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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保教
笠深度关注

笠教研天地

如何减少幼儿
剩菜剩饭

好习惯“慢”培养

■郑国娟

餐、 午睡、 游戏等都带着蛋宝宝， 通过
活动， 让幼儿体验妈妈的辛苦， 激发幼
儿主动帮妈妈做事。 我还结合“今天我
来做家务” 等活动， 让幼儿对家务劳动
有初步的了解， 并鼓励幼儿回家帮妈妈
做家务。 作为活动延伸， 我在班上又开
展了“叠衣服比赛”、 “整理床铺比赛”、
“擦桌椅比赛” 等活动， 并通过班级的幼
教论坛， 发动家长及时上传孩子在家劳
动的照片。
二是利用区域活动， 学会礼貌交往。
利用“娃娃家”、 “小超市”、 “理发店”
等游戏， 让幼儿通过扮演角色， 反复感
知、 体验、 模仿角色的优良行为。 在游
戏 中 ， 我 还 教 育 幼 儿 学 说 “您 好 ” 、
“请”、 “谢谢”、 “对不起” 等礼貌用
语， 进一步培养孩子的文明举止。
三是进行值日监督， 实行自我管理。
为挖掘孩子的潜力， 巩固已经养成的好
习惯， 我在班上开展了轮流做值日活动。
每周都从各小组里选出一名遵守规则、
习惯较好的小朋友当值日组长， 负责餐
前分餐具， 餐后擦桌子， 同时还要当好
检查员， 如： 排队时， 督促本小组成员
又齐又快地站好； 洗手时， 看看是不是
每个小朋友都能按要求洗……每个当值
日组长的孩子都很高兴， 干得特别起劲。
在此过程中， 孩子的自理能力得到了提
高， 许多不良习惯也得到了自我约束和
控制， 良好习惯逐步形成。
李华

对待孩子
的习惯问题，
防治胜于矫
正， 培养胜于
预防， 作为教
师， 我们应以
智慧的头脑、
积极的态度协
助孩子养成良
好的行为习
惯。

■刘永红
习惯培养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令人
头疼的问题， 常听到很多教师抱怨：
“现在的孩子太难管了！” 其实对待孩子
的习惯问题， 防治胜于矫正， 培养胜于
预防， 作为教师， 我们应以智慧的头
脑、 积极的态度协助孩子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 在多年对大班幼儿进行习惯培
养的尝试中， 我总结了一些小方法， 收
效显著。

分组固定提高活动的实效性
分组固定法是指将幼儿分成若干小
组， 小组内成员相对固定的教育方法。
在幼儿一日生活的组织中， 不同的环节
需要变换不同的座位形式， 如： 晨间活
动是一种自由分散的小组状态； 而进餐
则是几人围着一桌坐； 集体教育活动
时， 会根据活动内容而设计成弧形或是
一排排整齐的座位……为了尊重孩子们
的意愿， 不少班级的老师让他们自由
坐， 一个环节进行完， 再重新选择座
位。 由于孩子年龄小， 自控能力差， 可
能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座位， 经常出现乱
轰轰的场面， 需要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小朋友才能都安静地坐好。
为了缩短变换场地的时间， 使每个
环节的衔接有秩序， 我采用了分组固定
法， 即把全班小朋友按男女比例、 平时
的综合表现等分成几个小组， 并征求孩
子的意见， 给每个小组起个好听的名
字。 有“大力水手力量组”、 “智多星
无敌组”、 “喜羊羊智慧组”、 “奥特曼
超人组”、 “白雪公主快乐组” ……小
组分好后， 前几天要反复强化， 让孩子
们记住自己小组的名字。 进餐时， 每个
小组的桌子固定， 如： 前面第一张桌子
是“大力水手力量组”、 第二张桌子是
“智多星无敌组” ……以此类推。 饭菜
分好后， 只要告诉小朋友到自己的小
组， 每个孩子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
找到自己的座位， 并安静地坐好。

