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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万帅孙万帅 绘绘

“每个儿童都是有能力、
有自信的学习者和沟通者，在
这种儿童观的指导下，如何进
行‘取长式’教育，并使这种

‘取长式’教育变得直观可见
就显得尤为重要！”来自东北
师范大学附小中信幼儿园的马
幸老师娓娓道来自己的幼儿教
育心得。

近日，记者与吉林省教育
学院学前研训部的专家一行来
到东北师范大学附小中信幼儿
园，参加了这里的“儿童学习
故事”主题教研活动。一个个
妙趣横生、真实感人、回味无
穷的学习故事深深地吸引着记
者的注意力：

第一场雪后，彭彭小朋友
团了一个小雪球，爱不释手地
捧在手里玩，可是他发现雪球
在一点点变小，于是又团了一
个小雪球，把雪球藏到了自己
的羽绒服兜里，然后还用兜盖
盖住，回到班级以后，他赶紧
翻找小雪球，可是雪球哪里去
了呢⋯⋯

朵朵小心翼翼地取来一把
剪刀，拿起一张皮球图片，努
力地沿着圆形剪下去。由于第
一次接触圆形，他剪得有些吃
力。当我正在犹豫是否伸出援
助之手时，朵朵取来了另一张
圆形图片，这次他不再按照直
线的方式剪了，竟然沿着弧线
剪起来⋯⋯

每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背
后，都有着教师的深刻反思：

孩子善于发现雪宝宝的变
化，对雪宝宝表现出很强的好
奇心，探索着雪球由大变小、
从有到无的奥秘⋯⋯

我站到孩子的身后，让他
自己寻找弧线的剪法，使他在
提高技能的同时，能够自主地
选择游戏和学习⋯⋯

分享故事之后，大屏幕直
播了区域活动中孩子们自由活
动的场面。来自全省各地的幼
儿教师代表临时组成几个小组
进行观察，并现场发表各组的

观点。经过他们的“解读”，
看起来“简单、无序”的游戏
便自然深刻起来。“在区域活
动中，可以让教师更清晰、更
系统地看清楚幼儿独特的学习
与发展，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进
行‘跟进’，这种‘跟进’就
是根据幼儿的兴趣、发展需要
而生成的‘课程’”。中信幼
儿园园长马达英的一番话，让
记者豁然开朗。

为促进全省幼儿教师的专
业发展，提升幼儿教育整体水
平，自2015年开始，吉林省
以学习新西兰幼儿园叙事性评
价方式为基础，以培训项目为
载体，以幼儿游戏支持策略为
抓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幼
儿园“儿童学习故事”主题教
研活动。通过一系列主题教研
活动，积累了一批基于园本的

“学习故事”，整理出一系列值
得推广的幼儿教育经验，也为
省内各地区幼儿园教师创造了
一个相互交流、合作探究的平
台，促进了他们的专业发展。

“鼓励幼儿教师撰写学习
故事，目的不是诊断，不是评
判地给孩子贴标签，而是深入
倾听孩子的声音，更好地促进
孩子的学习和发展。”吉林省教
育学院学前研训部主任蔡珂馨
说，“当然，我们不是要忽视孩
子的缺点和不足，而是希望通
过挖掘孩子的优势，来慢慢带
动他的发展。”

吉林省教育学院党委书记
赫坚教授也参加了本次教研活
动，他对“儿童学习故事”这
种教学教研形式给予了高度评
价。他说：“‘儿童学习故
事’不仅仅是一种基于发现幼
儿兴趣与长处、欣赏与接纳幼
儿的评价方式，更是一种以幼
儿为中心，倡导教师与幼儿一
起工作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新
理念。‘儿童学习故事’教研
活动不仅要促进幼儿成长，更
要促进幼儿教师的专业化发
展。”

领略“学习故事”的魅力
本报记者 赵准胜

“儿童立场应是现代教育的根
本立场”，这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教
师认可并重视。深度学习包含高水
平或者主动的认知加工：强调和先
前知识与经验链接；强调批判性（高
阶）思维的学习方式；强调学习过程
中的反思与元认知；注重学习行为
方面的高情感投入和高行为投入；
注重逻辑关系和结论的证据。

那么，深度学习与儿童立场之
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呢？笔者认为：
只有当教育者站在儿童立场，设计
连接真实世界且符合儿童现实需要
的学习任务，才能最大限度促发深
度学习的产生；而深度学习的持续
发生，则是对儿童立场最好的关照。

