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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由北京师范大学课程
与教学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全国
小学绘本课程与教学研讨会第一
部分“绘本教学大师班”，特邀美国
顶级绘本大师大卫·威斯纳进行了
主题为“想象的力量”的演讲。大
卫·威斯纳曾三次获得美国绘本最
高奖凯迪克金奖，其代表作《梦幻
大飞行》《海底的秘密》《疯狂星期
二》大都是无字绘本，其以精彩的
故事情节，精湛的绘画功底，精心
的创意构思，以及强烈的视觉冲
击，深深吸引着广大读者。

无字绘本，顾名思义，就是不
通过文字，单纯运用图画来讲述故
事的绘本。因为没有文字的限制，
图画反而能刺激读者，产生更多的
讨论互动，引发读者高度参与，创
造更多的阅读发现。

在大师班上，我和来自全国各
地的 300 余名一线教师、阅读推广
人、绘本爱好者分享了“无字绘本
的课程设计与教学实施”的相关思
考。首先，我想探讨的是无字绘本
的教育价值，和图文结合的绘本相
比，无字绘本的优势何在呢？如果
单纯以无字绘本为内容来建构课
程，其价值何在？无字绘本首要的
教育价值是促进儿童的视觉发展，
研究表明，3-6 岁期间及学龄初
期，儿童对文字的注视水平低于对
图画的注视水平。对图画关键信
息捕获水平的增长，会促进儿童对
文字关注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小
学第一学段，学生阅读无字绘本具
有天然优势，这种优势伴随着无字
绘本的阅读实践，可以进一步促进
其视觉发展。其次，无字绘本的传
达性包括阅读无字绘本需要特定
的知识和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与
发展，无疑能够促进学生阅读能力
的综合发展。再其次，无字绘本阅
读的互动性，主要指在绘本阅读和

教学过程中，读者参与图画故事理
解、图画意义建构、图画主题探讨、
阅读教学活动，并在此过程中提高
综合能力，包括想象力、创造力、解
决问题的能力等。

在这次大师班活动中，来自北
京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彭艺婷老
师带着二年级的学生，共读大卫·
威斯纳的凯迪克金奖作品《海底的
秘密》，围绕小男孩看到的水下照
相机拍摄的神奇照片，学生们展开
了大胆的猜测与联想，提出五花八
门的问题——那些生活在海底的
小绿人是外星人吗？他们怎么没
有淹死？海星身上有小岛，小岛为
什么不会掉下来？机械鱼在水里
不会生锈吗？到底是海马太大，还
是外星人太小？在图画的视觉感
官和阅读思维的共同作用下，学生
多方面的潜能得到了激发。

学校可把无字绘本课作为校
本课、阅读课、艺术教育课之外的
又一新型专题课程。无字绘本的
含蓄性、多义性、包容性，使这一课
程可以融合多学科内容，吸引多学
科教师参与，探索跨学科整合教
学。课程内容包括阅读图画的专
门策略、无字绘本阅读赏析、无字
绘本教学运用与延伸三个部分。
具体如何执教无字绘本课程，以下
为策略和建议，可供参考。

第一，采用不同的阅读方式。
绘本的传统阅读方式是儿童

边听成人的讲述，边看绘本的图画
与文字，从而获得丰富的阅读体
验。在无字绘本的阅读模式中，可
以采取这一较为传统的方式，一边
听教师进行图画讲述，一边让学生
自己看绘本，同时建立图画和故事
意义的联系。

也可以尝试两种新的阅读模
式，一种是让学生先看图，根据自
己的理解讲故事、写故事、改故事；

另一种是听读故事，想象图画，在
理解的基础上建构想象，然后进行
视觉呈现，引导学生把听到的、理
解的故事用图画表现出来，再对照
原作，比较讨论。当然，第二种新
的阅读模式在具体实施上有一定
难度，比较适合中高年级和有一定
图画表现力的学生。

第二，突破阅读难点，抓住关
键页面信息。

无字绘本的阅读经常会激发学
生积极的思维活动，经常被孩子视
为是“智力的游戏”。比如芭芭拉·
莱曼的《小红书》是一本形式新颖的
无字书，它红色的封面上，还套着一
个红色的护封，上面只画了一个手
拿红书的小女孩，连一个书名都没
有。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就需要把
握学生阅读的难点，要读懂这本绘
本里哪张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读懂了关键页面，就能顺利阅读
全书，这是需要仔细思考和设计的。

在读图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发现关键页面中，同一角色在图画
中的变化及与故事情节发展的关
联，比较同一画面中哪一事物更引
人注意并说明原因，甚至可以利用
实物演示、模拟情景及相关设备

