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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莫忘初衷
■杨天力

表扬和奖励是一门艺术， 是为
了激发孩子的内在学习动力， 但如
果使用不当就会带来消极影响。 身
为幼儿教师， 我们爱每一个孩子，
但殊不知不恰当的奖励， 一不留
神， 将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

这天下午， 小朋友们吃完加点
的水果， 范老师请三四个小朋友帮
忙把洗好的小毛巾挂上。挂好后，范
老师将剩下的几块苹果当作奖励分
给了这几个小朋友。 坐在一旁的瑶
瑶看见了，满眼期待地对范老师说：
“范老师，我也想再吃一块。”范老师
转过身来问：“你刚才不是已经吃过
了吗？” 瑶瑶回应： “可是牛牛不
是也吃过了吗？” 范老师解释道：
“牛牛刚刚帮助老师挂小毛巾， 付
出了劳动， 所以老师奖励了他一
块。” 听到这里， 瑶瑶连忙说：
“老师， 明天我也要挂毛巾。”

瑶瑶那句“明天我也要挂毛
巾” 里蕴含的意思很明显， 帮老师
挂毛巾会得到奖励。 范老师觉得奖
励挂毛巾的小朋友一块苹果很正
常， 却忽视了部分孩子的感受， 得
到奖励的孩子高兴了， 没有得到奖
励的孩子却会心理不平衡。

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公平、 公正
的对待， 如果劳动能获得奖励， 那
么教师就要让每个孩子都有劳动的
机会。 但是从教育的另一面考虑，
这件事对培养孩子们的劳动意识带
来了消极影响， 孩子们为了得到奖
励而劳动， 使劳动具有了功利性。

劳动是一种美德，我们更多的时
候应该以精神奖励为主，培养孩子自
主自愿劳动的意识。 例如，在全班小
朋友面前表扬爱劳动的孩子，并鼓励
其他小朋友向他们学习，让孩子们真
正感受到劳动的快乐和幸福。教师在
表扬或奖励孩子的时候， 要有针对
性，在进行物质奖励前后要具体说明
为什么， 让孩子明白奖励的原因，不
能使孩子为了表扬或奖励而劳动。劳
动的过程和结果都非常重要，要在有
良好的行为过程或取得良好结果之
后，进行恰当的表扬或奖励，从而增
强孩子良好行为发生的自觉性。

在教育过程中， 有效利用表扬
或奖励能发挥积极作用， 只有公
平、 公正的评价， 才能让孩子享受
表扬及奖励带来的快乐。

（作者单位： 国家机关事务管
理局花园村幼儿园广源分园）

在农村幼儿园的课
堂上，显现着一种话语关
系所构成的特殊网络，即
教师扮演提问的主体角
色，“老师在说话”在课堂
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
种既定的话语构成，使幼
儿逐渐被忽略。 那么，如
何重建农村幼儿园的师
幼关系呢？

用特殊方式告诉孩子“不跟陌生人走”
■丁玲 本报记者 蒋夫尔

“小朋友， 我看到幼儿园门口
的车里有好多玩具， 你这么乖， 叔
叔带你去拿玩具吧！” “你跟叔叔
去一个地方， 作为奖励， 叔叔就把
这个棒棒糖送给你， 好不好？” 日
前， 乌鲁木齐市七纺片区管委会温
泉北社区的联防队员马旭升、王斌、
苏峰换上便装，带着各种诱饵，进入
辖区一所幼儿园上演“骗子”“诱拐”
孩子的戏码。最终，有9名孩子在“糖
衣炮弹”的攻击下，成功“被拐”。

当日上午11时， 针对社区不
同年龄段孩子的特点， 三位联防队
员制定了不同的“诱拐” 方案 。
“男孩子喜欢玩具， 女孩子喜欢发

卡。” 马旭升说。 “小班的孩子可
以给食物， 大点儿的孩子可以给玩
具。” 王斌说。

三人达成共识后， 便走向了幼
儿园。 根据提前约定好的时间， 正
在班里带孩子活动的老师们借故暂
时离开， 三人登场。 当日在园的4
个班的77名孩子， 对于即将发生
的一切全然不知。

“骗子们” 先带着糖果来到幼
儿园二楼开始“诱拐” 孩子， 但他
们发现， 除了刚入园的孩子， 大多
数孩子似乎都对糖果带来的诱惑产
生了“抗体”。 见二楼两个班的孩
子们警惕性都比较高， 三人决定改
变“诱拐” 方式。

