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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幼儿园过“洋
节”成为一种时尚。但同时，我们
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这
种时尚是崇洋媚外，这提醒我们要
保持教育的理性。

“洋节”火在哪儿

幼儿园课程应该体现在儿童的
生活和行动里。节日教育资源的引
入，令幼儿在园生活变得更丰富和
多元，孩子们也多了别样的期待和
兴奋的体验。反思幼儿园节庆活
动，确实复活节、感恩节、万圣节
和圣诞节等“洋节”更受幼儿教师
青睐，而许多中国传统节日如春
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就
显得冷清了许多。

为什么“洋节”在幼儿园盛
行？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部分幼儿教师年轻有活
力，喜欢新事物、好奇心重、易受
环境的影响。如受商家炒作氛围的
感染，觉得洋节有趣、时尚、更
酷，因此将其引入幼儿园。

其次，部分幼儿园希望借过“洋
节”之际，帮助幼儿探索世界，体验
多元文化，了解不同国家的风土人
情。尤其是许多号称以双语为特色
的幼儿园和早教机构更是乐此不
疲，将过“洋节”视为双语教育的特
色活动，以此吸引幼儿和家长。

再其次，“洋节”比中国的传统
节日更具有仪式感。许多独具特色

的活动有很强的参与性和娱乐性，
幼儿不仅能够参与，还能感受参与
活动后的趣味和快乐。如复活节可
以做彩蛋相互赠送，万圣节做南瓜
灯玩讨糖的游戏，圣诞节一起打扮
圣诞树等待圣诞老人送礼物等。

最后，“洋节”能极大地满足
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参与欲。其实孩
子们并不懂得“洋节”背后的历史
文化和异域风情，仅仅只是借助了

“洋节”的外在装饰物和特色活
动，如幼儿园万圣节的活动一般为
化妆派对、英语故事表演、讨糖果
亲子游戏、画脸谱、制作南瓜灯展
等，这些装饰物和特色活动不同于
幼儿的日常生活所见所闻，因此能
令幼儿感到无比的好奇和有趣！

相比而言，中国的传统节日如
春节、中秋节、端午节、重阳节、
清明节等更强调亲情的珍贵和团圆
的期盼，满足的是成人精神世界的
需要，因而更多的是成人的节日。
现在许多中国传统节日的氛围本身
也日益淡化，成人都不感兴趣，更
何况是孩子呢？对幼儿而言，这些
传统节日显得厚重有余而活泼不
足，同时参与度和体验性不强，幼
儿常常在节日里成为旁观者。

慎选适合幼儿过的
“洋节”

其实对“幼儿园应不应过洋
节”这一命题，我是持肯定态度

的。绝不能武断地上纲上线，认为
过“洋节”就是崇洋媚外。

过“洋节”是幼儿园多元文化
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的未来人才的需要。但由于
幼儿园组织的活动具有较强的教育
性，因而幼儿园要注意把握教育的
尺度，可以从多元文化的角度，让
幼儿了解不同文化的风土习俗；但
也不是盲目地觉得“洋节”就是比
中国节日好玩，什么洋节都要过。

幼儿教师一定要慎重选择幼儿
容易理解并易于促成其积极社会化
发展的节日。比如圣诞节虽然前身
是宗教节日，但后来演化成为普通民
众欢聚的节日，成为一年中给人们带
来希望和憧憬的一天。吃苹果、带圣
诞帽、寄送圣诞贺卡、参加圣诞派对、
圣诞购物等具有仪式感的活动，能向
幼儿传递正能量，让幼儿学会感恩，
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

但也有些节日，是不适合在幼
儿园开展的。如万圣节实际上是

“鬼节”，这是幼儿难以理解的，也
是比较害怕的。而“不给糖就捣
乱”的讨糖果游戏活动，会与平时
幼儿园传递的价值观相左，因此万
圣节对幼儿发展没有多大的意义和
价值，不过也许更好。

