书籍，方便小学生

随时阅读。匈牙利的国土面积和人口不足中国的

1%，但拥有近两万家图书馆，平均每500人就有一

座图书馆。匈牙利还是世界上读书风气最浓的国

家，常年读书的人数达 500 万以上，占人口的 1/4
还多。与之相比，我国需要加强图书馆建设，丰富

书籍种类和数量，并免费对外开放，以扩大小学生

的阅读途径。学校在小学生课外读物上要发挥应

有的作用。一是根据小学生特点或需要对图书馆

的书籍进行挑选，并配发到各个班级把挑选好的

书籍放置在班级图书角；每个月组织一次班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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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图书交换活动。二是加强校际联系，实现资源

共享。三是联系和协作，与少儿活动中心、社区活

动中心、公共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气象站

（台）、天文馆（台）等建立联系，充分利用公共资源

为小学生提供多渠道的阅读途径。四是积极争取

资金，及时补充、更新馆藏图书。

4.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培养写读书笔记的习惯。培根说过，“笔记不

但可以加强记忆，而且使人精明”。只有在阅读过

程中把想到的东西马上记下来，才有利于促进手

脑活动与思、看、忆的并用与配合，从而达到高效

阅读的目的。在课外阅读时圈点勾画，不仅有助

于加深印象，还有助于从小养成“不动笔墨不读

书”的好习惯。再则，要边阅读边学会思考，这样

才能真正与作家对话。在看完一本书后，对书中

的故事情节印象较为深刻，但往往忽略或无法体

会其中的寓意。所以，在阅读结束后需对阅读内

容进行思考、分析和总结。另外，蒋兴超（2019）提

出的在深层引动视域下培养阅读习惯的 6条路径

也值得参考[12]。

5.营造课外阅读的书香氛围

提高小学生的课外阅读水平，营造课外阅读

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创设学校阅读环境。例

如：美化图书室，低段小学生图书室可以增加童

趣，高段小学生图书室则可注重典雅；在宣传栏、

橱窗等显著位置张贴读书格言；在树荫下、花草边

可摆放读书椅凳。此外，还可以定期组织读书系

列活动、推动阅读持续发展。低年级小学生可举

办读书笔记展览评比会；中年级小学生可自编一

些阅读小报；高年级小学生则可举办读书经验交

流会，把自己喜爱的读物简明扼要介绍给同学。

二是创设家庭阅读氛围。例如，家长和孩子可以

共同拟订阅读计划，按计划读书，并可主动参与孩

子的阅读活动。此外，家长可为孩子购置书籍、报

纸杂志，或利用周末、节假日带孩子到书店和图书

馆买书、看书等。另外，家长要把阅读选择的权利

还给孩子，除了在宏观上对孩子阅读书籍是否健

康有益进行把握以外，最好不要对孩子阅读书籍

的内容和范围进行太多的限制[13]。三是创设公共

图书馆的良好阅读环境。应加强少儿图书馆建设

工作，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少儿阅读服务 [14]，

以促进小学生的课外阅读。

此外，秦玉莲（2017）提出的培养学生阅读素

养的建议对小学生的阅读引导也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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