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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车轱辘绘本，很多人会迫
不及待地追问：什么是车轱辘绘
本？我们所了解的绘本故事，大部
分都是内容有始有终、一气呵成，情
节环环相扣、没有重复的。而车轱
辘绘本恰恰相反，它关注的不是故
事的情节，而是不断重复的故事结
构。故事中相同的场景反复出现，
像车轱辘一样转来转去。这类绘本
的价值在于，有意识地让儿童感受
反复出现的文字和画面，从而为低
幼年龄的儿童提供适宜的语言学习
机会。

车轱辘绘本符合低幼儿
童语言学习特点

车轱辘绘本有很多，较为知
名、典型的如《好饿的小蛇》《晚
安，猫头鹰》《好饿的毛毛虫》等
引进版绘本，也有《萝卜回来了》
《小马过河》等我国原创经典绘本。

车轱辘绘本是低幼儿童,尤其
是两到三岁儿童最喜爱的绘本形
态。这一时期的儿童有了一定的认
知能力，词汇量迅速增加，与外界
语言交流的需求增多；他们的表达
也正处于从一般简单句向完整句过
渡阶段，是掌握基本语法和句法的
关键时期。车轱辘绘本作为儿童语
言发展的媒介，符合低幼儿童的语
言学习特点。儿童可以从简单的画
面内容和重复性的文字语言中提取
直接信息或隐藏信息，进而产生表
达的兴趣和欲望，这也是幼儿语言
表达能力发展的良好开端。

此外，两到三岁的儿童注意力
集中时间还非常有限，他们不能长
时间专注于某一事物。车轱辘绘本
可以让儿童享受同一个词或句子反
复出现的乐趣，使不能长时间集中
注意力的幼儿在阅读过程中反复体
会到成就感，这样他们就能比较轻

松地读到最后。

复沓的图文提供语言学
习的环境

《萝卜回来了》是一本经典的原
创绘本，由我国现代童话作家方轶
群的童话改编而成。绘本讲述了一
个关于“爱心传递”的故事。白兔、
小猴、小鹿等小伙伴有着深厚的友
情，它们相互关爱着对方。小白兔
在雪地里找到了两个萝卜，自己吃
一个小的，给小猴家放了一个大
的。小猴回家看见了萝卜，担心小
鹿没有吃的，就把萝卜放在了小鹿
家窗口。小鹿看见了，又送到了小
熊家。就这样传来传去，最后萝卜
又回到小白兔那里。

作品中简单且复沓的画面与文
字，渐次推进故事发展，呈现出明
显的四拍子叙事节奏。儿童在阅读
时能够很快地感知故事线索，掌握
叙事节奏，他们会争先恐后地预测
故事的发展情节。另外，他们还会
将故事所传达的对他人的关心、分
享的快乐，迁移到现实生活中，并
仿照故事中反复出现的句式说话。
如家长向教师反馈，儿童看到妈妈
忙碌时，还会模仿绘本中“天气这
么冷，雪这么大，我把萝卜送给XX
吃”的句式，对妈妈说“妈妈这么
辛苦，做这么多事情，我来帮你捶
捶背”。

美国作家艾瑞·卡尔采用拼贴
技法创作的《好饿的毛毛虫》是儿童
最喜欢的车轱辘绘本之一。毛毛虫
那红脑壳、绿身子、高高地弓腰走路
的样子让儿童忍俊不禁。这只毛毛
虫以逐一递增的方式从周一到周五
吃了各种各样的食物，可肚子仍旧
好饿。

星期一，它吃了一个——苹果，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二，它吃了两个——梨，可
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三，它吃了三个——李子，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四，它吃了四个——草莓，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五，它吃了五个——桔子，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这本绘本中除了复沓的文字和
图画，还有书页中巧妙的镂空设
计。儿童除了能感受语言节奏，还
能用手指玩钻洞吃东西的游戏，好
多孩子会边用胖嘟嘟的食指在每个
洞洞里穿梭着演示毛毛虫吃东西的
样子，边饶有兴趣地讲述“星期一，
它吃了一个——苹果，可是肚子还
是——好饿⋯⋯”

形象的拟声词吸引亲子
互动阅读

车轱辘绘本中经常会重复出现
形象的拟声词汇，如根据托尔斯泰
的《拔萝卜》创作的同名绘本。孩
子尤其喜欢故事中“嗨呦，嗨呦，
快来帮忙拔萝卜！”“XXX，快来
呀，快来帮忙拔萝卜！”的场景，
再加上成人夸张和抑扬顿挫的讲读
方式，常常能感染、吸引孩子，他
们会不由自主地加入进来，和成人
一起讲读故事。在家庭里，《拔萝
卜》往往还成为全家总动员的游
戏，全家人分角色扮演老爷爷、老
奶奶、小姑娘以及各种小动物，一
起来拔萝卜。

