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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万帅 绘

对于绘本，我们往往过于纠缠图片和文字孰轻
孰重的问题，却忽略了孩子本身对于绘本的需求。
让孩子爱上绘本，把绘本当故事讲给孩子听。结合
绘本特点，我总结了五种孩子喜欢的讲故事方法，
你也可以试一试。

直读故事
直读文字并不简单，需要你熟悉故事情节，掌

握故事节奏和韵律，并用适当的语气读出故事的味
道。如《我们要去捉狗熊》的文字：

“我们要去捉狗熊，我们要捉一只大大的。哎
哟，野草！高大摇摆的野草。上面飞不过，下面钻
不透。

窸窸窣窣！窸窸窣窣！
……”
文字以韵文朗诵诗的方式呈现，读起来朗朗上

口，这样的绘本如果不按原文去读，往往会失去语
言原有的韵味。读者读这个故事时要以轻快明媚
的语气，传递给孩子既欣喜又担心的感觉。读拟声
词时，老师要尽量形象具体，让幼儿通过对语言的
模仿增加对生活的体验，扩展现有的经验。

另外，如诗歌、散文之类的韵文，直读更能达到
效果。原汁原味地直读，能让孩子通过你的语言和
语气体验故事情节的原有意境，从而引导孩子感受
美，表现美，创造美。

讲故事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讲故事的人

只需熟悉故事，然后可根据故事的特点、自己的理
解尽情发挥。当然，这类故事的主讲人一般是长
辈，他们的神情和语气使孩子们在听故事的同时享
受着亲情。《大脚丫跳芭蕾》《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
人》等童话和民间故事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讲述。

体验故事
体验故事就像无需排练的绘本剧表演。如《晚

安，猫头鹰》的文字：
“猫头鹰想睡觉了。
蜜蜂嗡嗡飞，嗡嗡嗡、嗡嗡嗡……猫头鹰好想

睡觉啊！
……
鸽子总唠叨，咕咕咕、咕咕咕……猫头鹰好想

睡觉啊！”
幼儿由于缺少生活经验，简单地直读文字很难

使他们体会到吵吵嚷嚷睡不着觉的感觉。这时教
师可以指导幼儿进行角色扮演，一起学各种动物鸣
叫，让幼儿体验这种嘈杂的感觉。角色扮演的绘本
表现方式能让幼儿亲临其境般感受到绘本的有趣
和可爱。

运动故事
还有一类特殊的绘本，《从头动到脚》《可爱动

物操》等，可以通过运动的形式表现绘本，增强了孩
子们的动作协调性、观察力和倾听能力。

以《从头动到脚》为例：
“我是企鹅，
我会转头。
你会吗？”

“这个我会！”
我一边读一边转头，有的孩子开始跟着我做。

“我是长颈鹿，
我会弯脖子。
你会吗？”
开始有孩子小声跟我说：“这个我会。”跟我

一块弯脖子的孩子比刚才多了。但孩子们似乎对
“脖子”不是很清楚，把脖子当成了腰。我笑着说：
“我的脖子在这儿！”并示范了一下，孩子们马上就
做对了。

重复几次之后，教师可适当增加动作难度：
“我是鳄鱼，
我会扭屁股，
你会吗？”

“这个我会！”
我顺时针转三圈，再逆时针转三圈。孩子们也

跟着乱扭屁股，错了也没必要纠正，可以多示范几
次，让孩子们慢慢感觉。

和孩子们一边慢慢读着，一边开心做着。从
中，孩子们了解了不同动物的特点和习性，储存了
生活经验，对孩子来说很有益处。

画故事
我先将故事讲给孩子听，然后带着孩子们一起

玩形状游戏。比如《一起玩形状游戏》，两人一组，
规定其中一个孩子先画一个三角形，传给另一个孩
子；另一个孩子任意添加变成另一个图形，再讲给
这个孩子听。还可以变成三人一组、四人一组⋯⋯
孩子在这种锻炼中学会了合作，试着用图画表达了
自己的想法。《跟着线走》《小蓝和小黄》等绘本也可
以用这种方式表述。

