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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外阅读是课内学习的延伸与补充,能有效的帮助学生巩固和复习课内的知识,因此课外阅读受到各级各类学校、家长的广泛关注,但

目前课外阅读还处于尝试摸索阶段,课外阅读的时间、书目、形式等都比较随意,尤其在农村地区表现突出。为了解目前农村地区课外阅读现状,
文章依据文献综述梳理出现状调查的五个维度,并选取开州区岳溪小学三年级和六年级的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部分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不高、部分学生课外阅读的方式方法有待改善、学生课外阅读量需要保持、学生课外阅读的内容单一、学生课外阅
读的时间不足、学生阅读的环境不固定。
[关键词] 课外阅读；小学生；现状调查
培养小学生课外阅读的习惯有利于学生的整个学科学习,乃至于对于

从表2.1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54%的学生认为进行课外阅读最重

其终生学习都有着巨大的好处,课外阅读有帮助学生巩固知识,拓宽知识

要的目的是为了提升阅读兴趣,享受阅读的乐趣,其中六年级的人数与三

面积等诸多好处,所以我们要重视学生课外阅读的情况,但是随着时代的

年级的人数相差不大,说明六年级的学生和三年级的学生对于课外阅读有

发展,学生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会导致小学生课外阅读的情况发生改

着良好的觉悟。

变。同时,现今社会对小学生课外阅读的现状了解少之又少。所以调查小

同时根据图2-1,可以看见有57%的学生是对于课外阅读有很大的兴趣

学生课外阅读的现状,发现小学生课外阅读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的去改

的,读课外书是因为自己的兴趣。仅仅只有4%的学生是被动进行课外阅读

善小学生课外阅读的现状,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并且调查的结果还有助于

的。表明该学校的学生对课外阅读的兴趣较高,课外阅读的氛围良好。

小学生课外阅读的研究,希望在实践上为教育者开发和指导小学生课外阅

另外图2-2显示,66.3%的小学生认为阅读课外书对他们的学习有很大
的帮助,31.3%学生认为阅读课外书有时对于自己的学习有帮助,有时候没

读提供一些相关的材料和依据。

1 小学生课外阅读现状调查研究的设计与过程

有帮助。只有2.3%的学生认为阅读课外书对于自身的学习是没有帮助的。

1.1调查对象的选取。本次调查选取的对象为开州区岳溪小学三年级

说明这一部分的学生也许不知道如何去利用自己在课外书上看见的知识。

和六年级的学生。三年级的学生正好处于能独立阅读课外书籍且刚刚接触
一定量的课外书籍的时间段,六年级的学生处于小学的最后时期,本次调
查从这两个有代表性的年级中随机抽取若干班级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1.2调查问卷的编制。本次调查问卷从五个维度进行编制：课外阅读
的兴趣与动机、课外阅读的方式与方法、课外书籍的阅读量、课外阅读的
内容、课外阅读的时间与地点。从五个维度对开州区岳溪小学三年级和六
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
1.3实施过程。本次调查采用了纸质问卷的形式,并且通过将问卷输入
SPSS19软件中,计算各调查维度的可信度,最终调查问卷的各维度Cronbach
α信度系数值均在0.6以上,说明本调查问卷各维度的相关性高。
调查问卷正式发放的时间是2019年3月16日,本次调查共发放了《课外
阅读现状调查问卷》305份,于岳溪小学三年级和六年级中各随机抽选了2

图2-1

课外阅读原因分布图

个班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回收率100%,共有5份无效问卷,收回有
效卷300份。

2 小学生课外阅读的调查数据分析
2.1课外阅读兴趣与动机调查。小学生课外阅读兴趣与动机方面,问卷
中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查,即学生读课外书的目的、原因和课外书对学习的
帮助。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表2.1

课外阅读目的统计表

课外阅读的目的

人次

百分比

三年级

六年级

三年级

六年级

合计

查找资料,获取知识

16

38

11.9%

23.0%

18.0%

完成老师和家长布置的任务

14

14

10.4%

8.5%

9.3%

提升阅读兴趣,享受阅读的乐趣

65

95

48.1%

58.8%

54.0%

提升语文成绩,提高写作

40

16

29.6%

9.7%

18.7%

合计

135

163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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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课外阅读对学习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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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课外阅读方式与方法调查。小学生课外阅读方式与方法方面,问卷中

