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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说谎
不能轻易下定论

农村幼儿社会活动离不开乡土资源
■郭俊东

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是以增强幼
儿的自尊、 自信， 培养幼儿关心、 友
好的态度和行为， 促进幼儿个性健康
发展为主要目的， 它与其他领域相互
渗透， 融社会知识与经验于一体， 强
调与幼儿生活紧密联系的可持续教
育。

在全国许多城市幼儿园都在稳
健、 创新地开展社会领域教育活动
时， 一些农村幼儿园组织与指导社会
领域教育活动， 除了客观上生产条件
的制约外， 主观上的活动设计与指导
存在诸多被大家忽视的偏差。

偏差一， 社会领域活动内容的把
握上脱离儿童的认知水平， 出现“以
纲为纲”， 社会教育“面孔化”、 “模
式化”； 活动组织上不是做游戏就是

讲故事； 偏差二， 社会领域教育活动
与其他领域活动目标、 内容的渗透性
不强， 社会领域教育活动目标、 内容
单一， 活动枯燥乏味； 偏差三， 社会
领域教育不能贴近幼儿社会生活， 活
动组织上要么过分“游戏化”， 要么
“教条化”， 将其活动造成事实上的
“成人忽悠小孩” 的游戏， 如组织一
个游戏、 讲一个故事、 看一个片段影
像， 然后由教师给小朋友讲“自己的
事自己做”、 “尊敬长辈、 老师”、
“对他人要有爱心” 等等； 偏差四，
社会领域教育急功近利， 无视幼儿系
统、 长期连贯的计划。

面对这样的现实， 教师应该从本
地资源出发， 充分利用乡土资源， 开
展幼儿社会活动， 让幼儿基于真实、
充实的生活发展其社会性。

教师应该因地制宜， 利用好城市

里没有的乡土教育资源、 环境， 有效设
计与指导幼儿的社会领域教育。 教育资
源、 环境是教育中重要的因素， 它是幼
儿接受教育的媒介。 在农村， 有山川、
水流与大地， 自然环境清新， 让儿童融
入其中接受自然美的熏陶， 激起儿童爱
家乡的情感， 培养保护环境的思想。 农
村民风朴实， 民俗众多， 我们可以充分
利用这些精神资源， 对儿童进行民族情
感教育、 文明教育等。

教师应该还原社会的本来， 不可回
避， 更不能随意虚化社会， 营造不真实
的社会环境来组织社会领域教育活动。
社会领域教育是儿童社会化进程不可缺
的幼儿园课程之一。 课程源于生活， 社
会教育更应贴近社会生活。

我们不能认为小孩的稚嫩， 就去过
多修饰社会的良好因素， 而完全舍弃社
会的消极因素。 如果这样， 儿童在我们

教师“精心” 虚构的社会环境里去游戏
也好， 听故事也罢， 不但不能推进幼儿
的社会进程， 相反会给幼儿接触社会的
过程制造诸多矛盾与烦恼。 农村的小孩
常常会问“妈妈， 老师说吸烟对身体不
好， 那为什么爸爸天天吸烟？” “老师
说我们要爱护环境， 可是为什么爸爸那
天喝酒后就在我们家门口小便呢？ ”
……这些现象说明我们在对幼儿的社会
领域教育上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

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活动是将社会
知识与社会生活体验相容的系统性教
育， 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不能取代的课
程模块。 无论是幼儿园教师， 还是家
长、 社会， 都应该重视这一领域教育，
不断积累经验、 方法， 逐渐纠正活动设
计与指导上的偏差， 优化儿童社会化进
程， 促进儿童的全面和谐成长。

(作者单位： 贵州省思南师范学校)

预防说谎从成人开始

已有研究还发现， 幼儿说谎与
教育者的教养不一致、 教养行为不
正确以及不良的榜样示范等因素有
关。

成人首先要反思自己的日常行
为对孩子的影响， 把点滴的教育事
件当作影响孩子心灵的教育契机，
谦虚地面对生活、 面对孩子， 和孩
子共同形成诚实的做人品格。 对幼
儿说谎的预防或干预应从这三个方
面着手。

教养一致。 现实教育中， 因教
养不一致而导致儿童说谎的情况时
常发生。 例如， 某老师规定， 幼儿
只要做出良好的行为 （如主动和老

师打招呼）， 老师就会奖励一朵红花。
但在执行过程中， 老师言行前后不一
致， 对那些主动打招呼的幼儿， 老师
高兴了就奖励， 心情不好了就不奖
励。 通过多次观察， 幼儿逐渐明白，
自己能否得到小红花取决于老师的心
情， 于是逐渐学会察言观色， 甚至通
过说谎让老师高兴， 以达到自己的目
的。 因此， 为了预防儿童的说谎或减
少儿童的说谎行为， 教育者首先应该
做到教养一致。