绘本怎么讲，其实并无定式，重要的是让绘本
真正成为故事，让孩子在听故事中感受到乐趣。只
有这样，孩子们才会爱上绘本，爱上阅读，真正从中
受益。

（作者系河北省邢台县教育局副局长）

绘本故事动着讲
樊青芳

新教师入职从《点》
开始

绘本《点》讲述的是一名叫
瓦士缇的小女孩，她在美术课上
认为自己不会画画，坐在那里无
所事事。这时候老师鼓励她说：

“那就随便画一笔，看看能画出什
么？”于是，瓦士缇很不情愿地在
一张空白的图画纸上戳了一个极
其普通又充满愤怒的点。一周以
后，她偶然发现老师办公桌上方
的镜框里挂着她画的那个点！于
是瓦士缇开始了自我发现之旅，
最后成为一名世界知名的画家
——本书作者自己。

当我们把这本绘本分享给
新教师时，老师们认为绘本中
的那位教师是真正懂孩子的
人，并对故事结尾提到的马特
森先生充满敬意。一位新教师
说：“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像马特
森那样的老师！”

一本小小的图画书，让我在
新教师入职培训上少了以往苦
口婆心的告诫、语重心长的教
导，让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点”化了这些刚走出 校门、满
怀憧憬的年轻教 师们。

《先左脚再右脚》
一步步体会生命价值

“重阳节”的主题研讨活动
中，我们共读了绘本《先左脚再
右脚》。故事中小男孩巴比从
小跟着爷爷巴柏长大，爷爷教
巴比学走路，先左脚再右脚；巴
比一天天长大，巴柏一天天变
老，有一天爷爷因中风行动不
便、不能自理，于是小巴比开始
扶着爷爷学走路，先左脚再右
脚⋯⋯

听完故事，一位四十多岁
的中年老师突然泪流满面，她
说自己在前一天刚对半身不遂
的父亲发了火，因为父亲不好
好配合康复训练。绘本故事让
她反省自己，应该更多地给予
老父亲一些关爱和耐心，更让
这位一度有了职业倦怠的中年

教师渐渐迷上了绘本，并逐渐
找回了自己积极的生命状态。
好的绘本就是能让幼儿教师带
着一份爱去阅读，慢慢探触到
教育的本真。

种下《安的种子》
静待花开

在一次教研活动中，一位中
班老师提出了自己的困惑：班里
有个叫啸啸的小男孩，从来不和
小朋友们一起做操，别人做操的
时候他就在那里静静地站着。
老师对他说服教育、请家长配
合、小奖励、小惩戒，方法用尽，
啸啸依然“任你雨打风吹，我自
岿然不动”。面对这样的小朋
友，到底该怎么办呢？

有一天，我们共读原创绘
本《安的种子》，当大家共同读
到故事中的小和尚安，一直保
存种子，静静等待，之后在最适
宜的季节、最合适的地方种下
种子，悉心照料，终于开 出
了千年莲花时，
啸 啸 的

老师忽然一拍桌子说：“我们应
该像安一样静静等待，等待啸
啸的慢慢成长，不能急于求成
啊！”于是，在随后的日子里，老
师们不再急火火地要求啸啸必
须和小朋友统一行动，而是隔一
段时间自然地走到他身边，轻轻
地说一句：“老师希望你和小朋
友一起做操、一起锻炼身体。”大
班新学期开始后，啸啸忽然间就
像变了一个人，不但和小朋友一
起做操，而且动作特别标准，还非
常愿意拿起体操球在前面为大家
领操！班里老师们私下开玩笑地
说：“原来啸啸这两年一直在观
察、分析、总结怎么样把早操做得
更标准，现在是成果展示的时候
了！”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也表
达出老师教育观念的转变——给
你时间，等你慢慢长大。

带 着《凯 琪 的 包
裹》，把爱传递

2016年 7月，洪水给河北
省部分地区造成了重大损失。

当老师们讨论如何帮助受
灾地区的小朋友时，大家都

不约而同
地想起了

绘本《凯琪的包裹》。凯琪通过邮
寄包裹的方式帮助饱受战争创伤
的女孩罗茜的故事十分感染人。
于是，我们同家委会商议，决定和
孩子们再次共读这一感人的故事
后，用包裹的形式捐助受灾严重
的邢台县西黄村幼儿园。

