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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发挥不同高度的投篮
筐、不同投篮线的梯度作用，
让孩子体验运动中的成就感？
如何摆放障碍桩、设计活动，
增加运球区的吸引力？日前，
在上海市长宁实验幼儿园即将
启用的篮球馆里，15名教师展
开现场教研，热烈讨论，力图
完善环境布置、优化活动方
案，让篮球馆成为孩子们喜欢
的地方。

上海注重通过教研活动提
升学前教育的质量内涵。近几
年，重点围绕幼儿的个别化学
习和自主游戏开展教研活动，
通过各种形式的研修、培训、
探讨来提升教师专业能力，从
而形成幼儿和谐成长与教师专
业发展并行的格局。在教研
室、在幼儿园，一个个场景折
射出上海学前教育科学有效的
奥秘。

幼儿和谐成长与教师专业发展并行
——记上海学前教研的三个切面

本报记者 董少校

很多幼教工作者想必都对图
画书《好饿的小蛇》很熟悉，书
中拟声词“啊呜”“咕嘟”反复
出现，小蛇贪吃、滑稽的样子和
扭来扭去的行走方式是孩子们喜
欢模仿的内容。在幼儿园和家庭
里，图画书是儿童阅读的主要载
体。能够充分满足儿童游戏化心
理、重视童年经历和儿童体验的
图画书，往往被孩子们反复翻
阅，成为日常游戏活动的引子。

然而，全球著名的Scholas-
tic公司发布的《儿童与家庭阅
读报告》显示，近一半的家长表
示在为儿童选择书目时感到力不
从心。到底什么样的图画书最能
与儿童的心灵世界合拍？从业界
具有标杆意义的“丰子恺儿童图
画书奖”和“信谊图画书奖”入
围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优秀图画
书具有的一些共同特质，或可为
幼儿教师和家长选书提供参考。

好的图画书尊重儿童
的兴趣、话语权

有正确的儿童观。正确的儿
童观是从儿童的视角关照儿童内
心的想法和需求，对儿童认识、
儿童生活的理解回归自然的生命
状态。好的图画书尊重儿童世界
的独立性，用儿童的眼光看待儿
童，用儿童的思维、语言、动作
和心理来营造阅读世界，内容和
版式充满童心童趣和想象。如
《外星人来的时候要保持镇定》，
从孩子的视角来发现生活中看似
平常却值得深究的趣事。

尊重儿童的兴趣、话语权。
好的图画书能与儿童平等对话，
探索儿童精神世界的丰富性，是
灵活的、动态的，让儿童自由舒
展天性。儿童的语言和行为均是
天性的表达，儿童乐于自我欣赏
和外在游戏，对自主的体验和要
求远比成人想象得强烈。如《公
主怎样挖鼻屎》鼓励儿童大胆做
自己，自己解决问题，正是对儿
童天性的解放和自由的尊重。

有内隐的教育观。儿童有很
强的内隐学习能力。儿童不是无
知无能的，有着自主发展的本能
和学习积极性。好的图画书关注
儿童的自主学习。因此，当《蛤
蟆爷爷的秘诀》里蛤蟆爷爷传授
应对敌人的秘诀时，小蛤蟆一直
处于被动听讲状态，扮演旁观者
角色，但是当怪兽要吃掉爷爷
时，小蛤蟆灵活地用自己的秘诀
打败了怪兽。好的图画书会契合
儿童所处的情境进行教育，如
《躲猫猫大王》 通过玩游戏情
境，让小主人公学会平等而真诚
地看待和接纳智障同伴。好的图
画书会抛开功用性，关注的不是
认知任务，而是对心灵的触动和
启迪，如《阿里爱动物》在想象
的世界里启发孩子思考怎样才是
真正的爱。

