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精读故事之前画的“约瑟的家”

幼儿精读故事之后画的“约瑟的家”

亿童杯首届全国“寻找身边好童书”推荐活动
万德杯首届全国“寻找身边好玩具”推荐活动

推荐邮箱：wanju100@163.com 活动网址：www.yjzb.edu.cn

一次结伴的旅行
□殷晓蕾

话题征稿

那些超越“职称”的追求
近日， 河南大学教师常萍成了

新闻人物。作为一名教师，她的课堂
堂爆满； 学生把她的课堂笔记发到
微信立刻刷爆朋友圈。但她不出书、
不发表论文、不申报职称，直到退休
时还只是讲师。

多少年来，提起“职称”二字，教
师们都有说不完的话， 对于职称制
度的吐槽更多。 教师常萍的选择告
诉我们，教师的成长和发展，可以超
越职称。

我们该如何对待职称？本报约
您讲述“那些超越‘职称’的追求”。

我的成长助推器
成长需要助力。 常听教师抱怨

囿于体制，没有成长的土壤，也常听
教师高谈成长始终要发自内心……

对于成长的动力所在， 每个教
师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那么，您的
成长助推器是什么呢？一本书、一个
关键人物、 一次赛课还是一个教育
梦……我们在这里，等待您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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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 江苏省苏州科技城实验
小学教师胡玲安排好一天的工作， 就匆
匆拿着行李奔赴车站。这是她 2016 年第
一次“远行”，目的地镇江，她曾任教 24
年的地方。

与胡玲一样， 镇江市丹徒区上会中
心小学教师夏立新， 也在开往丹徒新城
的客车上。

对于这样的“赴约”，胡玲与夏立新
已经习以为常。在约定地点等待他们的，
是他们的“船长”———镇江市丹徒实验学
校校长包昌升。

包昌升是土生土长的农村教师，也
是古城镇江首批名师工作室领衔人之
一。 之所以称他为“船长”，胡玲说，是因
为他与《死亡诗社》中的基廷老师一样，
有些特立独行，尤其在农村学校，“船长”
的许多做法让他们“吃惊”：他把大学教
授、 中学校长请来与农村小学教师同台
上课；他几乎把当下最火的儿童文学作
家都请到了农村小学，曹文轩、郑渊洁、
金波、沈石溪……

对于这些“大动作”，包昌升却认为
这其实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也有人觉
得总搞一些花架子，实际上不切实际，殊
不知，包昌升是最愿意“守真”的人。

“守真”比“求真”更重要

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各
地经验、模式、口号、名词不断推陈出新，
农村学校虽然对外接触机会较少， 但却
更容易失去“立场”。 对此，包昌升喜欢
《庄子》里的一句话：“谨修而身，慎守其
真，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 ”

“一直以来，我们总是在‘求真’，在
探究了一个又一个‘真理’后却忘记了要
‘守真’， 也就忘记了当初 ‘求真’ 的目
的。 ”在包昌升看来，“守真”比“求真”更
重要。

同样，在教师个人成长中，包昌升认
为向内求发展更重要。 但向内求发展，
并不代表教师要将自己“隔离”。 生长在
农村、扎根在农村的包昌升深知，农村教
师善良、朴实、好学、上进。 但受地域、经
济等方面的影响， 农村教师与外界接触
交流的机会少，外出学习的机会也不多。
许多农村教师只知埋头耕耘， 不知道抬
头看路，个人的专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如何为农村教师进步做点事， 让他
们快速成长？ 包昌升觉得应该搭建一个
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把城乡学校教师聚
在一起，让他们沟通、互动，共同进步，共
同成长。

而此时恰逢镇江市第一批名师工作
室申报开启， 成立工作室是否能够实现
城乡教师互动交流？ 包昌升一开始并不
这么认为。 于是，抱着“重在参与”的念
头，包昌升申报了第一批名师工作室。

不久， 镇江市首批十个名师工作室
公布，包昌升作为领衔人名列其中，也是
全市唯一的小学语文学科名师工作室。
拿到工作室牌子的包昌升， 感到一种莫
名的压力。 名师工作室的功能是什么？
应该怎样开展活动？它是“学习型组织”、
“研究型团队”， 还是 “创新发展的共同
体”？ 一边揣摩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概
念，包昌升一边开始了探索。

