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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一所幼儿园观摩教师
讲授“浮力”的课程时，笔者看到这
样一幕师幼沟通的情景：教师准备
了塑料泡沫、水盆等材料，问幼儿
如何让物体 A 从河的一边到另一
边去。此问题属于开放性问题，利
于幼儿创造性思维以及丰富想象
力的培养。幼儿争前恐后地表达
各自的想法，“让A飞过去，给它一
对翅膀”“老师，直接把 A 扔过去”

“找船把它带过去”等等。但是教
师对这些答案都不置可否，也没有
给幼儿解释的机会，只是再次询问

“你们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幼儿
想到用塑料泡沫，无奈之下，教师
引导道“老师有一种很好的办法，
你们想不想听？”小朋友们异口同
声地说“想”。接下来，教师开始进
入预设的下一个教学环节，将物体
A 与塑料泡沫绑在一起，放在了水
盆里，开始讲授浮力。

这种情景在日常集体教学活
动中普遍存在。很多教师有时会
刻意引导幼儿说出符合自己教学
预设的声音，对幼儿的话语充耳
不闻，个别比较严厉的教师甚至
排斥、压制对高度固定化教学产
生威胁的言行，以使这种高结构
高控制的教学达到所谓的完美。

意大利幼儿教育家马拉古兹
在瑞吉欧不仅创造了闻名世界的

“幼儿百种语言”，同时探讨了“倾
听幼儿百种方法”，他认为“基于幼
儿视角的倾听是幼儿与成人鸿沟
之间的重要桥梁”。其后继者瑞纳
尔迪将“倾听教育学”界定为“倾听
是一个主动式动词，要给以解释并
赋予信息一定意义，以及对被倾听
者进行评估”。当代日本教育家佐
藤学认为“倾听他人的声音是学习
的出发点”，他指出教学应当追求
的不是“发言热闹的课堂”，而是

“用心相互倾听的课堂”。然而，当
前幼儿园教学活动中，杜威批评的
单项式倾听——幼儿被动接受教
师讲授知识的局面依然广泛存在，
影响着教育品质的提升。

幼儿纯真年幼，尚不能很好地
对老师“察言观色”，加之想象力活
跃、好奇、好问的年龄特点，使得幼
儿经常会有一些稀奇古怪、异想天

开的问题和想法，给出教师“非期
望答案”。教师唯恐不能很好应
对，为避免尴尬或有损自身教师形
象，以及担忧影响教学进程，故意
选择装聋作哑或淡化处理。

一位教师就曾经对笔者说：
“幼儿话很多，说话有时东一句西
一句的，经常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
问题，如问螃蟹为什么横着爬，很
多问题我哪知道，看似简单的问
题，其实很难回答。”与预定知识、
技能无关的话语不被接受，缺乏
人文关怀的教育使得幼儿本体的
意义世界无人问津，这是残缺、
畸形的教育。幼儿蕴含的好奇、
求知、热情、探索以及生命的灵
动随之磨灭，这是陶行知批评的

“死读书”的变异与复活。
台湾教育家欧用生曾说：“教

室中的语言很重要，不管说话、
对话，甚至是不经意的叽叽喳喳
声对教学都有意义，教师要仔细
聆听，并敏感地回应。”教师应善
于把握教育契机，跟随幼儿的兴
趣，从幼儿的言语中挖掘优秀的教
育素材，引导幼儿开展一些探究性
的主题或方案教学活动。教师是
教育活动的引导者，教师应与幼儿
展开对话性合作。从积极生命体
的人性发展，民主和谐精神的养育
出发，教育领域应积极建构基于协
商、互生、对话的倾听式教学模式。

