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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万帅孙万帅 绘绘

幼儿园教育的本质是生活教
育，教育渗透在幼儿园一日生活的
各个环节。进餐环节作为培养幼儿
自我服务意识和能力、提升幼儿自
主性的重要环节，历来是幼教工作
者们关注的主阵地。对于如何提升
幼儿在进餐活动中的主体性，幼教
工作者们不断进行着探索。

从 自 助 餐 到 自 主 点
心：幼儿自主性难落实

前段时间，幼教同行们对于某
些幼儿园推行的幼儿自助餐进行了
热烈的讨论，反思了其中存在的问
题。不难发现，幼儿自助餐对于园
所的硬件条件、人力物力支持、卫
生和安全保障能力以及幼儿的动作
发展水平都有很高的要求，而大多
数园所事实上并不具备相应的条
件，大部分幼儿也并不具备相应的
能力，因此这只能是一种“看上去
很美”的做法。

近来，笔者在幼儿园看到，一
些幼儿园对幼儿自助餐的做法进行
了改进，让幼儿自主吃点心，即在
餐点环节让幼儿自主选择进餐时间
和数量。以早餐为例，在8点半到
9点之间，幼儿自行选择先吃点心
还是先玩玩具，幼儿想吃就去吃，
想玩玩具就去玩玩具。老师事先会
告诉幼儿：“9点前想吃就去吃，不
吃就没有了。”这样做的结果是，
只有一部分幼儿能够独立、适量地
吃点心，不少幼儿都存在这样或那
样的问题。

有的幼儿在老师不在旁边看着
时，会大肆地超量吃他喜欢吃的小
熊饼干，有的幼儿会把自己不喜欢
吃的点心放在裤兜里，然后去玩玩
具。对于一些先玩玩具不吃点心的
幼儿，老师会在旁边一再地提醒：

“饿不饿，要不要吃点心？”有的幼
儿会因急于玩玩具而不吃点心，也

有的幼儿会说：“我来幼儿园之前
吃得很饱了，现在不想吃了。”（事
实并非如此）这样老师只能让他继
续玩玩具。等过了9点，不吃的幼
儿饿了，老师还是会给他们吃。

对此，老师们也很困惑，为何
让幼儿自主吃点心的实践效果并不
理想，幼儿的自主性并没有如预期
的那样得到很好体现。相反，部分
幼儿进餐速度忽快忽慢，进餐数量
多少不定，进餐氛围多嘈杂混乱而
少安静有序。

自主进餐行为养成需
循序渐进

从自助餐到自主点心的实践探
索说明，幼儿的自主性并不是简单
地通过放手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形
成。原因何在？是幼儿没有自主性
吗？是老师不该放手吗？还是就应
该沿用以往的教师主导的进餐方
式？当然不是！

笔者以为，从自助餐到自主点
心的探索，从积极进行课程改革的
出发点来讲是值得肯定的。之所以
出现了问题，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
的原因。

其一，没有全面认识到课程
改革的系统性。自助餐和自主点
心，对各种因素都有较高的要
求。即使是自主点心，如果幼儿
之前在吃点心时从来没有机会选
择进餐时间段，没有尝试过如何
确定自己吃了适量的点心，没有
体验过如何不因玩玩具而忘记或
拒绝吃点心，那么自主吃点心的
改革自然不会顺利。

其二，没有深刻理解幼儿及幼
儿教育的特点。幼儿是成长中的个
体，其自主性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
才能表现出来。大量事实说明，在
教师、父母等成人主导或放任不管
的情形下，幼儿都不容易养成自主

行为。上文中提到的教师虽然在旁
边一再提醒幼儿进餐，但是没有采
取更有效的策略去促进幼儿自主进
餐行为的养成，如与幼儿一起讨论
商定如何做到吃点心和玩玩具两不
误，寻求家园合作等。这看似是做
出了教育行为，但是却放弃了对教
育效果的追求。当然也更可能是由
于未能促使家长形成一致的教育理
念。毕竟如果真正实施“到点不吃
就没有了，过时以后即使饿了也不
再提供”的做法，部分幼儿的家长
首先不乐意，还可能会责怪教师。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教师只能选择
采取不断提醒幼儿进餐，过时以后
饿了继续提供点心的做法。如此做
法确实避免了不少问题，然而却导
致了教育价值的贬值。

其三，没有遵循健康行为养成
的路径。自主进餐行为的养成绝非
一日之功，以自主点心为例，幼儿
真正能够实现自主吃点心至少要经
历以下几个阶段。阶段一，他助水
平的自主进餐，即幼儿在成人的直
接帮助和提醒下吃点心，其自主性
主要体现在可以在给定的时间段内
自己选择吃点心的时间、座位、餐
盘等。阶段二，自我努力水平的自

