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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1. 项目概述 

根据满天星公益县域阅读联盟愿景，本项目希望能够充分发挥学校图书馆的作用，让图书馆成为学校的

资源中心，让阅读自然地融入学校和教学当中。同时通过活动，发掘和带动更多老师参与阅读推广。 

结合各联盟学校的需求现状，开展“书香校园•班书共创”活动，以解决学校老师因精力不足无法策划

组织大型校级阅读推广活动的困难。同时通过统一的策划与组织，可以促进校内、镇级、县域的阅读推广成

果交流，以此丰富各校老师对校园阅读推广的策划与组织经验，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共读共创的阅读氛围。 

“书香校园•班书共创”活动采用“申请制”的方式，即满天星公益向河源连平、贵州剑河、云浮新兴、

云浮郁南 4 个县区的学校发放活动的邀请（以学校为单位申请，六年级的班级可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参与）。 

本年度项目亮点为乡土认同主题，引导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发掘家乡文化及自然人文，促进学生对家乡

文化的认同及交流，弘扬家乡文化，激发学生对家乡本土文化的热爱之情。 

 

2. 项目目标 

长期目标：通过“书香校园•班书共创”活动，营造校园读书氛围，打造个性鲜明、特色突出的阅读推

广学校；提高老师对阅读推广的兴趣及能力；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营造班级阅读氛围，最

终实现提高学生阅读质量的目标。 

具体目标: 1. 学生能了解到家乡文化及家乡特色，认识到共创班书的流程； 

2. 学生能积极参与班级共读共创，对家乡文化及特色进行图文结合视觉化呈现； 

3. 学生能提升对家乡文化认同，激发学生对家乡文化热爱之情和弘扬意识； 

4. 提升教师对阅读及阅读推广的积极性，提高班级凝聚力。 

项目产出: 1. 县域阅读联盟优秀班书 

2. 县域阅读联盟优秀指导老师 

 

二、项目流程安排 

时间 活动分类 工作计划内容 

2020年 7月 项目会 
1 撰写及完善项目策划 

2 完善项目时间推进表 

2020年 7-8月 设计活动方案 

3 书香校园活动配套文件迭代更新 

4 书香校园共读推荐书单及图书资源 

5 书香校园活动表彰方案制定及比价 

2020年 9月 
申请筹备及 

跟进 

6 联系教育局，沟通活动安排及所需协助 

7 活动推文、指引文档撰写、发布及开放申请 

8 
跟进报名情况，及时作邀请或截止提醒，跟进县域微信

群情况，及时答疑 

9 报名截止及数据统计 

10 完成报名老师拉群 

2020 年 9月-10 月 项目跟进 

11 跟进活动沟通群，及时答疑 

12 提醒并推动学校进行校内评选 

13 提醒学校提交作品信息表及优秀作品到县教育局 



 
 
 

2020年“书香校园·班书共创”项目总结报告 

 
第  4 页 ， 共  9 页              www.starscn.org 

14 接收县教育局汇总的县域作品信息表及优秀作品 

2020 年 11月-12 月 县级评选 

15 组建专家评选团，明确评选标准及流程 

16 开展作品内审，对作品独特性及文学性进行评选 

17 开展作品外审，对作品绘画性进行评选 

18 开展作品终审复核，确保作品评分客观性 

2020年 12月 

获奖公示及 

收集反馈 

19 与县教育局沟通，告知获奖名单 

20 公示各县域获奖名单 

21 设计活动反馈表单 

22 邀请参与教师填写活动反馈表 

奖品采购 
23 采购奖品，起草并签订合同 

24 完成活动奖品采购及支付 

活动颁奖 

25 联系外包机构进行奖品及证书打包，寄送到学校； 

26 提醒学校接收奖品并跟进接收进度； 

27 学校自行组织颁奖仪式。 

班书印刷 
28 获奖班书作品进行扫描存档 

29 优秀班书作品印刷成真书 

反馈及总结 

30 整理活动反馈问卷 

31 召开项目会，作整体活动复盘总结 

32 财务报销及决算表、结项报告 

 