他们随即来到三楼， 先跟孩子

们一起玩， 套近乎， 见孩子们渐渐
跟自己亲近起来， 便开始行动了。
苏峰盯上了3岁的昕昕： “小朋友，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小时候你见过
我啊， 我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对于眼前这位叔叔的话， 昕昕深信
不疑， 还自豪地告诉小伙伴， 她要
去找妈妈了。

“骗子们” 通过一番努力， 成
功从幼儿园“诱拐” 了9名孩子。
当幼儿园老师将这一结果告诉家长
时， 不少家长表示很惊讶。 “在家
我经常会跟孩子说， 不要吃陌生人
给的食物， 但现在骗子们的招数太
多了， 幸亏这次是社区联防队员的
一次模拟演练， 这要是真的， 后果
太可怕了！ 今后我还得加强对孩子

的教育， 让孩子有防拐骗的意识。”
昕昕的妈妈说。

随后， 联防队员们换上制服，
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主题为“不跟
陌生人走” 的安全教育课， 通过生
动的故事告诉孩子们， 为何不能跟
陌生人走。

有关专家认为， 作为家长， 要
增强幼儿安全保护意识， 对幼
儿进行细致入微的教育，
防止幼儿被骗。 作为幼
儿园， 要完善幼儿接
送制度， 严格管理，
遇到可疑情况， 加强
与家长的电话沟通，
防止出现疏漏。

“我应该介入吗”

荩荩提问：
皮影游戏深受大班幼儿喜欢。 打洞、

连接等精细的制作工序， 对孩子们的要求
比较高。 小肌肉力量与手眼协调能力过关
了， 也还需要进行多次的探索与试误才能
成功。 50分钟过去了， 天天反复尝试了大
锥子、 小锥子、 打孔器、 毛茛、 毛线、 铁
丝等， 可依旧没有打好洞、 连接好。 活动
已经拖得太久， 我应该介入吗？ 介入的
话， 是不是打扰了孩子的探索？ 不介入的
话， 孩子坚持的自信会不会马上就被击
垮？ 而且， 这么多小朋友， 我又如何兼顾
每个人的需要呢？ （四川省成都市第十三
幼儿园 张喆颖）

荩荩回复：
我想如果简单地回答“该介入” 或

“不该介入”， 恐怕还解决不了问题。
首先， 我们从孩子的角度来分析“打

洞” 所需要的经验和能力。 张老师把这个
定位于孩子的手眼协调和小肌肉发展水
平， 孩子在反复试误的情况下才成功。 那
么， 我们就要思考， 老师设计的这个活动
是不是符合孩子的最近发展区， 是不是大
多数孩子经过努力就可以达到， 少数孩子
在教师的引导下可以找到方法， 个别孩子
是怎么引导也不能达到。 如果是大多数孩
子都不能达到， 就说明这样的操作超出了
孩子的能力水平。 如果大多数可以达到，
少数需要教师引导， 这个引导就是“介
入”， 前提是孩子确实需要。

其次， 我们来分析这些材料适合“打
洞” 吗？ 在幼儿科学活动中， 可以把活动
分为认知、 探索和制作三种类型， 许多教
师会把探索类和制作类活动混淆。 探索类
活动是让孩子不断地去探索发现某一现象
或规律， 而制作类活动则是以完成作品为
目的， 要的是思维、 程序和方法。 如果是
探索用哪种工具和材料“打洞” 比较好，
这应该是制作的范畴， 手艺是可以传授
的， 方法可以循循善诱， 从这个角度讲，
教师应该“介入”。 按照教师提供的大锥
子、 小锥子、 打孔器等材料， 实验前是可
以调动前期经验进行猜测的。 如果本次活
动是让孩子通过探索发现不同材料的特
性， 那么恐怕得让孩子继续探索， 但是实
验的变量得控制一下， 要么“打洞” 的工
具相同， 要么被“打洞” 的材料相同， 这
样目标更明确。

