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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课程周刊 教改视野·

小学英语绘本教学其实是一种故事
性教学的模式，借用栩栩如生的人物形
象和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进行教学，符
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能够吸引小学生
容易分散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

遴选优秀英语绘本进课堂

绘本作为图画书，并不等同于有图
画的书，而是旨在用图传递价值与意
义。图画不仅要诠释文字的表达，而且
要丰富强化、补充文字的表达。

绘本的主要特色是提供读者在视觉
方面真实的或是美感的体验，有时候也
会集中呈现某种简单的意义和结构。就
英语儿童绘本来说，押韵或是反复句型
的形式重复率高，有助于促使儿童通过
大量的听和读感受英语的发音韵律和语
言的整体结构。绘本进课堂，能够提供
给孩子学习英语的真实生活情境和丰富
的词汇，能协助发展孩子的语言能力。
而其中很多优质的绘本来自英语国家，
可以让孩子通过阅读英文绘本，感受原
汁原味的英语。

优秀绘本的题材多种多样，内容涉
及友情、亲情、勇敢、生命尊严、环境
保护，等等，几乎涵盖了儿童生活与成
长的方方面面。具体而言，其中什么样
的绘本更适合小学英语教学呢？我在遴
选英语绘本时主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符合小学生特定年龄段的理解能力与欣
赏能力；能激起小学生阅读英语的强烈
兴趣；有助于小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培
养，能提高他们对图画的欣赏水平，并有
一定的教育意义；能起到文化传承、启迪
智慧的良好作用。以绘本《饥饿的小蛇》

（The Hungry Little Snake）为例，它
是日本作家宫西达也的作品，也是英语
绘本进课堂的经典之作。

当我执教 《饥饿的小蛇》 这一课
时，孩子们拿到教材后就“饥饿”地读
起来，我认为孩子如此痴迷，除了画面
颜色鲜艳、引人入胜之外，还有孩子们
的好奇心被激发出来了，他们想探究一
下这条小蛇为什么如此饥饿。为了弄明
白有趣的故事情节，学生会尽力地调动
注意力认真地聆听，他们的英语语感和
语言理解能力从而能得到提高。

如何与教学整合效果更好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教学策
略。这主要涉及课前准备与有计划的循

序渐进教学两个方面。还是以 《饥饿的
小蛇》 一课为例进行说明。

首先运用头脑风暴，让孩子们的小
脑袋动起来，充分想象。然后出示小蛇
的照片，让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引出本
课的主人公，教师简要介绍要学习的绘
本书以及作者，然后让孩子们发挥自己
的想象力给绘本加一个标题。

进入到正式的讲授环节后的第一
步，是带着问题进入文本。

首先教师讲述绘本故事，然后让孩
子们提问题，教师把问题板书在黑板上。

第二步是小组合作讨论。听完整个
故事后，学生小组合作讨论故事的结
尾。

第三步是词汇教学。在可以理解的
语言环境中，让学生学习词汇。在师生
的讨论和自然互动中进行新词的呈现、
理解和运用。

第四步是复现问题，答疑解惑。整
个语篇学习结束后，请学生自主解答之
前自己提出的问题，并通过板书的强化
与示意作用，让学生体验提问和解疑的
过程。

第五步是带领学生制作绘本。在轻
音乐的背景下，学生提前将打乱顺序没
有页码的图片重新排列，制作绘本。在
这个过程中学生再次进行了有目的的阅
读，而且感知了绘本故事的语言逻辑顺
序，同时体会了制作绘本的乐趣。

第六步是巧用比赛，激活思维。比赛
可以激发学生表达的欲望，同时相关问题
可以有效地串联起整个故事，等于通过故
事情节再次复习了相关语言教学点。

在本节课的故事教学中,学生通过
看图画、听故事和读故事,提高了听说
读写的能力，并培养了学生大胆开口说
英语的好习惯。学生不仅积累了知识，
而且学习积极性也提高了。

英文绘本可以称得上是小学英语课
堂教学的奇妙载体。它特有的简练精妙
的文字和色彩明快的画面,给学生营造
了一个个梦幻的世界，能激起学生极大
的阅读兴趣，丰富学生的语言容量，为
单调的语言训练带来了生机，为小学英
语课堂教学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
间。小学英语绘本教学还需要我们不断
去实践、去研究。作为小学英语教师，
我们要充分发挥绘本阅读教学的作用，
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为学生的终
身发展奠定基础。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统一路小学）