同样， 喝 水 、 小 便 、 洗 手 等 环
节， 也可以每次去一个小组， 其他小
朋友继续进行活动， 这样做减少了孩
子消极等待的时间， 老师组织起来也
很方便。 当这种方法巩固熟练后， 还
可以在小组间展开竞赛， 看看哪个小
组做得既快又好。

目标引导培养幼儿的自主性
目标引导法是指提出目标， 运用
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向幼儿介绍遵
守常规的典型， 引导幼儿学习榜样的
教育方法。
首先， 提出目标， 为幼儿指明方
向。 大班的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是非
判断能力， 应该多用讲道理的方式进
行引导。 我园会定期开展评选“文明
小天使”、 “守纪小标兵”、 “尊长小
孝星”、 “友爱小标兵” 等活动， 我
就利用晨会教育活动时间， 向幼儿讲
明本周开展的是什么主题活动， 评比
条件是什么， 怎样做才能评上， 让孩
子心中有具体的目标。
其次， 理解规则， 让幼儿有章可
循。 听故事是孩子们较喜欢的活动，
结合具体的要求， 我经常选用一些有
趣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如： 针对有
的孩子洗完手不关水龙头的情况， 我
在班上讲了故事 《哭泣的水龙头》 ，
并配上两幅图片： 一幅是孩子洗完手
没关紧水龙头， 水白白流淌； 一幅是
云南干旱， 土地裂口， 很多孩子喝不
上水， 引导孩子们讨论， 使他们认识
到节约用水的重要性。 另外， 我还通
过故事 《大公鸡和漏嘴巴》 教育孩子
进餐做到不掉饭菜， 通过故事 《不爱
睡觉的小猴》 教育孩子们用正确的睡
眠姿势好好睡觉， 通过故事 《三只蝴
蝶》 教育孩子们要团结友爱……孩子
们对故事感兴趣， 很快就理解了怎样
做是对的， 怎样做是错的。
最后， 提高要求， 引导幼儿付诸
行动。 在习惯培养中， 有的老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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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

心急， 眉毛、 胡子一把抓， 结果一天下
来往往是焦头烂额。 著名教育家曼恩说
过： “习惯仿佛是一根缆绳， 我们每天
给它缠上一股新索， 要不了多久， 它就
会变得牢不可破。” 在习惯培养中， 要
注意不可贪多求快， 要分阶段， 有重
点， 缩小目标。 我尝试每月确定一项习
惯培养目标， 每周都根据相关目标确定
培养的重点， 如:在评选“自立小标兵”
活动中， 第一周的培养重点是“自己走
进幼儿园， 我能行”， 每天离园前都要
进行评比， 能自己走进幼儿园的小朋
友， 都会得到一个漂亮的小贴画或棒点
点， 周五进行总评， 一周五天都能做到
的小朋友， 就可以得到一枚小奖章， 并
将获奖小朋友的名单在“家园连心栏
目” 予以公示。 第二周的培养重点是自
己穿脱衣服、 别裤子； 第三周则是自己
整理床铺、 叠被子； 第四周是自己整理
学习用品， 玩完的东西要放回原处。 再
向后延伸， 就是自己系鞋带、 刷牙、 收
拾餐具、 洗袜子、 独立睡眠……这样，
不知不觉中， 孩子们的自理能力逐步得
到了提高。

角色体验激发孩子的积极性
角色体验法指让幼儿转换角色， 体
验他人的劳动， 从而引导幼儿进行生活
方面自我服务的教育方法。 现在大多数
孩子都是独生子女， 许多家长不舍得放
手或怕孩子做不好、 嫌孩子做得慢就包
办代替， 使孩子失去了锻炼的机会， 养
成了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习惯。
一是开展多彩活动， 培养自 理 能
力。 为让幼儿学会感恩， 结合“三八”
妇女节， 我开展了“护蛋行动”， 让小
朋友晚上回家和爸爸、 妈妈商量， 用什
么办法能使鸡蛋带在身上一天， 还要保
证鸡蛋不碎。 第二天， 小朋友都带来了
自己的蛋宝宝， 有的装在药盒里， 挂在
脖子上； 有的做了小纸房子， 铺上棉
花， 把蛋宝宝放在房子里； 有的放在口
袋里……一日活动中， 孩子们上课、 进