另外,根据表2.3的数据显示,30%的学生有10本以内的课外书,26%

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调查,即学生课外书的来源、学生读课外书前的阅读计划、

的学生有10-30本的课外书,21.3%的学生拥有的课外书数量为30-50本,

读课外书时的方式方法、读课外书后用的方式方法。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其中六年级的人数比三年级的人数多,只有9.3%的学生有100本以上的

表2.2

学生读书的方式统计表

读书的方式

人次

课外书。这些表明了该学校学生拥有自己的课外书的数量适中,同时,从
总体的数据上看,六年级学生拥有自己的课外书的数量要比三年级的学

百分比

三年级

六年级

三年级

六年级

合计

精读

45

31

33.3%

18.8%

25.3%

略读

9

6

6.7%

3.6%

5.0%

浏览

8

19

5.9%

11.5%

9.0%

根据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方式

73

109

54.1%

66.1%

60.7%

合计

135

163

100%

100%

100%

生多一些,说明该学校六年级学生有更多的课外书籍可以选择,接触的
书籍类型更多。
2.4课外阅读内容调查。小学生课外阅读内容方面,问卷中从两个方面
进行了调查,即学生喜欢书籍的样式以及种类。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从上表2.2,我们可以看出,60.7%的学生更根据阅读内容的不同选择精
读、略读或者是浏览课外书籍,其中六年级的人数和三年级的人数相差不多。
25.3%的学生喜欢精读的读书方式,在这其中三年级的学生比六年级
的学生多近一倍。只有5%的学生喜欢了略读,其中三年级的人数也要比六
年级的人数多近一倍。
9%的学生喜欢浏览的方式,在这其中六年级的人数反而是三年级人数
的近2倍。这可能是由于六年级学生的学习压力大,没有时间进行课外阅读,
所以六年级的学生喜欢浏览的阅读方式。
另外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进行课外阅读时,有57.3%的学生在遇到
图2-4

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的时候会边读边想或者是做笔记,其中六年级的人数要比
三年级的人数多20%,说明六年级的学生要比三年级的学生有主见,57.3%的
人数也说明有趣味的内容才能让学生更有动力去记忆。25%的学生经常能够
做到边读书边想或是边读书边做笔记,其中,三年级的人数要是六年级人数
的两倍多。说明三年级的学生相较于六年级的学生有更良好的阅读习惯。有
17.7%则不能在读书的时候做到上面的事情,其中六年级的人数比三年级的
人数多,这一数据也从侧面说明了三年级的学生有更良好的阅读习惯。
2.3课外书籍阅读量调查。小学生课外书籍阅读量方面,问卷中从两个
方面进行了调查,即学生拥有的课外书数量以及学生每星期的课外书阅读

学生喜欢的课外书类型分布图

通过图2-4可以知道,一半以上的学生喜欢读文字为主,配一些图画的
书,18%学生喜欢读全是文字的书籍,只有3%的学生喜欢全是图画的书籍。
也有10%的学生喜欢读图画为主,只有很少文字的书籍。说明在该学校的学
生中,受欢迎的书籍是带有插图的文字类的书籍,不受学生喜欢的是全是
图画的书籍。
2.5课外阅读时间与地点调查。小学生课外阅读内容方面,问卷中从三
个方面进行了调查,即学生读书的固定场所和学生每天课外阅读时间、学
生课外阅读时间的大概范围。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调查显示,有61.3%的学生没有其固定的读书地点,在这其中,六年级

量。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的人数比三年级的人数多得多,说明了六年级的学生比三年级的学生更不
重视阅读的环境。在有固定读书地点的学生中,三年级的人数比六年级的
人数多一半,表明了三年级的学生要更重视读书的地点,这两组数据都相
互证明了正确性。
通过图2-5可以知道,34%学生的固定读书场所是书房,只有9.7%学生
的固定读书场所是在床上,固定读书场所在客厅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人数相
同,都是28%。
从图2-6我们可以看到,接近一半的学生每天进行课外阅读的时间在
30-60分钟,仅仅只有3.7%的学生不会进行课外阅读。说明在该学校大多数
的学生每天都有着一定的空闲时间去进行课外阅读,且大多数学生都有着
图2-3

学生每周阅读量分布图

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但是时间不足。

从图2-3可以看见,28%的学生每星期的阅读量为一本,30%的学生每星
期可以读两本课外书,15%的学生能够在一星期读三本课外书,30%的学生
每星期能够读三本以上的课外书籍。说明学生每周的阅读量较为合适,大
多数学生每周都能完成一本书的阅读量。
表2.3

