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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简单的图文看似平淡，
几分钟就能翻完，其实不然。

“大道至简，大音希声”，绘本质
朴的图文中，蕴含着丰富元素。
下面我就以 《我爸爸》 的教学过
程为例，谈谈如何才能让绘本发
挥更大的教学功能，为学生带来
更多的乐趣。

《我爸爸》是英国作家安东
尼·布朗的作品。文中身材魁梧、
长相平平的爸爸在孩子眼里无所
不能。在教学中我依托绘本这个

“例子”，挖掘其中丰富的元素，将
教学目标从四个方面体现出来。

绘本教学与迁移阅读相
结合

绘本 《我爸爸》 先讲“我爸
爸什么都不怕，连坏蛋大野狼都
不怕”。画中远处的树后藏着三
只小野猪和小红帽，但大野狼眼
露恐惧之色，双手揣兜里，夹着
尾巴灰溜溜地往外走。《小红
帽》 的故事学生耳熟能详。此
时，我出示了绘本 《三只小猪》
中节选的图片，让了解这个故事
的学生简单复述相关故事情节。
接下来出示绘本 《三只小猪的真
实故事》 中的图片。这本书的主
角是一只狼。为表明自己的清
白，证明自己吃小猪纯属偶然，
狼讲述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狡
诈、无耻。这两个绘本从不同的
视角讲述故事，点燃了学生的阅
读兴趣。没读过的学生当即表示
要找两个绘本来看一看。

《我爸爸》 绘本中“我爸爸
可以从月亮上跳过去”的文字旁
边，配图是爸爸跃上云端，地面
上身带花纹的小狗，抬头惊讶地
望着他；放着汤匙的汤碗长了
腿，正往前跑。这个配图里有许
多意象：月亮、花纹狗、汤匙和
汤碗，这都是根据童谣 《鹅妈
妈》 中的形象改编的。出示该童
谣，学生在朗朗上口的吟诵中，
从简短的语句中能感受到饱含风
趣诙谐的语言魅力。学生会意识
到，绘本图文都有深意，必须得
拥有火眼金睛，才能发现其中的
奥秘。由于学生的认知有限，教
师在解读绘本时要从配图的各个
元素考虑画家配图的原因，反复
咀嚼文字蕴含的深意。教师深入
研读体悟后再引导学生，启发他
们迁移阅读，这才是绘本教学正
确的打开方式。

绘本教学与培养学生兴
趣爱好相结合

学生的头脑不是等待被填充
的容器,而是一个个等待被点燃
的火种。教学中要利用绘本这个
例子，唤醒学生心底沉睡的因
子，激发学生各方面的兴趣。

在讲到爸爸在比赛中轻松跑
了第一名时，我补充了美国运动
员卡尔·刘易斯和牙买加飞人博
尔特的图片；说到“爸爸游得像
鱼一样快”时，有学生介绍了我
国游泳健将孙杨和美国运动员菲
尔普斯的辉煌战绩；说到爸爸是
个了不起的歌唱家时，有学生补
充了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帕瓦罗蒂
和西班牙的多明戈在音乐领域取
得的成就。在这节绘本课上，学
生同时获得了关于体育、音乐的
知识。

绘本教学与语言积累、
语言运用相结合

学习是积累和输入，运用是
输出。课堂学习应是兼顾输入输
出的过程。教学绘本 《我爸爸》
时，我注重培养学生对词语的积
累和运用能力。该绘本首页上有
爸爸的半身像：他手握茶杯坐在
桌前，衬衫一角衣领冒出来，耷
拉在睡衣的外面。

于 是 我 向 学 生 提 出 问 题 ：
“能否用成语形容一下爸爸的神
态、衣着和外貌呢？”学生思索
了一会儿，接二连三地说出了一
些成语——虎背熊腰、衣冠不
整、其貌不扬、若无其事⋯⋯

