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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伴随着学前教育越来越受家长和社会的重视,绘本阅读的教育价值也引起了学前教育
领域的重视,绘本以其简单明了的语言形式和层次丰富、风格多变的绘画内容,不仅能够在阅读过程中引
发幼儿丰富的想象和深度的思考,也方便家长和幼师贴合幼儿的心理来引导阅读,提高幼儿对书籍的阅
读兴趣和学习耐性,对幼儿的艺术情操陶冶和情商水平都有极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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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preschool education get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parents and society,
the education value of picture book reading also attracts the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preschool education, picture
books with its simple and clear language form and rich levels, varied painting content, not only can cause
children's rich imagination and deep thinking in the reading process, but also are convenient for parents and
preschool teachers to guide children's psychology, improve children's interest in reading and learning tolerance,
and are of great benefits for children's artistic sentiment edify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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