《好饿的小蛇》 画面简洁形
象，将小蛇描绘得惟妙惟肖。尤其
是反复出现的拟声词“啊呜——咕
嘟”使故事充满了趣味性，常常逗
得人捧腹大笑。绘本里的故事节奏
是这样的：

第一天，好饿的小蛇扭来扭去
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圆圆的苹

果，你猜猜，好饿的小蛇会怎样？
“啊呜——咕嘟！”“啊——真

好吃。”
第二天，好饿的小蛇扭来扭去

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根黄色的香
蕉，你猜猜，好饿的小蛇会怎样？

“啊呜——咕嘟！”“啊——真
好吃。”

⋯⋯
第六天，好饿的小蛇扭来扭去

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棵结满红苹
果的树，你猜猜好饿的小蛇会怎么
样呢？

成人与儿童共读两遍后，当再
次讲到“你猜猜，好饿的小蛇⋯⋯”
孩子往往不等家长说完，就会迫不
及待地学着小蛇的样子张大嘴巴，
用夸张的语调答道：“啊呜——咕
嘟！”“啊——真好吃。”同时表现出
心满意足的样子。正是这种不断重
复的拟声词，引发了儿童迁移前期
经验，反推故事情节，预测和想象将
要发生的事情。而孩子猜测结果的
准确性又使他们有了想要表达的愿
望和自信。

《晚安，猫头鹰》形象地讲述了
夜行性动物和日行性动物的区别。
猫头鹰想睡觉了，但树林里其他动
物们却都在活动，它们发出不同的
响声，吵得猫头鹰无法睡觉。

云雀尖声吵，唧唧啾啾、唧唧啾
啾⋯⋯松鸦大声叫，嘎——嘎——
布谷鸟声声唤，布谷——布谷——
知更鸟高声唱，哔噗——哔噗——
鸽子总唠叨，咕咕咕、咕咕咕⋯⋯

语言表达的兴趣是儿童语言发
展的基础，他们总是被朗朗上口的
拟声词汇所吸引。除了用嘴巴模仿
不同动物发出的声响，儿童还会探
索各种发出声响的方法。比如他们
会转动摇铃发出蜜蜂的“嗡嗡嗡”
声，会敲击桌子发出啄木鸟啄树洞

的“笃笃笃”声，还会拍拍小手发出
松鸦“嘎——嘎——”的叫声等。儿
童在模仿中认知、探索和发现，并乐
于把这些认知、探索和发现用语言
表达出来。

节奏性的故事框架激发
儿童大胆表达

车轱辘绘本是帮助儿童树立表
达自信的理想材料。这类绘本中有
着反复出现的、带有节奏性的故事
内容，它们像音乐一样有着潜在的
节奏，有的是两拍子，有的是三拍
子甚至四拍子。儿童一旦找出规
律，便能准确地预测与记忆。例
如，《鼠小弟的小背心》是日本著
名绘本作家中江嘉男和上野纪子

“可爱的鼠小弟”系列的开篇之
作。作品中简单且不断重复的语言
与绘本中渐次推进的故事结构相呼
应，依次变大的动物每次来借穿小
背心都是相同的一番对话。相似的
画面与文字构成叙事节奏。儿童在
阅读时能够快速掌握故事的叙事节
奏，他们会争先恐后地猜测下一个
登场的动物是谁，以及能不能借走
鼠小弟的小背心。儿童不断提升的
阅读策略会激发他们更大的表达兴
趣和自信，进而形成一种语言表达
的良性循环。

车轱辘绘本看似简单，但简单
中却饱含丰富的趣味，在阅读过程
中满足了低幼儿童的参与感和预见
力。教师或家长借助车轱辘绘本不
但能够迅速让低幼儿童学习口头语
言、书面语言和肢体语言，而且还
能锻炼他们对文本信息的提取能
力、图画与文字的转换能力等，为
他们未来提升学习能力奠基。

（苏书巧系河北省省直机关第
四幼儿园副园长；刘殿波系河北省
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

车轱辘绘本：低幼儿童的精神食粮
苏书巧 刘殿波

深度关注

成长话题

在一堂中班融合音乐活
动课上，一个佩戴人工耳蜗
的小女孩特别引人注目。

她坐在最边上的椅子
上，椅子后面是特教学校的
一位老师。

上课的是一位美丽的幼
儿园中年老师，其他孩子是
本园的幼儿。

小女孩的眼神一直很羞
怯，表情很凝固。其他孩子
听着老师的叙述，很自然地
互动，而小女孩则显得很安
静，安静得让人一眼看出她
与这个群体的疏离。

这是一节模拟开汽车的
情境游戏活动课，课堂的主
要流程有三项：一是听音
乐，进入开汽车、乘汽车的
情境活动；二是在音乐中体
验乘汽车的快乐，老师当司
机，孩子们当乘客，在音乐
中舒展肢体；三是角色扮
演，创编乘坐巴士的动作，
体验乘汽车。

