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香校园·班书共创” 

2021年项目报告 

 

阅读研究与推广中心 

2022年 1 月 

 



 
 
 

2021年“书香校园·班书共创”项目总结报告 

 
第  2 页 ， 共  8  页              www.starscn.org  

目录 

一、项目背景 ..................................................................................................3 

1. 项目概述 ...............................................................................................3 

2. 项目目标 ...............................................................................................3 

二、项目流程安排 ...........................................................................................3 

三、项目实施情况 ...........................................................................................4 

1. 年度主题及参与情况 .............................................................................4 

2. 项目产出 ...............................................................................................5 

3. 项目反馈 ...............................................................................................6 

3.1 成效评估 ..........................................................................................6 

3.2 教师反馈 ..........................................................................................6 

4. 项目总结 ...............................................................................................7 

4.1 项目亮点 ..........................................................................................7 

4.2 项目建议 ..........................................................................................8 

 

 

 

 

 

 

 

 



 
 
 

2021年“书香校园·班书共创”项目总结报告 

 
第  3 页 ， 共  8  页              www.starscn.org  

一、项目背景 

1. 项目概述 

基于艾登·钱伯斯的“阅读循环圈”理论，满天星公益通过为乡村儿童组织的丰富合适的阅读活动，培

养其阅读兴趣。班书共创活动能鼓励儿童表达阅读所获，鼓励其和同伴分享阅读所得，为儿童在阅读过程中

和阅读后提供更多的回应和输出的机会；拉近儿童与学校图书馆的距离与情感；同时通过活动，发掘和带动

更多乡村老师参与到阅读推广工作中。 

班书共创活动由满天星公益提供班级阅读活动方案，老师在班内组织学生完成集体创作的过程。本活动

结合乡村学校需求现状，能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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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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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班书共创为“英雄”主题，引导学生阅读及收集英雄故事，拓展多元的英雄概念，通过书写英雄

故事，激发学生培养良好的品质和人生理想目标。 

 

2. 项目目标 

长期目标：营造校园阅读氛围，提高学生阅读质量。 

具体目标: (1)学生能了解到历史及身边的英雄故事，认识到共创班书的流程； 

(2)学生将阅读后所得进行图文结合的视觉化呈现，提升创作和表达能力； 

(3)学生能感受积极向上英雄精神，激发学生培养良好品质和人生理想目标； 

(4)教师能提升对阅读及阅读推广的积极性，提高班级凝聚力。 

 

二、项目流程安排 

时间 活动分类 工作计划内容 

2021 年 5-12 月 班书展览 

1.规划及完善班书展览方案 

2.设计及制作班书展览物资 

3.开展广州/县域班书展览 

2021 年 7 月 项目规划 

1.讨论项目整体方向 

2.撰写年度项目策划书 

3.完善项目时间推进表 

2021 年 7-8 月 项目迭代更新 

1.书香校园活动配套文件迭代更新 

2.书香校园共读推荐书单及图书资源 

3.书香校园活动表彰方案制定及比价 

2021 年 9 月 
开放申请 

及跟进 

1.联系教育局，沟通活动安排及所需协助 

2.撰写活动推文，发布及开放申请 

3.跟进报名情况，及时作邀请或截止提醒，及时答疑 

4.报名截止及数据统计 

5.完成报名老师拉群 

2021 年 9-10 月 项目跟进 

1.持续跟进活动沟通群，及时答疑 

2.提醒并推动学校进行校内评选 

3.提醒学校提交作品信息表及优秀作品到县教育局 

4.接收县教育局汇总的县域作品信息表及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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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11 月 活动反馈 