教养一致既包括教育者本人前后
言行一致 （如上例）， 也包括教育者
之间教育观点与教育行为的一致。 其
中， 教育者 （主要包括幼儿家长、 教

师） 之间的教养一致更为重要， 教师
与教师之间、 教师与家长之间以及父
母之间要经常相互沟通， 尽量做到教
育观念和教育行为的一致， 以防幼儿
因教育者之间的教养不一致而左右逢
源， 给幼儿说谎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教养行为正确。 幼儿说谎习惯的
养成也与教育者不正确的教养行为
（如惩罚与强化使用不当） 有关。 行
为主义理论认为， 儿童被强化的行为
（如说谎） 以后出现时不再伴有强化
物 （如奖励）， 则该行为会逐渐消退。
根据这一原理， 当幼儿说谎时， 教育
者不要给与强化物， 同时转而强化幼
儿的诚实表现。 只要教育者持之以

恒， 儿童的说谎频率会因为得不到强
化而逐渐消退， 良好行为则因为被强
化而逐渐增加。

树立“诚实” 榜样。 发展心理学
相关研究指出， 幼儿阶段属于社会认
知的权威定向阶段， 幼儿易于认同教
师和家长的行为规范并且内化为自己
的行为标准， 表现在行为上则是模仿
教师和家长的一言一行。 因此， 培养
幼儿的诚实品质， 教师和家长首先要
诚实。 此外， 教育者还要给幼儿树立
诚实的同伴榜样和媒体榜样， 如动画
片中的人物， 增加幼儿学习、 模仿诚
实榜样的机会。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有些“谎言”并非幼儿本意

幼儿在向成年人描述事情时经
常发生所述与事实不符的情况， 但
并非所有与事实描述不符的情况均
为说谎。 请看下面三个案例：

案例1： 丽丽妈妈给了明明一
块糖， 明明没有吃， 放在口袋里。
回家后， 妈妈发现了， 问明明：
“谁给的糖？” 明明想了想说： “乐
乐奶奶给的！”

案例2： 幼儿园今天举行了亲
子运动会， 王阿姨问甜甜： “甜甜
参加了什么项目？” 甜甜想了想说：
“扔乒乓球、 跳山羊、 钻圈， 还有
运气球。” 实际上， 这次运动会中
没有“钻圈” 活动。

案例3： 手工课上， 小强不小

心把老师发的纸弄坏了。 小强怕老师
批评， 向老师报告： “不是我弄坏
的， 是明明， 他弄坏的！”

上述三个幼儿所述事件均与事实
不符合， 但经过教师和家长的仔细调
查， 仅有案例3中的小强为真正说谎，
其他两例均不属于说谎。 案例1中的
明明是“记忆错误现象”，案例2中的甜
甜是把“想象与现实混淆”，把自己经
常和邻居家小朋友玩的“钻圈”游戏移
植到幼儿园的运动会中， 他们对自己
所说的与事实不符一事既无“意识性”
也无“有意性”。案例3中的小强符合了
说谎的基本特征， 他为了避免老师的
批评， 而故意把责任推给他人， 既有
“虚假性”，也有“意识性”和“有意性”。

说谎是指幼儿通过言语或非言语
的方式， 有目的地隐瞒、 伪造或假造
有关信息， 以诱导他人形成或维持一
种幼儿本人认为是假的信念， 无论成
功与否， 均可被视作说谎行为。 根据
定义， 说谎必须满足三个要素： 虚假
性、 意识性和有意性。 虚假性是指幼
儿所述与事实不符； 意识性是指幼儿
明知自己所说与事实不符合但还要说
出来； 有意性是指幼儿为达到某种目
的或者欲望而有意说谎， 如为了逃避
惩罚、 获得奖励、 取得教育者的欢心
或引起别人的注意等而说谎。

教育者首先要区分说谎与儿童因
“记忆错误”、 “想象与现实混淆” 等
出现的假性“说谎” 的情况。 儿童所

述与事实不符合的情况经常源于记忆
错误， 这种情况下不能称为“说谎”。
另外， 由于幼儿想象力丰富， 无法分
清想象与现实， 常常会把想象的事物
当作现实的事物， 把看到的事物经过
自己的想象加工后套用到现实的人或
事上去， 表现出所述与事实不符的情
况， 这也不能称为“说谎”。

教师要谨慎对待孩子的言行， 不
要轻易给孩子贴“不诚实” 的标签。
要想了解、 体察孩子的真实意图， 教
师一定要有扎实的儿童心理学的知
识， 这是正确解读孩子言行的理论基
础。 同时， 教师要在和孩子的共同生
活中， 用心地关注每一个孩子的言
行。

