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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绘本中的隐喻类型分析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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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四川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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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
将儿童绘本中的隐喻类型进行分类和说明。据此提出，
儿童绘本的隐喻类型分为角色形象隐喻、
线条隐喻、
颜色隐喻、
构图隐喻、
空间关系隐喻和文字隐喻六个方面。结合儿童发展的特点，
对隐喻学内容进行描述和分析，
可得
如下结果：借助图像隐喻开发儿童的阅读能力；使用文字隐喻提升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根据教学目标与儿童实际情况选择绘
本。教师在教学中应依据教学目标，
合理选取绘本内容；
运用绘本中的隐喻元素，
科学开发儿童的智力与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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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hors in Children’
s Picture Books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Teaching
RAO Zhang-xue, WU Ji-hui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China)

Abstract:The types of metaphors in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are classified and explained by literature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is, the types of metaphors in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are divided into six aspects: image
metaphor, line metaphor, color metaphor, composition metaphor, spatial relation metaphor and text metaphor.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contents of
metaphor, and obtains the following results:The use of literal metaphor to improve children's language
expression ability;Choose picture books according to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actual situation of children.In
conclusion, teachers should reasonably select picture books according to teaching objectives.The metaphorical
elements in picture books are used to develop children's intelligence and thinking ability.
Key words: Children’s picture book; metaphor type; enlightenment to teach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隐喻的理论知识应用在绘本教学模式当中，
把普通的
童话故事改变成思维导图，
该教学方式以儿童的具体

（一）研究背景

形象化思维模式为基础，
通过树立概念为儿童营造思

现阶段，
绘本已经成为学前教育行业中儿童教育

维印象，
从而培养儿童对于抽象的、
陌生知识的逻辑

的主要方式之一。绘本的趣味性故事能让儿童更容

思维能力，
这是一种全新的绘本教学理论体系，
在实

易接受故事中的内容和知识，
从而为儿童创造有趣的

践过程中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教学效果。

阅读体验感。因此，绘本被广泛应用在幼儿教育领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域，
受到大众群体的欢迎和喜爱。近些年，
国内学术

人类对于隐喻开展相关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界专家也开展一系列针对绘本的相关研究，
将多模态

史，
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对各类隐喻情况进行分析与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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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隐喻常常伴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并且在我们的

替代论两种主要理论体系，
从而代表着隐喻研究的领

潜意识里自由
“运作”
，
例如，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通过

域已经逐渐横跨多个学科领域，
成为国外的重点研究

一件事物能自然而然联想到另外的事物，
借助熟悉的

学科之一。

事物去了解未知的事物。但是，
这并不代表我们对事

国外学者针对儿童的隐喻理解能力展开了全方

物的认识和定义是正确的，
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

位研究。著名学者 Kogan N 认为，
儿童理论隐喻期间

此外，
随着儿童绘本隐喻教育的广泛开展，
在其中添

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并对儿童隐喻语言方面展开实

加隐喻元素能够有助于儿童思维模式的良好发展，
同

验，
最终实验结果表明，
儿童虽然不具备较为成熟的

时，
能够帮助儿童了解未知事物。本文针对儿童绘本

隐喻理解能力，
但已经初步具备了这种能力［1］ 。基于

中的隐喻问题进行分析，
从角色形象、
线条、
空间以及

此，心理学专家 Pearson 针对这项理论基础展开相关

颜色等方面的隐喻形式展开分析，
对发展儿童绘本的

的研究，
最终指出，
4岁左右的儿童在刚学会说话时就

隐喻化教学模式奠定理论基础，
同时，
为提升幼儿教

已经拥有了类似于隐喻的语言表达能力［2］ 。Pearson

师的综合教学能力搭建一个平台。

对 4-5 岁儿童展开相关实验，
在实验期间采用热身阅

另外，
现阶段国内对于隐喻学方面的理论知识研

读、
故事理解和开放式访谈作为主要实验手段，
全方

究比国外相对落后，
多数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成果，

位测试儿童的隐喻理解能力，
最终实验结果得出：
4-5

很难形成符合我国实际发展现状的隐喻学理论体

岁儿童具有一定程度的隐喻理解能力，
并且能够对故

系。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

事中潜在的隐喻拥有较为正确的理解，
同时，
能够对

析，
并归纳总结现有的理论体系，
完善国内的理论体

单个相对简单的隐喻进行表达。另外，
国外对于儿童

系，
因此，
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阅读材料中的隐喻研究主要体现在儿童阅读材料的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载体上，
大多数国外研究学者认为隐喻是拥有具体形