主进餐，即幼儿能够自己吃点心，
较少需要教师的直接帮助，其自主
性更大，除了巩固上一阶段的自主
水平，还能自己协调吃点心和玩玩
具的时间，执行吃点心的惩戒规则
和奖励规则。例如，不可边吃边
玩，否则减少玩玩具的时间；反
之，如果能够适时有序地吃点心，
则增加玩玩具的时间。阶段三，自
动化水平的自主进餐，即幼儿能够
初步养成自己吃点心的习惯，具备
自主吃点心的能力，其自主性更
高，除了前面两个阶段的自主性，
还学习如何确定自己吃适量的食
物，如可通过做标记的方式知道进
餐的最小量和最大量，知道自己喜
欢吃的点心也要适量吃，并能够做
到在家和在园一致。

系统规划幼儿自主进
餐行为的养成路径

小小的自主点心实践，反映出
的是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复杂性。以
推进自主点心实践为例，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努力。

客观分析幼儿的健康行为养成
水平。由于存在巨大的地区、园所

及个体差异，各个班级的幼儿都处
于不同水平，有的大班幼儿可能还
处在他助水平，因此只能一步一步
地做起，不宜将上述三个水平与小
中大年龄班幼儿简单对应。

全面诊断健康行为养成的各类
条件要素。自主点心需要提供干净
卫生的餐具，方便幼儿取用茶水的
茶桶，便于幼儿行走的空间，可供
选择的食品，具有一定自我服务意
识和能力的幼儿，保教观念一致的
教师、保育人员和家长，具有弹性
的作息制度以及园所的管理理念等
因素。开展自主点心应全面分析园
所、班级具备哪些因素，尚缺乏哪
些因素，还有哪些因素需要优化。
其实，很多教师反映，自主点心事
实上也缺乏幼儿自主的条件，比如
幼儿喝多少豆浆，没有自主；幼儿
吃饼干还是水果、坚果，没有自
主；幼儿用何种杯子和盘子，没有
自主。在这样的条件下推行自主，
是根本行不通的。

力求形成一致的教育观念。自
主点心需要幼儿教师、保育人员、
幼儿家长等具有一致的教育观念。
一方面，大家必须认识到自主点心
环节蕴含着极大的教育价值；另一
方面，各方都要积极合作形成教育
合力。如若教师没有与保育人员、
幼儿家长达成一致观念，而是一味
采取不断在旁边提醒幼儿吃点心的
策略，效果是有限的；或者单方面
采取让幼儿“饿肚子”的方式来实
现教育目标，后果很可能是引起家
长的不满。促进幼儿自主健康行为
养成，必须以多方利益相关者一致
的教育观念为前提。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项
目 （编号：D/2016/01/103） 及江
苏 省 高 校 哲 社 项 目 （ 编 号 ：
2016SJB880088） 相关成果。

推行幼儿自主进餐宜缓步而行
张世义

精彩个案

美术活动中，杨老师跟大班的
孩子一起进行写生活动“一瓶
花”，活动的目标是：喜欢写生活
动，有初步的写生意识；愿意用色
彩表达自己的想象和感受。

在感受与欣赏环节里，孩子们
通过看、闻、摸等形式对鲜花名
称、花朵形状、色彩、花语进行了
认知，接着观察了瓶花的错落有致
和色彩搭配。他们七嘴八舌地表达
着对瓶花的喜欢：“我喜欢瓶花里
的百合，它的样子很高贵。”“我喜
欢花的五颜六色，要送给妈妈做生
日礼物。”随着杨老师“你看到什
么，就把它画下来”的引导语，孩
子们开始了兴致勃勃的写生。

“你认识哪种花，它是什么样
子的？”“你知道这种花的花语吗？
花语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别的意
义，送给谁合适呢？”“你最喜欢这
瓶花的哪里？”杨老师的引导语既
引领幼儿细致观察了瓶花的形态、
色彩、插花布局，为幼儿的写生创
作做准备，又通过花语的认知、对
美的口语表达，充分调动起幼儿艺
术创作的热情。

航航很快勾画出瓶花的结构。
杨老师小声建议：“花瓶里的花很
多，你可以画得更丰富些！”航航
很认真地回答：“可是我只想画我
喜欢的。”杨老师点头笑笑，航航
继续创作。