在课堂的第一环节，无
论是韵律热身，还是师生之
间的语言互动，普通幼儿基
本上都进入了乘汽车的情
境，而来自特教学校的这名
小女孩却很沉默，几乎没有
任何表情和肢体动作，很拘
谨地坐着，甚至有一种要逃
离的感觉。我注意到一个细
节，就是她总是用小手捂着
嘴唇，或者揪着裙角。

到了课堂的第二个环
节，老师扮演的司机在教室
里转着，学生成了乘客，在
司机的招呼下，一个接一个
地排到老师身后，和着音
乐，做各种动作。我看到那
个小女孩的注意力渐渐被吸
引了，嘴角一翘，笑了！不
过，这个笑容并没有持续很
久，就又恢复了沉静。

孩子们上车是通过司机
的语言和摸头来决定的，渐
渐地，轮到小女孩了。随着

“车子”的开动，司机老师走
近小女孩摸了摸她的头。小
女孩坐着没动，并没有加入
的意思。后来，还是坐在身
后的特教老师推着她，并且
和她一起“乘上车”，她才不
太情愿地加入了“乘客”的
队伍，但是比起那些欢天喜
地，自由舒展手臂、腿脚的
幼儿，小女孩不过是跟着走
走而已⋯⋯随着这个环节的
结束，大家又回到了座位上。

在课堂的第三环节，老
师取出一家人使用的各种道
具，有老奶奶的拐杖、老爷
爷的白胡子、爸爸的黑胡
子、妈妈的漂亮假发⋯⋯并
且让孩子们自由选择角色扮
演。小女孩没有像别的幼儿
那样主动，但是当她看到有
女生扮演老爷爷并且黏上白
胡子的时候，她又笑了。执
教老师为了引导她融入其
中，招呼着她也选择道具，
但是小女孩犹疑了，最后，
老师给她一个妈妈的坤包做
道具。

接下来就是各个家庭的
成员乘汽车了，和第二环节
类似，这次是报到什么角
色，什么角色就上车。到了
妈妈上车时，小女孩还是坐
着不动，司机老师索性伸过
手，牵着她，特教老师也推
一把并陪跑一段，这样，扮
演妈妈的小女孩和其他幼儿
都跟在司机老师身后，在音
乐中开起汽车来了。

他们转着圈，跑动着，
开到这边，开到那边⋯⋯一
节 20 分钟的课很快就结束
了。

这是我在江苏省南通市
如皋如城光华幼儿园“融合
教育视野下幼儿教师专业发
展研究”课题开题论证活动
中观摩的一节研究课。

虽然课堂上，特殊幼儿
在融入正常班级学习生活时
还有待改进，但是这种可贵
的探索已经显现出一定的成
效，特殊幼儿处在改变之
中！正如课堂上那个小女孩
泛起的笑容，这些微小的改
变传递出鲜明的信号：融合
教育有效开启了特殊幼儿的
心灵之窗，一个新鲜的世界
在他们眼前扩展，他们身上
某些原本封闭的通道被打
开，他们和正常幼儿一样享
受着教育的阳光雨露。

这样充满爱的课堂，也
激发着我对融合教育如何走
得更远的思考。

融合教育是办“适合的
教育”的生动实践。在这所
幼儿园的墙壁上，高悬着

“孩子是脚，教育是鞋”的标
语，通俗而生动地折射出幼
教人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对
于特殊儿童，适合的教育更
为迫切。他们现在的实践，
正是为了让来自特教学校的
儿童和本园有特殊行为的儿
童，获得更具针对性的教育。

融合教育走向有效需要
读懂儿童。读懂儿童，需要
以细致的观察为基础，唯其
如此，才能准确读懂孩子的
心语。在研究中，要多做观
察记录，多开展实践叙事，
注意对个体的持续关注，积
累大量有效的研究资料，从
中真正发现儿童的秘密、童
年的秘密。

融合教育的突破口在儿
童的游戏活动。通过课堂观
察，笔者发现，特殊幼儿深
度介入课堂，多半是在游戏
情境的感染下自主发生的。
在那一刻，他们似乎忘记了
原先的羞怯，展露出一个孩
子所独有的天真。在课后与
幼教工作者的访谈中，他们
也表示，游戏促进了特殊儿
童和普通孩子的交往，融入
成为一种自然的状态。因
此，融合教育要走向深入，
实现真正的融合，需要教师
结合教学目标，精心创设游
戏情境，让儿童在安全自由
的心理氛围中实现与同伴的
正常交往。