与什么人一起走

在研究如何“走”之前，包昌升认为，
更重要的是搞清楚要“与什么人一起走”。

对于工作室成员的选择， 包昌升有
“三看三不看”标准：不看称号看课堂，不
看荣誉看读书， 不看面子看里子。 他将
教师实际的课堂教学能力、 强烈的学习
意识和丰厚的学科素养作为工作室的选
人标准。 同时，包昌升强调，成员要一半
来自农村，一半来自城市。

一半来自农村， 看起来这个条件很
简单， 但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农村教师
普遍没有什么骨干称号，尽管名师工作
室的入门门槛并不算高， 但对农村教师
来说， 门槛还是把许多人挡在了门外。
但包昌升依旧破格“录取”了不少农村教
师，夏立新就是其中之一。

成立工作室之前， 包昌升就认识了
夏立新。 同为农村学校， 相对于包昌升
所在的农村中心小学，夏立新工作的村
小更为偏远。 条件落后，思想不落后，夏
立新一心钻研语文教学， 在村小开展课
外阅读研究， 探寻小学生课外阅读星级
评价机制，整理了适合农村小学生的阅
读书目， 创设了以班为主的读书活动形
式，收获了学生及家长的一致好评。 作
为一名村小教师，有这样的钻研精神，对
课外阅读的研究思考如此深入， 让包昌
升深受感动， 觉得他正是自己要找的同

路人。 因此选择第一批成员时， 接到夏
立新的申请， 包昌升毫不犹豫地把他留
下了。

“加入工作室时，我倍感压力，担心
与大家的差距太大。 包昌升校长一直鼓
励我， 让我终于慢慢拨开了蒙在语文课
堂教学中的神秘面纱， 找到了常态课堂
的真与实。 ”夏立新不无感慨地说。

正是对农村教育的坚守， 对语文教
学的执着， 包昌升名师工作室吸引了一
批优秀教师加入。 江苏省句容市实验小
学教师熊开玉， 是包昌升邀请加入工作
室的。 在包昌升看来， 熊开玉是当地语
文教学的拔尖人才，在语文教坛辛勤耕
耘了 20 余年，取得了突出成绩。 包昌升
当时邀请熊开玉加入工作室， 一是希望
工作室成员来自不同层次， 这样容易产
生思维碰撞，发挥她的示范带动作用；二
是希望她能够与自己一起进行教学研
究， 提升工作室的研究水平。 起初筹划
邀请熊开玉这位同龄人时， 包昌升担心
“请不来”，没想到她一口答应下来，而且
一直都很谦逊地称呼包昌升为 “导师”，
对于这个称呼，包昌升从来也不答应。

在包昌升看来， 提升青年教师专业
素养，把他们引向通往名师的大道，是工
作室的重要任务。 但是， 关注广大的普
通教师，更应该是工作室“辐射性”“示范

性” 的应有之意。 通过一个人影响一群
人，通过一群人影响更多的人，通过一个
成员的成长， 带动一所学校语文教师团
队的建设，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引领作用，
尤其对农村教师更是如此。

走进最常态的课堂

成员选定后 ，2009 年 10 月工作室
举行了启动仪式 。 熊开玉称那次启动
仪式虽然“简短朴实 ”，但却令人 “喜悦
激动”。

正是在这次启动仪式上， 工作室将
“提高语文常态课实效” 作为主攻方向。
在包昌升看来，常态课是常规状态、自然
状态下的平常课。 学生的语文素养不是
靠几节公开课、展示课就能形成，而是在
一节一节的常态课中培养和形成的。 提
高教学实效， 关键在于提高每一节常态
课的实效。 基于这样的认识， 工作室将
“提高语文常态课实效” 作为主攻方向，
而不是去追求打造几节令人称道的公开
课、展示课。

紧接着，工作室相继开展专题研讨，
确立了 “语文常态课与公开课的比较”、
“常态课师生活动过程”、“基于苏教版语
文教材的训练设计” 等 12 个研究专题，
每次活动围绕一个专题展开研讨， 循序