1.国外研究现状

象的抽象化表达方式，
同时，
还是拥有具体形象的抽

据相关调查结果得出：
国外针对隐喻理论体系的

象概念。Mcghee P E 认为适当的训练能够让儿童拥

研究时间相对较早，
大多数文学家认为隐喻的本质就

有较强的隐喻表达能力，
具体训练方式可以采用诗歌

是突破正常语言使用规则的特殊修辞现象。亚里士

训练、
话剧训练和编剧训练，
能够有效提升儿童的隐

多德曾经在其著作中表明：
“隐喻是写作中较为常见

喻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
从而全面落实隐喻在绘本当

的修辞手法，
是比喻的一种形式，
能够运用在诗歌创

中的应用效果［3］ 。

作当中，
能够将原本普通的文章变得更加华丽，
从而

国外学者认为绘本具有较高的教育意义，
因此，

增添文章的艺术性”
。在此之后的国外文学家将亚里

可以作为当前儿童教育的教学手段，
可以利用绘本中

士多德提出的理论作为基础，
不断完善有关隐喻的理

图文结合的内容将抽象概念有效展现出来，
让儿童能

论体系。著名学家理查兹在肯定隐喻理论的前提下

够更快理解绘本当中的内容［4］ 。在著名绘本作品《世

提出了隐喻互动理论，
并且最终形成了
“互动论”
，
该

界没有转角》中，
绘本内容充满了哲学的画面，
但却没

理论体系认为隐喻是两个主词的词义相互作用，
从而

有哲学中相对复杂抽象的语言表达，
反而用生动的形

产生新的词义。20 世纪 70 年代，国外著名心理学专

象来替代这些哲学内容，
这种方式能让儿童有效理解

家霍尼克提出了更加完善的隐喻理论体系，
把心理学

其中内在的哲学内容，
从而提升儿童的哲学思想［5］ 。

知识和隐喻知识充分融合在一起，具有较高的影响

另外，YamengLiang 与 Gottfried 认为应当从绘本

力，
将原本作为修辞手法中的隐喻理论体系变成了一

的实际教学应用出发，
将隐喻手法充分应用到绘本课

门独立的学术体系。不同学术领域的专家用不同角

堂当中［6］ 。著名绘本《我的心像个动物园》，
其中就拥

度来看待隐喻理论体系并且提出全新的个人见解，
比

有大量的隐喻形象，
例如，
象征着勇气的狮子，
象征着

如，著名学者库柏就从哲学角度出发对隐喻进行研

贪婪的饿狼，
都代表着不同的形象和人物特征，
学生

究；
著名学者凯特从心理学角度和语言学角度出发对

可以基于此展开讨论，
从中获取更多的隐喻知识［7］ 。

隐喻展开研究，
都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这代表着

2.国内研究现状

隐喻学的理论体系正在不断完善。在不断研究探索

国内对于隐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

当中，
隐喻理论体系逐渐演变成了隐喻互动论和隐喻

我国古代著名学者孔子就曾经提出隐喻的理论，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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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隐喻能够完成类比联想，
有效树立正确的联想思