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特
点。儿童的动作、心理发展具有
规律性，好的图画书尊重儿童发
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如《青蛙
与男孩》以3岁孩子具有的动作
发展阶段为基础，融合了儿童模
仿的天性，青蛙蹲，男孩也蹲；
青蛙跳，男孩也跳⋯⋯一番比较
之后，青蛙惊奇地以为男孩就是
他们当中的王子！

好的图画书与儿童之
间没有隔阂

创作主题围绕儿童生活经
验。生活经验是儿童的学习之
源。好的图画书来自儿童生活，
与儿童之间没有隔阂，易于被接
受和理解。如大、小便是孩子重
要的生活经验，《上厕所》用轻
松有趣的画面将与“上厕所”有
关的健康、文化、历史等多领域
知识娓娓道来。《爷爷的牙，我
的牙》《牙齿、牙齿扔屋顶》关

注了每个孩子都要经历的“换
牙”这一“重大事件”。

艺术水准高。好的图画书图
文互动度高，设计精巧，富有创
造力。如《一园青菜成了精》用
京剧武打场面拟人化地表现了菜
园战斗，并将蔬菜的天然长相与
战斗后的情形巧妙联系，让人拍
案称奇。好的图画书还会巧妙运
用图画的视觉规律，给图画中的
每个细节赋予意义，用图画传递
作者的情愫。如《下雨了》讲述
了下雨形成了一片水泊，不同的
动物来喝水，在看似简单的情
节、重复的页面里，隐藏着许多
丰富的细节和线索，吸引孩子们
去发现。

选择满足儿童精神需
求的图画书

选择符合儿童年龄的书。儿
童不是微缩版的成人，具有特殊
的身心构造和发展规律，要尊重
儿童的年龄特征，遵循儿童自身
发展的阶段性、顺序性，选择与
之对应的图画书。如3-4岁孩子
由于注意力集中时间相对较短，
应多为他们提供画面线索较为单
纯、主要形象突出、色彩明快鲜
艳、情节生动有趣的图画书；5-
6岁孩子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有一
定程度的提升，喜欢情节较为丰
富并带有感情色彩的书。

选择满足儿童需求的书。挑
选能给儿童带来乐趣的图画书，
充分满足儿童游戏化的心理。同
时，重视童年经历和儿童体验：
童年也充斥着焦虑、担心、害
怕、着急、痛苦、无助等经历体
验，伴随着儿童的生活，与快乐
的体验一并作用于儿童的成长，
健康人格的形成正依赖于这些负
面体验的消解与慰藉，对应的图
画书可以引起共鸣，帮助释放压
力。如 《想吃苹果的鼠小弟》
里，矮小无助的鼠小弟正是儿童
自己的写照，当看到小小个头、
能力不足的鼠小弟通过不断尝试
终于吃到了苹果时，孩子也获得
了极大的满足。

此外，选择的图画书要为儿
童投身现实生活做准备。对儿童
来说，生活不是虚拟的，不是抽
象的，而是与日常生活、与身
边熟悉的人融合的完整的、
真实的、具体的、生动的
世界。如《是谁嗯嗯在我
头上》让“粑粑”当上主
角，用了孩子爱用的词语

“嗯嗯”亲切称呼拉粑
粑，大大方方地把“嗯
嗯”这件事拿出来研究讨
论。

选 择 适 合 亲 子 共 读 的
书。一方面，亲子共读对于儿
童阅读兴趣的培养具有重要意
义，早期的渐进式的阅读和自由
表达需要教师和家长给予理解及
反馈。如《那只深蓝色的鸟是我
爸爸》让家长跟随孩子一起玩亲
子游戏，促进了孩子的阅读兴
趣。另一方面，亲子共读对提升
儿童阅读能力具有重要作用。研
究表明，亲子共读图画书对儿童
的元语言、元认知能力的培养影
响重大。家长和教师需要指导幼
儿阅读的策略，类似建筑工人需
要脚手架来帮助其爬升。