倾听的教育是对幼儿生命权
利的尊重，是遵循主体性原则下
师幼之间精神默契的体现，是脱
离教育功利主义转向幼儿本真生
活世界的复归。教师对幼儿的倾
听质量直接制约幼儿主动参与、
发起课程决策的程度。从教学角
度而言，教师对幼儿话语的充耳
不闻会导致课程的封闭化、单向
化、成人化、知识化、预设化、
固定化，阻碍课程的生成与创
新。幼儿园课程应是开放化、生活
化、经验化、多样化、动态化的，而
教师对幼儿及时地认真倾听则是
生成、回归幼儿园人本主义课程、
鲜活动态课程、多样化经验课程、
特色化园本课程的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教
育科学学院）

幼儿的话语
不该被充耳不闻

时松

过去，广西南宁市南棉幼儿园老旧破损、收支不平衡、办园经费匮乏，严重制约着幼儿园的生存和发展。近
年来，广西实行的多元普惠政策让南棉幼儿园摆脱了困境。该园先后投入近 300 万元逐年维修翻新几栋老旧
破损的教学楼，添置各类户外大型玩具及体育器械，购置了液晶电视、电脑、一体机等现代化教学设备，使幼儿
园成为孩子们的乐园。图为南棉幼儿园小朋友在老师指导下快乐涂鸦。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涂鸦

读了8月 20日刊发的《增量提
质：推动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驶入“快
车道”》一文，感受颇深。杨胜才等
作者提出通过提高民族地区财政投入
绩效，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着力提升
师资质量等对策，对破解目前制约我
国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发展问题有重
要借鉴意义。

这些对策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
带来了更有保障的教育资源。除了从
外部支持，笔者认为，民族地区幼儿
园想要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还应学会
内部“造血”，而少数民族的民族文
化就是不可多得的“造血干细胞”。

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在环境创设
的过程中，可以融入一些民族特色的
文化元素，如农作物、土特产等；在
开展游戏活动的过程中，可以融入民
族传统游戏；在开展相应的领域教育
活动时，可以结合少数民族的体育活
动、儿歌、文化习俗等。

挖掘民族文化资源的精华，开发
出有文化适宜性的民族特色幼儿园课
程，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
承，也是促进民族地区学前教育蓬勃
发展的有效保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强调，“教育机会平等是要肯定每一
个人都能受到适当的教育，而且这种
教育的进度和方法是适合个人特点
的。”根据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差
异，实施适合当地幼儿的课程，可以
真正实现高层次的教育公平。

（作者单位：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民族文化资源是
幼儿园的“造血干细胞”

郭殷

回音壁

动态播报

本 报 讯 （徐 凌 霞） 8 月 22
日，辽宁省教育厅学前教育送教
下乡岫岩县专场培训会正式启
动，该培训项目是辽宁省教育厅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坚决打赢
全省脱贫攻坚战的一项实践，截
至目前已培训了2000余人。

辽宁省教育厅王庆东副厅长
在培训会上指出：“开展学前教育
送教下乡，实施精准扶贫，能帮
助该地区幼师提高业务能力，确
保贫困地区孩子接受公平、有质
量的学前教育。”

据悉，该项目统筹发挥辽宁
师范大学学科优势，根据按需送
教、助力地方教育的原则，突出
送教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根
据送教地区幼教发展水平和师资
队伍情况开展调研，制定“菜单
式”的送教内容，在自主选择和
按需送教两个原则的基础上，按三
个维度设计课程，精心挑选送教教
师，组建以辽师大教授、国培专家、
优秀园长为主的专家团队，激活农
村教师自主发展意识，增强农村幼
教自身的造血功能。

辽宁：开展学前教育送教下乡培训项目

近年来，我国把健全学前
教育教研指导网络作为学前教
育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安排专职教研员，定期对幼儿
园进行业务指导，我国学前教
育教研员队伍建设也取得了显
著成绩，但是仍然存在着培训
机会偏少、培训质量不高等问
题。为了全面了解我国学前教
育教研员培训的现状，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于今年5-6月在
全国开展了学前教育教研员培
训的现状调查。

本次调查采取网上调查的
方式进行，全国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1472名教研员
参加调查。其中男教研员106
人，女教研员1366人；省级教
研员 60 人，地 （市） 级 248
人，区县级907人，乡镇级257
人；专职教研员742人，行政
干部兼教研员235人，幼儿园
工作兼教研员313人，兼任其
他学科教研员151人，其他31
人。