英语绘本：

小学英语教学新载体
牟春林

去年暑假开学，学校又迎来了活泼
可爱的一年级孩子，我又带着他们开始
了快乐的读写绘。绘本仿佛是幸福的种
子，可以轻轻叩开学生快乐成长的大门。

与绘本人物快乐比赛

第一次上课，我给学生带来了一位
新朋友——大卫。阅读《大卫上学去》，
学生纷纷指出大卫的各种坏习惯：上学
迟到，上课吃口香糖，吃饭不排队，和同
学打架⋯⋯一些学生仿佛从大卫身上看
到了自己，一下子就被这个调皮捣蛋的
小男孩吸引了。我建议孩子们和大卫进
行比赛，看自己能不能按时到校，认真听
讲，能否不在课桌上乱写乱画⋯⋯在和
大卫进行的一系列比赛中，孩子们明白
了对错。当看到大卫清洗了自己的课桌
之后受到老师表扬时开心的样子，孩子
们也开心地笑了，这笑声包含着他们和
大卫一起进步的快乐。

带着浓厚的兴趣，我们又阅读了《大
卫不可以》《大卫惹麻烦》等系列绘本。
阅读的过程，也是帮助孩子们养成好习
惯、适应小学生活的过程。这对我来说
同样也是无声的教育，我发现自己以前
就像大卫的妈妈一样，常常把“不可以”
挂在嘴边。改变了这种表达方式，不知
不觉中我和孩子们也亲近了许多。

在绘本中快乐学习表达

随着绘本阅读的持续推进，为了训
练孩子们完整阅读故事的能力，在共读

《小猪变形记》时，通常是教师先通读一
遍故事，让学生和小猪一起玩变形。朗
读时中间不停顿、不提问，速度慢一点，
让学生对图画和文字有回味的时间。读
完后，先让学生简单回忆：“小猪都遇到
了谁？它进行了几次变形呢？”然后让学
生说出几次具体的变形过程。孩子们的
记忆力超强，直观的画面让他们过目不
忘，他们能滔滔不绝地说出小猪的每一
次变化。

接下来我继续引导：“你对小猪的哪
次变形印象最深刻呢？”让学生说出印象
最深刻的一次变形，这正中他们下怀，因
为在听故事的过程中，学生有许多感想
希望表达。他们的发言中有自己对内容

的理解，也有他们阅读的收获。我注意
到每个孩子在阅读的时候，关注点、兴趣
点都不一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都非常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这份快乐
有的来自绘本本身，也有的是他们自己
内心的独特体验，后者更为宝贵。

由绘本引发快乐猜想

绘本也是训练孩子们推测、想象能
力的好载体。《好饿的毛毛虫》一书讲述
了毛毛虫变蝴蝶的过程，孩子们在读到
毛毛虫“星期一吃了一个苹果，星期二吃
了两个梨子，星期三吃了三个杏子”这样
的语句时，开始了猜测，想象接下来毛毛
虫吃了什么？吃了几个？孩子们有了好
奇心，我就先不让他们往后看，任由他们
想象猜测，猜完后再揭晓答案，调动孩
子们参与的积极性。当看到毛毛虫最后
变 成 了 美 丽 的 蝴 蝶 时 ， 他 们 发 出 了

“哇”的赞叹，于是我趁热打铁，让孩
子想象，毛毛虫变成蝴蝶以后看到了什
么？又飞去了哪些地方？接下来，我布
置了“亲子作业”，让孩子画出自己的想
象，并说给父母听，请父母帮忙记录，完
成第一份亲子作业。

通过绘本快乐学习创作

随着学习的深入，孩子们会用拼音
去写一些内容了。在接下来的课堂教学
中，我从“读、写、绘”入手，在和孩子们共
读了《妈妈心，妈妈树》之后，布置了“我
的心，妈妈心”这样的作业，孩子们在画
好的图片上写出对妈妈的希望和祝福，
很多妈妈也写上了对孩子的期望和鼓
励，然后挂在教室中。有了“妈妈心”的
陪伴，孩子们显得更加自信。在共读了

《蚂蚁和西瓜》后，孩子们在“纸盘风铃”
上创编了自己的《蚂蚁和西瓜》。在共读
了《我有友情要出租》后，学生制作了“友
情包裹”，写上了自己和同学的友情。在
共读了《驴小弟变石头》后，学生做出了