儿童绘本是儿童早读过程中的重要读物，
能够将

维，
与此同时，
孔子认识到隐喻的重要地位，
提出隐喻

图画、
文字以及色彩有机融合，
从而形成连贯性的插

对教育的作用。但这种理论体系并没有得到认可与

图与插画。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都将其定义为特定

传承。

的少儿读物形式，
能够针对传统少儿读物进行创新，

在我国近现代，
国内学者对隐喻理论体系展开激

并且以丰富的表现方式与飞跃性的描述方式为主，
具

烈的研究与探索，
最终将其归纳为修辞手法的一种。

有其它少儿读物所不具备的图文并茂特点。随着儿

随着对于隐喻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在引进国外著名

童绘本在儿童教育过程中的广泛应用，
专家学者对儿

隐喻理论体系
“替代论”
和
“互动论”
后，
已经逐渐形成

童绘本的设计与研究也越来越多，
绘本教育可根据儿

了隐喻研究的雏形。我国著名学者束定芳提出的隐

童年龄段进行细微区分，
使不同年龄的儿童都能得到

喻学理论后，
国内才正式形成了属于我国的隐喻学理

属于他们自己的绘本教育。

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中提出了隐喻的产生原因、
本质

儿童绘本中的隐喻是指利用已经知道的事物对

特征、
功能作用和工作机制。黄婷婷（2016）认为隐喻

未知事物进行比喻，
从而使未知事物可以更准确的被

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是人类用来探索世

理解。通常情况下，
这种传统修辞方式分为狭义与广

界的主要手段之一，
人类可以利用隐喻将理性思维和

义两个层面，
其中狭义层面指的是利用修饰词语与现

自身实际感受结合起来

。杨洋（2016）认为基于儿

象对想表达的观点进行描述；
而广义层面指的是针对

童的
“泛灵论”
理论体系，
幼儿的阅读材料当中必须具

事物的概念进行比喻描述。根据相关研究资料能够

有
“拟人”
的写作特性，
能够将抽象形象变得更加具体

看出，
在儿童绘本中添加隐喻元素，
能够有助于儿童

和生动

学习各方面的综合知识，
还能够促进儿童思维模式，

［9］

［8］

。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
儿童绘本的阅读材

料应当选用具有比喻和拟人等修辞手法的阅读文本

从而逐渐培养其独自思考与理解的相关能力［12］ 。

作为主要阅读材料，
该阅读材料必须具有较高的现实

儿童绘本中的隐喻分为具体文字隐喻与非文字

意义和文学意义，
能够培养儿童的隐喻理解能力和综

隐喻两种，
其中文字隐喻也就是通过文字对未知事物

合阅读能力，
从而促进儿童交流时运用比喻等修辞，

进行描述；
而非文字隐喻需要通过色彩、
空间以及结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吴洪建（2016）认为绘本故事中的

构等对事物的情况进行描绘。本研究中将儿童绘本

字体对绘本内容形成较大的影响，
字体大小、
粗细、
歪

中的隐喻定义为
“绘本故事的作者通过句式、
文字以

曲和正直都能带给儿童不同的视觉冲击和心理感受，

及图画形式对不同范畴领域内的知识进行反映，
从而

因此，
需要注意文字之间的编排模式，
为儿童树立良好

帮助儿童利用已知事物了解未知事物”
。

积极的心理环境，
避免儿童出现心理方面的障碍

［10］

。

近年来，
我国教育行业逐渐意识到儿童早期教育

谢竞贤（2017）认为儿童绘本拥有独特的艺术表达形

的重要性，
并且针对儿童启蒙教育制定了一系列的教

式，
能够利用生动形象的绘本内容提升儿童的理解能

育方针。儿童绘本作为幼儿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力和阅读能力，
同时，
对清晰的文学脉络，
用绘本文字

不仅能够强化幼儿接触新事物的速度，
而且还能够提

弥补图片的不足之处，
让文字和图片共同构成生动的

升幼儿的思考与理解能力，
而在儿童绘本中添加隐喻

故事意象

。另外，
还需要注意图画的编排方式，
图

元素，
可以强化幼儿对空间、
色彩以及线条等方面的

画具有极高的形象表达能力，
因此，
需要确保图画的

理解与认知能力，
锻炼幼儿的逻辑思维，
使幼儿可以

连贯性和关联性，
让故事能够通过图画的形式有效表

很好的利用已知内容对未知内容进行自行理解，
帮助

达出来。图画中的色彩应当充满阳光和积极，
色调方

幼儿打下独立学习的良好基础。

［11］

面需要采用明色，
不可采用阴暗的色调。根据相关心
理学专家研究表明，
阴暗的色调会为儿童培养扭曲的
三观，
不利于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儿童绘本中隐喻的重要性及其类型
分析
（一）儿童绘本中隐喻的重要性

（二）儿童绘本中隐喻的类型分析
儿童绘本中的隐喻不仅可以通过文字与画面进
行表述，
也可以应用不同种类的隐喻元素，
进而更加
准确地体现出作者的真实想法，
例如，
角色形象隐喻、
线条隐喻、颜色隐喻、构图隐喻以及空间关系隐喻
等。同时，
不同种类的隐喻形式相结合还可以有效强
化隐喻效果［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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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角色形象隐喻