三、项目实施情况 

1. 参与情况 

2020年“书香校园·班书共创”活动，共有来自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及郁南县、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四个县域共计 61所学校的 821个班级报名申请活动，报名学生人数达

到 33343人。本学期共收到 49所学校 321份进入县域评选的班书作品，参与人数 13481人。 

 

县级评选情况 新兴县 郁南县 剑河县 连平县 

参与学校 31 14 2 2 

参与班级 146 127 26 22 

参与人数 5330 5903 1261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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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学生在进行班书创作讨论                          右图-老师在指导班书创作 

  

2. 项目产出 

1.新兴县、郁南县、剑河县、连平县小学阅读联盟优秀班书 293份，其中 147份作品将印刷为精装书。 

2.新兴县、郁南县、剑河县、连平县小学阅读联盟优秀指导老师 175位 

 

       
左图-学生在共创家乡主题故事                       右图-学生与班书作品大合影 

 

3. 项目反馈 

3.1 成效评估 

本年度书香班级阅读活动共收集 58份活动反馈，根据数据分析，在学生反馈、方案设置、活动安排三

大方面均获得 87.9%以上的认同度（即选择非常符合和比较符合的评分），说明项目得到了老师和学生的一

致认可和欢迎。 

 

反馈项目 认同度 

学生阅读兴趣有提高 94.8% 

学生愿意继续参与阅读活动 96.6% 

方案与各年级学生认知能力相匹配，便于学生理解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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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指引清晰，可操作性高，便于教师实施 93.1% 

方案提供创作引导，易于执行，便于学生参与 89.7% 

活动时间进度及创作时长安排合理 89.7% 

 

3.2 教师反馈 

3.2.1创作安排 

主要类别 具体经验 

创作流程 

1.（选择大主题-共读图书-安排学生收集资料-明确班书主题和大纲-小组分工创作-完

善班书结构-修改定稿； 

2. 共读图书-选择大主题-安排学生收集资料-分组讨论设计方案-明确设计方案-小组

分工创作-完善班书结构-修改定稿。 

创作时间 大部分教师表示需要 3-4周。 

创作分工 
1. 教师负责选题/分工/序言/版权页/排版等工作，部分教师兼顾封底封面设计； 

2. 学生主要分组负责故事内容/绘画/文字，挑选代表负责封面封底、版权页。 

 

3.2.2改进之处 

主要类别 具体建议 

活动方案 1. 活动主题期待更多元更灵活，或者让班级自行决定； 

2. 活动指引更详细更清晰，可以发一些优秀范例给学生学习参考； 

3. 低年级的创作不太容易，希望方案可以更简单操作； 

4. 资料故事收集需要大量时间去搜索，期待创作时间可以更充裕； 

活动奖品 1. 期待活动奖品是实用的； 

2. 希望创作过程照片以及班书的封面制作成一张明信片。 

 

4. 项目总结  

4.1 项目亮点 

4.1.1 关注家乡文化特色，促进家乡文化认同 

基于联盟项目校已具有参与书香校园活动的较多经验，本年度班书创作主题进行了深度迭代，从过往

“虚构类绘本续写”主题调整为“家乡文化特色”主题，并根据低、中、高年级设置美食、集市、节日、自

然历史的细分主题。 

 

年级 主题 推荐书目 

低年级（1-2年级） 家乡美食总动员主题 
《饺子和汤圆》 

《小粽子，小粽子》 

中年级（3-4年级） 方案 1：家乡集市风情画主题 

《跟着姥姥去遛弯儿》 

《荷花镇的早市》 

《清明上河图童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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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2：家乡节日最多纷主题 