通过本次调研，我们发
现，我国学前教研员培训存在
一些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建议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教研
员培训工作。

完善培训制度，提高
参与培训机会

国务院制定印发的《关于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指
出：“实行五年一周期不少于
360 学时的教师全员培训制
度。”目前我国幼儿园专任教师
年人均培训次数达到了 6.4
次。本次调研发现学前教研员
培训时间低于国家规定，培训
次数也低于幼儿园专任教师。

从参加培训的次数来看，
两年以上一次的占28.5%，每年
一次的占30.9%，半年一次的占
25.6%，近六成教研员每年参加
培训不足一次。从参加培训的
时间来看，没有参加过的占
8.1%，每年培训时间为1-2天
的 占 17.1% ， 3- 5 天 的 占
34.0%，1-2周的占28.3%，近
六成教研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
不足5天。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当前
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强
调：“建立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培
训体系，满足幼儿教师多样化
的学习和发展需求。”我国虽然
实行了五年一周期不少于360

学时的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但
是由于学前教研员尚未纳入教
师全员培训制度，导致学前教
研员仍然缺少参加培训的机
会，能够参加培训成为学前教
研员的第一需要。针对这样的
问题，我们认为需做好以下几
方面工作：

将学前教研员纳入教师全
员培训。各级政府要根据国
家相关要求，将学前教研员
的培训纳入继续教育规划，
培训时间和次数不少于国家
规定，并将培训纳入教研员
考核内容。

加大对学前教研员培训的
经费支持。政府要建立学前教
研员培训专项经费，并确保培
训经费落实到位，专款专用；
单位要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尽
量减轻参训教研员的经济负担。

鼓励和支持学前教研员参
加专业培训。各级领导要加强
对学前教研员参加培训的认识
和了解，制定学前教研员培训
激励机制，将培训与聘任、考
核、晋升、评优、奖励等相联
系，鼓励和支持教研员参加专
业培训，并给予时间、经费、
工作等方面的支持和保障。

优化培训内容形式，
提升培训质量

符合教研员学习需要的培
训才是有价值的培训，因此教
研员的学习需求是培训的重要
参考和依据。由于所在地区、
教龄、所学专业、学历层次、
职称等方面的不同，教研员的
水平参差不齐，起点和要求也
不尽相同，对培训的需求也呈
现出多样化态势。

从学前教研员希望学习的
内容来看，教研员最希望学习
教研经验（84.1%），希望学习
科研方法（67.0%）和实践操作
（63.3%） 的比例也都超过了
60%，其他依次是业务管理知识
（57.9%）、技能技巧 （47.4%）、
通识性知识 （35.7%），还有
1.2%的教研员希望学习信息技
术等其他方面的内容。

培训形式是培训内容实施
的途径方式。从学前教研员希
望的培训形式来看，超过75%
的教研员都选择了园所观摩
（77.6%）、案例培训 （77.2%）
和参与式培训（75.9%）。其他
依次是跟岗学习（63.4%）、专

题讲授 （59.0%）、师徒结对
（37.4%）、在线学习 （22.6%），
还有0.8%的教研员希望采取其
他培训形式。

教研员对培训内容和形式
的需求虽然多样，但也存在着
共性诉求。从培训内容来说，
教研员更渴望学习教研经验、
科研方法、实践操作方法等专
业技能方面的内容，而对通识
性知识、教育理论等专业知识
方面的内容需要相对少些。从
培训形式来看，教研员更希望
多一些园所观摩、案例培训、
参与式培训等以交流为主的培
训形式，而对在线学习、专题
讲授、师徒结对等以指导为主
的形式的需求相对少些。