渐进，提升工作室成员的理论素养。
除此之外， 包昌升倡导开展案例研

究，请工作室成员搜集优秀教师、名特教
师以及本校教师成功的常态课课例，分
析其成败得失，提炼出“优质常态课的要
素”，用以指导平时的课堂教学。

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 工作室推出
了自己的品牌活动———“大家论语”常态
课观摩研讨活动。谈到活动名称，包昌升
解释说，何谓“大家”？ 有两个意思，一是
指 “大方之家”，“见识广博学有专长的
人”，语文教学的专家学者；二是指热爱
语文教学、研究语文教学的所有教师。他
想一改教研活动单调的模式和沉闷的局
面， 力图带给教师一种强有力的视觉冲
击和思维碰撞。 他要传递给广大语文教
师一个观念：跳出语文看语文。

2009 年 11 月 6 日，第一届“大家论
语”在高资中心小学开场。参与课堂展示
的有一线优秀小学语文教师， 还请来了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中学语文特级
教师张玉坤， 还有苏州大学文学院的陈
国安博士。听说这样的执教者阵容，教师
们兴奋了！中学教师、大学教师来上小学
语文课？从来没有听说过！强烈的好奇心
驱使一大批来自城市、 乡村的教师报名
参加活动。高资小学顿时热闹起来，校园
里人头攒动，礼堂里更是济济一堂，座位
上坐满了人，走道里挤满了人，甚至连门
外的走廊也站了许多人。

至今 ,许多教师对那次活动仍然记
忆犹新 。 镇江市京口区教研室教研员
李素琴作为与 “大家 ”同台竞技的小学
教师 ， 仍忘不了当时会场热气喧腾的
讨论氛围，尤其是张玉坤执教的 《黄山
奇松》一课，“上得洒脱、自在、大气 ，畅
快淋漓”。

至此，“大家论语”活动一发不可收，
京口、润州、句容、丹阳……“大家论语”
成了工作室的保留节目， 也逐渐成为镇
江小语人常常谈及的话题与期待。 如今
的“大家论语”活动成为镇江市最具创意
的品牌教研活动， 成为学校竞相申办的
研修盛会。

关注带着泥土芬芳的本土经验

一直以来，“守真” 始终贯穿在包昌
升的语文教学中。在工作室的发展中，他
也将“守真”的理念投射其中，尤其关注
本土经验的积累与维护。

“当前语文教学流派多、主张多、理
念多，如果我们总是在‘跟风’，总是在重
复他人，总是在接受‘洋经验’，就缺乏创
新的活力。 母语教学更多的应该关注本
土的经验。 ”因此，包昌升要求工作室成
员增强创新意识，增加专业研究的自信，
提出自己的教学主张，不要人云亦云。

然而在提出主张之前，要先积累。作
为工作室的领衔人， 包昌升会给成员们
开书单，以阅读丰厚积淀。 胡玲说，每次
收到工作室的活动通知， 成员们都既欣
喜激动，又有点诚惶诚恐，担忧导师布置
的“作业”有没有完成，完成得怎样。

工作室每月一次集中活动， 内容一
般是“三部曲”：读书汇报，专题研讨，听
课议课， 每一项任务都不那么轻松。 就
拿“读书汇报”来说，每个成员要完成指
定书籍的阅读，还要浏览当月的《小学语

文教师》《小学语文教学》 等重要的学科
期刊，在此基础上汇报读书心得、报告本
学科的最新动态。几年下来，工作室成员
阅读了大量的语文教育著作， 也分享了
其他成员的教学智慧， 许多节典型课例
一直让大家津津乐道： 李素琴的 《桂花
雨》，胡玲的《学与问》，林丽的《灰椋鸟》，
熊开玉的《槐乡五月》，严娟的《“番茄太
阳”》……不知不觉中，大家发现自己的
语文课堂变得干净了，教得轻松了，学生
学得更有热情了。