（如望远镜、显微镜），初步了解视
角、运景等绘画手法所传达出来的
意义等。

第三，确立讨论的问题框架。
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课堂

教学环境中，非常适宜采用的阅读
方式是问题讨论。教师通过讨论，
帮助学生了解无字绘本中图画特
定符码的意义，在讨论的基础上，
尝试读懂图画意义，形成对故事内
容主题，以及作者表达的理解。

在实际教学中，我们会发现，
教师经常沿着惯性教学思维和方
式，为学生预先设定了很多讨论问
题，而不少问题实际上是偏差、混
乱或无意的。到底如何引发学生
在无字绘本过程中的讨论？核心
是 必 须 有 一 个 或 几 个 聚 焦 的 问

题。同样是《海底的秘密》，针对这
个绘本，我们先不预设问题，先将
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们完整、独
立地阅读绘本图画后，进行质疑和
思考。他们可能就会提出各种发
散性的问题，比如小男孩为什么要
把水下照相机扔回大海？他为什
么在冲洗胶卷的时候，要再买一卷
新胶卷放回相机中？为什么相机
中留下照片的都是孩子？照片中
套照片，这个有趣的秘密游戏，在
书中到底有多少个孩子参与⋯⋯
由这些发散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最核心、最想探讨的是哪个问题，
最后形成聚焦的问题。

依据不同的媒介、载体，根据其
特定的功能，可以设计出不同的课
程，正如无字绘本一样，阅读课程的
设计与教学探索，为学生的发展和
教师的自我创新提供了多种可能，
值得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思考。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副教授）

无字书怎么讲给孩子听无字书怎么讲给孩子听
姚颖

西顿的动物故事，是我读过
的动物故事中最精彩、最深刻的
故事。西顿被誉为博物学家，而
非文学家有一定道理。他不只关
注文学，而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
空间里，用悲天悯人的情怀来看
待这个世界。因而，他笔下的动
物充满了对人性的考量与思索。

有了好剧本，能否拍出史诗
级的大片，关键还在导演和演
员。被誉为天才的 90 后作家威
廉·格利尔，无疑是一位大手笔
的导演和演员。他继创作《极地
重生》获得2015年凯特·格林纳
威大奖后再度出击，选取了西顿
关于狼王洛波的故事，给读者呈
现出《喀伦坡之狼》的绘本，再现
120年前的经典。重新的讲述与
铺叙、事实与虚构、文字与插画、
描述与构图，相互呼应与映衬，浑
然一体又独具匠心。在铅笔速写
式的图画风格中，让惊心动魄的
故事直抵心田。细节的刻画让孩
子的双眼有了用武之地，一次又
一次地发现让读者欲罢不能，动
物的尊严留在了读者的心中。

【教学设计】
一、初识这本奇特的书
1.这是一本奇特的书。

（既是故事书，又是科普书、
历史书和图画书。）

2.了解作者。
本书的作者威廉·格利尔的

首部作品《极地重生》获得了凯
特·格林纳威大奖，他像导演一
样，让一幕幕生动的景象，在读
者的眼前流动。《喀伦坡之狼》是
他根据著名的博物学家西顿的
野生动物故事创作的绘本。

二、读绘本，有方法
1. 本书与其他版本的西顿

野生动物故事区别明显，即表现
形式是绘本。既然是绘本，就要
注意“图”“文”语言。读这本书，
可以先看图，再读文字，然后重
新看图，读出一个新的故事。

2.看封面。原始部落的标记
画面，有人和动物，还有些不知名
的图案。我们可以借助书后的词
汇表来认识这些图案表示的内
容，试着讲封面上描述的故事。

3.读目录。从目录上看，我
们可以读出哪些信息呢？

（故事发生在美国的旧西
部，猎狼人和狼群、狼王之间发
生了许多故事，结果是狼王死
了，而猎狼人也发生了改变。）

三、紧扣关键词，细读各章节
1. 第一章——“改变”。曾

经森林繁茂、动物繁多的热土由
于拓荒者的到来，风光不再。画
面讲述了很多改变的故事，动物
与动物、人与动物、人与人⋯⋯这
样的对比可以看出旧西部的变
化。这一切的根源，是拓荒者的
到来，打破了原有的生态。

2. 第二章——人狼对峙，斗
智斗勇。看洛波无愧“狼王”称号

的种种事迹。从构图的信息中，
读出“勇猛”“对峙”“斗智斗勇”