深度选择，化“受”为“建”
教育家伊斯拉谟斯认为，拉丁

文中的“儿童”意味着“自由者”。作
为教师，我们往往认同这样的理念，
然而一到实践就将其束之高阁，从
而出现“知行不合一”——表现在教
学上，教师会演化成“自觉的控制
者”。例如，教师善于控制儿童学习
的内容，只见内容，不见儿童。如此
一来，教师教育视野中的儿童是“消
失”的，遑论“自由之天性”？理想的
教育应意识到儿童自由的价值，并
顺应这种天性，支持且引导儿童做
出学习上的深度选择。

案例：
三八节即将到了，教师在充分

倾听幼儿想法的基础上，设计了名
为“妈妈的节日，我想……”的调查
表，列举了幼儿的一些想法，如给妈
妈做花链、给妈妈写封信、制作一份
小礼物、妈妈优点大搜索等，让幼儿
自主选择喜欢的学习内容。

结果，全班 36 个孩子有 28 个

选择给妈妈写信，剩余 8 个孩子中
的 6 个可能出于同伴建议，亦可能
出于从众心理，要求老师允许他们
改变选择。于是，关于“给妈妈写
信”的项目活动正式发起。

在这个项目发起的过程中，儿
童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
的“建立者”，是儿童用其内在的学
习动机、外显的学习兴趣建立了崭
新的学习内容，架构了通向真实世
界的需要。因为是儿童的自由选
择，才可能是儿童愿意为之付出努
力的，也才可能以此为前提，促发儿
童的深度学习。

深度探索，化“牵”为“顺”
“儿童是富有探索精神的探索

者，是世界的发现者。”教育家苏霍
姆林斯基如是说。可是在大量的日
常生活中，师者会依循自己的经验，
为儿童预设系列的问题，甚至会为
这些问题的解决，人为创设情境、搭
建支架，获得所谓的教学结果。

理想的教育是化“牵”为“顺”，
让儿童获得主动提出问题的意识和
能力，从而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
获得真经验。承上所述，当幼儿确定
给妈妈写信后，教师做的第一次顺应
是为儿童提供多封生活中真实的信
件，帮助儿童产生真实问题。

案例：
关于邮票，孩子们提出了许多

问题：“这个花花的是什么？为什么
要贴在这里？”“它上面的数字代表
什么？是 80 元吗？因为快递是要
收钱的。”“这封信为什么跟别的不
一样，贴了两张邮票？”关于信封，孩
子们疑惑：“信封上面的方块数字是
什么意思？”“下面也有方块数字，为
什么和上面的不一样？”

接下来，儿童按自己的喜好再次
分组选择研究邮票或信封。此时，教
师做了第二次顺应：提供引发学习的
材料支架。如对于邮票探究小组，教
师在区域中提供普通白纸、被缝纫机
处理过的白纸、大量面值为1分的硬
币、中国地图等。

当两组幼儿形成一定的研究结
果时，教师及时组织了分享活动。
仍以邮票探究小组为例，孩子们的
观点是：邮票上的齿孔是为了方便
撕邮票，邮票上的数字代表“钱”，分
就是最小的硬币，80分就是有80个
硬币的钱。至于为什么要贴两张邮
票，是因为要寄到的地方比较远。

至此，教师驱动了第三次顺应：
支持儿童持续、深入地去发现。如
教师为邮票探究小组提供针、软垫，
让幼儿绘制、制作邮票；提供集邮
册，引导幼儿发现更多面值，同时提
供1元、1角、1分的硬币若干。通
过上述材料的投放，我们不难发现，
幼儿的学习正以持续、连绵的态势
延展。他们渐渐习得元、角、分之间
的转换关系。

上述阶梯式的深度探索，得以
实现幼儿认知经验的自然流转。因
而，相信儿童是天生的探索者，坚守
这一本义，是深度学习发生的重要
基石。

深度表达，化“少”为“多”
哲学家康德早就认定：“人是一

个有限的理性存在，但有无限的可
能性。”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儿童更是
有无限的可能性。教师并不是刻意
地确立或预言儿童的可能性，但必
须不遗余力地去寻找种种可能性。

仍以上述活动为例，儿童对信
的研究已经转移到对寄信收信的研

究，他们很想弄清楚这个过程是怎
样进行的。过往，我们的教学立场
是：儿童“可能”不会，所以教师会不
遗余力地“教”。如果我们认定儿童

“有可能发生有意义的学习”，是为
了理解而不是为了单纯认知，那么
教学就会发生改变。

教师首先会鼓励幼儿用绘画的
方式做出自己的假设——信是这样
寄出去的。这种假设来自幼儿对真
实世界的现实理解，来自幼儿对寄
信事件的自我推理，学习的意义在
此时已经生发了。教师继而为幼儿
提供随意顺序的视频片段，请他们
再次表达对寄信的理解。因为教师
播放的视频并非是顺序的，幼儿要
做出自己的前后联系和判断，需要
付出思维的努力。实际上，第一次
表达是幼儿原有的“图式”，视频引
入使得幼儿产生同化与顺应，第二
次表达寄信过程时，这一图式开始
出现了分化——与原先自我认知结
构不同了。

