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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现场

阅读推荐阅读指导

小小说的阅读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
实践中的一个难点。其难度不仅在于教
学生们认识小小说这种虚构文体，还在于
指导学生们掌握相关语言表达的技巧，并
应用于作文当中。在整本书阅读的倡议
下，教师应该怎样完成这个教学任务呢？
《俗世奇人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本
书的语言凝练、人物鲜活、情节离奇巧妙，
是小小说的代表作，因此，笔者以该书为
例，探讨教育部统编《语文》六年级上册第
四单元的课程设计，希望能对教师们的教
学实践有所启发。

刻画人物有技巧

我们先看课文的指导要求。第一篇
课文《桥》，写了在山洪暴发的危急关头，
小山村里的老支书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指
挥群众有序渡桥逃生，先人后己，最终不
幸与同是党员的儿子双双牺牲的故事。
这篇小小说仅有几百字，却凸显出小小说
的几个要素：人物、环境和情节，这三个要
素决定了小小说的成败。

以《俗世奇人全本》中的《弹弓杨》为
例，沧州大汉“弹弓杨”在遭到小混混儿挑
衅、暗算后，亮了一手神功一举镇住了当
地的混子，从此站稳脚跟。这里有一段精
彩的人物描写，先是外貌刻画，把这大汉
的豪放不羁展现出来。接着，便是一连串
紧张有序的动作“立、举、扯、射、伸”，立时
写出了弹弓杨功夫之高。再接下来应对

“一身皂”的刁难，他“像听蝉叫”，扭身拉
弓，一击而中，这下不仅写出了弹弓杨功
夫之神，也体现出他豪气冲天又从容不迫
的性格。同时“一身皂”的邪恶猥琐形象
也跃然纸上，二者对比，高低立现。

该书作者冯骥才以精练、考究的用
词，将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不同感官的
感受相结合，三言两语，便让小说人物立
体地浮现在读者面前。

环境描写须重视

第二篇课文《穷人》出自俄罗斯大作
家列夫·托尔斯泰之手，不仅在人物对话、
心理活动、环境描写等方面极为出色，还
通过环境的渲染，让故事更加扣人心弦，
也更彰显了两个平凡、穷困的人身上那闪
闪发光的善良品格。

环境描写往往容易被忽略，它有什么

作用？阅读时应怎样关注它？第一，最直
观的一点——环境描写可以渲染气氛、烘
托人物心情。第二，有些环境描写，写的
是社会环境，可以交代故事发生的社会背
景和时代特征。比如《俗世奇人全本》中
《洋相》的开头：“自打洋人开埠，立了租
界，来了洋人，新鲜事就入了天津卫。租
界这俩字过去没听说过，黄毛绿眼的洋人
没见过，于是老城这边对租界那边就好奇
上了。”今天的学生们可能很难想象近代
中西文化刚刚接触时的场景，《洋相》的故
事发生在清末，这一段环境描写，交代了
当时百姓对“洋人”“洋货”“租界”的那种
陌生又好奇的心理。这样，整个故事才能
有一个合理的大背景。

第三，环境描写可以设置伏笔，推动
故事情节发展。以《俗世奇人全本》中《一
阵风》来举例：“码头上的东西，一半是本
地的特产……走江湖卖艺的都跑到这儿
来赚钱吃饭，吃饭赚钱。可是，要想在这
儿立足就不易了。谁知道吗时候忽然站
出一位能人高人奇人？把你一脚踢一个
跟斗。天津码头卧虎藏龙，擂台上一时占
了上风的人，别得意，因为冷不丁就会被
人‘一脚踢一个跟斗’。”这段环境描写既
交代了码头的社会背景，也为下文你来我

往的擂台赛设了伏笔。
实际上，小小说中环境描写的作用

并不仅限于以上三个，它看似简单，实
则暗藏玄机，可以承前启后，可以渲染
暗示，也可以推动转折。教师在阅读教
学时，如果对环境描写在文中的具体作
用加以引导，学生们对此不走马观花，
将领略到更多文字的奥秘。

情节设计显妙心

关于小小说情节的分析，笔者从《俗
世奇人全本》中总结了三个关键词。

一、完整。一篇合格的小小说，其情
节不论是一个事件、一个或几个人物的经
历，还是多个人物之间发生的关联等，一
定都是有始有终的，前后因果要有交代。

二、发展。故事的吸引力来自何处？
那就涉及情节的发展。书中《狗不理》一
篇，狗子卖包子是故事的主线，狗子卖包
子—生意太好顾不上理人—包子被取名

“狗不理”—官员向老佛爷进贡“狗不
理”—“狗不理”名扬天下，沿着这条主线
不断发展，故事才有了矛盾冲突、低谷和
高潮，也就变得“好玩”了。

三、结构。小说情节的发展，需要作

者加以用心的结构设计才能出彩。其方
式也有很多，比如前后照应、设置悬念、伏
笔、转折、欲扬先抑等等。《俗世奇人全本》
的可读性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情节设
定独具匠心，经常有出人意料的精彩转
折。以《刷子李》为例，前面的铺陈，令读
者愈发钦佩刷子李的刷墙手艺，但是作者
话锋一转，让学徒曹小三看到了刷子李的
一个“失误”，这下所有人都心头一紧，莫
非“名气是吹出来的”？作者也不急于说
破，待悬念设好，最后才让真相公开。这
种反转，不仅让刷子李这个艺高胆大、性
子稳的人物形象更加出彩，也让小说增加
了张力，读起来妙趣横生。

