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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level,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education. 

Among them, preschool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top priority.Therefore,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choose 

appropriate educational ideas and methods based on children'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fully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first of all, we should help teachers constantly update their teaching ideas from the source. As 

picture books are the cultural carriers that children are formally exposed to for the first time, the knowledge and 

aesthetics contained in them will be conveyed to children in the form of pictures and texts. They are not only an effective 

tool for children's learning, but also an educational strategy that educators should implement.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excellent preschool teacher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we should do a good job in the analysis of picture 

book teaching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s far as possible,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creative concept of art picture books, 

clarify the value of picture books in the art teaching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pecialty,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icture book teaching at this stage,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icture book teaching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o as to 

raise the overall teaching level of kindergarten to a ne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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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我国现代化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对教育工作也相应变得越来越重视。其中学前教育工作一直一来都是重中

之重，学前教育无论是对培养儿童兴趣还是对智力开发方面都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在新时期下应

当从围绕幼儿自身特点出发，相应选择恰当的教育理念与方式。而为使学前教育工作质量得到充分保障，首先

我们要从源头上协助教师不断更新其教学观念。[1]由于绘本是幼儿初次正式接触到的文化载体 

----（引用： Because picture books are the cultural carriers that children first come into contact 

with ） 

其中所富含的知识、审美等都会通过图文的形式传达给幼儿，是幼儿学习的有效工具，更是教育者应当实行的

一种教育策略。所以，在高职院校培养优秀幼师的过程中尽可能做好学前教育的绘本教学分析，有效融入美术 

绘本的创作理念，明确在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中绘本发挥出来的价值，并针对现阶段绘本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切实提升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绘本教学质量，进而使幼儿园整体教学水平上升至新

的层次。 

关键词：高职院校；美术绘本创作；价值；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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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绘本又叫做“图画书”，从字面上来看它的表达

来自于日文，是最近几年在我国逐渐盛行起来的一种

新型儿童文学艺术形式。绘本画面形象且生动，再加

上有趣的文字予以配图，很容易给学前儿童带来一种

愉悦的审美感，在传递能量之余使读者产生情感的共

鸣，从而创建出多彩的一个精神世界，因此绘本自诞

生开始，就广受幼儿的追捧。 

2. 设立幼儿绘本创作课的必要性 

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实施的背景下，人们

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力度开始逐渐加大，绘本这项启蒙

教育读物也随之受到了众多教师、家长的认可。随着

人们对绘本的重视，针对原创幼儿绘本需求上的矛盾

也不断显现了出来。[2]一方面绘本创作教学通常都

是艺术类院校相关专业中创设的 

----（引用： On the one hand, the teaching 

of picture book creation is usually created in 

related majors in ar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更重视艺术表达，但与幼儿发展需求

相关的内容却明显缺乏；另一方面是学前教育专业相

关的一些课程里很多内容都直接关系到幼儿绘本，例

如“幼儿教师口语”就极为重视绘本的运用情况，而

“幼儿文学”则偏向于文学常识认知，各有侧重又缺

乏统筹。 

基于上述情况，很多高等职业院校将其目光投入

到了幼儿绘本创作课的教学中来，意在对绘本资源加

以整合，进而创作出更多与幼儿身心发展相符的绘本，

确保学生对绘本自身有更正确深入的理解，并能有效

借助绘本充分发挥其对幼儿产生的启蒙作用，从而在

实践教学中更加灵活的运用绘本，使学前教育专业的

学生得到更全面的发展，培养出更多优秀幼师。 

3.在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程教学过程中引入

绘本的价值 

绘本改变了传统儿童文学的形式，将用文字叙述

故事转变成了使用图画跟文字共同来表述故事。由此

可见创作绘本不仅要求创作者自身具有把文字转为

画面的能力，而且还要求其设计绘本画面时具备一定

的色彩、造型及构图能力。而这些都跟学前教育专业

中设立的美术课教学目标不谋而合，也就是说，在学

前教育专业的美术课教学中引入绘本，存在着诸多价

值。 

3.1.利于使学生的艺术创作、造型能力得到有
效培养 

绘本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它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绘本是利用图讲故事的方式，把原本属于高雅层次、