“逍遥自在”等关键词。
3. 第三章——猎狼人的登

场。当所有猎人对喀伦坡之狼
束手无策的时候，本书的重要人
物登场了。作者的出场介绍与
众不同，首先，他把地点移到了
几千公里外的纽约，讲述的是西
顿的成长经历。捕猎专家西顿
喜欢观察野生动物，城市生活影
响他的身体健康，狡猾的狼王引
起了他的兴趣⋯⋯这样的出场，
激起了读者的期待。有挑战才
有成就感，高手不打无准备之
仗。那么西顿做了哪些准备
呢？从图文之中，解读手记中的
密码，并讨论西顿和其他猎狼人
的不同。（突出他的观察与思考
及新的发现。）

4. 第 四 章 —— 利 用 布 兰
卡。狼王洛波心爱的伴侣布兰
卡成了西顿对付狼王洛波的工
具，西顿用什么方法猎杀了布兰
卡？为什么西顿把布兰卡的尸
体放到马背上，心情却没有想象
中的兴奋？

5. 第 五 章 —— 悲 壮 与 尊
严。狼王的真面目是什么样
子？和传说中的有什么不同？
西顿在日记中写下了狼王真正
的死因，读后有什么感受？怎么
理解“人比狼高等，但狼却比人
高贵”这句话？结合 67 页、68
页的图，讲讲狼王洛波和布兰卡
的故事。

6. 第六章——真正改变的
是什么？1894 年 1 月 25 日、1
月 31 日、2 月 4 日，为什么这 3
天要标注那么精细？这 3 天分
别发生了什么？从中可以看出
什么？

四、启发与思考
1.真正改变的是西顿。人不

可能不犯错。知错能改，善莫大
焉。是什么使西顿从“优秀的猎
人”变成了“野生动物保护者”？

2.回看前后蝴蝶页，比较其
中的不同，试着在空白处补上自
己的画作，并说说理由。

3. 讨论哪些画面给你留下
深刻的印象，试着给本书拟出其
他书名。

4. 学会评价。请选择其中
的人和事，谈谈自己的看法。（可
从洛波、西顿、格利尔等人物，或
猎杀、保护、记录、创作等事件，
多个角度展开。）

五、延伸阅读活动
1.介绍威廉·格利尔的《极地

重生》，重温其独特的创作风格。
2.读文字版的《西顿野生动

物故事集》，比较与 《喀伦坡之
狼》本书的异同。

3. 根据书后提供的网站，
了解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知
识，拟定一个保护计划。

（作者系江苏省扬州市汶河
小学副校长）

你须感觉到动物的尊严
——我与学生共读《喀伦坡之狼》

余耀

每个人都有父母，而父爱和母
爱又是非常不同的。父爱究竟是
什么样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漫长
的一生中，爸爸对孩子说“我爱你”
的次数远比妈妈少。从这方面说，
是不是孩子们对爸爸说“我爱你”
的次数也要少很多呢？

我是一个很少对爸爸说“我爱
你”的孩子。小时候，我非常爱我
的爸爸。直到现在，我还记得爸爸
蹲在我的小马桶边，和我一起大声
喊“嗯！嗯！”，陪着我努力便便的
样子；记得在风雨天，他拉着我奋
力爬坡的神情⋯⋯我把这些回忆
都写进了《旅伴》（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这本书里。

后来我长大了，和爸爸的关系
渐渐生疏。很多时候他说的话，我
都认为“不对”，很多时候我做的事，
他也认为“不对”。相互“反对”的次
数多了，就离“爱”远了很多，实际
上，“反对某些观点”和“深沉地爱一
个人”之间没有绝对的背反关系。
亲子关系里这重要的一课，我没有

学好。再后来，爸爸突然得了一种
非常罕见的脑膜炎，他昏迷了很长
时间，醒来时把很多人和事都忘记
了。那时候我才知道，当对很重要
的人说“我爱你”“我们一起朝前走
吧”这些话的时候，并不仅仅是为了
当下，更是为了在他日，无论遭遇什
么样的离别，我们都会相信，彼此已
经深深地慰藉、陪伴过。

关于这个话题，我和《旅伴》这
本书的绘画作者马岱姝之间并无
深谈。只一两次，她淡淡说起年少
失父对她的影响，这也是她被这个
故事打动的原因。

挫败和辜负是亲子关系中永
恒的命题，所有 的 爱 里 都 蕴 含
着无尽的遗憾。每一代人都在学
习——怎么爱爸爸，怎么和爸爸相
处，怎么了无遗憾地和爸爸告别；
怎么爱孩子，怎么和孩子相处，怎
么了无遗憾地和孩子告别⋯⋯希
望这个讲述父爱的故事，能抵达每
一个父亲和孩子的心底。