针对幼儿两次表达，教师产生
解读：对绝大多数幼儿而言，信的投
递和派件都是清晰的，但对于中间
环节的分拣却依然模糊。于是，教
师设计了带幼儿去邮政分拣中心参
观的活动。于是，就有了第三次对
于寄信的表达。

相信儿童有学习的可能，相信
每个孩子都有自我成长的可能，教
师要竭力明白：儿童（儿童的经验）
在哪里？只有看清楚儿童在哪里，
成人才能帮助儿童出发。儿童的表
达，恰恰能够帮助成人看清楚他们
在哪里。在这样的表达中，儿童努
力建构自身与客观世界的连接，努
力调动思维进行联系、假设、判断、
推理，甚至反思与自我否定，高阶思

维的能力逐渐获得。

深度体验，化“静”为“动”
学前期儿童最明显的认知特质

是直觉性与形象性，游戏是其最好的
学习方式。对于这样的理念，我们从
不缺乏。但是在同一个屋子里，经常
发生着教学、游戏互不关联的现象。
教师在忙忙碌碌中，很少会考量如何
让两者协同来促发幼儿的深度学
习。项目活动“给妈妈的信”做了尝
试。

案例：
从邮政分拣中心回来后，孩子

们产生了自发的扮演行为，教师见
到此情景后，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于是，“启文邮局”正式诞生了。

在保安叔叔帮助下，孩子们利
用红酒桶和大树桩做了邮箱，在班
级美术区进行了邮票设计与售卖，
在活动室外面设立了分拣中心，教
师甚至为孩子们提供了小小邮递员
的服装、道具配备。孩子们向往的
邮局游戏开始了。

在这样的时光里，儿童正式将
自己重新建构的邮寄认知图式认真
地呈现于游戏中。游戏与教学不再
是割裂的，儿童在游戏中获得深度的
学习体验，每一个行为都是其认知的
高度投射，每一个游戏动作都是学习
累积的结果。

任何一种教学方式的产生，都
是基于对儿童的一种理解和认识。
只有用“儿童立场”的视界，通过“在
儿童中”落实，才能达成“为了儿童”
的教育目标。回归儿童立场，促发
深度学习，这是当下我们亟须思考
并践行的现实任务。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启文幼
儿园园长）

回归儿童立场 促发深度学习
邵爱红

精彩个案

近年来，社会上掀起了
一股“篮球热”，幼儿应不应
该学篮球的问题引发了公众
的热烈讨论。有人认为幼儿
不应该学篮球，因为篮球运动
有较多身体接触的机会，幼儿
会因碰撞而受伤；有人认为幼
儿应该学篮球，这是一项必备
的运动技能，还可以强身健
体。要回答“应该”或者“不应
该”，我们建议站在幼儿的角
度来审视篮球学习。

首先，尊重幼儿学习篮
球的意愿。要回答幼儿应不
应该学篮球的问题，首先要
考虑幼儿愿不愿意学的问
题，只有建立在幼儿兴趣上
的学习才是有效的。这时，
我们不得不考虑篮球运动本
身所反映出来的性别特征，
男孩子可能会更愿意接受篮

球、足球类体育运动，而女孩
子会更倾向于选择跳绳、舞
蹈等偏柔和的运动。因此，
成人在决定要不要让幼儿学
习篮球时，必须要尊重幼儿
自己的意愿，可以先让幼儿
体验多种不同的体育活动，
观察幼儿在不同活动中的表
现，成人可以给幼儿提供建
议，再让幼儿自己参与决策，
做出选择。

其次，明确幼儿学习篮球
的目的。篮球作为一种综合
性和集体性的体育运动，不仅
包含着跑、跳、投等多种体能
活动，还要求集体配合和团队
协作。引导幼儿参与篮球运
动，不仅可以实现强身健体
的目的，还能培养幼儿的集
体意识，促进其社会性的发
展。但同时，篮球运动也具
有一定的对抗性和竞技性，

在幼儿参与篮球运动的过程
中，避免不了一些专业技能技
巧的学习。此时，我们必须要
明确幼儿学习篮球的目的，是
培养特长，还是体育锻炼？毋
庸置疑，通过体育锻炼，增强
幼儿体质是学习篮球的主要
目的。因此，成人在引导幼儿
学习篮球时，要以保证幼儿身
体安全为前提，以促进幼儿身
体健康为目的，切勿过分关注
对篮球技巧的培养和训练。