1.设计作品基础信息反馈表 

2.提醒参与班级填写反馈表，进行活动反馈 

3.统计反馈情况，联系供应商寄送活动纪念品 

2021 年 10-12月 物资采购 

1.根据参与/获奖汇总表明确各奖品数量 

2.与供应商沟通起草并签订合同 

3.完成活动物资采购及支付 

2021 年 11-12 月 县级评选 

1.组建专家评选团，明确评选标准及流程 

2.开展作品内审，对作品独特性及文学性进行评选 

3.开展作品外审，对作品绘画性进行评选 

4.开展作品终审复核，确保作品评分客观性 

2021 年 12 月 获奖公示 
1.汇总评分表及获奖名单 

2.公示各县域获奖名单 

2021 年 12 月 活动颁奖 

1.联系供应商进行奖品及证书打包，寄送到学校 

2.提醒学校接收奖品并跟进接收进度 

3.提醒学校自行组织颁奖仪式 

2021 年 12 月- 

2022 年 3 月 

班书印刷 

及寄送 

1.优秀班书作品扫描排版，印刷成精装本 

2.寄送到学校及机构存档 

2021 年 12 月- 

2022 年 1 月 
结项工作 

1.召开项目会，进行整体活动复盘总结 

2.撰写总结报告 

3.财务报销及预决算核算 

4.项目文件整理及归档 

 

三、项目实施情况 

1. 年度主题及参与情况 

2021 年“书香校园·班书共创”活动在秋季学期举行，本年度以“英雄”为主题，引导学生认识多元

的英雄形象，学习英雄精神，鼓励学生做自己的“英雄”，具体包括三个子主题，分别是“改变世界的英

雄”、“我身边的英雄”、和“做自己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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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共有来自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及郁南县、河源市连平县、韶关市仁化县、梅州市大埔县、贵州省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六个县域及图书馆项目校永和镇中心小学，共计 95 所学校的 1121 个班级报名

申请活动，报名学生人数达到 48380 人。 

活动最终共收到 92 所学校 866 份作品反馈，参与学生人数达 38897人，其中有 738 份班书作品进入县

级评选。 

县级评选情况 新兴县 郁南县 连平县 剑河县 仁化县 大埔县 永和镇 

参与学校 47 20 6 3 4 4 1 

参与班级 365 255 27 17 19 51 4 

参与人数 14179 12671 1100 851 728 3070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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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优秀班书作品 713 份，其中 239 份作品将印刷为实体精装本。 

2.评选优秀指导老师 858 位。 

  

左图-学生在共创英雄主题故事                        右图-学生与班书作品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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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反馈 

3.1 成效评估 

本年度班书共创活动共收集 838 份活动反馈，根据数据分析，在学生反馈和方案设置二大方面均获得

9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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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 

学生愿意继续参与阅读活动 95.4% 

方案与各年级学生认知能力相匹配，便于学生理解 95.4% 

方案指引清晰，可操作性高，便于教师实施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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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读主题图书-讨论确定主题-安排学生收集资料-小组分工创作-完善班书结构-修

改定稿 

2. 共读主题图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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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时间差异较大，部分表示只需 1 周就能完成，但大部分表示需要 3-4 周 

创作分工 

1. 教师负责主题共读/分工/序言/版权页/排版等工作，个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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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绘画能力较强的同学负责封面封底的

设计，部分班干部兼顾序言/版权页/排版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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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更聚焦，最好可以让班级自行决定 

2. 其他活动时间再充裕一些 

3. 低年级的创作不容易，希望有更简单的操作 

 

3.2.3 遇到的障碍和困难 

主要类别 具体内容 

创作过程 

1. 学生的能力有限，英雄题材人物绘画难度较大 

2. 低年级识字较少，中高年级创作中易出现错别字，反复修改次数多 

3. 资料收集时间较多和收集资料途径较少，英雄题材资料多而散，整理资料比较困难 

活动安排 
1. 学生学业任务重，创作班书耗时长且共同创作的时间较少 

2. 老师工作任务繁重，学校开展活动较多，时间较为紧张 

创作指导 
1. 低年级创作需要老师大量时间进行指导，但创作难度依然很大 

2. 部分学生有畏难情绪，老师需要花额外的时间去鼓励开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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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总结  

4.1 项目亮点 

4.1.1 加强班书成果呈现，开展县域作品巡展 

为了让优秀班书作品获得更多展示平台，提升学校、教师、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本年度结合县域交流大