“我的漂亮小石子”台历书。欣赏学生作
品的过程中，我发现幼儿天生喜爱图画，
用图文的形式来记录生活，每个人都是
那样的兴致勃勃、得心应手。

（作者单位：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贵
戚坊小学）

绘本：叩开快乐成长之门
陈姣

绘本，作为一种图文并茂
的读物，能够给学生带来更大
的想象空间。在作文教学中引
入绘本，可以调动学生写作的
积极性，让呆板的教学变得生
动，有助于开拓学生的思维空
间，使写作变得灵动起来。

从画面入手，发挥想象

绘本中的图画视觉形象鲜
明，具有象征性和典型性。教
学中可以聚焦特定画面，引导
孩子在观图中进行艺术性的

“补白”或者“仿写”，丰富画
面内外的想象空间。

补白。绘本的篇章结构往
往是跳跃的，给孩子们预留了
很大的想象空间，可以引发孩
子丰富的联想。引导学生认真
读图，展开想象，给画面“补
白”，会收获别样的精彩。英
国马丁·韦德尔的绘本 《鸭子
农夫》 中，当牛、羊、鸡聚在
一起商量怎样帮助受尽农夫欺
凌的鸭子时，有这样一段对
话 ：“ ‘ 哞 哞 ！’ 牛 说 。‘ 咩
咩！’羊说。‘咕咕！’鸡说。
就这么说定了！”只有短短 18
个字，所谓的对话只是动物们
的叫声。但透过简单的文字，
我们大体可以想象到这是一幅
动物们激烈争论的画面，但牛
说了什么？羊是怎么说的？鸡

又说了什么呢？当时它们的神
态、动作又是什么样的？可以
请学生发挥想象，将这幅画面
用文字描绘出来，习作就水到
渠成了。

猜写。孩子们的好奇心通
常非常强。他们总想探究未知
的事物，寻找未知的答案。我
在引导孩子们阅读绘本时，有
时会故意隐去故事的某个部
分，比如起因、经过、结局
等，引导孩子们猜想各种可能
性。孩子们往往兴致高涨，乐
此不疲，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
能猜中，热情地投入到写作当
中。在教学几米的绘本 《卤蛋
的愿望》 时，我和孩子们讨论
了卤蛋吃饭前的三个愿望和睡
觉前的三个愿望后，让学生猜
一猜卤蛋考试前的三个愿望是
什么？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兴趣
一下子被激发出来，也联想到
自己的考试体验，写作充满了
童真、童趣。

从文字着手，体味文
字奥秘

仿写也是帮助学生积累语
言的好方法。绘本的语言通常
非常简练，蕴含着一定的语言
规律。经典的语言范式，简单
有趣的语句，不同的叙事结
构，都是孩子们仿写的好媒
介。三年级习作教学可从仿写

片段走向仿写完整故事。
经 典 语 言 范 式 与 片 段 仿

写。与常规的看单幅图写话不
同，绘本的每一幅图都是整体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着鲜
明的故事叙述功能，因而能吸
引儿童沉浸其中。教师指导写
作时，要引导学生跳出看热闹
的层面，从观察方法入手，具
体而言，就是要从观察的重
点、观察的顺序、观察的细节
等方面进行具体引导。看图写
话可从单幅图开始，所选单幅
图可以是封面、扉页，也可以
是正文中的某一页。

例 如 ，《母 鸡 萝 丝 去 散
步》 的扉页就是一个单幅图。
我在指导学生看图写作时，告
诉他们先确定自己的描写重
点，然后写作要遵循一定的顺
序，比如重点写房子，可按从
上到下、从外到内的顺序进行
介绍。介绍次要景物时，我提
醒学生注意理解次要景物与主
要景物之间的关系。例如草地
对房屋的衬托，再如大树会让
房子更凉快等。这样写，才能
体现画面的整体感。

学习叙事方式，仿写完整
故事。绘本强调画面的连贯，
即画与画之间应当是衔接、连
续的。在有限的几十页内，画
面要有一个连续的形象，这种
形象相互衔接，起着推进故

事、将读者带入情节发展中的
作用。同时，在不断展开的故
事中，还要保持和发展形象，
埋下发展线索。这些都给学生
看绘本写故事，留下了巨大的
创作空间。

对于刚刚进入习作阶段的
三年级学生来说，在进行片段
仿写的基础上，进行整个故事
的仿写很关键。当他们积累了
一定量的语言范式、叙事方式
后，才能为今后的创作打下较
为稳固的基础。在阅读 《小猪
变形记》 后，我给学生留下了
这样的作业：“有一只叫小黄
的小狗，也有这只小猪一样的
烦恼。有一天，小黄也感到很
无聊，它出去了会遇到谁？会
变成什么？结果会如何呢？模
仿 《小猪变形记》 的反复叙事
方式，仿写一个 《小狗变形
记》 的绘本故事。”《小猪变形
记》 绘本故事中反复的叙事方
式，已在孩子们心中打下良好