最后，把握幼儿学习篮
球的适宜性。成人篮球运动
具有复杂的规则和较强的对
抗性，这显然是不符合幼儿
发展规律的。因此，成人在
引导幼儿学习篮球时，要注
意篮球学习的适宜性，既不
能因怕幼儿受伤，仅仅将篮
球作为一种简单的个人拍球
游戏，也不能过分强调其对

抗性比赛的性质。这就要求
成人在引导幼儿学习篮球
时，要基于幼儿的身心发展
特点，对既定的篮球运动做
出调整，创设适合幼儿的篮
球运动环境。这种环境既包
括根据幼儿的身体素质准备
的篮球场地、篮球架等硬件
设施，也包括根据幼儿的认
知水平和理解能力，简化的
篮球规则。

当然，成人也需要把握
不同年龄阶段幼儿所适宜的
篮球运动，比如3岁多的孩子
更适合单手拍球、滚球等活
动，4岁多的孩子可以进行双
手拍球、曲线运球等活动，随
着年龄增长，5岁以后可以引
导幼儿尝试障碍物运球、投
篮等难度高一些的活动。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学部）

幼儿该不该学篮球
冯婉桢 陈凯鑫

保教视点

幼教随笔

学前教育宣传月期间，浙江省绍兴市
上虞区教体局在鹤琴幼儿园组织全区各类
幼儿园开展了“晨检工作有效性策略的研
讨活动”。与会代表现场观摩该园晨检工作
的每一项环节，分享管理经验，研讨有效
策略，在师幼和家长中形成共识：将晨检
作为幼儿入园的第一道安全关，将晨检工
作落实到位，安全护航，点亮快乐童年，
共同维护幼儿健康，保障幼儿安全。

胡圣炯 供图

把好晨检安全关

在新课改理念下，孩子们
身边存在的一切和发生的一切
都是课程资源。儿童的学习范
围和学习场所是广泛和广阔
的，儿童的学习是随时随地
可能发生的，学习路径也可
以是多元的。让幼儿自主活
动，教师只是作为一个观察
者，自然会以欣赏、审美的
眼光看幼儿身上的优点，真
正把幼儿作为活生生的富有

灵性的个体，完全接纳他。
这是幼儿教师应该持有的一
种态度，也是尊重和理解儿
童文化的前提。这种尊重和
理解本身也会给教师带来更多
的幸福感。

“儿童学习故事”在解放
儿童的同时也解放了教师自
己。教师在发现孩子身上闪光
点的同时，也体验到了职业带
给自己的乐趣。

记者观察：

在旅行者 1 号飞出太阳系、人工
智能 AlphaGo 战胜围棋世界冠军的今
天，如何获取聪明与智慧，成为很多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及教育
工作者较困惑的事。

一项幼儿教育成果的更新发现，
“破译”了聪明和智慧获取的密码，这
就是“儿童性格涵养教学法”。日前，
该教学法正式通过了中国教育学会学
前教育专业委员会的评审认定。

为取得更为翔实的教研数据，现
向全国招募1000家实验幼儿园。

更多详情，欢迎参加——“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学前教育暨‘儿童性格涵养教学法’教育论坛”（7月3日—4日）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报名方式：中国教育学会官网www.cse.edu.cn 所有参会者均将获得一套《儿童性格涵养教学法专用教案》（14册）、一本精美中国节气日记本
中国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王老师021-62232242 深圳乐学乐园儿童性格养正研究中心 徐老师13691978609 赵老师18027669280

学前教育更新成果“儿童性格涵养教学法”

全国招募1000家实验幼儿园
成为实验园的条件：
认同性格涵养教育和传统文化

现代化对学前教育的重要意义；积
极组织开展性格涵养教学实践；二
类以上幼儿园，在园幼儿数量不少
于300人，有一定比例的本科教师
队伍，有一定的教研能力。

成为实验园的权享：
将为幼儿园提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五大领域的解决方案；获
得在学前教育阶段落实 《关于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 的解决方案。

获赠“儿童性格涵养教学法”

教师专用教案一套 （全套大、中、
小班共 14 册，包括 1160 多个游
戏 、 832 个 手 工 活 动 、 112 个
Flash 动画课件、总计超过 258 万
字的示范教案）；优先参加性格涵
养教学专业培训和中国教育学会主
办的国际论坛与系列学术交流活
动。

开展教学实践的优质文章可在
公开出版物 《亲子读本》 及 《父母
必读》 上发表，优秀的示范教案可
纳入再版；教学课程纳入易备课云
端平台，供同行有偿下载,享受永
久收益分成。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