航航开始用毛笔涂色，他认真
观察花朵，选择相应的颜色小心翼
翼地涂花瓣，接下来为花瓶涂色。
他先用白色平涂，然后用深绿色勾
出花枝，仔细看了一会儿，又用紫

色将花瓶平涂，自言自语道：“还
是紫色比较好看！我要把花瓶装饰
得再漂亮些！”于是用各种颜色的
点进行瓶身装饰，之后他开心地自
我欣赏，又去欣赏了同伴的作品。

从初稿上能看出航航具备了初
步的写生意识和水平。勾线笔勾勒
的轮廓线条流畅，色彩创作经历了
两个阶段，先是遵从实物色彩写生
创作，接着将色彩写生转化为写生
基础上的装饰画。真的要为航航鼓
掌，他对美的感受带有极强的自我
意识，创作时拒绝教师的建议，遵
从内心的声音坚持自己的创作。同
时也要为杨老师点赞，她懂得儿童

美术活动的核心价值是儿童个性地
表达自己对美的感受，虽有建议但
并不强制孩子服从，为航航在活动
中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自由表达空
间。

转回来的航航开始继续创作，
杨老师说：“你的作品已经很好
了，还要继续吗？需要换一张纸画
吗？”航航说：“我的作品还没有完
成，我要继续画！”接下来他开始
一系列“毁灭性”的创作，选取不
同的颜色层层叠加在花瓶上，喋喋

不休地自言自语：“哦，变了，变
成灰色了。现在要刷粉色了，变变
变，变色的花瓶”⋯⋯他将所有的
颜色全部叠加了一遍，花瓶中间被
又湿又厚的颜色弄出了个洞，他愣
了片刻，在花瓶旁边的空白处画了
一些符号，说：“这是花瓶的密
码，有了这些密码，花瓶上的洞就
会锁起来，只有知道密码的主人才
能打开！”

开始展示作品了，面对同伴
“你的花瓶脏兮兮，还有个破洞”

的质疑，航航丝毫不介意，只是不
断眉飞色舞地介绍“我的带有神奇
密码的与众不同的花瓶”。

我们该如何评价孩子的艺术创
作过程和作品呢？《3—6 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 中艺术领域给出了
答案：幼儿对事物的感受和理解不
同于成人，他们表达自己认识和情
感的方式也有别于成人。幼儿独特
的笔触、动作和语言往往蕴含着丰
富的想象和情感，成人应对幼儿的
艺术表现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不能用自己的审美标准去评判幼
儿，更不能为追求结果的“完美”
而对幼儿进行千篇一律的训练，以
免扼杀其想象与创造的萌芽。

对照这段话，静观航航的创作
过程，我们能看出由“出彩”到

“失败”的作品背后，承载着孩子
对艺术活动极大的兴趣。他沉浸在
自由创作的欣喜体验中，沉浸在探
究色彩叠加而发生的变化里，对自
己的作品有着高度的认同。还有什
么比浓厚的探究愿望、专注的创作
和坚定的自我认同更重要的呢？航
航的活动状态和体验充分说明他的
创作活动是充满价值的。

每一个幼教工作者，都要坚持
以 《指南》 的理念作为评价工具，
更深入、更多元地去解读孩子的艺
术行为，为孩子的学习和发展提供
更加宽松和有力的支持。

（作者单位：山西省运城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幼儿园）

一幅“失败”作品的诞生
董赛霞

幼教随笔

尊 重 孩 子 的 兴
趣，判断主题价值

一天，川川带了一些蚕宝
宝到教室，这些白白的、软软
的“小可爱”立刻引来了班里
孩子们的围观。小明小心翼
翼地用指尖点了点蚕宝宝的
身体，高兴地说：“快看！是蚕
宝宝！好可爱啊！”成成指着一
条蚕宝宝问：“这个黑黑的点点
是蚕宝宝的眼睛吗？”笑笑羡慕
地说：“我也好想养蚕宝宝啊！”
这个想法引起了其他孩子的共
鸣，于是忙碌而快乐的养蚕活
动就此拉开帷幕。

中国是最早发明养蚕的
国家，蚕茧和生丝的产量一直
居世界各国之首。绚丽多彩
的中国丝绸，一直为古今中外
的人们所赞美。如今蚕丝业
发展，已渗透到我们的衣、食、
住、行各个领域，形成了浩瀚
多彩的丝绸文化。川川带来
的蚕宝宝极大地引发了孩子
们的兴趣与好奇心，我们正好
以此为契机，生成“春蚕”的主
题活动，让孩子们通过养蚕进
一步了解蚕与蚕丝。