三年前一个初秋午后，我和马

岱姝第一次见面。我左脚的鞋子
在路上坏了，鞋底脱胶。落座后，
我蹬掉鞋子，把脚翘得高高的。马
岱姝俯下身，在她随身的大包里掏
了很久，掏出一双很好看的平底拖
鞋，递给我：“我刚买的。真巧，你
鞋坏了，给你穿。”后来那双鞋陪我
走了很长的路。

《旅伴》这本书的编辑是郑先
子，马岱姝一直旅居国外，我是千年
宅，这使得相聚变得不容易。初夏
那会儿，碰巧岱姝在国内，我们得以
约着一起住到江浙的深山客栈里。
先子每天召集我们碰头，那段时间，

《旅伴》渐具雏形。
客栈后有条深溪，马岱姝每天

去游泳。我带了我的小孩米尼一
起，他天天在溪边打水漂、捉小鱼，
对 着 山 谷 编 些 妖 怪 故 事 吓 唬 自
己。他怕起来就躲进岱姝的怀里，
他们在一起玩的样子，天真稚气得
很。客栈就我们几人，孤零零，好
像各自在天南海北走了很长的路，
突然落脚在这里。举目四望是乌

黑的群山和满天的繁星，听得见嘶
嘶啾啾的虫鸣。

岱姝画这本书画了两年多，数
易其稿，她和先子就这本书讨论过
许多次，甚至做过大幅度的修改。
没有她俩，我无法完成这本书。

在这本书漫长的成书过程中，我
再三思考“旅伴”这个词的意义。在
这一生中，我们会和许多人凑巧同
路，父母、孩子、朋友⋯⋯我们会和谁
深刻联结、不离不弃？我想，只要决
定结伴同行，哪怕一起经历灾难与无
常，经历每一个平淡而芜杂的日夜，
依然鼓起勇气要一起走下去的人，就
是珍贵的旅伴。

（作者系《旅伴》作者，亲子阅
读推广人）

父爱创造了这个故事
粲然

读家报道

麦田守望图书角

阅读指导

本报讯 （伊湄）“春天什么
多？花儿开朵朵。夏天什么多？大
雨像瓢泼。秋天什么多？瓜果堆满
桌。冬天什么多？雪花飘山坡。我
们什么多？梦想在心窝。小小梦想
都实现，中国梦圆结硕果。”童谣获
奖作品《什么多》用一年四季的变
换，道出了纯真的童心和梦想。

近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
省教育厅等单位主办的第八届

“童声里的中国”少儿歌谣创作大
赛颁奖仪式在江苏省南通市举
行。大赛以“童心向党 幸福成
长”为主题，面向全国，通过新童

谣、新校园歌曲创作征集和推
广，抒发广大青少年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共征集
到海内外的作品53552件，评选
出学生组和成人组获奖童谣
200 首，最佳校园歌曲 15 首，并
推选产生优秀指导老师 50 名、
优秀组织奖50个。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樊发稼认
为，本届大赛获奖童谣作品节奏
明快，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充满
着童真和幻想，相信这些童谣能
够为孩子们的童年增添无限快乐
和多彩记忆。

第八届少儿歌谣创作大赛颁奖

两年前看过电影《安德的游
戏》，不知怎么总是念念不忘。逛书
店时看到了同名书籍，翻阅起来便
难以释手。这是一本科幻小说，
作者是美国科幻作家奥森·斯科
特·卡德。《安德的游戏》 故事背
景设定在未来世界，那时人类已
步入太空时代，却在短短数十年
间遭到外星生物——虫族的两次袭
击，史称“第一次入侵”和“第二
次入侵”。在“第二次入侵”中，
人类的主力舰队遭到毁灭性打击，
几乎全军覆没。年仅 12 岁的少年
安德与虫族决战，他不强壮，但淳
朴善良，一次又一次经历常人无法
承受的考验⋯⋯读这本书让人有一
种无形的压力，常被主人公安德面
临的重重难关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虽然他最后取得了胜利，却付出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安德是善良的，他为邦佐的不
慎死亡而自责。而指挥官们却试

图掩盖事实，想方设法地压迫他。
这些人残暴又感性，他们会为害死
一只蚂蚁而内疚，却不会为灭绝了
一个种族而难过。而安德不这么
想，这个世界虽然没有真正的平
等，却没有任何人、任何种族有互
相残杀、发动战争的权力。

安德不能像其他的一些孩子一
样，在这残酷无比的淘汰游戏中沉
沦。他虽然也彷徨、痛苦，却只有一
个信念，必须在绝境中生存，在没有
机会中创造机会。结局是虫族想要
议和，而人类毁灭了他们。