仅供少数人欣赏的绘画艺术带到了大众面前，尤其是

孩子们的面前。绘本的插图都是需要插画家们精心所

绘， 讲究绘画的技法和风格，讲究图的精美和细节，

是一种独创的艺术。 绘本中要读的绝不仅仅是文字，

而是要从图画中读出故事，进而欣赏绘画。所以要求

同学们掌握一定的绘画能力。对于绘本自身而言，一

本绘本的完成，无论是草图、构思还是色稿等方面，

都应仔细推敲才行，除了要考虑到画面感外，更要考

虑到画面和画面之间的连贯性，每张图的具体布局情

况等，这一过程是十分细致化的。 

而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大多数都是美术基础较

为薄弱的，他们普遍缺乏一定的造型及色彩搭配能力，

因此在绘本美术课程教学中我们可以从具有代表性

的绘本作品入手，让学生通过不断的观察跟学习，深

入体会其中的构图与配色。在绘本创作中完善学生的

创造力，想象力，以及动手能力。并结合对学生的创

作能力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与此同时这也能有效避

免学生在编创和造型的选择上多走弯路。所以选用优

秀的绘本作品跟美术内容相结合的形式展开美术课

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绘画创作的理解，画面的表达

能力使学生的创作能力、造型能力得到充分培养。 

3.2.利于学生有效整合学科知识 

绘本是使用文字跟图画共同来描述故事的一种

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更利于儿童对故事有极为深入的

理解，并借助故事来“读”图画，在学生头脑中留下

深刻印象，这种图文相结合的方式更容易吸引学生的

兴趣，其所具备的价值也是其他文学形式所不能比拟

的。 

[3]绘本当中的故事是幼儿有效拓展知识的路径

之一，其中含有极强教育意义的那些故事更能起到积

极地作用帮助幼儿充分拓展知识。 

----（The stories in picture books are one 

of the paths for children to effectively expand 

their knowledge, and those stories with strong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can play a more 

positive role in helping children fully expand 

their knowledge.） 

这种文字跟图画组合在一起的形式，无论是对幼

儿观察能力、审美能力、认知能力还是想象力、创造

力等方面的培养都能起到足够的促进作用。 

绘本当中的图画实际上是另一种讲故事的形式，

属于无声的语言，幼儿通过“阅读”绘本，更易养成

良好的阅读习惯，同时这也是幼儿首次进行文学探索

的最佳材料。 

除此之外，绘本还具备广阔的兼容性，它能够把

多个学科融合在一起，如情感类绘本属于将绘本跟心

理学相结合在一起，科普知识绘本属于将科学跟绘本

相结合在一起，而儿歌类绘本则属于是将语言跟绘本

相结合在一起。学生阅读各式各样的绘本，不仅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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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从中发现幼儿的兴趣点等多方面信息，而且还能

有效激发学生交互学习多个学科知识并合理进行整

合的能力。 

3.3.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怀 

绘本，作为一种专为儿童及青少年阅读设计的图

画书，依靠图画和文字的结合来传递信息，讲故事，

它所承载的信息是可以直面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发展。

一本好的绘本，它所创达的正能量或许可以改变孩子

的一生。正因如此，在绘本创作课中，我们应将诚信，

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道德规范以及

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怀传导下去，树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也是绘本

创作所具有的传承文化和承载历史的功能，作为学前

专业的同学在创作绘本时，应该将这些民族情怀融入

创作中。在进行绘本设计之初的题材选取及构思阶段，

应当从我国的民族民间艺术文化展开系统详尽的深

入剖析。 比如《中国名家经典原创图画书》当中比较

有代表性，包括《愚公移山》《大闹天宫》《嫦娥奔

月》等传统经典故事，蕴含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

审美观。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

生产中的积淀，是民族的 ”共同记忆“，也是一个民

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灵魂。一个

民族无论怎样现代化，都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

尤其是现如今西方意识流对中国文化冲击的影响越

来越大，我们更应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因此绘

本创作对于我们对于下一代的民族情怀和传承是十

分有利的。 

4.探究当前高职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绘本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 

4.1.教学目标定位不精准 

在我国学前教育工作备受重视的背景下，人们对

高职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教学质量的关注度也变得

越来越高。而学前教育专业中[4]绘本教学的意义也

随之凸显出来。传统绘本教学的目标是要让学生具备

一定的绘本基础能力和欣赏能力，但却尚未意识到培

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导致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学

生对绘本知识缺乏正确且深刻的认识， 

----（The significance of picture book 

teaching is also highlighted. The goal of 

traditional picture book teaching is to equip 

students with a certain basic ability and 

appreciation of picture books, but they have 

not yet realize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which leads to the lack 

of correct 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picture book knowledge among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此外对学生技能时效性方面也存在一定

的弊端，这些都直接对绘本教学目标无法实现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导致从高职院校毕业以后的学生难以胜

任幼儿园的教学工作。 

4.2.教学方式不够创新 

在教学中教学方式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对教

学工作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从目前来看，针对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设立的绘本课教学所采用的教