笠精彩个案

笠有问必答

‘‘

笠保教视点

■董会芹

学前儿童在向成年人描述事情时经常发生所
述与事实不符的情况， 但并非所有与事实描述不
符的情况均为说谎。 教育实践中， 教育者在判断
幼儿是否说谎时， 经常因为忽视了说谎的要素而
发生误判。 因此， 教师要谨慎对待孩子的言行，
不要轻易给孩子贴“不诚实” 的标签。 同时， 教
师要把点滴的教育事件看成更了解孩子、 走进孩
子心灵的机会。 当发现孩子的确有说谎行为时，
教师也要注重保护孩子的自尊心， 用积极的方式
引导孩子。

‘‘
笠教研天地

幼儿常因外界因素“说谎”

教育实践中， 教师和家长经常
发现幼儿说谎， 有些幼儿为了获得
家长的表扬和物质奖励编造自己在
幼儿园里受到老师表扬的谎话， 有
些幼儿为了逃避老师的批评， 把责
任推给其他孩子， 也有些幼儿为了
排斥某个同伴而故意说一些坏话。
这与我国幼儿教育的目的之一———
发展个性， 促进人格的健康发
展———相违背。 因此， 一线教育工
作者应采取适当的教育措施， 培养
幼儿的诚实品质， 促进幼儿身心的
健康发展。

要对幼儿说谎进行干预， 首先
要了解当前幼儿说谎的一般特征，

对幼儿说谎的发生频率、 发展变化的
特征进行考察。 为此， 我们以 《幼儿
说谎问卷———家长版》 为调查工具，
以济南市公立幼儿园445名3岁至6岁
幼儿为对象进行调查研究， 调查内容
包括“为了得到想要的玩具， 说一些
并不存在的事情”， “向您隐瞒幼儿
园里发生的事情”， “为了得到表扬，
说一些并不存在的事情”， “为了不
做某件事情， 寻找理由”， “为了达
到自己的目的， 说一些并不存在的理
由”， “为逃避批评或惩罚， 将自己
做错的事情推给别人”， “对于不想
告诉您的事情， 孩子会编故事” 等。

调查发现， 幼儿说谎发生率为

“经常发生” 或“总是发生” 的比例
在1.3%到6.2%之间， 说谎程度“有
时发生” 及以上的比例在13.2%到
26.7%之间。 在7个项目上均“从未
发生” 说谎的幼儿仅有30人， 占总
人数的6.74%； 7个项目上均“很少
发生” 或“从未发生” 的有154人，
占总人数的34.61%。 由此可见， 说
谎在幼儿中的发生率较高， 是该阶段
儿童普遍存在的现象。

调查显示， 事后检验表明， 3岁
组幼儿的说谎显著多于5岁组和6岁
组幼儿， 其他两两之间差异不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 在整个幼儿阶段， 3
岁组幼儿的说谎现象最严重， 4~6岁

间幼儿说谎变化不大。 尽管4岁之后
说谎有所下降， 但仍然普遍存在，
这表明， 采取适当的教育措施对幼
儿进行干预仍很必要。

当孩子所述与事实不符时， 教育
者首先要根据说谎的判断标准进行甄
别， 对因为记忆错误或想象与现实相
混淆而导致的假性“说谎”， 教育者
切忌批评、 斥责儿童， 应该引导儿童
重新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 知道自
己所讲的事情哪些地方与事实不一
样， 当儿童讲述真实情况时,� 要对
他们坦诚的态度给予赞同和肯定。 对
于真正的说谎行为， 教育者要采取适
当措施予以干预。

幼儿尿裤子
不是问题而是课题

读者来信： 入园两周多了 ,昨
天中午小班幼儿放学时间， 教师
组织孩子排队到幼儿园门口等候
家长。 谢玉淇小朋友见到妈妈，
高兴地扑到了她的怀里———好美
的一幅画。 但马上风云突变 ,谢玉
淇妈妈发现宝宝的裤子湿了。 立
即尖叫起来： “怎么回事！ 孩子
的裤子都尿湿了， 老师都干什么
去了， 孩子感冒了怎么办？”

听到家长的质问， 看看孩子
裤裆处， 确实有一小片湿的尿液，
看样子是刚刚尿的。 我一边说着
好话， 一边调查。 刚刚组织小朋
友完成如厕， 在组织排队放学时，
谢玉淇小朋友可能因为紧张、 兴
奋， 发生了意外， 而我也不知情。
家长的不理解， 让我感觉非常委
屈。

———山东的一位幼儿园老师

我非常理解老师的心情。 在
这件事上， 我的观点是： 刚入园
的幼儿尿裤子是正常现象， 这不
是老师的问题， 而应该是家园需
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老师一方面
要按照规律办事， 同时要向家长
传递科学育儿观， 争取家长支持，
幼儿教师的专业性正体现在此。

幼儿的发展有其规律性， 是
一个持续、 渐进的过程， 同时也
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对于
刚刚走进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