艺术熏陶增加参与的趣味性
艺术熏陶法指给幼儿提供轻松愉悦
的学习环境， 把音乐语言、 游戏和幼儿
常规结合在一起的教育方法。 幼儿一日
生活的各个环节繁杂而琐碎， 一个环节
结束后， 老师便告诉幼儿接下来要干什
么， 孩子们因为年龄小， 处在前一个环
节的兴奋中不能自拔， 对老师的要求不
能马上做出反应， 于是， 老师就不得不
提高嗓门来组织， 耗费了不少精力， 效
果也并不理想。
其一， 使用音乐暗示， 内化规则意
识。 把音乐活动和幼儿的习惯培养结合
在一起， 在一日活动的部分环节， 选用
合适的、 不同风格的音乐作提示， 时间
久了， 孩子们听到熟悉的音乐就会自动
过渡到下一个环节。 如： 早晨入园， 播
放 《弟子规》、 《道德经》 等诵读经典的
音乐， 孩子们进行经典诵读或自由活动；
接下来播放雄壮有力的进行曲， 孩子们
收拾玩具， 排队做早操或进行户外活动；
早点、 进餐、 午睡时播放较柔和、 舒缓
的音乐； 上课前播放欢快的律动曲， 上
课和下课弹奏固定的曲子与孩子们互问
好、 道再见……
其二， 采用游戏调控， 增强自我约
束。 午睡前， 孩子们上床后不想马上睡
觉， 有的叽叽喳喳说话， 有的嘻嘻哈哈
打闹。 为尽快让孩子们安静， 我运用了
“木头人” 的游戏， 通过念儿歌： 山上有
个木头人， 一不动， 二不笑， 三不许露
出小白牙， 越来越多的孩子被吸引到游
戏中来， 于是我便每次延长孩子自我控
制的时间， 等时机成熟了， 再讲上一段
故事， 或放上柔和的音乐， 孩子们自然
就慢慢进入了睡梦中。
幼儿的习惯培养很“难”， 做一名幼
儿教师很辛苦， 但如果我们每天的工作
不单纯是前一天工作的重复， 而是在实
践中不断思考、 总结、 尝试， 相信我们
一定会探索出更多更好的教育方法， 既
能有效地引导、 教育孩子， 又能解脱、
放松自己。
（作者单位： 山东省威海文登区实小
幼儿园）

■

二次翻地 体验种植全过程
我们让儿
童体验种植，
应该从选择土
壤、 翻地松
土， 再到播
种、 收获， 让
他们参与种植
的全过程。

■张静
下午的户外活动时间到了， 我们和
孩子们带着泡发过的蚕豆、 干燥的豌豆
种子和小麦种子， 还有水桶、 铁铲等工
具， 一起来到种植园地， 准备进行秋季
种植活动。 按照惯例老师会重点教授孩
子点种蚕豆的方法， 并向孩子演示播种
豌豆和小麦。 刚准备讲解如何点种蚕
豆， 主班的李老师发现菜园子里的土壤
并不理想， 虽然保育老师前期进行了翻
地和浇水， 但土壤仍然比较板结， 有些
石头和大的泥块儿。 播种活动并不是完
全不能进行， 但是李老师还是坚持停下
来， 准备二次翻地。
李老师抡起铁锹， 开挖之前问：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 孩子们你看看
我， 我看看你， “铲子？！” 嘿， 看来，

孩子们还真不知道。 李老师介绍道：
“我 手 里 拿 的 是 铁 锹 ， 是 用 来 翻 土
的。” 孩子听了这个新名词十分感兴
趣， 嘴里不自觉地重复着： “铁锹，
嘿， 铁锹”。 接下来李老师用铁锹锋
利的边缘对准了一个大泥块儿戳了
戳， 泥块儿立即碎裂成几小块儿， 李
老师又紧接着用铁锹相对平整的背面
继续敲打， 让小块的泥土变得更加细
碎。 “哦-啊！” 看， 孩子们已经在
特定的场景中， 随着教师的动作切实
感受到土块的变化了。
“为什么我要用铁锹把泥土再捣
碎呢？”及时的提问引发了孩子们的思
考， 孩子们一边观察一边主动寻求答
案，“这样可以让土变得小一点儿”“土
小了，我们好把种子放进去。 ”……孩
子们已经尝试自己寻找答案了。