了 解 孩 子 的 经
验，把主动权交给孩子

为了在养蚕过程中激发
孩子们的责任心，并方便他们
有针对性地、连续地进行观察
和记录，我们决定分给每个孩
子几条蚕宝宝，让他们亲自饲
养照料。与此同时，问题也随
之而来——

教师：用什么做蚕宝宝的
家呢？

乐乐：可以用快递盒，我
妈妈有好多快递，拆下的盒子
正好给蚕宝宝做家！

琪琪：对！白天的时候我
们可以把盒子打开，晚上还可
以把盒子稍微盖起来一点，让
蚕宝宝睡个好觉！

教师：真是个好主意，那
我们这几天就开始收集小小
的快递盒吧！我们还可以装
饰盒子，让蚕宝宝的家变得更
漂亮呢！

笑笑：太棒了！我要在盒
子上画一座漂亮的楼房，让我
的蚕宝宝住得舒舒服服的。

教师：嗯。那你们想要养
小点儿的蚕宝宝，还是已经长
大的蚕宝宝呢？

西西：我想养最小的蚕宝
宝，这样我就可以看着它们长
大了。

韵韵：我也是，我想看看
小蚕宝宝是什么样的。

教师：好的，那我们就从
最小的蚕开始养起。

小明：老师，星期六、星期
天幼儿园里没人，那蚕宝宝怎
么办呢？它们会不会饿死呢？

教师：对哦，这可怎么办
呢？

嘟嘟：休息的时候我们就
把蚕宝宝带回家养，上幼儿园
了再带来！

教师：这个办法好，这样

爸爸妈妈也可以和我们一起
养蚕了呢！

⋯⋯
小班时，我们班里也养过

蚕宝宝，不过那时由于孩子们
的饲养能力较弱，主要由老师
来饲养，孩子们只是初步观察
了蚕宝宝的基本外形特征，以
及简单了解了它们的生活习
性。到了中班，孩子们的认知
能力、动手能力等都有了一定
的提升，于是我们把养蚕的主
动权交给了孩子，并在养蚕前
和孩子们进行商量，聆听了孩
子们的想法，为养蚕做了充分
的准备。此外，我们还在教室
里设计了“蚕宝宝一百问”板
块，和家长一起收集孩子们关
于蚕宝宝的疑问，并以此为出
发点设计集体教学活动。

跟 随 孩 子 的 需
要，融入区域活动

“妈妈你看！这是我今天
在美工区做的蚕宝宝，它正在

‘树’上吃桑叶呢！”放学时分，
小米向妈妈介绍着自己的得
意之作。“太有趣了，你们的教
室就好像蚕宝宝的王国一样，
到处都有‘蚕丝’，到处都有

‘蚕宝宝’！”小米妈妈不住地
称赞教室的环境布置十分有
创意。

随着活动不断地深入开
展，我们班的环境、自然角、区
域等各个方面都变得热闹丰
富起来。孩子们不仅了解到
了蚕的外形特征、生长过程，
还引发了探索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有效提升了责任意识。
在区域活动中，孩子们还会
主动将蚕的内容融入其中，
如在美工区画蚕、在表演区
舞蚕、在科学区观蚕等。我
们也将孩子们在工作室或集
体活动中的作品进行“主题
式”的呈现，而不再只是简
单地摆放、悬挂或张贴。例
如，我们结合蚕会吐丝的特
点，在教室的角落、门框上
缠绕毛线作为“蚕丝”，将孩
子们画的蚕宝宝剪下来挂在

“蚕丝”上，就好像蚕在吐丝；
我们还和孩子们一起将教室
里的柱子装饰成一棵桑树，将
用黏土捏成的蚕宝宝贴在“桑
树”上，就好像蚕宝宝在吃桑
叶⋯⋯

“春蚕”主题活动做得很
“忙”，我们每天和孩子们一起
忙着给蚕宝宝换桑叶，忙着清
理蚕宝宝的家，忙着记录蚕宝
宝一点一滴的变化⋯⋯其间
还不时会有惊喜和伤感，

“瞧！我的蚕宝宝结茧啦！”
“呜呜⋯⋯我的蚕宝宝不会动
了，好像死掉了！”⋯⋯然而，
在忙忙碌碌中，在或喜或悲
中，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了、收获了，在新“行为课程”
的探索过程中，我们比之前更
明白了张雪门先生所提倡的

“行为”——“劳力上劳心”。
这个“忙”，忙得太有意义了!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
市第一幼儿园）

春日养蚕“忙”
潘亚华

保教视点

“蚕宝宝一百问”墙饰 潘亚华 摄

张世义制图

航航和同伴在勾画瓶花的结构航航和同伴在勾画瓶花的结构。。

幼儿自主进餐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