“印记”。利用这种叙事方式仿
写故事，对三年级的孩子们来
说，就不是一件难事了。

从故事出发，培养构
思能力

续编。很多绘本故事的结
尾往往余韵悠长，引人遐思。
绘本的这一特点，为续编故事
教学提供了好机会。以 《花婆

婆》 为 例 ， 在 故 事 的 结 尾 ，
“我”答应花婆婆，长大以后
也要做一件让世界变得更美的
事。但到底做什么呢？学生就
可以以此为起点展开想象，想
象“我”长大以后做了什么
事，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续编
故事，可以让孩子插上想象的
翅膀，在绘本原有的道路上，
继续前行，将绘本浓缩、凝练
的故事，延展为更丰富多彩、
更有意义的画卷。

创编。当阅读积累逐渐丰
富的时候，很多学生会产生创
作的欲望和冲动。特别是一些
绘本为学生的自由创作不仅提
供了可供学习复制的结构形
式，还留有自由发挥的空间。
在 《逃家小兔》 的教学中，我
依据学生兴趣爱好及写作能
力，引导他们以“爱”为主
题，自己创编一个 《逃家小
猪》 或者 《逃家××》 的完整
绘本故事。

教学中，教师应以学生为
中心，明确习作训练的目的，
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和心智发展
特征，选择适合的绘本内容，
适当挖掘其潜在素材，并进行
积极指导。事实证明，绘本营
造的氛围，让学生敢于写，乐
于写，也更善于写。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
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

巧用绘本助力写作教学
陆青春

“绘本教学”主题征文②

儿童天生喜欢听故事。在
音乐课堂上，绘本故事中直观
的画面、生动的故事，有助于
深化学生的审美感受。从2015
年起，我校安装了交互式电子
黑板，我们尝试在音乐课堂上
播放绘本故事，绘本现在已经
成为辅助音乐课教学的有效手
段。

融合绘本故事，创设
音乐化的教学情境

在小学阶段，学生的形象
思维占优势。教师应该从学生
的思维特点出发，在课堂上创
设生动直观的生活情境，构建
音乐听觉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联
系。丰富多彩的绘本故事可以
为音乐聆听创设一个天然的故
事情景。

在教学中，绘本故事可以
深化学生对音乐听觉艺术的理
解。营造音乐化的教学情境和
还原音乐课的特质应当是小学
音乐教师努力的方向。具体在
教学中就是应当突出音乐学科
的本体特征，突出音乐表现要
素，如速度、力度、音色、旋
律、音区，等等。在二年级

《龟 兔 赛 跑》 教 学 时 ， 我 把
《龟兔赛跑》 的绘本在电子白
板上播放，通过生动的故事讲
解，让学生观察乌龟和小兔子
的形象。同时对应于具体的音

乐语言要素进行讲解：乌龟速
度慢，小兔速度快；乌龟音区
低用大管演奏，小兔音区高用
单簧管演奏；乌龟音色厚重，
小兔音色明亮；乌龟力度强，
小兔力度弱。学生一边观看绘
本上的画面，品味文字故事，
教师一边分段播放音乐，带领
学生感受音乐的速度、音区、
音色、力度等方面变化，将绘
画形象与音乐语言互相参照起
来，帮助学生理解乐器的音
色。

一年级下学期教授的 《鸭
子拌嘴》 乐曲，利用打击乐器
不同的敲击方法、力度配器对
比，生动形象地塑造了各种动
物的形态。将视觉与听觉结合
起来，有助于学生感受和了解
打击乐的内涵，体会畅快淋漓
的打击乐中跳动不息的音乐脉
搏。教学中，我先带领学生看
了几页绘本故事中的图片：

1. 美丽的清晨，鸭妈妈台
台起床了，她推开家门一看，
外面小河蓝蓝的，溪水潺潺。
她想，今天一定有许多小鱼，
赶紧叫上全家一起出了门。

2. 鸭妈妈台台带领锵锵和
才才兄弟两个来到了池塘里，
开始欢快地玩耍，一起捉鱼。

3. 小鸭锵锵和哥哥才才突
然吵架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4. 原来是因为一条小鱼，
才才和锵锵才那么激烈地吵起
来。