接下来我请学生用完整的句
子描述绘本中的几个人物。一个
学生说：“爸爸若无其事地歌
唱；他忘我地陶醉在歌唱的世界
里。两个西装革履、仪表非凡的
歌唱家瞠目结舌地望着他。”

另一个学生说：“我觉得瞠
目结舌还可以换成张口结舌、呆
若木鸡。”

接下来我请学生“描绘一下
爸爸跟大力士摔跤的场面”。学
生说：“我爸爸轻而易举、不费
吹灰之力地摔倒了大力士，人高
马大的大力士甘拜下风，脸上露
出无可奈何之色。”

又有学生接着说：“场上的
观众有的窃窃私语，仿佛在猜测
谁会赢，有的脸露惊讶之色，被
我爸爸完胜大力士的情形惊呆
了。人们满脸敬佩，忍不住为我
爸爸颔首称赞。”

一个个成语、佳句如探囊取
物，从学生口中自然而然地说出
来。可以说课堂是学生展示的舞
台，绘本成为撬动他们思维迸发
的着力点。

绘本教学与促进学生学
习表达相结合

怎样引导学生以文中人物为
载体自然地表达情感呢？在这节
课上，我引导学生在口头表达和
书面表达两方面进行了尝试。

绘本中爸爸手捏长刷子，刷
头朝上，他的头发梳得与刷子头
一模一样，图上的文字是“有时
他也会做一些傻事”，但图下的
注脚是“我爸爸真的很棒”。对
这样不完美的爸爸，“我”在文
末直抒胸臆“我爱他”。

我问学生，你的爸爸是否也
有类似的故事？学生小溪讲了他
爸爸的趣事：爸爸早上起来迷迷
糊糊的，把鞋油挤到牙刷上，那
是妈妈刷完鞋去洗手时，顺手放
在洗手台上的。看着他满口黑乎
乎的牙齿和龇牙咧嘴的模样，我
们都笑喷了。真没想到平时精明
强干的爸爸，也有“出丑”的时
候。

我接下来问学生，那么，你
们能像作者一样回家后大胆向爸
妈表达感情吗？请你们试着把当
时的情形写下来。第二次上课时
小伟交上了他写的小文：

我写完作业，走出卧室。爸
妈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想起
了绘本中的那个小伙伴，他大胆
说爱爸爸。我也爱爸妈，可是我
却觉得“我爱你”几个字羞于启
齿。站在卧室门口，我手心里全
是汗。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嘴
巴仿佛被 502 胶粘住，腿像灌了
铅。妈妈走到我跟前，奇怪地问
我怎么了。我张了张嘴，嗫嚅着
没说出来。想到我作为小小男子
汉，连老师布置的不值一提的任
务都完不成。我有何颜面见老师
和同学？可是，向妈妈表白毕竟
是一件让人难为情的事。我涨红
了脸，拉起妈妈的手，终于鼓足
勇气说：“妈妈，我爱你。”说
完，我如释重负。妈妈愣了一
下，一把将我揽入怀中，说：

“儿子，我也爱你。”虽然平时也
知道妈妈爱我，但听到她这样
说，一股暖流立刻涌上心田。

作文中学生真实的表达，让
人仿佛看到了当时那个忸怩不安
最后大胆表白的孩子。以绘本为
载体，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有章
可循。

在绘本阅读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只有根据绘本的特点和学生
的实际情况，确定精准的教学目
标和适当的教学方法，才能让绘
本成为有效的学习载体，让学生
充分感受绘本的魅力。

（作者系湖北省襄阳市襄州
区云湾光彩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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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向纵
深推进，但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语
文、数学、英语等学科课程，而实践
性、综合性强且对于促进学生全面成长
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课程，却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有不少学校，将传统的校
会、班会、社会实践、体育锻炼及科
技、艺术活动等改成了活动课程，但课
程的目标、设计、实施、评价等体系是
否健全？是否充分发挥了活动课程的功
能？课程改革与课程建设远非更名这么
简单。