世界上正义与邪恶或许只在
一念之间，正义一方可能为了一己
私利而不惜一切去毁灭，而邪恶一
方可能在忏悔之后想要拥有永久
的和平，反而萌生出正义的念头。
所以，正义不过是另一方的相对罢
了，但是并不稳定的相对。

不是所有的一切都只能用战
争解决。虫族一直想用和平来化

解矛盾，和平却是这样的来之不
易。两种智慧生物难道只能用战
争来化解矛盾吗？为什么自古就
要注定兵戎相见？

“在我对敌人了解并足以打败
他们的时候，同时也爱上了他们。”
这句安德自己说的话恐怕足以解
释为什么安德会内疚了吧。战争
罪恶的源泉不是打仗的人，而是企
图用战争来代替长远和平的人。
战争不过是四处飞溅的血，胜利不
过是血凝固后的伤疤。

虫族也许真的为了生存资源
才无意攻打地球，但虫族的主动攻
击只有一次，人类却无法冷静，虫
族的庞大让人类忌惮，人类一直
寝 食 难 安 想 着 如 何 尽 快 消 灭 虫
族。人类的攻击没有停止，实际
上人类主战舰就像被十万只蝗虫
所包围的一片叶子一样。人类培
养的每一个优秀的孩子就像安德
一样在模拟期末考试中对虫族发

动了一次次真实的攻击，但他们
都失败了。

安德其实也是无辜的，他不
过是被迫地去与之战争，安德也
想过沟通，现实却告诉他，先完
成眼前的“考试”。安德陷入了
自责，因为他也知道对方没有侵
略意图，而且有耐心地被安德的
舰队一次次攻击后依然等待和平
对话。

这样耐心而又慈悲的等待，却
最终等来了安德的攻击，成人的欺
骗和种族的灭亡⋯⋯幸好，那个孩
子懂得救赎，尽管战争英雄自古就
是悲凉的。他带着一枚干瘪的虫
卵，余生在浩瀚的宇宙里漂泊。最
后他甚至说，他痛苦地度过了一
生，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
忽然发现，其实读懂一本书很难，
尤其是这样的一本富含人生哲理
的书。

(作者系北京市第三中学学生）

智慧与善良的共存体
——《安德的游戏》读后感

岳洋

阅读现场

《纸飞机》
左眩 著
新蕾出版社
这部作品是在真实史料的

基础上，以1938年到1942年日
军对重庆战略大轰炸为背景，多
层次地表现中国人民在战争阴
霾下的生活与抗争，对和平的向
往和希冀，弘扬了坚忍勇毅、团
结抗战的民族精神，展现了爱
国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作者
左昡以一个孩子的视角，为我
们提供了大量值得回味与记取
的细节，进行了多侧面与多层次
的情景再现。纸飞机是书中的
重要意象，寄托着中国儿童对和
平的向往和希冀。

《月亮读书》
铁头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月亮读书》是00后诗人铁
头的首部诗集，是站在一个孩子
的视角看大千世界，精确地重新
捕捉童年的情趣和感觉。打开
诗集，可以从不同侧面看到铁头
色彩斑斓的生活，包括家庭、校
园、社会等等。在表现手法上，
诗集中除了富于生活气息的叙
事诗、故事诗之外，还有用幻想
折射现实的童话诗，辛辣针砭生
活的讽刺诗，这些诗歌句型参
差，包罗万象，表现了孩子的天
真烂漫和思维特点，给人以美的
艺术感受。

本报讯（缇妮）儿童文学作
家孙卫卫的首部童话作品《会说
话的书》日前由江苏凤凰少年儿
童出版社出版。儿童文学作家、
诗人金波称赞这本书：“想象奇
妙，幽默有趣。我阅读的时候，
就像听作者在给我讲故事，语气
亲切，声调悦耳。我喜欢这本
书，也喜欢作者写作的姿态。”

童话里，一个叫陶陶的男孩
子在一本会说话的书的陪伴下
渐渐长大，他们一起上学，一起
游戏，一起经历许多奇怪的、有

趣事情。故事里还写到了考试，
写到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写
到了有些书曾被毁掉的事，大大
小小的事像珍珠被串成了闪光
的项链，项链的名字叫——童
年。

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说：“在
我印象中，孙卫卫写作是很严谨
的，严谨到了会让人误会成为拘
谨的地步。但这一本书，改变了
我的看法，写得很从容、很舒展。可
以想象，他写作的时候是何等的眉
飞色舞，充满快乐。”

儿童文学作家孙卫卫推出首部童话

青青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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