当老师和孩子们再次分享
完《凯琪的包裹》，得知西黄村幼
儿园的小朋友没有书可读的时
候，孩子们纷纷拿出自己喜爱的
绘本放进包裹里邮寄过去。很
快，一个个装满绘本的“爱的包
裹”堆满了幼儿园门前。那一刻，
每个人都充满着暖暖的感动。

三个月后，我们竟然意外
地收到西黄村幼儿园邮寄来的
包裹，那是一包带着黄村幼儿
园孩子们回赠的花的种子。

《绘本之力》一书中有这样
一段话：“绘本实在是神奇的东
西⋯⋯这种书籍蕴藏着多么丰
富的可能性。”是的，我和老师们
已经在绘本的世界中收获了一个
个“至宝”，这些宝物让我们一起倾
听孩子的声音，与生命共鸣；一起
跟随孩子的脚步，找寻教育的真
谛，发现世界的祥和美丽⋯⋯

（作者系河北省省直机关
第十幼儿园副园长）

带着老师在绘本中挖宝
陈蕊

河北省邢台市幼儿园根据《荷
花姑娘模样好》等新童谣原创绘本，
自制衣服和道具，把家长和孩子们
打扮成童谣里面的荷花、小鸭等角
色创编了精彩的舞台剧。在音乐的
伴奏下，大家边说童谣边表演。台
上，孩子们一边说着“黄瓜娃娃穿绿
袍⋯⋯”，一边像细黄瓜一样在台
上摇摆；台下，三百多名中小学、
幼儿园的校长、园长和教师不时发
出阵阵的笑声，纷纷举着手机在录
像⋯⋯这就是2017年4月15日邢
台市教育局举办的全市中小学、幼
儿园阅读课培训班热烈的现场。绘
本阅读带来的变化让人欣喜，老师
在慢慢成长为懂幼教、爱幼儿、会讲
课的好老师。

绘本用得好，教师才能“蹦蹦高”
刘殿波

成长话题成长话题

2009 年就任邢台县幼
儿园园长伊始，樊青芳总是
禁不住无限感慨。从高中教
师到幼儿园管理者身份的转
变，让樊青芳对幼儿园的教
育教学工作无从下手。她发
现，课堂上老师不是给孩子
们用多媒体播放动画视频，
就是让孩子们小手“背背后”
背诵古诗词，小小的孩子们
俨然一副小学生的模样。农
村分园的“小学化”倾向严
重，幼儿的室内教育活动“排
排坐”，认字识数；室外活动

“排排队”，整齐划一。孩子

们一个个表情木讷，目光呆
滞。

樊青芳下决心去除“小
学化”倾向。她不仅在会议
上进行要求，还经常深入班
级听课。然而效果甚微，老
师们仍然是照着幼儿教材进
行刻板地教学，缺少丰富的
教学手段。

正当樊青芳一筹莫展之
际，2012年一次偶然的教学
交流机会让她见识了绘本的
魅力，于是她自费买来绘本
读给孩子们听。从《猜猜我
有多爱你》到《一园青菜成了

精》，从《我爸爸》到《拔萝
卜》，没想到平时木讷的孩子
们忽然间就变得热情开朗起
来，他们看着图画，听着故
事，脸上洋溢出欢欣的微
笑。于是，邢台县幼儿园开
启了儿童的绘本阅读之旅。

自从有了绘本，老师们
一改过去的“排排坐”，而是
让孩子们围坐在自己周围，
把绘本的图画展示给他们。
绘本配备给农村分园以后，
农村幼儿园的老师们也慢慢
学会了给孩子们讲故事，课
堂气氛日益活跃起来。

绘本助力幼教摆脱“小学化”

邢 台
县 幼 儿 园

把绘本引入
教学改革的成

功，不仅带动了本
县农村学前教育质量的提
升，还给各地幼儿教育教学
改革提供了借鉴。2013年
前后，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市
区各幼儿园利用绘本阅读进
行幼儿教育教学改革的工作

自发地开展起来，并迅速推
进到河北省各地。如今，唐
山市、保定市等市市区的公
办幼儿园里，也都建起了儿
童绘本馆，并按照全国知名
儿童阅读专家推荐的书目配
备了不少于1000种以上的
绘本。

