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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式阅读：开启一场与书籍的对话 
 
演讲者：Jessica Sidler Folsom，博士 
爱荷华阅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科学家 
 
家长和老师基本都认同阅读对儿童的重要性。甚至儿科医生和医院也鼓励阅读。但是，相

比把阅读作为睡前或午餐前的填空活动，大声阅读具有更重要的教育价值。 
 
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阅读并在故事结尾时提几个问题，不去思考为什么选择这本书，或

者阅读书中故事的目的，这是很简单的事。这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做法，也可以说是依据

所分配的时间长度作出的正确选择。也许这也适合一周的课堂主题。但是，这正是以成年

人为导向的阅读活动的典型事例。成年人选择书籍、阅读故事，提问或者引导讨论。 
 
而更能调动积极性和出成果的替代方案是互动阅读或者对话式阅读。对话式阅读指成年人

和儿童围绕他们共同阅读的故事展开一次对话。他们的对话内容包括：为新单词定义、提

高口语流畅度、介绍故事元素，以及开发叙述技能。 
 
在父母和老师正确制定对话式阅读计划并执行时，研究表明这样的形式对提高文字觉识、

口语和理解力特别有用。最重要的是，它有助于示范优秀阅读者在阅读时对文本的思考方

式。对话式阅读的好处不仅仅针对幼童。尽管这一理念最初来自于学龄前儿童的图画书阅

读（Whitehurst et al.，1988 年），但大量的研究已将其应用扩展至其他年龄段的儿童和

包括残障学生（有效教育法大盘点，2010 年）、阅读困难者（Swanson et al.，2011
年）和英语语言学习者（Brannon & Dauksas，2014 年）在内的人群。 

对话式阅读中问题的不同层级 
对话式阅读的传统实施方法是重复性阅读同一本书，并围绕问题的三个层级进行互动

（Flynn，2011 年）。 
• 第一层问题是基本的“要素”类型问题，主要涉及可以立即从文本中看到（或阅读到）的

要素。第一层也包括对新词汇的介绍。例如，在指向一幅画时，成人读者可以问

“这种动物的脚是哪种类型的”？此时，成人希望获得一个具体、正确的答案，以

扩大儿童的口语词汇。 
• 第二层问题是开放式问题，用于激发儿童的反馈。例如，成人读者可以问“在故事的

这个部分，发生了什么”？此时，成人在尝试鼓励儿童分享他或她正在思考的事

情，从文本中总结意义。 

http://time.com/2934047/why-pediatricians-are-prescribing-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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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层问题是进阶问题，用于介绍文本特点和故事要素之类的概念。例如，成人读者可

以问“谁是主要人物，他觉得怎么样”？这类问题也可以包括区分学生与文本的差

别，将故事与学生个人生活建立联系的问题。例如，“如果你发生这样的事，你会

有怎样的感觉”？ 

正确和错误利用对话式阅读之间的差异 
对话式阅读…… 

• 不是老师读，学生听 
• 不是由老师主导 
• 不是仅限于用问题陈述文本，并在结束时讨论 
• 不是仅适用于极小的儿童 

 
对话式阅读…… 

• 是互动的 
• 是以学生为中心 
• 是用陈述语句展开，用问题对文本进行说明，并全程进行讨论 
• 是一项需要精心策划的活动 
• 是适合各层级学生的活动 

 
尽管我们有一些策略用于协助开展对话式阅读中三个层级的问题，但最受欢迎的两项可缩

写为 CROWD 和 PEER。这两项已在之前的 IRRC 博客文章中介绍过，而本篇博客将对

它们进行扩展，提供其他资源来帮助策略对话式阅读活动。 

利用 CROWD 处理不同的问题层级 
CROWD 用于记忆要提问的问题类型：C（完成）、R（回想）、O（开放式）、W（要素问

题），以及 D（关联实际）。对 CROWD 的扩展是 CROWD-HS，用于鼓励提出有助于关联 H
（家庭）和 S（学校）的提示。以下是著名故事三只小猪的 CROWD-HS 问题示例。 
 
C（完成）问题：“我会吹气，我会吐气，我会 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 
 
回答：把你的房子吹倒。 
 
R（回想）问题：大灰狼吹不倒哪个房子？ 
 
回答：用砖做的房子。 
 
O（开放式）问题：你觉得第一只小猪为什么要用稻草去盖他的房子？ 
 
回答：因为用稻草盖房子最容易。他很懒。 

https://iowareadingresearch.org/dialogic-reading-part-2
https://iowareadingresearch.org/dialogic-reading-families-p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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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要素）”问题：哪种动物在追小猪？ 
回答：狼。 
 