要让中国的传统节日
更具参与性和趣味性

基于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启蒙教育的需要，中国的
传统节日应该成为幼儿园节日教
育的主体，通过中国传统节日教
育增进幼儿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和理解，这才是幼儿园教育发展
的正确方向。但问题不是排斥或
打压“洋节”，而是要让中国传统
节日也与“洋节”一样对幼儿具
有吸引力，给幼儿更多的参与时
间和空间，体验更多过中国传统
节日的乐趣！

多一些体验。中国的许多节日
都与吃相关，如元宵节搓汤圆、端
午节包粽子、中秋节做月饼等，都
可以设计成为幼儿喜爱的体验活
动。现在有许多自制食品的制作器
具，使这些节庆食品的制作已经变
得越来越简便和普及。幼儿园都可
以组织幼儿亲历其制作过程，品尝
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这种既能参与
又能品尝的活动中，幼儿的幸福体
验会增加许多。

加一点亲情。中国传统节日都
强调团圆，鼓励幼儿感受亲情。因
此，可以邀请幼儿的亲人到幼儿园
与孩子们一起过节。如重阳节可以
安排幼儿与家人一起亲子远足。又
如传统节庆物品需要制作时，可以
多邀请一些有经验的祖辈家长来当
助教。

添一份趣味。一些具有浓郁
中国年味的节庆活动往往因放假
而在幼儿园无法开展。其实幼儿
园也可提前让幼儿感受独特的中
国年俗活动，引导幼儿深深爱上
中国人自己的节日。一些幼儿园
元旦迎新时，就加入了许多中国
传统过年的特色活动，组织幼儿
提前红红火火迎新年。幼儿在幼
儿园体验剪窗花、贴对联、包饺
子、看舞龙、逛庙会、大拜年等
有趣的年俗活动，加深了对欢乐
中国年的了解，也为随后现实生
活中过年积累了丰富经验。

热衷过“洋节”别丢了自己的“传家宝”
陈红梅

在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实验幼儿园，以“生活化、
游戏化、自主化”为特征的

“区域活动”，成了孩子们最
喜欢的学习方式。遵循“学
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创
造”这一活动原则，孩子们
在精心设计的科学区、社会
区、表演区、美工区等活动
区域，玩出了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玩出了发现和探
索的精神，也玩出了阳光和
自信。

近日，记者在该园体验
了一把区域活动、自主游戏
和幼小衔接“软着陆”的魅
力。

给孩子尝试的机
会再多一些

上午9:30，孩子们各自
选择喜欢的区域，开始了自
己的兴趣“研究”。

在“科学区”内，刘宗
源小朋友正在玩区域活动

“进球门”。这项活动的目的
是让幼儿感知大小粗细不同
的圆柱体、纸杯等物体的滚
动现象。

第一次，他玩的是“圆
柱过球门”，大小两个圆柱体
和一个饮料瓶都被他成功滚
进球门。但在第二次，玩

“纸杯进球门”时，他却失败
了。为什么会失败？

刘宗源仔细看了下纸
杯，摸了摸小脑瓜，很快找到
了原因：“一头粗一头细，滚起
来就会拐弯。”旁边的教师追
问：“那么，纸杯是向哪边拐弯
呢？”小家伙有了新的发现：

“总是朝向细的一端拐弯。”发
现这个秘密后，他继续研究如
何让纸杯顺利滚进球门。

挑战，遭遇失败，再挑
战，再失败。在近一个小时
的探索过程中，教师一直在
旁边仔细观察，只是在发现
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才会

“不经意地”提示。
“最重要的不是急于找到

‘标准答案’，而是保护孩子
乐于探究的兴趣，培养孩子
的创造力、想象力。”园长王
世英说，“我们要允许和鼓励
孩子不断试错，因为经历错
误和失败，其实与成功是一
样重要的。只要我们给孩子
尝试的机会多一些，再多一
些，孩子有了成长的机会，
自然会带给我们越来越多的
惊喜。”

对幼儿的控制再
少一些

与传统教学相比，区域
活动给幼儿更多的自主性，
从时间到空间，从内容到玩
法，教师并不过多干涉，不
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
子，在自由宽松的游戏氛围
中，孩子能够更加轻松自然
地再现生活情景，并在模仿
中获得经验。