为了帮助工作室成员形成自己的风
格，工作室还发起了专题论坛、成果发布
会、课题报告会、“我的教学主张”汇报会
等活动。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富有个性的
教学主张诞生了：熊开玉的“自主阅读，
有效建构”、李素琴的“意文兼得，情理交
融”、林丽的“让儿童语言自然生长”……
这些主张就像出土的新芽， 不免带着泥
土的气息，却充满着生机。

2012 年，工作室第一期成员恋恋不
舍地离开，新一期成员顺利加入。作为工
作室第二期成员， 高资中心小学教师陈
燕其实一直在跟随工作室的步伐， 像她
一样的编外成员还有许多。

6 年时间，不短也不长，当初的工作
室成员许多成为当地学科教学的拔尖人
才、 领军人物， 有的自己也带起了工作
室，这也是最让包昌升感到欣慰的地方。
“我们在希望的田野上一路行走，一路都
有好风景。 ”包昌升如是说。

名师工作室成果展 9

2009 年， 我有幸加入江苏省
特级教师包昌升的名师工作室。一
路走来，风光无限，行思兼程。

包昌升校长儒雅敦厚，才溢文
敏。 看到他，就仿佛看到一卷明清
时期的书画：追慕古人，但并不泥
古不化，拙中带秀，平淡细致。

我们一帮“旅友”都爱极了小
学语文教育，有梦，却常常在讲台
上转晕了脑袋。包昌升校长不温不
火，常捧着本教材，一问“文章写了
什么”，二问“文章怎么写的”，三问
“课堂上应该教什么”，简洁明了的
点拨，常令我们在小语教学的花海
中迷途知返。

在工作室，我校承担“小学语
文常态课师生活动过程”研究的任
务。 包昌升校长亲临我的学校与教
师交谈，听青年教师的课，与大家一
起评课。他常常说：“提高教学实效，
关键在于提高每一节常态课的实
效。”“以读者身份读教材，以儿童视
角读教材，以教师职业读教材”。 坚
持三读教材，我们读出了文本的价
值所在，语言训练的价值所在，更读
出了教师、文本、儿童之间的问题连
接点所在。他要求我们力戒“热闹有
余，静思不足”的语文课，听完课常
常帮我们梳理———哪些指向文章

内容、故事情节，哪些指向遣词造
句、表达运用，哪些体现批判性思
维。经他这么一捋，我们顿时感觉语
文课亮堂了。

包昌升校长带领我们穿行于
课堂间，陶醉于书韵里，进行思想的
旅行。 他曾戏言：“一位好的语文教
师应该有三味 ：书味 、茶味 、墨香
味。”我们都在努力着，把《叶圣陶语
文教育论集》等经典论著细细咀嚼，
浸染书香；把备课上课当作泡工夫
茶，虔诚其心，细致其行；一盏心灯，
一笺墨香，述而也作，笔耕不辍，让
不懈写作成为一种职业的自觉。 他
也曾说：“语文教师要充满语文 ‘情
结’，对待语文要热情似火，激情澎
湃，豪情万丈，痴情不改……”

三年里，我和大家一起在工作
室成长；三年里，我的学校也和我一
起成长。这就是先生的影响力所致，
包昌升所倡导的 “公开课常态化”
“常态课公开化”， 已经成为越来越
多的语文教师的共同追求：取常态
课的实在，舍公开课的浮华；取公开
课的精致，舍常态课的随意，还课堂
教学以“自然本色”，让语文课真正
成为学生成长的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镇江市江
滨实验小学）

□本报记者 宋 鸽

包昌升工作室：

在语文田野共赏一路好风景

成员讲述

包昌升 （右四 ）
与工作室成员
们在一起

绘本教学策略：读→编→讲→演
———以绘本《爷爷一定有办法》为例

◎案例分析

【绘本分析】

《爷爷一定有办法》是一本犹太民间
绘本故事书。 这本书色彩和谐、温馨，图
画中人物的表情、动作和场景描绘细腻。
该绘本独特之处是作者在画面的底端描
绘了老鼠一家， 使本书同时包含了两条
故事线索。 绘本故事采用重复而富有节
奏感的文字来表述，内容富有规律性，易
于幼儿理解。通过蓝色毯子的不断变化，
给幼儿充分想象的空间， 揭示了物品变
化和利用的规律， 有助于幼儿感知人类
智慧，养成节俭、乐观的优秀品质。