体会生活，回到生活

在课本第四单元的章节页上，写着一
句点明要旨的话：小说大多是虚构的，却
又有生活的影子。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除
了教阅读和创作技巧，也要引导学生们明
白一个道理——阅读和创作小小说，甚至
从这里起步，日后成为一名作家，都离不
开生活体验。观察、理解、感悟生活的点
点滴滴，才能写出打动人心的好作品。

《俗世奇人全本》中，每一篇小说都有
世间生活的浓浓韵味。书中所写的人物，
也大多来自最常见的职业——买卖人的
机智、手艺人的绝技、古玩店的真真假假、
包子店的腾腾热气……这些细节都来自
生活，也都让作品显得更加真实生动。

在这些故事里，我们还能悟出些平淡
之中的大智慧。比如宁可事后悄悄退钱，
也不愿当面免费看病的神医苏七块，告诉
我们做人做事要有规矩和原则；比如东山
再起的大关丁，教我们“穷要穷得起，富要
富得起”，要勇于面对人生中的挫折。教育
家叶圣陶先生曾说：“写文章不是生活的点
缀和装饰，而是生活本身。”生活中有最丰
富的写作素材，也有最朴素的民间智慧。

技巧和生活不能割裂：有写作技巧而
没有生活体悟，写出来的文章就会华而不
实；有生活体悟而没有写作技巧，文章就会
平庸无奇，像流水账。不论对教师教学还
是学生学习，小小说的整本书阅读都是一
个挑战，不过，我相信以高质量的文学阅读
和耐心的生活观察，再加以有效引导，广大
师生们可以很好地应对这个挑战。

（作者系山东省诸城市舜王小学语文
教师）

小小说阅读教学小小说阅读教学，，难在哪儿难在哪儿
王锡宾

丝绸之路，对于学习过中国
历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对
于小学生而言，却是有些难以触
摸的厚重。《丝路大冒险》（广东新
世纪出版社）是一套以“一带一
路”为主题的长篇儿童冒险小说，
分《西安密码之玄奘袈裟》《洛阳
之唐三彩失窃案》《河西走廊之黑
水国传说》《敦煌之遗落的壁画》
《青海道之外星疑云》五册，不仅
用轻松幽默的语言讲述了三个小
学生探险救人的故事，也将连接
欧亚的古老丝路文化、神秘历史
宝藏和特色风土人情鲜活地呈现
在读者面前。

巧妙的故事构思。这套书的
每册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每个
故事都由悬念丛生的楔子、高潮
迭起的正文、引人入胜的尾声、诸
葛父子的美食课堂组成。全书以
孙小淘、诸葛能、沙晶晶三人组成
的小能侦探社寻找孙小淘失踪的
爸爸为故事主线，以古丝绸之路
为空间线索，从丝路起点——古
城西安开始一路向西，向着洛阳、
河西走廊、敦煌、青海进发，开启
了一次熠熠生辉的丝路大冒险。
一个个紧张、惊险的故事情节，令
读者欲罢不能；而无处不在的“黑
洞”组织、如影随行的危险境遇，
不仅激发了读者浓厚的阅读兴
趣，更是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探
险心理和英雄心理。

生动的人物形象。读过《西
游记》的朋友不难发现，书中的三
个小学生各有特点——孙小淘机
智敏锐像小猴，诸葛能爱好美食
忒幽默，沙晶晶则是一个全面发
展的小学霸，他们与《西游记》中
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是相对
应的。作者王柳之所以化用《西
游记》中唐僧三个徒弟的名字，并
非随性，实属有心。因为当年玄
奘法师西行取经，就是从中国四
大古都之首的长安，也就是现在
的西安出发，走的就是丝绸之
路。熟悉的故事人物，熟悉的行
走路径，使读者与作品不再有陌
生感和距离感，会对神奇的丝路
密码产生探究兴趣。