神经还没有发育完全，
而且色彩感知能力比较薄弱，

在儿童绘本中，
角色描述作为整个绘本的基础与

直到儿童两岁之后色彩感知能力才能逐渐完善。因

核心环节，
能够在第一环节抓住儿童的眼球，
从而引

此，
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对绘本中的色彩也会产生不

导儿童逐步阅读下去。从开始解读到阅读结束，
每个

一样的理解。在儿童绘本中，
颜色能够明确体现出人

年龄段的角色都会起到不同的隐喻作用，
儿童能够对

物特点与心理活动，
同时，
色彩还能配合不同环境营

绘本中描述的角色形象进行深刻记忆。由于儿童绘

造出合适的气氛。例如，
在《小黄与小蓝》中看到的角

本的主要阅读群体就是儿童，
那么，
在对绘本内容进

色虽然没有五官与四肢，
但是却可以根据故事内容与

行制作时需要针对广大儿童的成长环境进行分析，
比

色彩描述准确感受到人物角色的心理活动。此外，
色

如，
在绘本中添加爷爷、
奶奶、
爸爸、
妈妈等角色，
能够

彩亮度也能够准确刻画出人物的情绪变化，
不同明亮

科学强化儿童绘本的代入感，
从而使儿童在阅读过程

度的色彩形式也会对周围环境氛围进行刻画，
从而使

中能够将书里面内容与自身进行联合分析。儿童绘

儿童阅读过程中可以通过隐喻元素了解绘本的实际

本的本质就是通过阅读能够让儿童对未知的事物进

内容 ［15］ ，
例如，
热烈气氛中以红色为代表，
能够有效

行学习，
了解不同种类的文化；
将已知事物作为引导

彰显出喜悦的情绪，
也能够体现出人物情绪的变化；

基础，
促使幼儿潜移默化的养成各种良好生活习惯。

绿色与黄色能够构建出相对平静、
和谐的色彩氛围。

儿童绘本还会根据角色的不同对人物的头身比例进

其实，
颜色本身与自然事物是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比

行设计，
年龄越大的角色其头身比例越接近正常值，

如，
红色与火焰之间的联系，
绿色与青草之间的联系，

从而隐喻出成年人与儿童的区别，
例如，
将儿童形象

黄色与太阳之间的联系等。这样鲜明的颜色能够在

的头身比例设定在 1/4 左右，
这样能够突出儿童的天

第一时间给读者留下深刻记忆，
并且在延伸过程中使

真可爱，
并且增加自身的亲和能力。

自身脑海里形成的模式进行调整，
让儿童可以准确分

2. 线条隐喻

析不同颜色中蕴含的实际意义。

在儿童绘本中，线条能够对事物的外表进行勾

4. 构图隐喻

勒。通过对各种事物采用不同的勾画方式，
有效衬托

儿童绘本中构图指的是图片与文字之间的比例

出背景的明暗、远近等层次，从而营造出优美的情

设定，
并根据绘本的主题与内容，
搭配合适的彩图，
这

景。根据相关研究能够看出，
水平线条能够更好的彰

样才能够准确分析出绘本内容的隐喻因素。通常情

显出平静的感觉，
而曲线与折线能够显示出不同程度

况下，
良好的语法与词汇能够强化内容逻辑关系。构

的心理波动与环境变化，
利用尖锐的线条能够带给人

图隐喻也是如此，
只有熟练地针对画面中的空间感、

紧张与不安的心理暗示。首先是平静的水平直线，
在

边角线以及相互关系进行设计，
才能进一步感受角色

儿童绘本中经常出现水平线勾勒出来的地平线，
这样

形象的心理活动。其本质目的是帮助儿童强化已知

不仅能够刻画出大气磅礴的画面感，
还能给儿童营造

事物与知识，并且利用已知事物与知识了解未知的

出轻松的感觉；
其次是垂直的直线，
当情况出现转折

内容。构图环节中的位置概念，能够反映出角色的

时往往会采取此类描述方式。通过对平淡无奇的直

心理刻画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使读者对绘本所描述

线行驶进行调整，
使其突然呈现出全新的形式，
这样

的想法一目了然，
比如，
把主体位置区别于放到正中

能够瞬间改变读者的心境，
例如，
在《南瓜汤》故事中，

心与边缘处，传递出不同的情绪与观念。将主体圆

松鼠、
猫以及鸭子是好朋友，
但是，
他们由于问题闹出

心放到画面中间区域时，能够立即被读者发现并且

矛盾，
鸭子生气后选择离家出走，
而松鼠与猫在意识

掌握；
将主体圆心放到边缘位置时，
能够呈现出一种

到自身错误时开始寻找鸭子。画面的开始有一条平

不稳定与不公平的隐喻因素，从而彰显出孤独与不

行直线一直在蔓延，
似乎在给读者坚持下去的信念，

安的情绪。构图环节的位置使读者对于事物的切入

最终去找鸭子时直线立即变化为垂直形式，
说明故事

点存在不同的心理效应，影响读者对相关阅读内容

到这里有了转折，
这种隐喻方式能表现出蓄势待发的

的理解程度。在分析画面中的事物时，构图位置给

感觉，
并且给读者带来希望

自身带来的情绪，
通过视点的高低变化对角色的心理

［14］

。

3. 颜色隐喻

情况与处境进行隐喻，
这些都将反映到对绘本内容的

根据相关研究资料能够看出，
刚出生婴儿的视觉

理解中［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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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空间关系隐喻