近年来，广州市南沙小学在活动课
程的体系化上着力，让活动回归课程之
本，实施“适合的教育”，铸就学生之
魂，走出了一条活动课程建设的新路。

观念重塑——

提高活动课程的地位

早在1992年，原国家教委就颁发了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
程计划 （试行）》，将活动课程纳入学校
课程体系，使之成为中小学课程结构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举措旨
在改变各自为政的学科课程在育人上的
先天不足，以活动课程作为推进课程改
革和深化素质教育的抓手，但是从实践
的情况看，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在笔者
看来，不仅活动课程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被低估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

在谈到什么是课程这个话题时，一
些学者认为“活动即课程”，这是从广义
的角度对“课程”概念的一种阐释。广
义的课程包括学校开设的各个学科课程
和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而狭义
的课程指的是我们当前的学科课程。

在学校开发和实施活动课程的过程
中，校长、教师在头脑里都要树立“活
动即课程”的理念。这里说的“活动即
课程”，有别于美国教育改革运动代表人
物杜威的活动课程理论和陶行知的“一

日生活皆课程”，而是强调以国家课程相
关规定为基准，从理念上将活动上升到
与学科课程并驾齐驱的位置上来，从观
念、意识上改变活动属于“第二课堂”
的陈旧观念。而在实践上，无论是课程
目标、内容、实施还是教材、师资力
量、设施设备，都应以课程的标准来进
行 （根据不同活动会有灵活调整），即活
动要课程化。没有课程目标、课程标
准、课程实施方案和评价的活动，只是
一般意义上的活动而不能称其为活动课
程。

南沙小学就是基于“活动即课程”
的理念来开设活动课程的，学校开展各
类活动的内容、时间和程序都是根据学
生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的规律来安排，
从如何提升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角度来
设计的。

跨越边界——

建立素养为本的课程体系

活动课程如何在学校日常教育中落
实呢？笔者认为，构建具有包容性、开
放性的课程体系是关键。具体而言，要
打通三个世界——学科世界、生活世
界、职业世界；跨越四个边界——学科
边界、课堂边界、资源边界、时空边
界；供给五类课程——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可持续发展、个性化发展、特需发
展、自主发展的课程。当然，不管是什
么样的课程，必须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
养为基本目标。

南沙小学坚持“为孩子一生幸福奠
基”的办学理念，以“山海文化”为课
程文化背景，构建了“仁智课程”体
系。这一课程体系既强调和重视传统的
基本素养——语言能力、数学素养、学
会学习、问题解决能力，又高度重视和
强调现代关键素养的指标，如沟通与交
流、团队合作、国际视野、信息素养、
创新与创造力、社会责任感、自我规划
与管理等。

“仁智课程”体系围绕文化基础、自
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开设了基

础类、拓展类和特色类三类课程。课程
素养培育目标涵盖人文求索、艺术审
美、科学探究、身心健康、社会品德、
国际理解六大领域，以学科或跨学科为
主，设置了对应的活动课程。比如，有
关学生文化基础方面，开设了节日文化
课程、英语剧、创意机器人、3D打印等
课程；有关学生能力与兴趣自主发展方
面，开设了围棋、国际象棋等课程；在
引导学生社会参与方面，开设了研学旅
行和港澳交流类课程。

管乐团参加“2018 上海之春国际音
乐节”，就是一次成功的研学旅行课程。

“世界范围内有哪些国家有高铁技术？”
研学之旅，就从“研学途中话高铁”开
始了。感悟复旦，畅想大学梦；做一个
文明听众，感受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音乐艺术之美；瞻仰外滩久远的记忆，
激发赤子爱国情；玩转世博园，了解中
国与世界的博大⋯⋯这一系列研学旅行
课程，每个环节的设计，都紧紧围绕提
升学生综合素养展开。

选课走班——
创新活动课程的实施方式

2018 年 3 月的一个午后，伴随着
“老师，您辛苦了”的问候声响起，南沙
小学的校园突然沸腾起来，到处都是孩
子们奔走的身影。这是“选课走班”的
场景。

操场上整齐地排列了 60 个社团摊
位，聚集了1000多名学生，每名学生根
据自己选修的课程，去寻找自己的社团
老师，社团老师清点人数后将学生带回
各自的功能室上课。