惊险的故事情节。在冒险过
程中，三个小学生遇到了重重困
难——真假“张叔叔”应当如何分
辨？神秘符号“铜蚁”代表着什
么？火车上遇见的三位姐姐是敌
是友……一个个险象环生、扑朔
迷离的故事背后，支撑小能侦探
社一行人化险为夷、渡过难关的，
是他们无畏的勇气和集体的智
慧，而这些正是很多被家长“圈
养”在家中的孩子所缺失的。小
能侦探社三个孩子的冒险成长经
历告诉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学会
适度放手，在确保孩子生命安全
的前提下，要有意识地引导孩子
走出家门，学会独立面对困难，学
会自主解决问题，学会与同伴合
作，帮助孩子成为新时代所需要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丰富的课外知识。一直以来，
我们在教育方式上缺乏历史与现
实之间的穿越与连接，使孩子们
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仅停留在浅层
次上，对遥远、古老的中华文化存
在距离感，《丝路大冒险》为我们
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理想载
体。我在指导学生阅读这套书的
时候，尝试着一边用思维导图的
形式，给他们讲述“一带一路”（古
丝绸之路）沿线城市涉及的人文、
地理、历史、文学、艺术、科学、法
律等知识点，一边和学生们一起
绘制古丝绸之路的路线图，带他
们了解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发
展。这种古今对话、东西连接的
阅读方式，学生们非常喜欢。

浅显的家国情怀。在书中，
作者还借助诸葛能的爸爸之口，
向小读者渗透着极为浅显的“家
国”观念——国是一个“大的
家”。是的，对于儿童而言，要理
解“国家”的含义，颇有些难度。
但是，当我们将“国”化解为“大的
家”，将“家”理解为“大的国”的时
候，这一切就迎刃而解。我们可
以郑重地告诉我们的学生，爱家
人、爱班级、爱学校、爱社区都是
爱祖国的表现。

为了落实教育部《关于推进
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有条
件的学生可以利用假期和父母一
起，选择几个丝绸之路的沿线城
市去研学。重走丝绸之路，既可以
让孩子增长阅历、丰富生活、开阔
眼界，也可以让他们全方位释放自
己的天性——带着问题去感受、去
体会、去思考、去探究，得到意想不
到的收获和显而易见的成长。

重走丝绸之路，在带领孩子
欣赏壮美风光、品味悠久文化的
同时，更能引领他们领悟“一带
一路”的文化知识与精神价值，从
而懂得“探秘丝绸之路，寻根华夏
文明”的真正含义，其意义深远
悠长。

（作者系湖南省株洲市九方
小学副校长）

神奇的丝路，神秘的冒险
刘建辉

《丝路大冒险》
王柳 著
新世纪出版社

《学会如何学习》是畅销书《学习之道》作者
芭芭拉·奥克利博士等人专为青少年所写，揭示
了如何科学使用和重塑大脑，高效学习。该书
始终立足于有据可查的科学研究和发现，澄清
关于学习的误解，并针对学生们最关心的问题
提供简单、有效，并且也很有趣的解决办法。同
名慕课是深受欢迎的在线课程，帮助了数百万
人成为卓有成效的学习者。

图书角

《学会如何学习》
[美]芭芭拉·奥克利 [美]特伦斯·谢诺夫

斯基 [英]阿利斯泰尔·麦康维尔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报讯 为了向孩子们科普新型冠状
病毒的知识，京东方与咿啦看书联合开发
的Funbook儿童智能双语阅读器，制作了
原创《病毒我不怕》科普动画绘本，把专业
知识通过动画融汇在孩子熟悉的场景中，
用小朋友看得懂的语言、栩栩如生的动画
和独特的交互式阅读体验，让他们了解什
么是新型冠状病毒，明白它的传播途径和
危害，鼓励孩子们积极参与，通过勤洗手、
戴口罩这样微小的举动，成为打赢这场战

“疫”的小卫士。

与此同时，Funbook还联合多家儿
童教育机构，于近日发起“悦读小瞳
星”——《病毒我不怕，故事我来讲》线上
儿童故事征集活动，鼓励孩子们用自己的
语言讲述病毒防护的故事，加强对病毒的
认知，增强和家人的共同防护能力。据了
解，Funbook是一款护眼儿童智能双语
阅读器，采用类纸屏和独有的动画书格式，
通过动画、游戏、配音、交互、AI老师、智能
阅读报告、智能评测等，为儿童打造身临其
境的交互阅读体验。 （杨晓）

《病毒我不怕》儿童故事征集活动启动

资料图片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振兴中国足
球“从娃娃抓起、从基层抓起、从基
础抓起”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
校园足球“八大体系”建设，下移普
及重心，加快推进校园足球普及，国
家教育部门于2019年3月印发了《关
于开展幼儿足球试点工作的通知》，
启动了足球特色幼儿园遴选创建工
作。这一通知也为诸多开展幼儿足球
特色教育的学校打了一剂强心针。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中心幼儿园
就是一所以足球教育为办学特色的幼
儿园，它创建于2013年，虽然园龄尚
短，但荣誉不少。2016年2月，马寨