【幼儿自主阅读水平分析】

教师在图书区投放了 《爷爷一定有
办法》绘本故事书，并进行观察，发现：

1. 幼儿会略过封面，直接从图书的
第一页开始阅读， 说明幼儿还没有建立
阅读封面的习惯，不清楚封面的含义。

2. 大部分幼儿笼统地看了画面的
主要人物，会忽略画面中的细节，说明幼
儿读图、观察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3. 大部分幼儿能发现画面中的两
条故事线索， 并持续关注两条线索的进
展情况， 说明幼儿已经具备一定的观察
广度和坚持性。

4. 有幼儿来回翻看绘本画面，说明
幼儿已经开始将画面中的内容和人物联
系起来，并试图找出因果关系。

5. 在回顾环节的讲述中，大部分幼
儿愿意讲故事，但讲述缺乏连续性，说明
幼儿对故事的感知还不够充分。

【教学策略】

鉴于幼儿自主阅读的情况， 教师决
定介入，带领幼儿一起精读故事书，帮助
幼儿充分感知和掌握阅读一本故事书的
基本方法，提升幼儿的观察能力、想象能
力、讲述能力和创编故事的能力。我们采
取的教学策略是：通过“读、编、讲、演”四
个阶段， 引导幼儿从感知文本到学会呈
现故事。

第一阶段：精读故事
精读故事以小组活动的形式开展，

这种形式有利于师幼互动， 每个幼儿都
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

教师将图书制作成 PPT，引导幼儿
仔细观察每一幅图画，包括封面和封底。
教师会提问：“画面里有什么？ ”“他们在
干什么？”“他们的心情是怎样的？”“你是
怎么知道的？ ” 教师没有对画面进行描
述，也没有文字讲解，幼儿开始描述的比
较笼统、简单，但随着教师的引导，幼儿
开始关注细节，并积极发表想法。

1. 通过人物特征、动作、表情，感知
人物的情感。

在观察中， 幼儿说：“妈妈的肚子是
鼓起来的，小宝宝快出生了。”“这里的人
很幸福，每个人都很开心。 ”

文字中没有说妈妈怀孕的事情，但
是幼儿捕捉到了画面中的这一信息。 更
可贵的是， 幼儿还关注到背景中的其他
人物，从每个人的表情和动作中，得出了
这里的人很幸福的结论， 这恰恰也是作
者想要表达的思想。

2. 将自己的情感体验赋予故事的
人物。

在看到这幅画面时， 幼儿说：“妹妹
拿玩具给约瑟，是想安慰哥哥，告诉他别
难过。 ”

文字中并没有描述小女孩是谁，但
是幼儿结合之前妈妈怀孕、 小宝宝出生
等故事情节，判断这是约瑟的妹妹，然后
根据自己曾经有过的用玩具安抚同伴、
同情他人等情感体验， 赋予到故事的人
物角色中。

3. 推理和想象人物关系和空间关
系，建立整体信息。

幼儿说：“约瑟的家住在一个三层的
楼房里，爸爸、妈妈还有刚出生的小宝宝
住在二层，爷爷奶奶和约瑟住在一层，小
老鼠一家住在地下一层。 ”

“约瑟家的布越来越少了，小老鼠一
家的布越来越多了！ ”

随着观察的深入，幼儿开始将人物、
空间关联起来思考， 并试图寻找因果关
系。幼儿的语言描述也逐步从零散的、片
段的向连续的、有逻辑性的方面发展，并
努力通过画面建立完整的信息。

4. 幼儿对“故事”有了初步的感知
和理解。

幼儿看着最后一页说：“约瑟把自己
的事情写成了一个故事， 他想告诉别人
自己的事情。”“后面的人看了有的惊讶、
有的高兴，还有的很好奇！ ”

从幼儿的语言描述中我们发现，幼
儿已经理解了“故事”的概念。 故事就是
把自己的事情讲给别人听， 自己也可以
成为写故事的人。 幼儿还从图画中理解
了写故事的人和看故事的人的关系，写
故事的人把自己的事情写下来， 看故事
的人看了有不同的感受。

