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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公共环境创设思
路时，教师都不约而同地想
到了幼儿园培养目标中提到
的“乐”。乐是一种情绪，更
是一种情感，只有孩子乐于
参与、乐于创造、乐于表达
的 环 境 才 能 激 发 孩 子 对

“乐”的体验。如何让幼儿园
的公共环境成为孩子艺术的
梦工厂，用什么方式呈现孩
子的一百种表达？教师想到
了设计一个可以让孩子自由
涂鸦、创造，可以发现艺术
的“美术馆”。

教师精心挑选了10幅艺
术大师的代表作品作为欣赏

的素材，有毕加索化繁琐为
简约的《牛》和以简洁闻名
的雕塑作品《牛头》，有卫塞
尔·杜尚的《自行车轮》，有
彼埃·蒙德里安的色彩冲击
的冷抽象和暖抽象代表作
《百老汇爵士乐》，还有安
迪·沃霍尔、亨利·马蒂斯
两位艺术家的对比色的作品
《七彩斑马》《鞋》 和 《爵
士》， 更 有 波 洛 克 的 “ 涂
鸦”，此外还有亚历山大·杰
克逊·考尔德的雕塑。这些
艺术作品在美术史上既有一
定影响又非常适合孩子欣赏。

每班教师又根据自己班
孩子们的特点，重点选择一
个艺术作品和孩子们一起欣
赏，在欣赏和感受过程中，
孩子们不满足于模仿临摹，
而是想要加入自己的理解对
艺术作品进行再加工，教
师则提供多种材料和想法
支持、鼓励孩子们用不同
的效果呈现艺术作品，如用
艺术作品中的重要元素再创
作，让孩子们的作品更接近
艺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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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通过教师提供的多
种材料，对原作品进行欣赏
与再加工，在操作中产生了
成就感，体验到了成功的喜
悦，逐渐地拥有像艺术大师
那般的好奇心、热情和创新
意愿。

当所有孩子创作的作品
都悬挂在楼道墙壁上时，这
让楼道有了艺术画廊的感
觉。幼儿园的艺术画廊，除
了应该有孩子和教师共同创
作的作品之外，还应该有幼

儿欣赏之余能够自由感受和
表达自己想法的区域。于是教
师又进一步完善了楼道环境：
将每幅作品中孩子使用的各种
材料都放置于小篮子中，其他
孩子在欣赏时，可以根据自己
的感受和理解，再自由创作。
同时，又在二楼大厅布置了一
个自由绘画涂鸦区和各种鞋的拓
印区，活动期间，每天都有来自
不同班级的孩子在这里进行涂鸦
创作，当孩子的作品完成后，教
师会及时张贴在二楼大厅的天花
板上进行展示，所以互动体验的
区域公共环境是随时增加、随
时变化的。

因为给幼儿提供了自由
表现的机会，支持并鼓励幼
儿积极参与创作，在名画中
感受色彩之美，用不同材质
感受线条之变，这样的体验
不仅丰富了幼儿的审美经
验，更提升了他们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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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以上的互动体验，
还不足以让“美术馆”达到
有趣和特别，为此我们在
《视觉大发现》书中寻找线
索，设计了一本“美术馆护
照”。护照内容是让幼儿根
据设计的相应问题提示，寻
找隐藏在楼道展出的大师作
品以及幼儿再创作的作品中
的秘密，让“美术馆”真正
成为能启迪幼儿对美术的兴
趣和探究之地。

为 了 让 “ 美 术 馆 护
照”能够最大程度引发孩
子的探究兴趣，先由班级
教师和孩子根据自己班级
的作品设计相应的问题，
再由教师汇集问题并设计
排版，最后再邀请家长做
后期的美编排版，让这本

小小的“美术馆护照”更
加精美，成为能收藏的纪
念品。

在护照中，师幼共同设
计了多种形式的互动参与问
题，比如：数一数在幼儿创
作的作品中使用的蓝色乐高
有几块；哪张构图是原作者
创作的作品；作者在创作时
使用了哪些材料等。为了增
加趣味性，教师们还特意选
购了小贴画放在附页中，便
于幼儿在寻找秘密时做标记。