D（关联实际）：狼要抓小猪时，你觉得小猪们都有什么样的感觉？ 
 
回答：（答案可能各式各样。）害怕、生气、悲伤。 
 
“H（家庭）”问题：如果你必须要在家建造一个游戏房，你会造什么样子的房子？ 
 
回答：（答案可能各式各样。）树屋、帐篷、堡垒。 
 
“S（学校）”问题：狼是坏人。他对三只小猪很坏。如果有人在学校欺负你，你应该怎

么做？ 
 
回答：（答案可能各式各样。）告诉老师。让他们停止。忽视他们。 

使用 PEER+PA 提示展开更多对话 
CROWD-HS 有助于记忆要提问的问题类型，但要记住的是，重点是营造有关文本的对

话，而非提示一个词的回答。PEER（P（提示）、E（评估）、E（拓展）和 R（重复））策

略可用于帮助成人鼓励获得更深层次的回答。PEER 的扩展是 PEER+PA，用于提醒成人区要表

扬儿童积极参与对话的行为，帮助儿童应用回答，因此很有意义。这些要素适用于与儿童的整

个对话过程。以下是使用 PEER+PA 和上文中任意一个 CROWD-HS 问题的示例： 
 
提示儿童讲述一些与书本有关的内容。 

成人：哪种动物在追三只小猪？ 
儿童：狼。 

 
评估儿童的回答。 

成人可以自己思考，“是的，答案是狼，但我们可以在回答中加入更多的词汇。” 
 
拓展儿童的回答。 

成人：是的，是大灰狼！ 
 
重复该提示。 

成人：哪种动物在追三只小猪？ 
儿童：大灰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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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扬并应用儿童的回答。 
成人：对了！大灰狼在追三只小猪。很棒，你记住了这个故事！如果你看到大灰狼

会怎么想？ 
儿童：（答案可能各式各样。）我会很害怕，然后逃跑。 

通过对话式阅读教授词汇 
回想对话式阅读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拓展学生的口语技能，特别是词汇。实现这一目标的一

个方法是积极参与阅读前活动，教授关键词汇。正如有多个帮助开展文本对话的问题层级

一样，将词汇分为三个层级也很简单： 
• 第一层词汇是基础词汇，应归入儿童的接受性和表达性词汇。“三只小猪”这个故事中

的第一层词汇有：房子、猪、狼。 
• 第二层词汇是成熟的语言使用者在文本中使用的高频词汇。应教授此类词汇，帮助拓展

儿童的接受性和表达性词汇。“三只小猪”这个故事中的第二层词汇可能是年纪最

大（该故事的一些版本将第一只小猪设定为三只中最大的一只）。 
• 第三层词汇是在内容领域或具体的上下文情境中必需的特定领域和最佳学习词汇。这类

词汇在“三只小猪”这样的故事中出现的可能性较小。但是，该故事的较复杂版本

可能包括第三只小猪使用的砌砖工具：铲子——这个第三层词汇。 
 
尽管一些单词可以引入对话式阅读，但还是必须确定和预先教学任何可能干扰学生对书本

理解能力的单词。成人读者可以识别有助于理解当前文本而且儿童有可能在其他环境中使

用或阅读的第二层词汇。 
 
现在，我们就像在单词层级和字母池中游泳，我们如何把头抬起，把这些因素整合起来，

真正参与到对话式阅读中来呢？最重要的是，要有充分的准备！其中包括：选择会鼓励开

展对话的恰当文本，确认要提前教学的词汇，思考 CROWD-HS 问题，预期儿童的回答

以及你可以配合使用的 PEER+PA 来拓展对话。下方的互动式阅读指南可加入每一本书，帮

助您计划你在阅读中要使用的词汇和问题。你在阅读文本的全程都可以提问，不一定只是在

结尾，因此不要忘记记录每个问题的页码！这样，你或其他人能够更轻松地找到开场白的

目标词，同时开展对话式阅读。 

协助对话式阅读的书签/书本插件 
提供下载的一套三个互动式阅读指南插件 
提供下载的一套四个 CROWD 书签 
提供下载的一套四个 PEER 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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