第二阶段：创编故事
精读故事的时候， 幼儿已经可以根

据画面的内容展开想象， 并对自己的想
象加以描述。 为了进一步帮助幼儿理解
和掌握编故事的基本方法， 教师提供了
以下的支持策略：

1. 提炼方法，记录学习过程。
教师和幼儿一起讨论： 我们是怎样

读这本书的？ 封面能告诉我们什么？ 读
图有哪些好方法？ 幼儿有了之前精读图
书的经历， 你一言我一语地积极回应：
“要先读封面”，“要按顺序读”，“要仔细
观察画面”，“封面可以告诉我们讲的是
谁的故事”，“要观察人的表情”，“要想一
想他们在想什么”……幼儿在讨论中，已
经回应了教师的问题。在教师的提示下，
幼儿把自己的想法画了下来， 并呈现在
主题墙上。 这样不仅记录了幼儿的学习
过程， 也对幼儿的零散经验进行了总结
和归纳。

2. 分析人物外形、性格。
我们发现，在一本故事书中，幼儿最

感兴趣的是人物和他们经历的事件。 因
此， 教师和幼儿一起围绕每一个人物的
外形、性格展开讨论，以帮助幼儿充分感
知人物，丰富幼儿的情感体验。

譬如，在讨论妈妈的性格特点时，幼
儿说：“妈妈很爱说话”“妈妈爱生气 ”。
教师问：“你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幼
儿马上找出一张妈妈张着嘴、样子很着
急的图画说：“约瑟把水弄洒了， 妈妈一
定在说‘约瑟，你太调皮了，再这样，我生
气了！ ’”许多幼儿跟着一起把有妈妈的
图画都找出来。 这说明， 幼儿已经开始
学习从图画中捕捉人物表情、 动作所传
递的信息，进而想象人物的内心和情绪。

3. 鼓励幼儿把自己编的故事画下
来。

教师和幼儿讨论：“怎么能记住我们
编的故事呢？”有幼儿说：“可以画下来”。

接着，幼儿还画了老鼠一家的故事，
内容涉及吃饭、睡觉、玩游戏、上课……
与幼儿园的一日生活非常相似。 由此发
现， 幼儿创编的故事与自己的生活经历
有着密切的关系， 老鼠一家的故事就是
幼儿一日生活的缩影。

4. 制作一本自己的故事书。

教师与幼儿讨论：“怎么能让更多的
人知道我们的故事呢？”幼儿说：“把我们
的故事做成一本书”，“把我们的故事讲
给更多的人听”，“把我们的故事演给别
人看！ ”

大家讨论后， 决定先把自己的故事
制作成一本书， 几名幼儿协商并做了分
工：一名幼儿负责制作封面；三名幼儿负
责把小朋友画的画排序编号； 一名幼儿
在教师的协助下， 把小朋友说的话打印
出来，然后粘贴在画的下面；两名幼儿负
责用订书机装订。在大家的努力下，幼儿
的故事书制作完成了， 他们还给故事书
起了名字《老鼠搬新家》。

5. 分析比较自己的故事和作者的
故事。

幼儿将自制的故事书投放到图书区
后， 教师问幼儿：“我们自己制作的故事
书与作者的故事书哪里相同？”幼儿比较
后说，“都有时间”，“都有地点”，“还有人
物”，“还有要做的事情”。 幼儿自己总结
出了编故事的四要素：时间、地点、人物、
情节。 教师继续问幼儿 ，“哪里有不同
呢”？ 幼儿说，“故事的地点不一样”，“页
码不一样”，“作者不一样”，“故事里的事
情也不一样”。 在比较的过程中，幼儿理
解了每一个故事都可以是不一样的，每
一个人都可以是编故事的人。

第三阶段：讲述故事
有了自己的故事书， 幼儿的注意力

开始转向讲故事。
1. 讲给爸爸妈妈听。
教师以家庭小任务的方式， 请幼儿

回家把自己编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
并请家长做记录。 第二天， 教师利用家
长带来的文字记录和讲故事的录音，与
幼儿一起分享。 讲故事活动初期， 有部
分幼儿因为缺乏胆量与自信， 不愿意当
众讲。回家给爸爸妈妈讲，幼儿会比较放
松，有利于在讲述中逐步建立自信。教师
通过家长的反馈， 也能够了解每一个幼
儿语言表述能力的发展水平。