加强对培训需求的调查。
对培训的实际需求是开展培训
的重要基础，在开展培训前承
训单位要通过问卷调查、访谈
等多种方式全面了解学前教研
员的学习需求，以问题为中
心，以需求为导向，为后续开
展针对性培训奠定基础，需做
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精心设计有针对性的课程
内容。不同的教研员有不同的
学习需求，培训机构既要考虑
到教研员在入职时间上的不同
和差异，也要兼顾到专兼职以
及省、市、县等不同层次不同
背景教研员的不同特点，根据
不同层次、不同地区、不同水
平教研员的需求设置与教研员
实际需求相符的课程内容，使
所有教研员都能受益。

灵活采取多样化的培训形
式。要以参与式培训为主，多
使用外出观摩、听课评课、小
组研讨、案例分析、课例研究
等参与式培训形式，真正做到

“以参训者为中心”。同时，积
极拓宽多样化的培训形式，灵
活采用在线学习、微格教学、
自选式培训、专家讲座等形
式，提高教研员参与培训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加强培训组织管理，
提升培训服务水平

从学前教研员对培训的满
意度来看，对培训非常不满意
的占 6.7%；比较不满意的占
15.8%；一般的占48.0%；比较
满意的占25.4%；非常满意的占
4.0%。学前教研员对培训不满
意的方面不仅包括培训机会少

（72.6%）、内 容 缺 乏 针 对 性
（50.3%）、形 式 缺 乏 创 新 性
（44.7%）等，而且包括培训时间
与工作冲突（40.7%）、培训目标
不明确（20.8%）、管理不严格
（12.5%）等组织管理问题。

规范的组织管理是有效培
训的重要保证，由于培训机构
水平参差不齐，参训人员审核
不严格、管理制度不健全、缺
少培训效果的评估和反馈、缺
少培训的后续支持等问题，在
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需做好
以下几方面工作：

做好承训机构的建设和督
导。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承
训单位资质的审理，确保承训
机构的质量；要加强对承训机
构经费投入、硬件设施、师资
力量、办学质量等方面的支
持，加强对教研员培训工作的
指导和管理，着力培育一批学
前教研员培训机构的先行者和
引领者。

加强培训过程的组织和管
理。要根据教研员需求灵活调
整参加培训的时间和地点，认
真做好培训的报名、食宿安排
等培训组织工作；制定好参加
培训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
严格审查参训教研员的资格，
严格执行考勤、作息、培训考
核等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培训
过程管理，确保培训顺利实施。

做好培训效果的评估和反
馈。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教研员
培训质量监测和评价体系，通过
问卷调查、座谈、访谈和课堂观
察等多种形式，掌握参训教研员
对学习内容的掌握情况，及时收
集、反馈其意见和建议，作为改
进工作的依据和参考。

加强培训后的支持和服
务。要重视和加强对参训教研
员培训结束后的追踪管理，了
解培训后仍然存在的问题与疑
惑，并给予及时解答、指导、
帮助，切实解决培训后参训教
研员存在的问题，建立培训长
效机制。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

本调查为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项目“我国幼儿园教研员队伍
状况调查研究”（课题编号：
GYI2016020） 和“我国学前教
育发展报告 2015-2016”（课
题编号：GYH2016006） 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学前教研员渴望“精而实”的培训
高丙成

特别策划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记
者日前从新疆乌鲁木齐市教育局
了解到，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
乌鲁木齐市在实施农村学前三年
免费教育基础上，实施城镇学前
两年免费教育政策。从2018年秋
季学期开始，实现全市学前三年
免费教育。

学前教育免费政策实施对象
为乌鲁木齐市户籍在园适龄儿童

及父母一方按规定参加乌鲁木齐
市社会保险3年以上的非本市户
籍常住人口在园适龄儿童。

据悉，目前乌鲁木齐市有400
余所幼儿园，在园人数 9.4 万余
名，其中82%符合相关标准的幼儿
将享受免保育费、幼儿读本费和补
助伙食费、采暖费的优惠政策。学
前儿童每年补助5650元，每学年
的财政补助按9个月计算。

乌鲁木齐：今秋实施城镇学前两年免费

学前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