授方式依然是教师主动讲授，学生被动接受这种形式，

具体而言一般采用的都是教师单纯讲解、或借助多媒

体向学生介绍绘本作品，学生负责观看的教学方式，

可是这种教学模式过于单调，学生真正接触跟感受绘

本的机会并没有很多。也就是说“灌输式”教学的这

种形式很难充分对学生展开专业技能训练，同时也不

利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教师一味的讲解与示范，很

可能会让学生对教师产生依赖感，进而对绘本教学整

体效果与质量造成极大的影响。 

4.3.教学内容存在局限性 

[5]针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进行绘本教学时应

当做到学以致用，进而有效帮助其对绘本教学有更深

入的理解，从而实现绘本教学的质量与效果。 

----（ When teaching picture books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they should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ed, so as to 

effectively help them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picture book teaching, so as 

to achie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picture 

book teaching.）而我国当前的绘本教学工作很多内

容都是重复的，主要是对具有代表性的绘本作品加以

欣赏，理论性教学教多，其中运用到的案例也都是与

理论相配合而成的，缺乏一定的实用性，导致学生真

正投入到工作岗位中以后，还是不会应用与创作。此

外，现在有大量的绘本资料涌入到市场中，为我们合

理选择最佳的绘本作品造成了一定的局限性。 

4.4.考核方式单一且陈旧 

现阶段，针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展开的绘本创

作教学大多数选择的都是传统课程评价标准，也就是

教师为主，以考试成绩作为评价依据的这种教学观。

可是实际上这种考核形式并不能全面、客观的体现学

习情况，关于学生是否真正掌握绘本创作能力，对绘

本知识有正确认知也无法给出客观的评价。 

5.高职院校改革绘本教学的相关路径 

5.1.进一步明确绘本教学目标 

由于我国的教育行业备受重视，所以在高职院校

中针对学前教育专业展开的绘本创作教学更应当与

实际教学情况相结合，有效提升教学目标跟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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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融合。具体来说在绘本创作教学过程中，要着重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改变传统学习方式，使学生自

身的人文素养及综合素质水平均得到有效提升。通过

创新教学手段的方式进一步明确教学目标。此外，设

定绘本教学目标时一定要考虑到全局性，对于跟学生

自身的认知、动作及情感等方面相关的要求，都应当

在不断挖掘绘本价值跟创作的过程中加以实现，达到

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学质量的目标，通过高效整

合绘本资源来引导学生深刻从绘本作品中捕捉幼儿

的心理状态、情感体验。 

5.2.有效改革教学方式 

在绘本教学中要尽可能使用灵活的教学方式，全

面调动起学生对绘本创作课程学习的积极性，要让他

们主动的投入到教学中来，并创建全新的绘本教学模

式。具体可以以《专业标准》为参照，在绘本创作课

程中冲破传统授课方式的束缚，将各个学科有效连接

在一起，培养学生理论跟实践一样重要的专业意识，

真正做到教学方式灵活多样。 

首先要改革单一的授课形式，实行三教改革化的

教学模式，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有效激发出来，

并不断养成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

在实践中真正的学会学以致用。其次，运用多元化教

学策略，尽可能创设出更加活跃的教学氛围，让学生

积极参与其中，或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帮助学生提

升他们自身对绘本的赏析与评价能力，为他们从事幼

教职业打下牢固的基础。再次可以灵活的运用翻转课

堂和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线上+线上、以及云班

课的教学模式丰富学生的资源库以及激发学生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更加贴近近现代的职业教育的教学模

式。 

5.3.对绘本教学的内容展开深入创新 

创新绘本教学的内容可以从下面几点入手：首先，

要让学生对有代表性的绘本作品展开赏读，教师要挑

选更具重大意义的，他们更容易感兴趣的绘本让学生

进行阅读，并选择教师讲解跟学生讨论结合在一起的

方式让学生“各抒己见”，并与文学、美术等角度相

结合有效提升学生阅读绘本的效果。其次，对于国外

优秀的绘本作品适当进行借鉴，并与学生共同进行钻

研，起到开拓学生视野，增加其相关知识储量的目的。

现当代学前教育的大学生，我们应熟知民族精神，中

国传统文化，深入内涵建设，捕捉灵感，在绘本教学

的内容上更应该将现代绘画表现技法与中国传统文

化相结合，探索绘本中与众不同的表现形式及风格。

从中国文化的内涵的创作灵感出发，从身边的真人真

事，例如乡村振兴，家乡的变化社会热点话题并结合

运用中国传统图案、色彩、及人物场景造型元素与现

代绘画表现技法巧妙结合，凸显绘本故事内容的传承

性，同时也能符合现代审美标准的个性化绘本设计。 

5.4.完善教学考核机制 

首先可从课前阅读与创作绘本、课中随堂测试、

课后幼儿园实践等方面入手，对学生创作绘本的综合

能力进行有效评价；形成过程性评价而非简单终结性

评价。 

6.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教育理念下，把绘本与学前

教育专业的美术课教学相融合在一起，并适当进行整

合教学，对提升学生审美能力和美术素养等方面都能

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从艺术设计的角度，讲解

如何创作绘本， 对绘本的创作，课程从绘本基础到

操作方法进行简单易懂的讲解，让学生们更好的理解

课程内容；其次需要从学前教育的出发点让学生学会

创作有意义的绘本，再次绘本并不是作者个人爱好的

展示，而是信息传递的工具，在课程中需要有民族精

神以及正能量的传递和体现。 

通过绘本教学更能有效激发出现学生的学习热

情，并在教学中广受绘本的熏陶，促使其掌握创作绘

本的技巧与能力，为其今后更好的投身到幼师岗位中

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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