看过绘本之后，我开始导
入新课：当我们说到吵架的时
候，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就是

“拌嘴”，用这个词来形容鸭子
吵架很形象。而我们今天要欣
赏的乐曲的名字就是 《鸭子拌
嘴》。

鸭子锵锵和才才毛都立起
来了，互不相让。幸好鸭妈妈
台台来了，哥儿俩才没打起架
来。时间过得真快，太阳落山
了，鸭妈妈带着小鸭们，一摇
一摆地回家了。如果没有绘本
作为图画引导，学生开始听

《鸭子拌嘴》 时，可能只听到
一片噪音。在绘本创设的故事
情景中，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
经验，在故事中配合打击乐节
奏的疾缓强弱等声音，自然而
然地想象出故事的发生发展过
程。

运用绘本故事，解读
音乐的内在情感

在五年级“足迹”单元，
教材中完整呈现了 《歌唱二小
放牛郎》 的六格绘本，虽没有
文字，但图画形象地展示出小
英雄王二小不惧日本侵略者的
屠刀，为了保护乡亲英勇就义
的场面。在聆听合唱之前，我

带领学生分段欣赏，看图说
话，体验绘本所描绘的战争场
面。

绘本中“放牛、扫荡、诱
敌、战争、就义、送行”这六
幅图画，情景交融。而这首

《歌唱二小放牛郎》 的合唱曲
恰巧是我们学校合唱队的传统
演出曲目，但以往学生合唱队
队员在没有看画面时，不能深
刻感受战争中的悲伤情绪，无
人落泪，演唱时较少情感投
入。绘本与音乐视听结合教学
后，学生有了对侵略者的憎恨
之情和对少年英雄的敬仰惋惜
之叹。再次重新演唱这个传统
曲目时，很多师生在聆听时眼
眶湿润了。

在小学阶段，绘本教学进
入音乐课堂，有助于学生深化
音乐聆听、感悟音乐内涵。在

《彼得与狼》 欣赏课教学时，
教师可参照作曲家普罗科菲耶
夫原有的解说，加上五线谱，
帮助学生获得身临其境的艺术
享受。

比如，故事的第19页：狼
凶狠地扑食鸭子。学生们在看
图画的同时，可以观察到乐谱
力度记号的变化，识别乐音的
强弱。这样讲课更加直观，而
音乐力度的强化，加深了学生
对饿狼的恐惧感，为彼得捕捉
饿狼设下了聪明的伏笔。

结合绘本故事情节，
丰富音乐聆听想象

听 《小青蛙》 时，我让学
生根据故事的发展关注音乐各
部分的主题，听完后让学生用
语言描绘故事情节。学生一边
描述，我一边出示绘本图画，
把音乐想象、语言表述与图画
表达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学生
共同体验了快乐跳跃、雨过天
晴去游泳等欢快的场面之后，
引导学生根据绘本内容，先用
自制的打击乐器表现刮风和下
雨的场面，再用舞蹈动作和蛙
鸣筒、双响筒表现雨过天晴的
场面，然后用绘画续编情节，
再用打击乐演奏出来。

很多时候音乐是不能解说
的，而是需要直接体验和感
受。音乐教学的目的首先是
引导学生充分体验音乐的美
感，所以寻找一些辅助手段
帮助学生更好地感知和理解
音乐是非常必要的。在音乐
聆听教学中，可引导学生用
形体动作、绘画、语言来表
述 自 己的音乐感受。学生在
看、画、听、说、表演等过程
中，充分调动各种感官，才能
形成对音乐全方位、多层面的
崭新理解。

（作者单位：辽宁省沈阳
市铁西区应昌小学）

爱看绘本的学生更会聆听
——绘本在音乐听力教学中的运用

单晓薇

山东省威海市塔山小学在
“创意绘本”艺术课教学改革
项目中，针对学情，制订了

“读绘本，重普及，定内容，
促提高”的课程目标，旨在促
进绘本阅读与绘画教学的结
合。该校鼓励学生创编绘本故
事，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生活
中的美，用学过的美术技法去
表现生活中的美，以绘本故事
的形式，记录自己有故事的童
年。

图为该校师生在传阅学生
的绘本故事作品。

夏玲燕 图文

用绘本故事
记录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