活动开始前，教师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说明“美术馆
护照”的使用方法，还在二
楼大厅的签到台根据不同年
龄段的幼儿特点提供不同方
式的签到册。怎样才能知道
公共环境是不是深受全园
孩子的喜爱？教师需要做
好两项工作：一是提前准
备好所有互动材料；二是在
活 动 中 悉 心 观
察，用照片和录
像的形式记录下
幼儿与环境互动
的精彩瞬间。

当“美术馆”
活动开始后，全园
孩子人手一本护
照，开始在东楼二
层和三层的楼道里

寻找秘密，跟随孩子一同参加
活动的家长们赞叹说：“哇，太
神奇了，这样的美术馆太有意
思了！”有的家长发现了教师在
公共图书角投放的画册和作品
集，就利用离园时间，给孩子们
讲艺术大师们的其他代表作，
还有的家长连续几天和孩子一
起欣赏名画，完成“美术馆护
照”上的任务。一个孩子得意
地说：“老师，你知道吗，我用了
一晚上的时间把护照里的任务
都完成了，我要赶快和小朋友
们分享！”

通过“美术馆护照”中
的任务线索，寻找隐藏在名
画中的秘密，希望能带给幼
儿一份珍贵而有趣的回忆，
并为他们点燃一盏通往艺术
殿堂的启明灯。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
大学实验幼儿园）

图片由幼儿园提供

“美术馆护照”——探索艺术之趣

一说到美术馆，我们首先会想到陈列各种精美艺术品的场馆。在
我园东楼也有一个“美术馆”，在这个能动又能玩的公共环境中，陈
列的艺术作品充满童趣、富有灵性，因为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来源于孩
子和教师的创作。在这里，孩子还可以借助“美术馆护照”发现隐藏
在美术作品中的美和趣。

在“美术馆”与“艺术大师”捉迷藏
杜欣 滕瑾

【案例】

自主游戏时间到了,孩子们对搭建
区投放的一些规格不一的长方形纸箱产
生了兴趣。看到子益把纸箱往游戏场地
运，萌萌和正正也加入了进来。很快，
他们就收集好了十几个箱子、易拉罐和
积木等材料。子益对同伴说：“我们来
搭座城堡吧。”萌萌和正正点头答应
后，三个人很快忙碌起来。

只一会儿工夫，他们就搭好了一个
城堡的底座和城墙。这时，萌萌跑到我
身边求助：“老师，我们想搭个三角形的
屋顶，可是没有三角形的材料。”我想了
想，回答道：“可是我这里没有你需要的
材料，你们自己再想想办法吧。”于是，
子益在材料区里转来转去，忽然他高兴
地说：“有了！”只见他把两个纸箱沿着
城堡的城墙倾斜着摞起来，退后几步看
了看，似乎很满意，对我说：“老师你
看，我的三角形屋顶搭好了！”萌萌瞧了
瞧，说：“还不大像三角形。”然后，子
益又开始小心翼翼地调整起来：把一侧
倾斜的纸箱调整到与城墙大约45度的角
度，并让几个纸箱保持在一条斜线上。
正正见状，连忙把另一侧的几个纸箱也
调整了一下，让城堡两边变得对称。看
到自己动手搭建出来的三角形屋顶，孩
子们不由得欢呼起来。

萌萌围着搭建好的城堡转了几圈，
找来一个易拉罐和几个拼接在一起的积
木，又向我求助说：“老师，你帮我把
积木拆开吧。”我摇摇头说：“我的力气
太小了，拆不开，怎么办呢？”萌萌显
得有些失望，这时她发现了不远处正在
照相的肖老师，说：“我去请肖老师帮
忙吧。”肖老师接到求助，轻松地把拼
接在一起的积木拆开了。