在绿草如茵的操场上，花花绿绿
的 足 球 、 篮 球 、 羽 毛 球 已 经 跳 动 起
来；音乐室、舞蹈室、电声乐队室正
激情高昂；剪纸、绘画、陶艺、校园播
音员⋯⋯各个功能室都挤满了爱好学习
的学生们。孩子们打破班级界限，与有
共同兴趣爱好的同学重新组成一个班级。

每周三的下午，都成了孩子们最盼
望的时间。这里有不同于平常课堂内容

的各种专业教师进行授课，这里有不同
班级、不同年级的小伙伴共同学习，这
里有轻松自在使人愉悦的学习环境，这
里成了孩子们新的乐园。

实施“选课走班”方式，是为了满
足学生个性发展需要，增加学生的选择
性，也是与活动课程的特点相适应的。
面对 1000多名学生，学校提供了 4大类
60 门课程供选择，艺术类包括中国舞、
陶艺、绘画、管乐、民乐、葫芦丝和语
言艺术等；体育类包括足球、篮球、羽
毛球、空手道和武术等；科技实践类包
括 科 技 小 论 文 、 电 脑 绘 画 和 3D 打 印
等；学科拓展类包括阅读、开心英语、
数学游戏和经典诵读等。

中央 《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的意见》 也提出，要营造健康的教育生
态，大力宣传普及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
的教育以及全面发展、人人皆可成才、
终身学习等科学教育理念。“适合的教
育”预示着一个新的教育改革方向。要
提供“适合的教育”，就必须满足学生个
性化发展的需要。

2018年底，笔者随广州市教育家培
养工程学员一行赴芬兰赫尔辛基和坦佩
雷市考察芬兰教育。途中看到有学校正
实施“无固定班级授课制”，每名学生的
课表都是不一样的，学生不归属于一个
固定的班级，不以班级为单位去学习，
更多的是基于每个人的选课，学校根据
每个人的选择形成每个人独特的课程
表。在南沙小学，每名学生也都有自己
的课表，学生自主选课、走班。

乘着粤港澳大湾区的“东风”，南沙
小学还将活动课程的交流拓展到了港
澳，香港罗陈楚思小学的师生们“带着
球拍来相约”，在长达5天的时间里进行
了包括体育、美术、学术、生活方式等
众多领域的深入交流探讨；开展穗港两
地一课两讲双向视频交流活动⋯⋯

教育改革正在推动课程变革，而细
小的活动教育细节，也可能改变一个儿
童。南沙小学正在一门门最适合学生成
长的活动课程中，播下未来的种子。

（作者系广州市南沙区南沙小学校长）

活动课程为“适合的教育”助力
曾志伟

绘本这种以图画为主、文字为辅的
读物，对于心智水平与幼儿差不多、识
字量少的智障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非
常适合阅读的读物。

如何开展有效的绘本教学，以真正
发挥绘本促进智障学生成长的作用？近
年来在实践探索中我们摸索到一些有效
策略。

用教师演讲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智障学生识字量较少，认知能力较差，
缺乏较好的语言组织和加工能力，所以
他们对绘本内容的解读只停留在表面
上。如何激发智障学生对绘本的阅读兴
趣？教师在教学中的参与是十分重要的。

在对智障学生进行绘本教学时，教
师如果能做到全情投入，声情并茂地为
学生演讲绘本故事，用生动的肢体语言
来表现故事内容及情感，则会大大地激
发智障学生的阅读兴趣。