最后，还要注意选择题材丰
富多元且具有高品质内容的书。
儿童生活在自然、社会、文化的
动态生态系统中，因此要为儿童
提供操作、活动、游戏、思考的机
会，综合各类阅读资源，构建完整
阅读体系。每个儿童都有自己的
生活状态和丰富内心，需要多元
化的图画书来应和。给孩子看的
图画书应具有精巧的构思和优质
的画面，精巧的构思能让人产生
丰富的阅读体验，回味无穷。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儿童图画书研究中心）

好童书要满足
儿童游戏化心理

徐益民

【场景】
水稻、向日葵、莲花、梅花⋯⋯

走廊里摆着的一盆盆植物模型，平
时装饰环境，新学期伊始却成为学
习的素材。一天早上，在上海市静
安区南西幼儿园，大班小朋友李函
谦认真看着眼前的马蹄莲，用铅笔
在写生本上绘出一根根线条。其他
小朋友也在观察着、描画着。过了
一会儿，老师带小朋友们一起观摩
作品。

个别化学习活动有别于集体活
动，儿童跟材料、玩具、学具玩，

或者彼此在一起玩，产生千差万别
的学习过程。老师不要求他们做整
齐划一的动作，而是注重观察他们
原有的水平怎么样，可以发展的方
向在哪里，最终落实到个性化的发
展轨迹中。

“写生课并非意味着要把孩子培
养成画家，而是要在个别化学习中
培养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和观察力。”
南西幼儿园园长洪晓琴说，每个孩
子喜欢的植物不一样，对于画画的
灵敏度不一样，画植物的时候，能
不能坐下来专心观察，面对复杂的
枝叶如何取舍，都体现出个性化的

潜质，这样的写生对孩子是激发和
释放。

推行个别化学习的前提在于，
上海已先行出台学前教育课程指
南，编写了生活、运动、游戏、学
习四种教师参考用书，打好了整体
的基础。各幼儿园教育活动80%按
市里统一要求，规范保底，20%为
园本生成，激发活力。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教研员黄琼
介绍，个别化是给不同底色的孩子
描绘不同的色彩，通过给儿童提供
学习活动的机会，实现儿童的个体
建构和自主发展。这种学习可以发

生在普通教室，也可发生在专用教
室，乃至美术馆、科技馆、大自
然。小学阶段有课程标准，但在幼
儿园，标准归于学期目标，对幼儿
的培育更加注重个性化。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1999年开
始研究个别化学习，从 2011 年
起，个别化学习在上海各级各类幼
儿园普遍展开，集体教学缩减为每
天一节。2013年至今，教研室分
别编写了针对大班、中班、小班的
三本《幼儿园个别化学习区角活动
设计参考》，成为全市幼儿园开展
个别化学习的有力支撑。

切面之一：个别化学习

不同底色的孩子描绘不同的色彩

【场景】
小小广告纸，可以成为南西幼

儿园孩子持续两周的游戏伙伴，在
参与中了解纸与生活的关系。大家
回去各自收集广告纸，然后讨论，广
告纸是哪里来的？延伸到信报箱、
超市发放、架上自取等渠道；广告纸
有什么用处？从上面寻找商品名
称、价格、有效日期等信息；如何收
集来的？儿童从中感受到协作与责
任心。

个别化学习由教师提供环境和
材料，自主游戏则是由儿童选择和

组织的活动，环境材料和活动方式
不是由老师构建，而是放手让孩子
去自我生成。幼儿自主游戏可分为
角色游戏、表演游戏、结构游戏、沙
水游戏等。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教研员徐则
民认为，游戏会反映幼儿的发展，在探
索、掌握、熟练、抛弃过程中，激发出孩
子大量的练习行为，释放能动性，收获
荣誉感，进而巩固幼儿的发展。

“儿童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
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他们的逻辑
还在萌芽与完善中，难以从概念到
概念去认识事物，纯粹的记忆效率