按照这样的方法， 李 老 师 一 垅 一
垅地把整个菜园子的土又松了一遍。
“看， 有石头。” “这也有。” “我也看
到了， 那儿， 那儿。” 孩子们三言两
语， 李老师顺势发问： “要是土里有
石头， 我们的小种子会怎么样呢？”
“小种子就会被挡住了， 长不出来了。”
看来孩子达成了共识， 旁边的几个都
凑上去捡石头， 后面的孩子也挤挤伙
伴想看一看。
准备阶段的工作完成之后，李老师和
孩子们一起点种蚕豆、撒播小麦种子……
李老师坚持在土壤并不完全疏松的
情况下进行二次翻地， 不急于推进预设
活动的进程，这个调整引发了我的思考：
现在， 真正专业的种植活动离我们
年轻教师、 孩子， 包括年轻家长都已十
分遥远， 因为我们并没有农村生活的经

验， 也难得见到植物从播种到收获的全
过程， 生活中接触到的往往已经是终端
产品， 即各种蔬菜、 农作物等等。 种植
活动有其自身的科学规律， 作为教师我
们需要主动去了解。
其次， 我们的课程提出让儿童参与
种植， 体验种植， 应该从选择土壤、 翻
地松土， 到各种的播种方式， 再到后期
的照顾打理， 直到最后收获， 都应该让
儿童全程参与。 在活动的开展中我们应
该努力避免重播种环节、 轻其他环节的
做法。 因为每个环节在种植过程中都是
不可或缺的。 种植活动既包括以时间为
线索， 植物生长的纵向过程， 也包括不
同植物需要不同种植、 护理方式的横向
环节。 经验的习得和提升应该是全方面
立体的、 完整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实验幼儿园）

在幼儿园见惯了剩菜剩饭， 似乎有点习以为
常。 那么这剩菜剩饭是怎么来的？
首先， 是“量” 不按需供应。 保教人员在给
孩子分餐时， “量” 几乎是统一的。 于是， 那些
供不应求的， 吃完第一份就上前添加饭菜； 而那
些供大于求的， 就吃不完了。 每个孩子的食欲不
同， 胃口也有大小， 保教人员不能“一刀切”。
另外， 一个人的食欲和身体状况也有关。 晨检的
时候， 我们关注并记录了孩子来园的身体状况，
若带药的也在服药登记表上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但对晨检的关注与记录很少甚至没有与午餐管理
联系上。 因此， 那些带药的、 身体有些异常的孩
子， 在当天也成了剩菜剩饭的制造者。
其次“质” 上， 色、 香、 味不俱全。 一般幼
儿园都比较注重为幼儿提供营养丰富、 健康的饮
食。 但烹调方式不太关注， 很多菜切得个头比较
大， 有些可能早就烧好了， 这些都影响饭菜的色
香味， 降低了幼儿的食欲。
再者，在“进程”的安排上也过于统一。每个幼
儿用餐时间有长短， 而幼儿园一般都是统一时间
分餐，之后一起用餐，尽管保教老师会提醒幼儿细
嚼慢咽，但还是有的幼儿吃得快，有的就比较慢。
那么如何控制、 指导幼儿爱惜粮食， 做到尽
量不剩菜剩饭呢？
第一， 在量上要按需供应 既然每个孩子食
欲、胃口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就应尊重幼儿的这
种差异。 给幼儿分餐时，按需供应。 以大多数幼儿
能吃完为基点，对胃口、食欲相对好的幼儿，提供
的量多一些，反之则少一点。 另外结合晨检，对带
药的、身体状况不佳的幼儿，给其适当减量，以避
免剩菜剩饭。
另外应鼓励幼儿按需自取。 可以尝试自助餐
式分餐。 由保教人员将饭、 菜分别盛到大碗并以
小组为单位分发， 让组内幼儿根据自己的需要，
合理自取。 孩子自助分餐， 要遵循一定的礼仪要
求： 用公筷或公勺把食物夹到自己的餐盘里， 而
且要吃多少拿多少， 不能浪费。 保教人员则可以
适时引导或介入， 提供扶持。
第二，在质上提升色、香、味 色、香、味俱全，
无疑可以增进幼儿的食欲。为此，食堂主任在订菜
的时候，事先酝酿菜的搭配，食堂人员在具体操作
时，应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进行加工、烹调，提升
菜的色、香、味，打开幼儿的“胃”，增加其食欲。
第三， 在进程上要合理安排 幼儿园午餐时
间一般是从中午11点开始。 但不是寄宿制幼儿
的早餐， 就不是统一定点的， 早的或许早晨6点，
迟的可能上午8点， 这对幼儿中餐的摄入量是有
影响的。 对此， 可以调整幼儿上午的点心安排，
根据幼儿的早餐时间， 分批合理安排。
其次分餐时， 也可以先供给早餐用得早的、
吃得较慢的幼儿， 尽可能减少吃得快的幼儿因提
早参与活动对吃得慢的幼儿造成干扰， 使其安
心、 舒心地吃完自己那一份， 告别剩菜剩饭。
（作者单位：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孙端镇中
心幼儿园）