再其次， 我们来分析“打洞” 所需要
的手工技巧。 如果本次活动是“制作皮
偶” 的话， 则“打洞” 就不是必须要达到
的目标， 教师可以选择让孩子探索连接的
方法， 比如说把“洞” 打好， 孩子用各种
工具连接皮偶， 使其能够自如地活动关
节。 如果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打洞”，
教师则要提供适合操作的工具， 以免孩子
因长时间失败而失去兴趣。 如果是让孩子
制作真正的皮偶工艺品， 可以让孩子看视
频或观看教师的制作来感受， 因为这种工
艺超出了孩子的能力水平。 此外， 考虑用
替代的材料让孩子自己制作透光的纸偶、
塑料偶都是可行的， 比如让孩子在透明胶
片上绘画形象、 用打孔机打洞， 这些都是
可行的。

张老师是善于思考的， 但思考的应该
不是“该不该介入”， 而是“该如何介
入”。 我想您再仔细推敲一下， 会做出正
确决定的。

保教视点笠

将幼儿从“影子”中解放出来

幼师心语笠

■廖莉 袁爱玲

日本学者佐藤学在其《课程与
教师》一书中指出：“课堂，是一种揭
发与抨击权威， 并在这种揭发与抨
击的过程之中持续地生成特有权
威、充满矛盾的场所。 ”课堂是在一
定的密度之中难以避免权威与权力
之灌输的政治空间， 排除课堂中权
力与权威的尝试，不过是妄想。 在
这种情况下， 我们唯有根据教育过
程探索如何重建这种权力与权威的
关系。 在对农村幼儿园的调研中，
笔者发现， 师幼之间也有这样一种
权力与权威关系的存在。

线性的课堂权力关系

农村幼儿园的课堂关系， 从不
同层次、 不同体系塑造着教师的权
力主体地位， 表现为一种线性的课
堂权力关系， 体现出封闭性与压抑
性、 否定性与权威性。

首先表现为空间的自我封闭。
笔者在对一所幼儿园小班的观察中
发现， 在有限的活动空间内， 不时
有幼儿走到阳台的铁栅栏门边， 望
望外面的街道。 但几分钟后， 幼儿
被教师呵斥着坐回自己的座位。 教
师通过控制和监督， 支配幼儿行
为， 限制其活动空间， 幼儿也不时
会表现出对控制的挑战与不满。

其次表现为活动的序列化 。
在一所农村幼儿园， 午睡过后，
教师带领大班幼儿进行写字教学
活动。 教师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
示范“花” 的笔画， 然后全体幼

儿齐声朗读“花” 的笔画， 接下
来， 教师将批改好的写字本发给
幼儿……在整齐划一的活动安排
中， 幼儿丧失了个性的发展和差
异性需求的满足， 机械地跟随教
师的安排， 成为教师权力下的附
庸。

再其次表现为规范化的裁断。
在农村幼儿园调研过程中， 常常可
见教师对自己权力拥有者身份的反
复强调。 例如， 在中午分餐过程
中， 由于等待时间过长 （根据笔者
记录， 有10分钟）， 有些先分到餐
的幼儿忍不住吃了一小口， 教师马
上制止： “老师还没请， 不能吃
饭！” 这样的情境中， 教师对于幼
儿而言， 享有规范裁断权， 拥有自
行规定的奖惩方式。

教师主体地位造就课堂
权力关系

法国社会思想家福柯曾指出，
权力关系指的是在人类关系中， 一
方希望引导另一方的行为。 农村幼
儿园课堂中， 教师和幼儿就形成了
权力关系， 教师利用自己的权力角
色， 希望引导幼儿的行为符合教师
期望， 而这种期望往往是基于教师
单向度的标准。

拿农村幼儿园课堂最常见的对
话形式来说， 从“教师主导的提问
与指示”， 到“学生的应答”， 再到

“教师的评价”， 三者构成了一种封
闭、 循环的结构。 例如， 教师带领
幼儿复习了手指速算的数字表达
后， 开始进行“5” 的分解练习
时， 有这样一段对话：

师： 5可以分成几和几？ （要
求孩子们说出来）

幼： 可以用手指来分！ （幼儿
伸出一只手， 张开五指， 与老师教
的表达方式不同）

师： 这样可以吗？ 不可以！
案例中， 教师按照自己的知识

内容与教学标准， 对幼儿的回应进
行判定， 答案成了“唯一标准”。
当教师作为课堂权力主体， 驾驭并
强化这种权力时， 体验到的是作为
教育主体的无力与空虚。

可以说， “谁在说话” 决定了
主体地位的话语规则。 在农村幼儿
园的课堂上， 显现着一种话语关系
所构成的特殊网络， 即教师扮演提
问的主体角色， “老师在说话” 在
课堂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这种既
定的话语构成， 使幼儿逐渐被忽
略， 幼儿的角色逐渐被淹没， 课堂
成了教师单方面的“舞台”。