会及满天星公益教师培训暨示范课进校活动，向教师展示优秀的班书作品，介绍班书活动的共创理念，让老

师们通过欣赏富有不同县域特色的班书作品，加深对项目的了解。 

此外，项目组联动新兴县、郁南县教育局共同开展“家乡文化特色”主题班书巡展活动。班书作品在县

域 37 间学校开展流动展览，让乡村学校师生可以近距离接触和了解班书作品，孩子们也通过阅读班书了解

同龄人的笔下的乡土文化以及他们对家乡的情感，实现了跨地域的文化交流。班书巡展活动给予参与学校

和班级更大的成就感，激发学生更大的阅读兴趣和创作热情，也激励尚未参与的学校或班级了解项目，加强

共读共创的参与意愿。 

 

   
左图-家乡主题班书巡展活动                         右图-学生阅读巡展活动的班书 

 

4.1.2 持续优化活动方案，提供全流程开展指引 

本年度继续优化活动方案，提前了活动的报名时间，将共读共创时间延长至 8 周，便于师生有更充分的

时间进行共读共创。同时优化活动资源包，为参与活动的老师提供细致的活动详细介绍、可直接用于课堂的

教案、课件 PPT、视频课、参考绘本 PPT，以及贯穿班书共创全过程的“简单版”和“详细版”两套创作引

导单。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年级及学情选择匹配的创作引导单，引导学生围绕主题开展思考及收集资料，设

计故事角色及情节发展等。 

活动方案及配套资源包符合学生认知能力，并且以儿童为本，强调教师更多鼓励，充分倾听儿童想法，

引导儿童发挥想象力，促进儿童真实表达，可以支持教师能更方便地组织学生创作。  

 

 

4.1.3 优化项目激励措施，提升师生参与 

尽管班书作品在内容完整性、故事流畅性及画面构图均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作品均为班级师生用心

创作，因此本年度优化了项目激励措施，所有参与班级在完成班书作品后均可申请活动纪念品，从而关注到

未能进入县级评审的班级，肯定其积极参与。 

另外，项目拓宽了指导老师的表彰范围，三等奖作品的指导老师也可被评为“优秀指导老师”并且获得

荣誉证书，进一步肯定教师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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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参与县级评选的班书作品                         右图-评审工作人员合照留念 

 

4.2 项目建议 

4.2.1 持续优化主题方案，提升参与积极性 

根据项目反馈及县级评选，仍有不少班书作品最终以“手抄报”的形式呈现，作品的故事性较弱，或收

集的资料未能进一步整理筛选，导致作品原创性较低。方便老师组织班级创作出更优质的班书作品，2022 年

将选择更容易激发原创，且围绕师生生活，容易发掘生活素材的创作主题。并计划在春季学期开展班书主题

的调研，通过提供若干个备选主题，了解学校师生对创作的倾向与期待。 

为了不断实际参与率，项目将延续并优化激励措施，凡是参加班级的学生及指导老师均可获得纪念品一

份，获奖班级均可获得班级奖状及优秀指导老师证书。同时，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下，学校对学生素质教

育和课余活动愈发重视，因此，班书共创项目可探索与课后服务融合的方式，缓解教师的开展压力。 

 

4.2.2 优化品牌形象，加强理念传播 

经过本年度加强宣传，大部分老师对班书创作流程能建立更清晰的认知，但部分老师对于班书评审标准

仍只有初步认识，因此 2022 年将加强班书评审标准的宣传，通过优秀作品的剖析，让老师了解评审中的更

重视的维度，加强“共创”理念的传播，持续性宣传集体参与和原创创作的重要性。 

项目将依托于班书巡展的有效宣传方式，进一步优化迭代巡展宣传品，以儿童视角介绍班书创作流程和

重要的“共创”理念，加深学校师生对项目了解。并且进一步拓宽传播方式，以视频、说明会、交流会等不

同方式加强品牌形象和项目理念的传播，从而加强县域阅读联盟对项目的认同度。 

  
左图-班书评审过程                            右图-班书共创活动纪念品派发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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