低下；而在游戏中，孩子能够体验，
得到理解和积淀。”洪晓琴说。

上海开展学前教研的一个显著
特点，在于市级顶层设计与鼓励基
层幼儿园创新实践相结合。2008
年，上海《幼儿园保教质量指南》颁
布，掷地有声地提出每个幼儿园要
确保“每天一小时自主游戏”，通过
压缩集体学习时间，为孩子创造更
多自主游戏的机会。

游戏里藏着大名堂。在南西幼
儿园，记者看到一组“南西mini小
盒子游戏”套装，合起来是一张小方
桌，打开则可以看到20个小盒子，

里面装着玩具，可以完成24种不同
的游戏，培养孩子多方面的能力。
这是南西幼儿园探索游戏活动几十
年、集合全园教师智慧取得的成果，
已经申请专利，正在着手批量生产。

现实中很多教师不习惯观察等
待，负效的介入干扰了幼儿的游戏，
这是开展自主游戏的难点，也是上
海学前教研中的重点。徐则民说：

“教师要真正尊重幼儿的意愿，不要
强求他们执行成人的意见，‘管住
嘴、管住手’，用适当的方式方法给
以回应，并学会客观反思介入的行
动是否有效。”

切面之二：自主游戏

激发孩子能动性，收获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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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聚焦·幼儿园教研

幼教杂谈

【场景】
暑假后期，上海杨浦区教育学

院一个报告厅里，70多名来自区县
的教研员在接受业务培训。3 名来
自市教委教研室的教研员，分别围
绕个别化学习、自主游戏和课程领
导力三个主题，开展业务培训。区
县教研员们把这当作精神的大餐，
中场休息时频繁互动，并寻求拷贝
演示文稿，带回去消化推广。

先进的教学理念要转化为幼儿
园的教育活动，离不开教师理念的
更新与技能的提高。上海建立起

市、区、园三级教研网络，4名市
级教研员带动 70 多名区县教研
员，进而辐射2000多名园长以及
几万名教师，提升整体的课程领导
力。借助于项目式的课题研究，参
与教师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注重带队
伍。针对区县教研员的培训研修活
动成为系列，每年都会举办两次。
以“游戏”而言，近两年探讨主题
包括游戏要不要教、如何减少游戏
中的“垃圾时间”、游戏中教师

“看”什么、游戏与幼儿发展的关
系等。教研室还把评优涌现出的中

青年学前教师、各区县新手教研员
分别组织起来，定期开展活动，组
建网上交流群，帮助他们快速成
长。

各幼儿园的内部教研也蔚成风
气。在长宁实验幼儿园，针对共同
性课程的大研讨每月都进行，不仅
园长、骨干教师谈想法，年轻教师
都参与发表意见，集思广益，科学
育儿的理念与做法为全体教师所共
享。

过程性指导服务与结果性督导
评价相结合，是上海学前教研的另
一个显著特点。如长宁实验幼儿园

承担上海第二期课程领导力项目
《基于幼儿兴趣的易趣活动统整设
计》，经常得到项目指导专家、特
级园长郭宗莉的上门指导。

长宁实验幼儿园园长郑慧敏
说：“有了园内大小规模的教研活
动，教师不是单打独干，而是在集
体的熏染中得到收获，同伴互助，
一起往前走。郭宗莉老师经常参与
我们的课题讨论，甚至手把手准备
游戏材料、演示游戏的开展。这种
伴随课题研究而来的专家引领让老
师们获得专业成长，并最终让孩子
们受益。”

切面之三：教师专业发展

在多途径教研中提升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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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饺子
12 月 7 日，甘肃省高

台县南苑幼儿园的幼儿在
包饺子。近年来，该园通
过开辟种植区角、建宝贝
餐厅、自制食物教具、开
发食育园本课程等途径，
在全园幼儿中开展食育，
让均衡膳食的理念在幼儿
心中落地生根。

本报记者 冲碑忠 摄

日前

，上海市长宁实验幼儿园

的老师们在开展教研活动

。

本报记者

董少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