此外， “划界的权威” 决定了主
体地位的权力关系。 农村幼儿园的课
堂中， 教师角色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
权力。 教师是教育领域中的“权威”，
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关系， 其中有社
会、 家长对这一“划界的权威” 认同
的因素， 也有教师本身对这一权威角
色“习惯化” 的因素。

如何重建农村幼儿园的师
幼关系

个体在权力体系中并非绝对消极
的力量， 通过本能的“权力反抗” 和
自觉的“自我呵护”， 可以消解、 改
变这种权力效应。 瓦解旧的、 腐朽的
权力结构， 重建新的、 更合理的权力
结构， 是权力结构发展的基础。 具体
来说，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实现。

第一， 空间和时间的有效利用。
合理利用幼儿园的空间， 充分满足幼
儿身心发展的需要， 将课程安排与空
间利用有效结合， 以发挥最大效益。
时间安排上， 避免各个过渡环节的消
极等待现象， 注重培养幼儿的自理和
自律能力， 将教师从“包办” 和“监
视” 的角色中解放出来， 留出更多的
时间来观察和引导幼儿的发展。

第二， 评价的多元化。 打破当前
简单的以作业考核评价幼儿的方式，
这对于“小学化” 现象严重的农村幼
儿园，是关键性的一步。应针对幼儿不
同阶段的发展，采用灵活、多样的评价
体系，避免走入偏重知识教学的误区，
更加关注幼儿能力和情感的培养。

第三， 弱化对幼儿的规训。 教师
只有弱化课堂的权力意识， 才能平
等地对待幼儿。 尤为重要的是，教师

应学会等待、相信幼儿，放手让幼儿
在能力范围内完成任务， 允许幼儿
有一定范围内的自我支配权， 而不
是亦步亦趋地跟随教师的指令。

第四， 恰当运用教师话语权。 教
师话语权的恰当运用所表现出的生产
性， 将产生积极的教育引导作用。 比
如， 一些有经验的教师， 常常会用支
持性话语肯定幼儿的表达， 站在幼儿
的角度与其产生共情。 幼儿获得了鼓
励和支持， 会逐渐变得敢于、 乐于表
达。 再比如， 开放性的提问能够给予
幼儿开放表达的空间， 教师要允许幼
儿有自己的创造和理解， 在提问中应
尽量避免封闭式、 唯一答案型的提问
方式， 避免将自己的理解和想法“灌
输” 给幼儿， 让幼儿失去自主思考的
机会。

第五， 尊重幼儿主体性。 在当前
的农村幼儿园中， 最为严重的现象是
幼儿主体性的丧失。 将幼儿从教师的

“影子” 中解放出来， 是发挥幼儿主
体性的重要一环。 教师应将幼儿作为
意义的主体建构者， 为幼儿提供更多
体验的机会， 让幼儿在自主学习中去
发现、 去探索， 将教育内容内化为自
己的理解。

第六， 建立对话性的课堂空间。
农村幼儿教师应建立一种和谐、 合
作、 有序、 友好的课堂氛围， 努力形
成一种对话性的课堂空间。 教师应平
等对待每个幼儿， 尊重幼儿的个体差
异性， 避免强制和支配， 构建一个多
元对话的空间， 实现师幼同他者以及
自身的对话。

（作者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华南
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小厨师
制作蛋挞

你问我答笠

精彩个案笠

湖北省特级教师、
湖北省武汉市实
验幼儿园园长

何磊

日前， 在河南省郑州
市郑东实验幼儿园， DIY
小厨房里的“小厨师” 们
正在制作美味蛋挞。

郑东实验幼儿园注重
在多种特色游戏中培养幼
儿的动脑动手能力。 儿童
医院里的“小医生”、 儿
童剧场皮影戏、 幼儿园理
发店、 婴儿抚触室等游戏
活动， 让孩子们在快乐中
成长， 丰富体验。

本报记者 陈强
通讯员 李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