比如，《母鸡萝丝去散步》 是一个风
趣幽默的绘本故事，其中的母鸡萝丝和

狐狸都是学生非常喜爱的角色。在教学
中，教师运用生动的语言、夸张的动作
演绎母鸡和狐狸。学生们时而紧张，时
而大笑，个个兴致盎然，都迫不及待地
想要阅读这本书。

用多媒体手段提升学生的理解能
力。智障学生喜欢直观形象的教学方
法，通过实践我们发现，在绘本教学中
如果能巧妙运用多媒体手段，则会极大
地增强课堂教学效果。

例如，《大老虎和小老鼠》 绘本是一
个情节连续而又漫长的故事。如果逐幅
看的话，智障学生很难进行比较性观
察，从而无法很好地理解朋友之间的友
谊。这时，教师如果将故事情节制作成
生动有趣的动画，表现出大老虎对待小
老鼠的变化过程，不仅会大大缩短学生
看故事的时间，而且还会让学生形象地
看到大老虎挽回小老鼠友情的过程。这
种形象而又直接的展示，会帮助学生深
刻理解绘本故事中所要表达的主题——
朋友之间相处要学会互相尊重。

用情境表演加深学生的内涵体验。
智障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较差，思维水

平长期停留在直观、具体层次上，对他
们来说具体情境中的内容更加容易理
解。实践证明，在游戏中与活动中智障
学生学习知识更容易。所以，针对智障
学生熟知的绘本，教师可以通过游戏和
表演的方式来引导他们身临其境地感知
和理解作品内容。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一起准备情境表
演所需要的各种服装、场景道具，通过
逐步引导，让学生正确地把握故事中各
个角色的特点，让学生在表演中获得角
色扮演的愉快体验。

在表演中，学生能通过多种感官的
参与进入到故事情境中，再现绘本故事
内容。这种体验形式，不仅能让学生充
分享受绘本阅读的美好，而且还可以充
分锻炼学生的语言能力、观察能力、模
仿能力、创造能力，培养学生与人合
作、与人交流的能力。

例如，在教学绘本故事 《好喝的
汤》 时，教师可组织学生表演故事中不
同的动物角色——小猪、大花猫、灰
兔、小鸭、小老鼠，让学生在不同的角
色体验中，进一步直观地体验、了解小

动物的不同生活特点，增强学生的观察
力和表现力，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

用拼排图画放飞学生的想象翅膀。
部分轻度智障学生具备一定的拼图能
力，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引
导学生加深对文本故事的理解，培养他
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例如，教师可以
将打印的绘本故事图片打乱顺序发放给
学生,再指导学生对这些图画按内容进行
重新排列，将这些图片组合成为一本自
己的绘本故事书。在此基础上，教师再
引导学生讲述自己组合后的图画内容，
创编属于学生自己的绘本故事。这种学
习形式会让学生真正以课堂主人翁的身
份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创造能
力、想象能力、表达能力都会在活动中
得到充分锻炼。

这种活动形式不仅能真实地反映出
学生内心的真正想法和情感，还能让他
们获得成功的体验与自信的喜悦，同时
也能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

（作者单位：山东省荣成市特殊教
育学校）

巧妙引导智障学生体悟绘本
王爱华 邹积宁

⦾⦾经验分享

⦾⦾现身说教

⦾⦾课改一线

今年世界“地球一小时”的主题是“与自然共
生”，作为青岛市天文特色学校的青岛宁安路小学
把 3 月定为“与自然共生课程月”，组织学生增强
环保意识，关注生物的多样性。

地球一小时 （Earth Hour） 是世界自然基金
会 （WWF）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提出的一项全球
性节能活动，提倡每年3月最后一个星期六的当地
时间晚上 20:30，家庭及商户关上不必要的电灯及
耗电产品一小时。

日前，该校围绕“与自然共生”课程在操场上
举行“我和我的动物朋友”主题日活动，学生纷纷
带着自己的“动物朋友”来到校园中，向全校同学
介绍自己的“动物朋友”。学生逐一讲解它们的习
性、生长环境，同时介绍和“动物朋友”之间发生
的有趣的故事⋯⋯学生沉浸在与“动物朋友”近距
离交流的快乐中，将动物科普引进校园。

本报记者 孙军 摄影报道

与自然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