子益踮起脚尖想把一个易拉罐放到
城堡的房顶上，但努力了半天还是够不
着。于是，他对旁边的正正说：“你帮
我放上去吧。”正正很快帮他把易拉罐
放了上去。子益又把积木小心翼翼地放
到了易拉罐的上面。子益开心地大叫起
来：“老师，快来看！我给城堡搭了一
个漂亮的房顶！”我看后赞叹道：“哇，
真的很漂亮啊！不过，你为什么要请正
正帮忙呀？”“因为正正比我高啊。”“那
你能不能想个办法让自己变得高一点
呢？”子益想了一下，说：“我有办法
了。”他拖来一把小椅子，踩上去试
试，仍够不着城堡的房顶，又找来一个
小垫子摞在椅子上，努力让自己稳稳地
站住，终于成功地把屋顶搭好了。子益
高兴地说：“老师你看，我自己也能
行，你给我们拍张照吧！”三个小伙伴
兴奋地在搭好的城堡前合照留念。

【分析】

在自由自主的游戏状态下，
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会变得更
加丰富，教师该如何介入游戏、
指导游戏呢？

教 师 不 妨 尝 试 适 度 “ 示
弱”。幼儿的自主游戏是否需要教
师的介入和指导，必须在观察的
基础上进行专业的判断，如发现幼
儿的求助是一种对教师的不自觉的
依赖时，教师就可以通过“示弱”
的方法，给幼儿提供自己解决问题的
机会。

案例中由于教师提供的游戏材料过
于单一，虽然幼儿在解决缺少三角形材
料问题的过程中，发展了思维灵活性和
社会交往能力，但实际上还是影响了幼
儿建构游戏的发展，不利于幼儿对游戏
材料的创造性使用。因此，在后续活动
中，教师应适当提供多种形状的大型积
木等材料，支持幼儿搭建出更丰富的建
构游戏内容，提高建构游戏水平。

教师可通过“示弱”保护幼儿的
“真游戏”。幼儿在自主游戏开始后，真
正进入游戏状态至少需要十几分钟的时
间过渡，而在这时，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
生：幼儿的游戏兴致正渐渐旺盛，却因教
师“好心”的指导或者“干扰”而失去继
续游戏的兴趣。所以，教师在游戏指导时
一定要学会让自己尽可能巧妙无痕地进入
幼儿的游戏中，努力从幼儿的角度思考问
题，保护他们的“真游戏”。

只有教师在幼儿的自主游戏中做到
支持、鼓励、欣赏幼儿，基于幼儿的发
展和需要，为幼儿提供多样化的游戏材
料，引导幼儿自主思考、独立解决问
题，才能真正使游戏的过程成为幼儿不
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主动学习过
程，促进幼儿的学习品质不断提升。

（作者单位：山东省荣成市第一实
验幼儿园）

做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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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园以往开展主题活动，内
容基本来自教参，有时也会加入
教师自己的一些想法，但存在依
据教师的思路来引领幼儿的问
题。为了把关注教师如何教转变
为关注幼儿的学习需求，我园尝
试开展了探究式主题活动，通过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成果展
示，培养幼儿的问题意识、探究
能力和探究精神，使主题活动迈
上一个新台阶。

关注问题提出。探究式主题
活动内容来源于幼儿的兴趣，在
活动开展前，教师可通过谈话、
视频、调查表等形式启发并观察
幼儿想了解什么，然后从中选出
具备探究价值的问题，从而建构
活动内容。

如，在设计主题活动“动物
旅行记”时，教师用“你知道哪
些动物？”“这些动物生活在哪
里？”两个提问激起幼儿的谈话

欲望，有的幼儿说：“我知道金
丝猴，它生活在森林里，因为森
林里有很多树，金丝猴喜欢在树
上玩。”有的幼儿说：“我还知道
骆驼生活在沙漠里，沙漠里水和
食物都很少，但骆驼的驼峰能储
存水和食物。”当了解了幼儿的
已有经验后，就可以引导幼儿思
考：“除了这些动物，你还想了
解哪些动物？”。