融合教育走向精深需要
专业团队的有效整合。融合
教育涉及特殊教育、普通基
础教育、个别化教育、群体
教育等多个领域，需要对儿
童心理学、生理学乃至病理
学有较为专业的了解，是一
项跨界的研究。其探索实践
除了幼儿教师、特教学校教
师以外，还应汇集诸如儿童
医学工作者等专业人士，集
体攻关，从多个角度审视教
育难题，从多个维度寻求破
解之策，从而使融合教育更
具科学性、专业性，让每个
孩子都能够受到尽可能好的
学前教育。

融合教育是一项浸透了
爱的事业，我期待它盛开出
灿烂的花朵！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
市教育局）

游戏是融合教育的
突破口

刘卫锋

（上接第一版）
近年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数量持续增加，《报告》 称，其公办
学校就读率达八成。相应地，备受社
会关注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近年来总
体呈减少趋势，截至 2016 年，全国
农 村 共 有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留 守 儿 童
1726.29 万 人 ， 比 2012 年 减 少
544.78万人，减幅达23.99%。

《报告》 显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政策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资金投入大
幅增加、补助标准逐年提高，乡村教师
收入不断增加。2016年全国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共投入补
助资金 44.3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了
9.9亿元，提高了28.8％。乡镇教师、乡
村教师的月收入分别达到 3965.23 元
和 3550.38 元 ，高 于 县 城 教 师 的
3446.37 元，但与城市教师相比仍存
在一定差距。

《报告》 还指出，自 2012 年以
来，随着国家不断完善重点高校招收

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等相关政策，农
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增加较快。
2014 年和 2015 年，贫困地区农村学
生进入重点高校人数连续两年增长
10%以上。2016 年，重点高校招收贫
困地区农村学生人数又增长 10.5%。
2016年国家、地方和高校三个专项计
划共录取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 9 万余
人，较2015年增长20%以上。

《报告》 同时对农村教育面临的
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当下农村教育
还面临着发展不够均衡、教育质量仍
待提高、教育观念仍需改变等问题。

《报告》 作者、东北师范大学中
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邬志辉认
为，发展农村教育首先应进行“认知
革命”，即由城乡教育的
优劣思维转向城乡教育的
特征思维，即：把城市教
育与农村教育看作是两种
不同特征的教育。“农村
教育主体要认真发现与研

究农村教育的特点，充分挖掘农村教
育的优势，融入现代教育观念，全面
提升农村教育质量。”邬志辉说。

此外，邬志辉建议，提高农村教
育质量，要加强教育人的能力建设。
在县域层面，要加强局长的决策力建
设；在学校层面，要加强校长的领导
力建设；在教学层面，要加强师生的
学习力建设。通过系统的能力建设，
助推农村教育走向现代化。

据了解，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
教育发展研究院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报告》 是在综合
利用国家统计数据和东北师范大学中
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在全国 12 个
省份的调研数据基础上形成的。

近年来，山东省文正教育集团不断为
孩子们创造开展生活实践的条件，先后在
幼儿园开辟了“趣味菜园”“木工坊”“民
俗村落”“生活体验馆”等实践场地，还将
年代久远的大磨盘搬进了幼儿园，供幼儿
了解往日的农家生活。为便于孩子们实
践，幼儿园在生活体验馆配置了相应的小
磨盘，供孩子们操作实践。图为文正教育
集团文轩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生活体验馆
里磨豆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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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磨盘进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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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按照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

要求，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数
量由 2013 年的 23 项，清理、
整合、归并为目前的 9 项，资
金由财政部会同教育部等相关
部门，主要按照比例、因素、
定额等方法分配，由各地按规
定统筹安排使用。中央部门教
育预算所有项目和中央财政教
育专项转移支付全部编报绩效
目标。

肖捷说，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
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
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当前
我国教育资金投入使用机制逐

步健全、总量持续增长、结构
调整优化、效益不断显现的较
好态势下，面对财政教育工作
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下一
步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全国
人大要求，积极发挥财政职能
作用，坚持优先发展，继续把
教育作为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
予以保障，着力完善教育投入
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坚持突
出重点，优化财政教育支出结
构，着力打赢教育脱贫攻坚
战；坚持深化改革，加大财政
支持力度，着力破除制约教育
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
持依法理财，加强资金管理，
着力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切实
改进和加强财政教育工作，努
力在学有所教上不断取得新进
展，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教
育改革发展的获得感。

农村学前教育超前完成多项目标 5年来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近17万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