学生拥有的课外书籍数量统计表

学生拥有的课外书籍数量

人次

百分比

三年级

六年级

三年级

六年级

100 本以上

12

16

8.9%

9.7%

合计
9.3%

50-100 本

17

23

12.6%

13.9%

13.3%

30-50 本

24

40

17.8%

24.2%

21.3%

10-30 本

32

46

23.7%

27.9%

26.0%

10 本以内

50

40

37.0%

24.2%

30.0%

合计

135

163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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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应去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推荐趣味性的书籍给这些同学,并且家长
可以在家里陪着学生看书,家长作为学生的榜样,可以起到带头的作用,也
有助于家长和孩子的共同进步。
3.4学生课外阅读的内容单一。首先,调查的结果显示学生的阅读的方
向过于单一,大多数学生喜欢是趣味性强的故事类书籍,这种情况在三年
级要稍微严重一些,其次很多学生喜欢看卡通漫画类的书籍,这种娱乐类
型的书籍,对他们的学习的帮助不大,更多的是起到消遣时间的作用,应该
让他们接触更多题材、更多类型的文学材料,这样才更有利于他们增长知
识,开拓视野。学校可以建立图书角,向学生推荐优秀的适合他们阅读的书
图2-6

籍。

学生每天课外阅读的时间所分布图

[3]

3.5学生课外阅读的时间不足,阅读的环境不固定。有接近三分之一的

3 小学生课外阅读调查的研究结论及建议
3.1部分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不高。调查的结果显示,该学校三年级和

学生课外阅读的时间每天不足半小时,这很可能是由于家庭作业太多或者

六年级的学生之中,大部分学生的阅读课外书籍原因是由于自己对课外书

是由于学生没有良好的阅读习惯。 所以,这一部分的学生值得教师和家

感兴趣,但是仍然有少部分学生处于被动阅读的状态,他们阅读课外书籍

长的重视。另外,绝大多数的学生没有固定的阅读场所,地点随意,这也许

仅仅是为了完成老师和家长布置的任务而已,这一部分同学就需要学校老

是导致学生课外阅读的状态较差的原因之一。所以,该小学学生课外阅读

师注意,要改善他们的观念,阅读应该是充满乐趣的,不应该是带有不愿意

当务之急,是放宽学生课余的时间,减少学生学业压力,让学生有足够的时

的情绪在里面。建议老师和家长沟通,通过给他们推荐一些有趣味的书籍,

间去进行课外阅读。学校也可以在每一周安排时间让学生在教室中进行课

让他们对阅读感兴趣,或者是教会孩子如何运用书中的知识于现实生活之

外阅读,稳定的合适的阅读环境有助于学生更快进入阅读状态,有助于提

中,让他们得到及时的学习反馈,这样有助于改善他们对阅读的态度。

[1]

[4]

高课外阅读的有效性。另外学校也可以组织教师开一次关与小学生课外阅

另外,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同学都认为课外阅读对自身的学习来说,或多或

读的会议,讨论小学生进行课外阅读的时间分配问题,教师们也可以组织

少都有帮助,但是仍然有2.3%的学生认为课外阅读对于自身学习没有帮助,

自己班级的家长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并且让家长意识到小学生课外阅读的

这可能是由于他们不会利用课外书籍,也希望该学校能够多多关注这部分

重要性。
总之,本研究主要调查了开州区岳溪小学三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从

的学生,帮助他们学习这种利用课外书籍学习的方式。
3.2部分学生课外阅读的方式方法有待改善。调查显示大部分学生能

五个维度出发调查了他们的课外阅读现状。但是由于时间、资金等条件上

够根据阅读内容的不同选择不同的阅读方式,这种情况是值得保持下去的,

的限制,不能更全面的调查该小学小学生的课外阅读现状,加上学生的回

因为正确的使用不同的阅读方式,是有助于学生在阅读课外书籍的时候规

答是否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难以判断。导致了本次调查存在着局限性,

划合适的阅读时间,节省不必要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有26%的学生没有阅

但是笔者仍然希望本次调查的数据能为教育者研究小学生课外阅读现状

读计划或者是没有按照计划执行,这部分的学生的课外阅读随意性很强。

提供材料的帮助。

[2]

建议老师和家长可以给这部分学生安排合适的阅读计划。 另外,根据调
查的结果,我们得到了学生课外阅读的渠道单一,没有充分利用好网络资
源的结论,这可能是由于教师家长没有意识去指导学生利用网络去进行课
外阅读。网络资源是现今最广也最全面最便利的课外阅读渠道,在网络上
进行课外阅读,既节约查找书籍的时间,又能获得一些精彩的书评,帮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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