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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孩子，共同成长”
主题征文活动

■陈素娟

环境是幼儿的
第三方教师

本周聚焦笠 幼教杂谈笠

‘‘ ‘‘

吸引家长幼儿共同创设主题墙
挖掘、 强化主题墙的审美教育功

能提高品味。
墙饰是通过空间形式呈现的，从

某种意义上说， 主题墙的创设本身也
是一种美术作品， 具有一定的美育功
能。 在教育过程中应依据幼儿已有经
验和学习的兴趣与特点，灵活、综合地
组织和安排各方面的教育内容， 使幼
儿获得相对完整的经验。 所以在墙饰
的选材用材上，要多样化。根据主题墙
的内容、可以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同一
种作品，可以让幼儿自由选择折、剪、
画、粘等多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想法。

使主题墙成为幼儿、家长、教师互
动的平台。

主题墙的创设要紧紧围绕幼儿教
育教学的目标与内容， 实现与环境创
设的同步。 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做了一
些尝试。如托班的教室里，张贴着宝宝
的全家福照片，室内摆放宝宝的玩具。
让宝宝们产生一种亲切感， 从而能尽
快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在小班的主题
墙饰中， 幼儿在刚入园时存在不同程
度的焦虑和不安， 教师在环境创设上

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在活动室的墙上
布置了“成长足迹”的墙饰。 如宝宝小
时候穿的小衣服、小裤子、小袜子和小
鞋子等， 还拍摄了幼儿刚入园时的一
些生活照片。 对那些有入园焦虑的幼
儿，教师会指着墙面的照片说“宝宝真
漂亮，笑得多甜、多开心呀！”给幼儿以
情感上的寄托，来缓解幼儿入园焦虑，
从而尽快适应新的环境。

我们大班有个“人们怎样工作”的
主题活动， 老师要求幼儿了解家长的
工作地点、工作环境、工作方式等，让
家长拍摄下自己的工作场景， 同时请
家长用文字记录下来，贴到主题墙上。
这个过程不仅使家长参与了环境创
设，也使孩子更全面、更具体地了解了
家长。

孩子在这种整合、 有序的环境交
互作用下，自主积极地参与整个活动，
从而获得了观察、记忆、表达、分析、判
断等各种能力的发展。

让幼儿积极参与到主题墙的创设
中来，体现孩子的主体性。

让幼儿积极参与到创设活动中

来， 才能使环境和孩子有效互动起
来。

因此，对于主题的内容，我们以动
态的形式逐步展示出活动的内容，记
录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表格形式、
绘画形式、图文相结合的形式等。

在布置大班主题活动“春天来了”
的主题墙时， 我们展示了百花齐放的
自然景色：有皱纹纸、色卡纸等各类包
装纸点缀的花朵， 有各种不同花纹的
蝴蝶， 还有幼儿用各种海绵纸做成的
风车等，栩栩如生。随着主题的步步深
入和拓展， 幼儿的思维也不断地在扩
散。 同时，针对春天的知识面的扩大，
把幼儿所探索的问题都一一展示了出
来， 让幼儿在充分感受、 观察和体验
的过程中了解春天。 进而促进了幼儿
自主性的发展。

幼儿园环境创设应该以幼儿发展
的需要为出发点， 紧紧围绕教育目标
和教学内容，发挥孩子的主体作用，让
幼儿积极参与、共同创设主题墙面。

（作者单位：内蒙古包头市昆区包
钢幼教处第八幼儿园）

区角玩具需安全搭配有艺术性
区角材料的制作和投放， 要坚持

安全第一的原则。 选择无毒、 无味、
对幼儿无伤害隐患的制作原料且制作
前进行彻底的清洁消毒； 材料应是圆
滑的、 柔软的、 无尖角的。

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 注意包装
和制作的艺术性。 选择彩纸、 丝带、
质地柔软的绒布、 包装纸、 美工纸等
辅助材料进行装饰、 改造和艺术加
工， 注意操作材料的色彩搭配和便于
操作。 我们区角材料要根据幼儿年龄
特点及所学课程进行摆放。

教师投放材料的丰富程度可直
接关系到幼儿的活动质量， 活动区
材料投放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然而，
丰富的材料并不等于越多越好， 多
则滥， 滥则泛。 幼儿注意力具有不
稳定性， 过多过杂的材料投放， 尽
管能吸引幼儿活动， 但也易造成幼
儿玩得分心。