笠精彩个案

被撕破的画纸
■韩雪
琪琪是个性格霸道、 任性的孩子， 从入园以
后就表现出好斗的性格， 经常会欺负其他孩子，
每天告他状的小朋友接连不断： “老师， 琪琪打
我脸了”， “老师， 琪琪抢我毛巾”， “老师， 琪
琪把牛奶都洒在我头上了……”
面对这种情况，我单独找他谈话：“总是打人、
咬人，无缘无故地欺负别人对不对？”“不对。”琪琪
爽快地回答，并保证以后不欺负别人了。没想到后
来的一段时间里，琪琪依然“我行我素”，接连不断
出现欺负小朋友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老师们对
琪琪进行了多次的教育和引导， 还特别把他的座
位安排在前面， 这样老师可以密切关注到他的一
举一动。 同时，我们和琪琪的父母沟通，在家里要
教育孩子懂得尊重和不要伤害他人的道理。
经过教育，琪琪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在一次美
术活动中，琪琪再次欺负别人，将临桌小朋友的画
纸撕成了好几条。 我很严肃地问琪琪：“你为什么
把别人的画纸撕破？”他干脆地回答：“她们不跟我
玩。 ”“她们不跟你玩，就把她们的画纸撕了，画纸
疼不疼？ ”“不疼。 ”琪琪理直气壮地回答。“那小朋
友好不容易画好的画，被你撕坏了，她们伤心不伤
心？ ”“不伤心。 ”琪琪插着胳膊继续回答。“那让老
师把你的画撕了，你伤不伤心？”“不伤心。”看着琪
琪自负的表情，我突然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
他体会一下自己的画纸被撕破的感觉。 我拿来琪
琪的画纸，轻轻的把画纸撕了一个小口儿，问他：
“你的画纸现在也撕破了，你伤心不伤心？ ”“不伤
心。”琪琪面带“胜利”的微笑答道。看到这一幕，我
双手稍微一使劲，“嘶” 的一声， 画纸被撕成两半
儿。琪琪见状吃惊地望着我，紧接着“哇”地一下哭
了出来。我再次问她：“你伤心吗？”“伤、伤心，我以
后不撕别人的画纸了”琪琪啜泣着。我语重心长地
对他说：“你破坏别人的东西，欺负别人，别人也会
很伤心，就像你现在的心情一样。”“我以后再也不
欺负别人了。 ”琪琪流着眼泪说道。 以后很长一段
时间，琪琪真的改掉了欺负小朋友的不良行为。
我们在教育幼儿的过程中要因人施教， 虽然
“以牙还牙” 的教育方法是迫不得已， 但针对特
殊的情况采用特殊的教育手段， 有时候可能比单
纯的说教要有效得多。
（作者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