2. 故事接龙。
故事接龙游戏由一名幼儿讲故事的

开头， 接着讲的幼儿可以讲自己编的故
事也可以讲作者的故事， 接不下去的幼
儿可以选择求助同伴。 接龙游戏不仅锻
炼了幼儿的讲述能力， 还能让幼儿理解
续编故事的意义， 故事的内容和结局可
以由编故事的人掌控。

3. 小喇叭广播站。
一名幼儿去小喇叭广播站讲故事

后，其他幼儿积极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语气都一样， 听不出来是谁在说话”，
“应该带感情讲”。 教师问：“怎么讲会带
感情呢？”幼儿说：“声音要大一些。”另一
名幼儿立刻反驳：“声音大不代表感情。”
教师继续问 ：“那你觉得怎样才是感情
呢？ ”幼儿说，“声音应该有高有低，每个
人说话的音调都不一样”，“让别人能听
出来是谁说的”。

幼儿通过互相评议， 知道了讲故事
的时候要声音洪亮，吐字清晰,要按照顺
序讲，声音还要有变化，带感情。 这一互
动的过程， 有助于幼儿从一般性讲述向
生动性讲述过渡。

第四阶段：表演故事
通过读故事、编故事、讲故事，幼儿

对故事已经有了充分感知， 非常希望通
过表演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1. 在角色与分工中体验合作学习。
表演活动之前， 教师与幼儿讨论有

关完成表演活动的所有环节， 让幼儿逐
渐对所涉及的角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譬如，当教师和幼儿一起讨论“导演”这
个角色时， 教师问 ：“导演都有哪些职
责？ ”幼儿说：“如果有小朋友忘了词，可
以提醒”，“导演要领着大家一起讨论”，
“导演就是要告诉演员怎么演”。 通过讨
论，幼儿清楚了演员、导演、道具师、音响
师以及其他角色的职责和任务， 然后选
择了自己想要承担的任务。 选择同样任
务的幼儿组成小组，一起讨论。

在这个环节中， 教师有意识地引导
幼儿将表演活动中所有的工作统一起来

思考， 引导幼儿发现这些工作之间的联
系，理解合作的重要性。

2. 在创编动作的过程中发展想象
力和创造力。

我们发现， 幼儿在创编动作时会围
绕人物的表情、动作、语言展开讨论，通
过讨论和评议， 幼儿完全能将想要表达
的人物表现出来，教师没有必要教动作。
教只能限制幼儿的想象与创造， 其结果
只能是幼儿机械地执行教师的表演指
令，而非自己创编的结果。

譬如， 在创编爷爷为约瑟缝制毯子
的动作时， 笑笑对扮演爷爷的海宝说：
“爷爷手里要有针啊，不然怎么知道他在
缝毯子呢？”月月说：“拿一个针太小了看
不到啊？”蒙蒙马上到表演区放乐器的架
子上找到了一个木质鼓槌， 说：“用这个
当针，这样大家就都能看到了。”旭旭说：
“美工区有毛线， 剪下一段系上就更像
了。 ”萱萱说：“不能只往一边缝，要缝进
缝出。 ”海宝说：“爷爷要一直缝吗？ ”旭
旭说：“爷爷要边笑边缝。”教师追问：“为
什么要笑？”月月说：“因为他有了一个孙
子，很高兴啊。 ”教师问：“你们会怎样表
达自己高兴的心情呢？”佳依说：“我会跳
舞！”笑笑不同意说：“爷爷在缝毯子时怎
么能跳舞呢？”月月说：“我高兴时还会唱
歌。 ” 海宝说：“咱们就让爷爷边唱边缝
吧”。 于是，扮演爷爷的海宝拿着棒槌做
的“针”一边唱歌一边把手臂抬得很高地
缝进缝出， 在一旁的小朋友也都跟着一
起哼唱了起来……