在投放材料时， 应考虑材料与活
动目标的关系， 根据近阶段的主题目
标和幼儿的活动需求及时投放活动材
料， 做到有的放矢， 加强材料投放的

针对性、 目的性和科学性， 并依据对
幼儿活动的观察， 进行定期更换与补
充。

活动材料还应具有探究性。 材料
的探究性能引发幼儿动手、 动脑， 支
持幼儿与活动环境的积极互动， 引导
幼儿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对客观事物
进行动手操作和动脑思考。 另外注意
区角之间材料的组合、 使用。 各个区
角活动材料之间往往存在着互动作
用， 教师在投放材料的同时还应考虑
到材料之间的组合、 使用。

创设良好的物质环境
活动空间的设置。 活动空间是

幼儿和教师、 幼儿和幼儿交往和相
互作用最多、 最频繁的地方， 极大
程度地影响着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教师应注意活动空间的分隔， 考虑
到幼儿的交往和幼儿与教师的交
流、 接触。

因此， 我们采用了分区活动。
所谓活动区就是利用活动室、 睡眠
室、 走廊、 门厅及室外场地， 提
供、 投放相应的设施和材料， 为幼
儿创设的分区活动的场所。

幼儿园可设置的活动区有： 社
会活动区(娃娃家、医院、市场、马路
等)、自然科学活动区(天文、地理、生
物、化学等观察、实验区等)、艺术活
动区 (音乐、美术 )、语言活动区 (阅
读、故事表演等)。 室外玩沙区、玩水
区、种植区、饲养区等。

这种划分并不固定,每个幼儿
园在具体操作时可视情况化整为
零、 灵活搭配。 场地大一些的， 可
设置大的活动区， 场地比较紧张
的， 可设置小一点的活动角。 活动
区大多以班为单位独立设置。 有条
件的幼儿园应设置共用的大型活动
区， 如图书馆、 科学宫等， 以及装
备更好的设施， 投放更丰富的材

料， 为各个年龄层次的幼儿提供有效
的活动场所。

活动材料的设置。 幼儿园的活动
材料大致可分为学习类、 音乐类、 美
工类、 游戏类和操作类等。

在运用游戏类、 操作类材料活动
时， 幼儿易开展模仿、 协商、 指导、
互学等交往活动。 在充分认识到游戏
类、 操作类活动材料对幼儿社会性发
展的重要性后， 我们对幼儿的游戏
类、 操作类材料进行了增加和调配。
提供给幼儿充足的游戏和操作材料，
保证人手一份， 这样， 既消除了幼儿
因为无活动材料而产生的侵犯性、 破
坏性行为， 又给幼儿创造了积极交往
和交流的机会， 良好的社会性行为和
情感也随之产生和发展。

在幼儿喜爱的“玩沙玩水” 活动
中， 利用一些废旧物品， 如可乐瓶、
果冻壳、 小勺子等作为游戏、 操作的
材料， 保证每个幼儿有一件材料。 这
样既充分发挥了活动材料的娱乐性功
能， 又促进了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动
手操作不仅仅使幼儿参与， 也让家长
参与其中， 例如我园每年会举行“户
外玩具大比拼” 的比赛， 让家长和幼
儿共同参与， 体验亲子快乐的同时促
进幼儿发展。

良好的环境对于幼儿的成长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和价值。 《幼儿园工作规程》 中指出： “创设与教
育相适应的良好环境， 为幼儿提供活动和表现能力
的机会与条件。” 幼儿园的教育环境是一个包含了物
质的和精神的有效健康刺激的环境， 我们应充分注
意到环境对幼儿发展的重要作用， 通过塑造物质和
精神环境更好地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管理方略笠

管理经典笠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用民间游戏促科学保教
■杨娜

近年来， 一些幼儿园普遍存在
教孩子识字写字、 学百以内加减法
运算、 学拼音学英语等有悖于幼儿
成长规律的现象。 这既剥夺了幼儿
游戏的权利， 又严重危害了幼儿的
身心健康。

《幼儿园工作规程》 明确提出：
“游戏是对幼儿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
重要形式。” 游戏是孩子童年欢乐、
自由和权利的象征。 丰富多彩的游戏
不仅可以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而
且能增长幼儿的知识， 发展智力。
2012年伊始， 我们确立了“民间游
戏引入幼儿园教育的研究” 课题， 希
望通过自上而下的课题研究， 杜绝幼
儿园小学化倾向， 提升本地区保教质
量。

民间游戏丰富了幼儿的一日活
动。 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活动， 有效
地促进了幼儿多方面发展。 如： 游戏
“荷花荷花几时开”， 发展了幼儿追逐
跑的能力； “翻绳” 游戏既发展了幼
儿手指的灵活性、 锻炼了小肌肉群的
发展， 又使幼儿开动脑筋、 发展了智
力； “小鸡吃米”、 “甩纸炮” 等游
戏还培养了幼儿热爱科学、 探究生活
现象的积极态度等。