尿裤子是正常的事情， 这是这一年
龄阶段幼儿的表现特征之一， 是由
其发展水平决定的。 帮助幼儿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与卫生习惯， 正是
小班幼儿健康领域的重要课程之一。
我们承认， 小班幼儿年龄偏小， 身
心发育尚未成熟， 需要教师的精心
呵护和照顾。

但是，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
渔”， 幼儿的生活问题不宜过度保护
和包办代替， 以免剥夺幼儿自主学
习、 锻炼的机会， 养成过于依赖的不
良习惯， 影响其主动性、 独立性的发
展。

例如， 婴儿学走路时摔倒是常见
的现象， 有经验的妈妈不会在宝宝摔
倒后马上施以援手， 而是让她自己爬
起来。 在一次次的摔倒、 爬起来的循
环往复过程中， 她在不断地总结经
验、 汲取教训， 慢慢地学会了走路。
刚入园的幼儿从尿裤子到养成良好的
排便习惯进而形成自立、 自主的生活
能力同她学走路的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 教师一定要把科学的育儿
理念传递到家长那里。 面对家长的情
绪， 老师要向家长解释， 缓解家长的
焦虑， 争取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共同
引导幼儿及时排便， 遇到尿急时要向
老师汇报， 尽量避免尿裤子。 只要掌
握科学的训练方法， 不用很长时间，
幼儿都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形成
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山东省临朐县教育局王兆富

爱护地球我的家
安徽大学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利用收集的废旧电池制作环

保宣传标语， 学习地球知识， 提醒自己在生活中践行爱护地球的环保行动。
图为小朋友和老师一起了解地球。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老师,请你不要帮我忙”
■孙冬菊

尊重幼儿个体发展是幼儿园
教育理念一直倡导的，《3—6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 也明确提出： “幼儿的发展
是一个持续、 渐进的过程， 同时
也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 要支持
和引导他们从原有的水平向更高
水平发展， 切忌用一把尺来衡量
所有的幼儿。” 的确， 每一个孩子
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了解幼儿、
关爱幼儿、 尊重幼儿， 满足幼儿
不同的发展需要， 是我们做幼儿
教师的职责与使命。

一日， 我将收集来的橘子皮等
相关材料投放到活动区， 以供幼儿
进行创作活动。 在区域活动时， 可
可小朋友找出几块， 准备往橘子皮
上抹白胶进行粘贴。

我看到她拿的橘子皮没有什么
形状， 就建议她： “许可， 你可以
先把皮撕好后再粘贴， 这样粘出来
会更好看。”

许可赶紧用手捂住装果皮的盘
子， 小声地说： “老师， 请你不要
帮我忙， 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许可低头继续进行她的粘贴，
丝毫不理会我的建议， 我静静地离
开。许可小朋友能力很强，也因此有
些自我为中心。 是这个原因使她对
老师的建议不理睬， 还是因为我给
幼儿过多的干涉呢？ 我静静地想。

为了得到答案， 我再次进入活
动区中。 许可已用自己的方法粘了
一条大船和几条小鱼， 有一种抽象
的美。

我用赞美的口气表扬她， 可可悄
声地对我说： “撕的方法我已经做过
的， 所以今天我要这样做， 老师你真
好。” 原来如此： 她已有过相关的经
验， 所以才会拒绝我的“好意”。

这件事后， 我一直在想， 我是不
是真的很了解他们， 理解他们的一举
一动？ 我是不是真的很信任他们， 信
任他们的智慧与能力？

好老师要了解孩子， 好老师还应
该给予孩子们充分的理解、 信任， 这
样才能真正走进他们的世界。 《指
南》 的艺术领域目标谈到： “要支持
幼儿的审美情趣与爱好， 在审美中尊
重幼儿的独特感受， 在幼儿需要的时
候再给予具体的帮助。” 因此我感到
教师对自身的介入行为报有良好的期
望， 希望自己的介入能促进幼儿更好
的活动， 但遭到幼儿拒绝， 说明教师
的介入是无效的。 我庆幸自己没有进
行过多的干预， 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强
加给幼儿。 否则我单一的方法会束缚
孩子的发散思维， 也会违背基本的幼
教理念。

真正尊重孩子， 体现在一点一滴
的观察和思考中， 只有这样， 才能使
孩子更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 使孩
子的作品更具有艺术的表现与创造。

作为一名教师， 面对与众不同的
孩子， 我们就要善于发现孩子的特
点， 关注、 追随孩子的不同表现和反
应， 敏感觉察他们的特殊需要， 给予
他们更多的爱心、 更多的包容与理
解， 给予孩子更合适的教育， 让他们
的身心都能健康与快乐的成长。

(作者单位： 辽宁省大连经济技
术开发区第一幼儿园)

冯英杰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