“服务员，来个盘子；服
务员，来个碗！”刘其圣小朋
友在“宝宝餐厅”模仿爸爸
颠勺，不仅颠得有模有样，
嘴里也没有停下，一副派头
十足的大厨模样。在与“客
人”交流时，他热情主动，
及时满足“客人”的用餐需
求；同时还主动推荐菜品、

提出营养建议等。
一位“客人”说：“我要

一个烤香蕉。”他接着问：
“要加番茄酱吗？”紧接着，
他又向另一位“客人”推
荐：“你要不要胡萝卜，打包
吗？”得到许可后，只见他

“噌噌”地削皮，“当当当”
地切菜，又是倒油又是加
盐，忙得不亦乐乎。当旁边
的小客人都被吸引过来“围
观”时，他却说：“这里太热
了，快出去吧！”后来“客
人”要走了，他又追上来
问：“我给你办个会员卡吧！”

在各个活动区里，幼儿
园都力求少一些控制，多一
些幼儿自由自主活动，再
现生活情境。在百灵班的
美工区，李梓可小朋友自
言自语地说：“我星期六过
生日。”令她惊喜的是，同
在美工区的几个孩子马上
开始不约而同地围绕“生
日主题”忙活起来：他们
有的画蛋糕，有的制作生
日帽，有的做贺卡，还有
一个小朋友用彩泥做了一个
超萌的“创意戒指”。最后，
孩子们围在一起，唱起“祝
你生日快乐⋯⋯”

让童心存得更久
一些

幼小衔接是幼儿园向小
学平稳过渡的教育过程，
也是幼儿成长过程的一个
重要转折。虽然幼小衔接
主要集中于幼儿园大班，
但幼儿园始终坚持将准备
工 作 贯 穿 于 整 个 幼 儿 阶
段，如幼儿习惯的养成、
性格的形成、能力的提升
等，以便入学后尽快适应
角色转变，顺利实现从幼
儿园到小学的“软着陆”。

幼儿园每年在大班开展
“3+2+1”活动，即“三个”
体验，“两个”仪式，“一
次”参观，为幼小衔接“软
着陆”架起了一座“开满鲜
花”的桥梁。

“三个体验，旨在通过为
幼儿创造各种参与体验的机
会，缩短他们将来进入小学
后的心理适应期。”王世英
说，一是体验做“文明礼仪
小迎宾”，二是体验做“我是
小老师”，三是通过“才艺展
示”，体验“我很棒”。通过
这些活动，帮助孩子学会帮
助其他小朋友，学会感恩，
树立自信。“两个”仪式，一
是“捐书”仪式，二是“授
旗”仪式，通过仪式元素体
验成长。“一次参观”即全方
位参观附近的小学，参加小
学的幼小衔接活动，帮助幼
儿消除对小学校园的陌生
感，建立亲密感。

此外，幼儿园还通过组
织开展以“爸爸妈妈，我想
对你说”“老师，我想对你
说”“再见了，幼儿园”等主
题活动，通过语言表达、绘
画活动、游戏活动等多种活
动形式，给孩子们创造“用
心去爱”的机会，为今后的
成长积蓄能量。

“幼儿园就是让孩子的天
性得到充分释放、自由舒展
的地方。我们是教育者，更
是每个孩子童年的守护者。”
王世英说。

给孩子
不断试错的机会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张桂玲 刘玉堃

笔者曾见过一个现象，3岁的
孩子刚上幼儿园，家长出于担心，
便买了一支录音笔藏在孩子身上。
一个信任极度缺失的环境，把家长
逼成“特务”，让教育蒙羞，这是
社会的悲哀和不幸。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离开
父母羽翼保护的幼儿，在幼儿园是
否得到细致周到的呵护，始终牵动
着家长敏感的神经。幼儿园“谍战
剧”的怪象，应该让我们深刻反思
和梳理信任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

抓住解决问题的主要矛
盾。

提高幼师队伍的

整体素质。幼儿教师作为幼儿教育
的一线工作者，对幼儿教育具有举
足轻重的影响。可以说，好的幼儿
教师就是好的幼儿教育，幼儿教师
的职业素养和能力直接影响幼儿教
育的质量，也就直接影响家长对幼
儿园的信任。