镇中心幼儿园被认定为“郑州市幼儿
足球试点园”，2019年8月，被认定为
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

一直以来，马寨镇中心幼儿园以
“趣味足球 快乐童年”为办园特
色，以“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儿童”
为核心，把足球作为立德树人的载
体，以生动有趣的游戏为基本活动，
通过丰富多彩的足球活动，打造精彩
纷呈的足球文化，践行“足球从娃娃
抓起”的目标，有力地推动幼儿园的
阳光足球活动。

如何使娃娃足球与幼儿教育实现
从点的结合拓展到面的融合？马寨镇

中心幼儿园给了我们很好的示范。

起始于环境熏陶

校园物质环境是对幼儿产生影响
的基本因素，环境的布置不仅仅为了
美观，更重要的是能够体现幼儿园所
倡导的价值取向和呈现的办学特色。
因此，马寨镇中心幼儿园积极营造足
球文化氛围，激发幼儿对足球这项运
动的兴趣。

幼儿园在师生中倡导“校园足球
文化”，通过玩足球、画足球、讲足
球、绘足球图书、赛足球、幼儿足球宣
传版面、创设足球环境等形式多样的活

动来宣传足球知识，普及足球活动。
幼儿园利用校园广播、校园网、

橱窗和新闻媒体广泛宣传足球运动的
开展情况，建立了基于互联网的足球
信息平台，动态报道足球活动、交流
工作经验、展示特色成果。

强化于场地建设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幼儿足球特色教育的开展，离
不开符合标准的足球场地和丰富的体
育器材。

学校推进足球特色建设步伐，根
据幼儿足球教学实际，投资15万元建
设幼儿足球场，地面铺设草坪、墙面
安装软包和防护网保障幼儿活动安
全。配备幼儿足球服、足球护具、球
门、充气球场、标志桶、标志杆、足
球明星卡通KT模板、绳梯等，器材
一应俱全，每年及时更新与增置，做
到“人人有球、个个踢球”。

一流的体育场地，齐全的体育器
材，充分满足了不同体质幼儿锻炼的
多样性需求，保证了校园足球活动的
有序开展。同时，区教体部门每年为
学校拨款用于专项足球运动，对校园
足球在马寨镇中心幼儿园的良好开展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建基于“足球进课堂”

如果把足球特色教育比作一棵大
树，那么足球文化就是它的根，足球
进课堂就是它的枝干，枝繁方可叶
茂。因而，马寨镇中心幼儿园推动足
球进课堂，将足球教学纳入课程进行
课堂教学。

前期聘请郑州市足协办专业教
师，引入游戏化的教学资源推动足球
课程的常态化开展。每周定期组织骨
干教师针对足球活动开展教研，结合
幼儿年龄特点及发展目标制定实施计
划，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合理安排和
组织幼儿的足球活动。同时因地制
宜，将足球文化与足球运动紧密联系，
营造浓烈的校园足球氛围，形成“人人
喜爱足球、班班有足球队”的局面。

将颠球、踩球、控球、传接球、
运球射门等基本动作融入音乐，创编
简单易学的足球操，每天利用课间操
时间进行。每周一小时足球大课间、
两节足球活动，将幼儿足球与5大领
域相结合，设计幼儿发展评价体系，
构建足球课程。

铸品牌于足球活动

“在普及校园足球方面，多彩、

丰富的足球活动很重要。幼儿园要以社
团和足球活动为抓手，增强幼儿对足球
的认知度与兴趣度。”园长鲁莉娟说。

如今，马寨镇中心幼儿园创办了
“童心足球”社团，组建起娃娃足球
队。举办足球文化节，将足球文化与
足球运动全面结合。每月进行亲子足
球嘉年华、幼儿足球联赛；每季度组
织教师与家长的足球对抗赛；每年进
行一次快乐足球操展示。幼儿园积极
参与各项比赛，2017年5月参加“庆
六一郑州市幼儿足球嘉年华”，荣获
优秀组织奖、友谊比赛公平竞赛奖、
亲子比赛勇于拼搏奖。2018年 3月，
参加培育小学“镇长杯”足球活动；
2018 年 5 月参加郑州市“我爱世界
杯”幼儿足球嘉年华等活动；2018年
11月参加“2018年郑州市幼儿足球”
比赛，荣获二等奖。

探索中国娃娃足球特有的发展方
式，马寨镇中心幼儿园人在尝试、在
努力。以校园足球活动为平台，通过
认真实施和不懈努力，形成了浓厚的
足球文化特色，提升了办学品质，让
足球扎根于幼儿教育的土壤，在孩子
的心里生根、生长，让孩子的天性在
足球游戏中释放。

（鲁莉娟）

小足球 大快乐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中心幼儿园足球特色教育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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