营造探究氛围。探究兴趣
是支持幼儿探究行为的有力保
证，也是主题活动开展的第一
步，教师要创设能充分调动幼
儿感官的环境条件，激发幼
儿的探究兴趣。教师可在图书
区投放相关的动物书籍，在益
智区投放动物拼图和模型，利
用过渡时间播放 《动物世界》
节目。

为了进一步增加探究氛围，
教师还对幼儿家长做了专门的

“主题说明会”，一一说明活动的
目的、方式，并邀请家长参与。
很快，有家长给“动物饲养角”
带来两只鹦鹉，这不仅方便幼儿
探究鹦鹉的秘密，还让幼儿与鹦

鹉建立了感情。幼儿每天投放不
同的食物，观察鹦鹉喜欢吃什
么，不喜欢吃什么，并将结果记
录下来。在与鹦鹉共处的时间
里，幼儿自行探究了关于鹦鹉的
10个问题，这为探究活动的后
续内容进行了铺垫。

确定探究方式。教师要先听
取幼儿的意见，将幼儿想到的探
究方式记录下来，然后引导幼
儿讨论并选出最适宜的探究方
式，最后将师生通过共同讨论
形成的主题探究计划呈现在表
格中。表格包括：探究的问题
—探究方法—具体活动 （含课
时分配、时间安排） —材料和
环境准备—确定负责人，并将
其张贴到“家长园地”上，既
方便教师备课，又方便家长及
时了解活动的开展情况。

在预设探究方式时，教师
要明确探究主体是幼儿，自己
是幼儿探究的支持者，而不是把
控者。

支持自主体验。探究过程是
探究式主题活动的主体部分，教
师要充分尊重幼儿，给予支持或

建议，以幼儿为中心思考如何帮
助幼儿在探究过程中获得丰富的
经验，关注如何在过程中体现幼
儿的主体性。

“鹦鹉有耳朵吗？能用什么
方法探究呢？具体要怎样做？”
在探究这些问题时，教师请幼儿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然后请
各小组推选一名幼儿进行发言。
大家一致认为要制造声音，观察
鹦鹉的反应。有的小组建议在鹦
鹉旁边敲击乐器；有的小组建议
大家悄悄在鹦鹉身后唱歌，并且
不能被它看见身影。教师帮各小
组依次按照自己的方法进行尝
试，在自主探究过程中，幼儿得
出结论：鹦鹉有耳朵，因为它的
头会随着声音的出现而转动方
向。在经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两个主要阶段后，幼儿对探究
的事物有了很多新发现，也积累
了很多知识经验。

探究成果展示。幼儿经常会
和同伴在展览架前观看自己曾经
完成的某件作品，这是幼儿自发
的回顾，教师要重视引导幼儿回
顾探究的过程，帮助幼儿梳理总

结经验，引导幼儿进行成果展示
活动，从而发展幼儿的语言表现
力，提升自信心。

首先，教师要引导幼儿按照
探究过程进行回顾。其次，听一
听幼儿对成果展示方法的建议，
依据幼儿的建议制定成果展示
方案，并请幼儿参与准备活动。
最后，请幼儿担当讲解员向大家
讲解整个探究的发生过程。为
了丰富成果展示的内容，教师可
以建议幼儿加入与探究主题相
关的歌唱表演、情景剧等内容，
请幼儿自主制作邀请函，请家长
或其他班级的教师和幼儿参加。
总之，教师要抓住成果展示环
节，为幼儿搭建展示自我、提升
自我的舞台。

在这样的探究式主题活动过
程中，幼儿和教师的关系是平等
的，在宽松的氛围中让幼儿始终
保持积极性和主动性，乐于表达
自己的想法，让幼儿在探索活动
中头脑更聪慧，身体更灵活，语
言变得更丰满。

（作者单位：河北省涿州市
第二幼儿园）

幼儿心声推动探究活动向前走
赵新娜 卢飞

教研天地

精彩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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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美术馆””陈列的艺术作品陈列的艺术作品

变成艺术画廊的楼道

孩子们的拓印作品

制作好的“美术馆护照”

完成扮演画中人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