民间游戏的种类丰富， 有相对安
静的“翻绳”、 “抓痒痒”、 “翻贝
壳”、 “溜墙角” 等， 也有运动量较
大的“老鹰捉小鸡”、 “滚铁环”、
“闯关”、 “小小炮兵团” 等民间体育
游戏。 教师们可以针对各个民间游戏
的不同特点， 在适合的时间与场地有
效地组织幼儿游戏， 使一日生活的各
个环节过渡自然， 管而不死， 放而不
乱， 体现以幼儿为本， 充分发展幼儿
的理念。

民间游戏整合了教育内容与资
源。 教师们通过网络、 生活等渠道充
分挖掘民间游戏与材料， 将民间游戏
适当地进行创新与改编， 使其符合幼
儿的年龄特点， 有效地促进了民间游
戏与幼儿园教育教学的合理整合。
如： 游戏“甩纸炮”， 教师们将民间
游戏， 科学活动加以整合， 孩子不但
学会了折纸炮， 还在操作中探索纸炮
发出声音的秘密， 并用操作单进行记
录， 使民间游戏不仅停留在玩的过
程， 更培养了幼儿的兴趣， 使其积极
探索其中的秘密， 真正体现了玩中
学、 乐中学、 玩中探索的 《幼儿园教
育指导纲要》 （试行） 精神。

研修活动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化成
长。 通过多次的研修， 转变了教师的
教育理念， 明确了民间游戏在幼儿园
教育教学中应该如何合理运用。 不但
强化了教师的游戏教学意识， 拓宽了
教师的知识结构， 还增强了教师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研修现场的交
流、 探讨， 增强了教师发现问题、 分
析问题和提炼有效经验的能力， 培养
了教师之间的协作精神， 教师的理论
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

实现勤俭办园体现教师的智慧。
很多乡镇中心幼儿园资金有限， 投放
的玩教具少。 而民间游戏灵活自由度
大， 一般不受时间、 空间条件的限
制， 所需要的材料也简单， 几张纸
帖、 一把贝壳、 一根毛线绳就能让孩
子玩得其乐融融， 民间游戏引入幼儿
园教育成为了解决幼儿园玩具资源短
缺的有效途径。 另外， 教师通过搜集
身边的废旧物品自制民间游戏玩教
具， 也充分发挥了教师们的聪明才
智。

（作者单位： 辽宁省普兰店市教
师进修学校）

培养幼教学生的
职业气质

■王卫国

近年来， 关于未来教师气质的培养引
起师范院校的关注。 2011年10月，《教育部
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
指出:“注重未来教师气质的培养， 营造良
好教育文化氛围， 激发师范生的教育实践
兴趣，树立长期从教、终身从教信念。”幼师
院校肩负着培养未来幼儿教师的光荣使
命， 注重对幼教学生的教师职业气质培养
有着特殊的意义。

职业气质是指从事某种职业的群体普
遍的外在显现的独特的风格气度。 教师职
业有着鲜明的职业特性， 其实质是教师的
教学风格、 教学智慧和学识才华的魅力体
现，它既包括教师的理想信念、行为规范、
道德情操，也包括教师的学识修养、教学机
智、工作激情和富有个性的教学风格。教师
气质的诸多元素中，“真诚、宽容、热情、耐
心、乐观”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温家宝曾精辟地指出，“师范教育不能
仅注重让学生在知识、 能力和专业素质方
面得到应有的发展， 更要注重未来教师气
质的培养，最重要的是文化熏陶。 ”

注重实践教学，增强职业体验。 当前，
国家相继出台系列关于学前教育发展和幼
儿园教师培养的文件和规定， 促进了幼师
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实施。“师范院校的专
门训练，不限于教学的技能，而尤其在于多
年的教育文化氛围中涵濡浸润， 使学生对
教育实践的兴趣油然而生， 对于教育事业
的敬仰日益坚定。 ”

幼儿园教师是幼儿活动的支持者、合
作者、引导者，是孩子的榜样、是孩子模仿
的对象，老师的言行举止、仪表形象、心理
健康、 情绪变化以及对待孩子的态度等都
会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情绪和发展。

大专院校应引导学生增强教师职业意
识、 了解教师职业品质、 熟悉教师职业特
点、 体验教师职业生活， 培养教师职业气
质，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比如形体教学课，
通过形体训练，提高学生肌体的柔韧性、灵
活性、协调性、可塑性，培养幼教学生的鉴
赏美、表现美、感知美的能力，培养学生形
成良好的坐姿、站姿和走姿等体态，提升学
生未来教师的职业气质。