领域的相似处进行结合分析，
这样能够将原本没关系

通过对事物的概念进行描述能够准确传达作者

的内容联合到一起，并且加深读者对相关知识的理

心中的真实想法，
不同事物与角色之间的空间关系也

解。同时，
文字表达形式在绘本中也较为重要，
在儿

能够对绘本内容中的意境进行刻画。空间关系隐喻

童阅读材料中经常会出现重复的段落与句型，
这种连

与构图隐喻存在差别，
其中构图隐喻通过对图像之间

贯性的节奏感也会加深儿童对相关知识的记忆与理

的位置进行调整，
从而准确分析出情景氛围；
而空间

解程度，
从而使儿童绘本的主体更加生动具体。

关系隐喻建立在角色与物体关系基础上，
针对不同图

三、儿童绘本中隐喻的创造及教学启示

像的叠放关系显示出实际的环境特点，
能够有效提升
儿童的思维能力。此外，
儿童绘本中的隐喻部分与我

（一）儿童绘本中的隐喻对绘本创造的启示

们常说的上下左右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根据相关研

在制定儿童绘本时，
不仅要保证各种内容能够有

究情况能够看出，
儿童绘本中的空间关系主要为左右

效融合，还要在绘本中积极添加各类隐喻元素。因

关系、
上下关系、
中心边缘关系以及大小关系，
例如，

此，
需要作者对绘本故事的构思不断优化革新，
精准

上下关系和大小关系能够加强对明与暗的区分，
并且

把握文字与图片的处理能力。具体为颜色、
线条以及

针对某些事物可以作出准确而清晰的判断，
只有合理

空间因素，
同时，
需要从以下几个环节开展工作：

处理以上四种关系，
才能准确刻画出绘本内容中的环

首先，
保证绘本主题与内容一致。在儿童绘本中

境氛围，
从而为儿童提供代入感。此外，
儿童绘本中

添加隐喻元素固然是好的，
能够帮助儿童建立良好的

塑造的位置关系可以与实际生活产生冲突，
并且通过

思维模式，
但是，
在制定儿童绘本时也要根据主题元

画面感构建出诙谐、
稳定以及幽默的状态

素合理添加隐喻内容，
这样才能提升二者之间的协调

［17］

。同时，

面对面的位置关系、
背靠背的位置关系以及队列式的

性。例如，
在制作益智哲学类绘本时，
需要借助小故

位置关系都能够体现出不同形式的人物关系，
并且从

事来诠释哲理，
不仅要使儿童充分理解故事内容与其

位置上能够区分出其中的强弱关系。当儿童在阅读

中的道理，
还要保证儿童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增加自身

绘本时，
逐渐习惯并掌握这种分析模式，
便会在各种

的见闻与知识储备。

类型的绘本中运用此模式，
从而强化儿童的思维能力
与理解能力。

其次，
合理搭配线条与颜色之间的关系。在儿童
绘本中添加隐喻元素，
其前提便是保证文章内容与绘

6.文字隐喻

画的合理性。将画面与前后内容有效结合在一起，
不

儿童绘本作为图片与文字的结合模式，
有的专家

拘泥于线条的约束，
才能彰显出辽阔、
平静的效果，
并

学者认为文字在绘本中的作用不重要，
因此，
没有针

且能够在绘本中营造出很好的意境。

对儿童绘本文字进行研究。但是，
事实恰恰相反，
儿

再次，
善于使用构图引导故事发展。由于儿童绘

童绘本中的图片与文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它们

本主要面向的对象为儿童，
因此，
在制作过程中适当

不仅能够形象生动的描述画面，
而且还可以起到导读

添加文字，
但也要控制文字的比例，
尽量保证图片为

作用。随着儿童年龄的不断增长，
当对绘本故事进行

主、
文字为辅，
这样才能提升儿童对绘本的兴趣。在

重温时，
也会注意到文字诠释的含义。年龄较小的儿

故事情节的转折中，
运用
“远近镜头”
的切换来表现角

童，
虽然能够根据绘本图画说出自己的理解，
但对于

色的内心活动与情绪状态，
这样能够形成很好的代入

儿童单一的思维模式，仅仅根据图片的表面进行表

感。

述，
体会不到深层次的意义，
然而当儿童逐渐成长，
思

最后，
科学应用空间隐喻模式描述对立关系。针

维具有一定的弹性，
自身理解能力与文字理解积累量

对不同空间实现不同的色彩，
准确表现出二者之间存

提升时，
便会意识到绘本中文字隐喻的重要性，
这对

在的差异，
这样能够对画面中的人物关系进行准确描

于儿童学习文字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儿童绘本中

述，
从而使儿童的记忆更加深刻。

的隐喻形式主要分为显性隐喻与隐性隐喻，
其中前者

（二）儿童绘本中隐喻的创造对绘本教学的启示

指的是绘本内容中的天真浪漫与幽默诙谐，
不仅能够

随着绘本教学模式的广泛发展，
广大教师要及时

强化绘本内容的节奏感，
还能够对两个相关概念之间

认识到儿童绘本读物的重要性，
并且针对绘本教学模

的区别进行解释；