3. 在制作道具中锻炼解决问题的
能力。

制作道具也是幼儿与材料、同伴互
动的过程，是艺术、设计 、表征 、想象的
综合活动。 幼儿在探索道具功能、制作
办法的过程中 ， 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这些问题也会成为幼儿建构新经验
的契机。

譬如， 道具组在给约瑟制作完大衣
后， 按照计划还要再制作一件单独的背
心， 可是发现在场上换很麻烦。 妍妍说：
“我们把袖子拿下来，不就是背心了吗？ ”
于是，大家开始研究怎么做才能使袖子摘
下来再装上去。 一名幼儿回家问了父母，
第二天拿来了魔术贴。 幼儿请教师帮忙把
魔术贴缝在袖子和肩膀的连接处。 解决了

这个问题，道具组的幼儿非常兴奋。
4. 在演出活动中呈现学习的经历。
每一次演出后， 教师都会和幼儿一

起回顾，说一说哪里做得好，哪里还需要
改进， 给幼儿提供一个自我提炼学习经
验和总结发现问题的机会。

譬如，第一次演出后，扮演婴儿约瑟
的笑笑不想演了， 理由是一句台词都没
有，没意思。 一名幼儿说，“你演的是婴儿，
当然不能说话了”， 其他幼儿也不同意婴
儿说话。 这时，另一名幼儿说：“可以放一
个布娃娃演婴儿，笑笑演长大的约瑟不就
可以了吗？ ”大家听了都觉得这个主意好，
于是婴儿时期的约瑟就由布娃娃代替。

演出对于幼儿来说， 既是学习成果
的展示，又是教育的过程。幼儿希望通过
演出将自己的创作展示给观众， 从中体
验表演的乐趣。演出之前，所有演职人员
都需要在一起讨论演出计划， 确定在什
么地方演出，演给谁看，演出中有哪些需
要注意的事项，观众座位如何排列、如何
进行宣传、如何制作演出门票等，准备的
过程更像一种学科综合活动， 所涉及的
内容涵盖了数学、科学、社会、艺术等领
域，这种学科的综合不是人为的拼凑，完
全是幼儿表演活动的需要， 自然而自发
形成的。

【教师反思】

《爷爷一定有办法》绘本阅读活动进
行了一个月， 幼儿在阅读中与作者的视
界融合， 展现了一个从文本到呈现的过
程。 在这个过程中，幼儿的感知能力、观
察能力、想象力、语言表达能力、合作与
交往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与阅读有关
的心理能力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这为幼
儿今后的阅读打下了基础。

童书的类型不同，内容不同，教师指
导策略也不同， 呈现的方式应该多种多
样。 好童书是培养幼儿想象力的启蒙工
具，好童书不是教科书，不是识字书，更
不是问题大全。 一本好童书， 一个好老
师，可以让阅读成为幼儿的一种享受，成
为幼儿快乐的源泉！

（作者系北京十一建华实验幼儿园
园长，文中活动案例由教师贾娜、吴永会
提供）

□李晓静

幼儿创编的自己的故事书

幼儿在缝制可拆卸的袖子

图文并茂的童书（绘本）把幼儿带入童话世界，丰富幼儿的想象，开拓幼儿的视野。以童书（绘本）为中介的绘本阅读活动有

助于萌发幼儿的阅读兴趣，培养幼儿良好的阅读习惯，丰富幼儿经验，促进语言、思维和想象的发展。但是，不同的童书（绘本），

图文之间的关系不同。幼儿教师要认真研究童书（绘本），根据图文特点，引导和指导幼儿的绘本阅读活动。

幼儿园的绘本教学活动不是小学语文课，也不是教师独白式的“照图讲述”，应当是教师支持和引导下的幼儿绘本阅读过

程。幼儿绘本阅读应当包括感知、理解、想象、表达表现等心理活动。读图、讲述、表征（包括故事表演、绘画等）应当成为幼儿绘

本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绘本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当注意培养幼儿的观察、理解、表达（包括言语和非言语）能力，鼓励幼儿大

胆想象和创造。在这方面，本期介绍的北京市十一建华实验幼儿园的绘本教学活动案例《爷爷一定有办法》进行了很好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