做好危机公关建立长效回应机
制。幼儿园要及时回应社会关注，
开诚布公，做好舆论引导，当出现
诸如幼儿体罚事件、流行性疾病、
食物中毒、误服药物等舆论比较关
注的问题时，要迅速启动相关应急
预案。

幼儿园各部门各负责人要明确
自己的相关责任，迅速整理相关信
息，上报有关部门，并向社会公布
相关信息，避免社会和家长因对事

件不了解而产生误解；组织部分家
长参与到事件的处理中，将社会舆
论影响降到最低，同时积极向媒体
开诚布公，积极宣传正能量，树立
良好的社会风气。

注重教师与家长的沟通理解。
幼儿园应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从而
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化解信任危
机。

教师不仅要使孩子“亲其师，
信其道”，也要使家长“亲孩子之
师，信孩子之道”，成功地发挥

“家园教育”的合力。教师与家长
沟通的艺术，关键在于教师与家长
间要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的伙伴关系与亲密感情，
而这种关系与感情的建立首先取决
于教师的态度与行为：对孩子的关
爱、对工作的责任感、对家长的尊
重和理解。当家长感受到教师喜爱
并关心自己的孩子时，就愿意和老
师进行沟通，也更能理解老师的工
作，家长与教师之间和谐包容的关
系就会“水到渠成”。

除了家长开放日、家长委员
会、定期家访，还可以创新沟通方
式，如组织各种亲子活动、家长进
课堂等活动；紧跟时代潮流，充分
利用微博、微信群，时刻加强与家
长的沟通。在交流的过程中教师要
学会换位思考，这就要求教师主动
从父母的角色去体会家长的心情和
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与家长
沟通。

加强幼儿教学方式方法的研
究。除了师资力量的重点打造之
外，结合幼儿教育阶段孩子性格以
及发展的特殊性，相关教育机构还
应对其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进行研
究以及探索。幼儿时期是个性品格
的塑造时期，教育工作者要根据幼
儿的身心发育情况和性格特点创新
幼儿教育方式，给予幼儿安全的空
间和足够的时间去认识世界体验世
界，培养幼儿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创
新思考能力，提高幼儿教育的质量
和水平，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信任危
机。

政府要加强幼儿教育的管理。
加强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做好
顶层设计。目前我国幼儿教育相关
的法律条文较为有限, 因为缺乏
强有力的教育法律法规约束，导致
幼儿教育发展中办学不规范、管理
制度不强、乱收费、教育质量得不
到保障、教师素质低等问题的出
现。政府要全面系统分析当前幼儿
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结合中国幼儿
教育的实际情况，构建起适合我国
国情的幼儿教育法律体系，同时进
一步规范教师的行为，提高幼师从
业门槛，加强教育培训，有效保障
幼儿教育质量, 给幼儿提供良好
的成长环境。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国家的未
来，民族的延续。目前幼儿教育发
展过程中遭遇的信任危机必须引起
家庭、社会和政府的足够重视，针
对出现的问题，深刻剖析，有效应
对，共同努力，驱散幼儿教育中的

“雾霾”，还孩子一个干净、友爱、
欢乐、温暖、灿烂的童年。

（作者单位：山东省潍坊市机
关幼儿园）

家园“谍战剧”何时了
冯学珍 高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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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节日对幼儿来
讲厚重有余而活泼不足。我们
需要增加传统节日的参与度和
体验性，让幼儿在节日里体会
到快乐。图为家长与孩子乔装
打扮迎新年。

湖北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省国培专家组成
员，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
育所副研究员，曾入选武汉市政府

“十百千人才工程”。专注于学前
教育教科研工作。

栏目主持 陈红梅

▲2016 年 12 月起，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铁路第一幼儿园
创设了每周五的“小庙会”。
没有班级、年龄的限制，五大
领域相互渗透，有机结合，寓
教育于生活、游戏之中，让小
朋友在活动中体验传统民间文
化和节日喜庆的气氛。

董建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