绘本馆的建设是学前教
育的一个巨大变化，因为在
此之前绝大多数幼儿园不但

没有专门的儿童阅览室，甚
至连教师阅览室都没有。

在邢台县幼儿园，老师
们定期利用绘本馆开展“让
我们聊书吧”活动。从绘本研
讨到教育理论书籍研究，老师
们惊奇地发现，原来绘本里不
仅有文字，而且还有声音呢！
随着阅读数量的增加，老师们
自觉讨论起如何指导孩子进
行绘本阅读，如何挖掘绘本存

在的潜在教育价值等问题。
石家庄市第二幼儿园张丽芳
园长就惊奇地发现，以前她和
老师们学习了多少遍都搞不
太懂的学前教育理论，竟然在
共读绘本中逐渐清晰起来。
在共读中，老师们逐渐学会了
如何观察幼儿、倾听幼儿、尊
重幼儿，体验到教育这一慢
的艺术的无限魅力，从而引
导幼儿更加健康地成长。

共读铸造教师成长充电桩

河北省省直机关幼儿园
充分挖掘绘本资源，利用绘
本丰富学前教育各项活动。
省十幼副园长陈蕊就经常带
领老师共读经典绘本，研讨
绘本。

让陈蕊印象深刻的一次
活动，是大人和孩子一起制
作《落叶跳舞》的经历。那是
深秋的十月，老师在和孩子
们一起共读《落叶跳舞》后突
发奇想，为什么不带着孩子
们走到大自然中开展一次

“拜访大树”主题活动呢？于
是在梁振华园长的带领下，
老师、家长和孩子们一起走

到户外，收集各种各样秋天
的落叶，然后大家利用这些
落叶，参照《落叶跳舞》的创
作手法进行再创作。孩子们
拿着绘本观察、对比，寻找和
原作中类似的叶片，然后与
爸爸妈妈一起进行拼贴。当
小朋友们创作的作品展示在
廊道上时，几乎所有人都兴
奋地惊呼起来：“简直是神还
原！”有的作品甚至比原作还
更灵动！活动后很多家长在
微信群激动不已地留言：“刚
刚发现落叶也如此美丽”，

“才知道绘本并不只是静静
地坐下来读的，居然也可以

到大自然中阅读”⋯⋯小朋
友们更是收获满满：认识了
像扇子的银杏叶、像手掌的
梧桐叶；辨别出树叶边缘有
的是圆滑的、有的是锯齿状
的⋯⋯

这次“拜访大树”活动让
孩子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了艺
术美和科学美，增加了孩子
的社会经验。老师们也感受
到，绘本可以通过整合幼儿
教育语言、健康、社会、艺术、
科学“五大领域”发挥其潜在
价值。

绘本阅读与研讨使老师
们都变成了讲故事的高手，

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孩子们
围绕绘本开展了绘画创作、
手工制作等活动，有的绘本
甚至还被孩子演绎成了精彩
的表演剧。

教育家吴正宪老师说：
“读书，让我与孩子的心更
近。”与幼儿共读绘本，也
让我们的幼儿教师更贴近
儿童，让他们迅速成长为
懂幼教、会讲课的教师。
绘本共读，也必将助力学
前教育朝着更加科学的方
向发展。

（作者系河北省教育厅
基础教育处副处长）

绘本涵盖幼教五大领域

阿里巴巴用一句神
奇的魔法口令“芝麻，开
门吧！” 打开了藏宝地
的大门，发现了无数的
宝藏。如今，我也跟阿
里巴巴一样带着一群人
发现了一个宝库！而打
开宝库的魔法口令是
——“一起来阅读吧！”
一位学前教育专家曾
说：“要想让幼儿拥有幸
福的童年，首先要让幼
儿教师体会到职业幸
福。”在担任主管教学副
园长之初，面对每天面
露疲倦的老师，我曾冥
思苦想如何调整他们的
精神状态。

带着与孩子们共读
绘本的美好体验，我开
始尝试着在教研活动中
以共读绘本的方式代替
以往的教学研究和理论
学习。出乎我的意料，
大家不但逐渐喜欢上了
绘本，利用绘本丰富了
幼儿教育课程，还加深
了对幼儿教育理论的理
解，在共读绘本中产生
了职业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