而隐性隐喻指的是引导读者对不同

式进行研究，
对儿童的绘本学习过程进行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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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此外，
教师还要有效选取
绘本内容，
运用绘本中的隐喻因素科学开发儿童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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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1981,13(3):249-261.
［3］

Mcghee P E,THE ODORA PANOUTSOPOULOU.The

力与思维能力。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环节开展工作：

role of cognitive factors in children’s metaphor and hu-

首先，
借助图像隐喻开发儿童的阅读能力。基于

mor comprehension［J］.Humor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儿童对图片的理解能力要强于对文字的理解能力，
因
此，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准确把握此特点，
引导儿童
将绘本中的图像与文字有效结合在一起，
帮助儿童画

Humor Research,1990,3(4):379-402.
［4］ De Rijke V.Not playing it safe:horror&the ludic in children’
s picturebooks.［M］.Enostone,2009:30-40.
［5］

张哲,曾彬. 绘本阅读对幼儿社会性形成的实验研究［J］.

简易的思维结构图，
促进儿童思维能力的发展。教师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6,32(01):89-92，
97.

可以通过指向性提问方式，
对儿童的学习情况进行引

［6］ Yameng Liang J,O’Halloran,Kay,Tan S.Where Do I Come

导，
使儿童通过图像理解其中的抽象概念，
从而强化

From?Metaphors in Sex Education Picture Books for

心智能力。

Young Children in China［J］.Metaphor and Symbol,2016,
31(3):179-193.

其次，
利用文字隐喻提升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教师在引导儿童进行绘本学习时，
要科学结合广义隐

［7］

production of metaphoric compounds［J］.Journal of Child

喻与狭义隐喻的作用，使整体内容能够更加丰富多
元，
从而时刻对幼儿充满吸引力。儿童通过绘本中的
图像了解字面含义，
经过自身思维的加工处理对文字
进行记忆，
将枯燥的文字与美丽的画面结合在一起，
从而强化儿童的记忆能力与反应能力。
最后，
根据教学目标与儿童实际情况选择绘本。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对每名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判
定，
从而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
同时，
根据教学目
标选择教学材料，
保证文学作品中的完整性，
更好地
体现出儿童绘本的价值与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广大
教师还要学会对儿童绘本中的隐喻内容进行适当的
删减与添加，
尤其在一些绘本中，
通过文字的大小、
字
体、
排列方式以及形状等特点，
表达出特定的故事情
节并与隐喻元素相结合，
这样才能提升教学策略的可
行性与灵活性，
从而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学
习环境，
提升儿童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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