《辞旧迎新过大年•春节》 

《粽米飘香艾蒲长•端午节》 

高年级（5-6年级） 

方案 1：家乡自然历史博物馆 
《盘中餐》 

《奇奇妙妙博物馆》 

方案 2：家乡自然历史大电影 
《花娘谷》 

《盘中餐》 

“家乡文化特色”主题一方面从学生日常生活经验出发，鼓励学生通过采访、观察和记录等形式，提炼

现实中家乡文化元素创作故事，该主题有利于培养学生信息搜索及整合能力、沟通合作能力、文字及图画创

作能力。另一方面，学生可以更关注家乡特色，提升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激发学生对家乡文化热爱之情和

弘扬意识。 

 

4.1.2 迭代方案细化指引，提升活动可操作性 

结合过往教师开展活动的反馈，本年度迭代了活动方案，将共读共创时间延伸为一个月，便于教师自行

安排时间进行指导及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开展创作。同时细化了活动指引文件，为老师提供了低、中、高三个

年级的详细活动资源包，配置有教师使用手册、思考问题单、创作引导单、推荐书目等资料，支持教师能较

为轻松地能够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共创弘扬家乡文化特色的班书，整体活动可操作性高，便于教师在学校

实践。  

另外活动方案与各年级学生认知能力相匹配，思考问题单与创作引导单符合学生年级情况，便于学生理

解与参与。并且活动方案以儿童为本，强调教师需要鼓励而非批判，充分倾听儿童想法，促进儿童真实表达。 

 

4.1.3 更新奖项设置，优化评审环节 

为了进一步激励学校参与积极性，在原优秀作品可获得奖品及班书印刷本的基础上，所有县域阅读联盟

参与县级评选的班书作品均能获奖班级奖状和学生奖品，个别无紧扣家乡主题进行创作的班书作品尽管无

法参与县级评审环节，但将获得参与纪念品，项目组也与教师回访了解离题原因，激励班级未来持续参与。 

本次活动也获得天天出版社和《历史的温度》系列作者张玮老师的支持，对特等奖班书作品提供了签名

书籍以及作家寄语，进一步肯定获奖班级的作品，并期待班级未来更出色的创作。 

在往年由享趣美术空间徐磊老师团队协助作品绘画性评审的基础上，细化了内部评审环节，由机构内部

评审委员两人一组负责同一年级作品独特性与文学性的评审，各自评分后共同讨论出作品排名，最后由三

位评审委代表员开展终审会议，确认各县域年级的优秀作品，确保评审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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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参与县级评选的班书作品                         右图-评审委员在阅读班书内容 

 

4.2 项目建议 

4.2.1 优化评审安排，调整激励机制 

本年度因受到个别县域作品收集进度延误和家乡主题作品评审细节更多，需要更长时间开展外部评审，

导致项目整体进度收到影响。明年可以根据回收情况进行分批评审，缩短整体评审时间，减低个别环节延误

造成的影响。 

目前项目流程为班书作品回收后经过 1-2 个月才能进行公示以及颁奖，且仅有进入县级评审的作品能

获得奖品，为了进一步激发参与热情，及时对参与班级进行肯定，明年计划调整激励机制，首先完成班书作

品后即可申请活动纪念品，所有参与班级均可获得个人纪念品，参与县级评选后获班级奖品，从而关注未能

进入县级评审的班级，肯定其积极参与；其次调整奖项名称，以“星月奖”“星辰奖”“星光奖”“朝阳奖”

的名称进行等级弱化；最后增加作品展示机会，将所有参与县级评审的班书进行简单装订，促进学校开展校

园班书展览，除了优秀班书作品，所有参与班书作品均获得展示机会，从而促进学生创作成果被看见。 

 

4.2.2 加强成果呈现，提升参与积极性 

为了让优秀班书作品获得更多展示平台，并且提升学校及教师参与积极性，明年计划开展县域作品展及

其他宣传活动。首先在县域乡镇间开展流动展览，便于乡村学校师生近距离接触了解班书作品，一方面给予

参与学校更大的成就感，另一方面激励尚未参与的学校了解项目，提升参与意愿。其次开展其他形式的宣传

活动，运用班书元素进行周边产品延展，从而加强县域阅读联盟对项目的认同度。 

 

  
 左图-优秀班书作品节选                         右图-班书共创活动颁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