注重内在修炼，提升自身品味。气质修
养重在自觉，贵在个人修炼。教师气质是文
气和正气的总和。教师气质的培养，强调自
我修炼和自身修养，包括学识、涵养、心性、
品质、情趣等。

幼教学生在大学期间， 应该珍惜良好
的学习条件、优质的学习资源、宝贵的学习
时间， 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地增加自己的
文化底蕴，强化自己的道德修养，提高自己
的人文素养，提升自己的审美品位。多读书
善思考，多鉴赏勤练习，有意识地培养自己
的兴趣爱好，涉猎广泛的艺术作品。学会欣
赏中外名画、古典音乐、书法名帖等，并依
据兴趣爱好，观赏临摹。

内心修炼和文化修养，需要结合学前教
育的专业、学科特点，结合自己的专业方向
和兴趣爱好，可以在课堂内切合学习内容来
进行， 也可以在课堂外通过选修、 选读、选
练、自学等来完成。 幼教生应该及早明确自
己的职业规划，扬长补短，要不断学习，终身
学习，持续提升自己的学识、学历和能力，这
是培养未来教师气质的根本和关键。

（作者系山西省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副校长）

集体教学活动多用心少抄袭
■陈君

集体教学是幼儿园普遍存在的
一种教学方式， 是幼儿园课程的一
个组成部分。 目前幼儿园的集体教
学活动大量地存在着“照搬” 别人
教案的现象， 没有根据本班孩子的
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我们在教学实践中， 要分析一
些教学内容是否适合用于集体教
学， 例如小班的数学:认识颜色、
学习分类、 认识“1” 和“许多”、
学习一一对应等等， 这些活动到底
有没有必要上集体活动？ 能不能用
小组的、 个别化的形式？ 能不能放
在一日生活中进行渗透学习？ 可以

在日常生活中认识各种颜色的玩具，
分类学习可放在每天餐后的放碗、 放
碟子、 放勺子的时候渗入等等。

在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 （以下简称 《指南》） 培训中，
学习了集体教学的功能： 整理归纳幼
儿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经验， 提升原
来的经验，形成相对系统的知识，促进
幼儿知识的迁移和应用， 从而认识新
的事物。目前我们幼儿园的音乐、体育
和语言等学科都是用集体教学的形式
进行的。 我们在开展集体教育中总要
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本次集体活动能
够提升孩子哪些经验？拓展哪些知识？
有哪些价值？其核心价值是什么？如何
根据其核心价值来设计本次活动？

根据思考， 我们再做相应地设计
和组织来发挥集体活动的功能。 《指
南》 对了解幼儿已有经验和水平方面
提供了指引， 为观察了解幼儿提供了
清晰的框架， 指引教师在集体教学中
关注到孩子的主体性， 强调幼儿在游
戏中学习、 在情景中学习。

（作者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彩田幼
儿园）

“蘑菇”的经历

蘑菇管理定律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一
批年轻的电脑程序员的创意。 由于当时许
多人不理解他们的工作， 都对他们持怀疑
和轻视的态度， 所以年轻的电脑程序员就
经常自嘲“像蘑菇一样的生活”。

电脑程序员之所以如此自嘲， 这与蘑
菇的生存空间有一定的关系。 蘑菇的生长
特性是需要养料和水分， 但同时也要注意
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一般需在阴暗角落
里培育，过分的曝光会导致过早夭折。从两
者的关系来看，地点、养料两方面的条件给
予了蘑菇的生存空间，但它们都自生自灭。
蘑菇定律便来源于此。

核心观点 蘑菇管理核心是组织或个
人对待新人的一种管理心态。 因为初学者
常常被置于阴暗的角落，不受重视的部门，
只是做一些打杂跑腿的工作， 有时还会被
浇上一头冷水，受到无端的批评、指责、代
人受过，组织或个人任其自生自灭，初学者
得不到必要的指导和提携， 这种情况与蘑
菇的生长情景极为相似。

应用要诀 心态的调整对于组织的新
人， 尤其是对那些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大学
生们很重要。“蘑菇”的经历，对于成长中的
年轻人来说，就像蚕茧，是羽化前必须经历
的一步。一旦不幸做了“蘑菇”，要以充满阳
光的心态积极应对这种境遇。 年轻人处于
“蘑菇时期”正是积累经验、熟悉工作，历练
和成长的好机会。身处低位，不能没有积极
向上的心。

（实习生 尹姊 整理）

今年广西省首次实施两年制学前教育免费
男生定向培养计划， 着力培养男幼儿教师。 图
为该地倍受孩子喜欢的男教师演示扣篮动作。

喻湘泉 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