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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万帅

绘

网络上曾疯传这样一件事：某
幼儿园老师给小朋友们布置了一项

“作业”，即从家里带一些观赏用的
植物，如发芽的土豆、山芋等，也
可以带比较好养的“肉肉”，放到植
物角供小朋友们观察。出乎意料的
是，有个小朋友带来了一大块生
肉，老师便让这个小朋友手拿生肉
坐在一排整齐的多肉植物旁合影，

并将照片上传到了
家长群，经层层转

发后，引来众
多 网 友 围 观 。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是因为
我们还不理解儿童，还没有真正做
到“以儿童为中心”。

“以儿童为中心”需要重视儿童
的思维方式。儿童的心智发育还处
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其思维方式是
形象化、感性、跳跃式的。一个长
句，他只能提取自己喜欢的、熟悉
的部分，“植物”“多肉”等概念性
名词对他而言是陌生的、抽象的。
当他听到老师说可以带“多肉”，想
到的极有可能就是“肉肉”“好吃的
肉肉”“多多的肉肉”。

因此，教师提出的问题、设计的活

动、布置的作业等，应站在儿童的视角
去审视，多问一问“儿童会怎样理解”

“儿童可能会理解成什么”“儿童在理
解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

“以儿童为中心”需要重视儿童
的生活。儿童的经验主要来源于其
家庭生活，“肉肉”作为一种新兴观
赏性绿植，现仍属“小众”，远非大多
家庭都有养植，儿童因此缺乏理解问
题的生活经验。反而在家庭生活中，
大人面对小孩，一般都喜欢用叠词，
如把各种水果通称为“果果”，把各种
肉制品通称为“肉肉”等。儿童生活
经验中的“肉肉”就是猪肉、牛肉、鱼
肉等，当老师提出可以带“多肉”时，
家中因不养植“多肉”而缺乏此类
生活经验的小朋友，自然就会理解
成日常吃的“肉”。“以儿童为中
心”，就要高度重视儿童的现实生
活，以儿童的生活经验作为教育教
学的基础，对可能超出儿童生活经

验的课程内容进行修改、调整、补
充等“二次开发”，以利于儿童的理
解与意义建构。

“以儿童为中心”需要关注每个
个体的儿童。在“肉肉事件”中，
只有“一个幼儿”闹了“笑话”，看
似是“个例”，但作为教师，需“促
进每一位儿童”的发展，这是实现
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也是“以儿童
为中心”的具体表现。“儿童、学生、教
师”都属于集合概念，其特点是只反
映集合体的共同特征，而不反映构成
集合体的个体特征，很容易形成“只
见森林，不见树木”式的“类”思维，对
个体关注不够，忽视个体之间的巨大
差异。因此，“以儿童为中心”，还要
求我们关注个体的儿童，了解他的家
庭背景、个体特征、兴趣爱好等，
开展差异性教学，以促进每一个孩
子的健康发展。

“以儿童为中心”需要理解、尊

重、保护儿童。教育是爱的事业，
但前提是对儿童的理解与尊重，只
有深入地理解儿童的心理特征及其
行为表现，才能想儿童之所想，急
儿童之所急，才能真正以儿童视角
看问题，爱的教育才有生长的土壤。

在“肉肉”事件中，有谁体会
到了这个小朋友的心情？他的烦
恼、沮丧、无助；又有谁看到了他
为之付出的努力？他牢记老师的

“作业”，按时完成了他所理解的
“作业”，这足以值得肯定与表扬。
也许儿童的行为表现或结果会和我
们的期望有所不同，但请相信，他
的行为动机是纯真的，而意外的结
果，是他幼小的心智所无法驾驭
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儿童追
求成为“更好的自己”的那份纯真。

儿童是一部大书，需要我们蹲
下身子，认真研究和学习。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师范学院）

有时，我们还不理解儿童
郭俊奇

句容有座瓦屋山，人
称“江南小九寨沟”。而山
脚下的句容市袁巷中心幼
儿园悄然成为“小九寨
沟”里的一道新风景，吸
引了各地幼教专家、同行
前来学习考察。

一所位置偏僻、远离
城区的农村幼儿园，为何
能成为人们争相目睹的

“明星园”呢？园长喻兴艳
不仅是一位高明的“设计
师”，而且是一位不畏艰
苦、勇于挑战的“追梦
者”，执着地为每一个孩子
的幸福人生奠基。

带娃如绣花，全靠
细功夫

到过袁巷中心幼儿园
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园里
独具特色的幼儿笑脸墙：
一张张纯朴可爱的笑脸
照，镶嵌在一只只竹圈
中，让人看了感到格外温
馨和谐。

“每天到园后，孩子第
一眼看到自己的笑脸，就
会感觉幼儿园也是自己的
家，袁幼就是他们组成
的。”谈起设计笑脸墙的初
衷，喻兴艳娓娓道来。

“带娃如绣花，全靠细
功夫。”喻兴艳不时地提醒
自己，把工作做细做实。
全园246个孩子，她都能
一口叫出他们的乳名；孩
子喜欢吃什么，喜欢玩什
么，她了如指掌⋯⋯家长
们称赞说：“她爱每个孩
子，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
样。”

去年3月26日，喻兴
艳刚打开微信朋友圈，一
段寻找失踪儿童的视频让
她紧张起来。视频里的中
年妇女跪在地上，发疯似
地抓地、拍胸⋯⋯她一眼
就觉得像是中（2）班小朋
友鑫鑫的外婆。

得知确是鑫鑫和外婆
赶樱花园节走丢了，她心
急如焚。片刻间，她就让
自己冷静下来，联络家
长，拨打110求助；通知
鑫鑫的两位老师，让她们
立刻赶到樱花园找孩子。
由于游客太多，去樱花园
的路在一公里以外就已堵
车，她和老师只能把车停
在路边，冲樱花园跑过
去。在多方努力下，鑫鑫
终于被找到了。当她在派
出所见到孩子时，两条腿
累得一步也迈不动了⋯⋯

润物细无声，接受
德育熏陶

立德树人，德育为
先。喻兴艳认为，孩子年
龄小，也要让他们在潜移
默化中接受德育熏陶。

喻兴艳发现孩子对家
乡知之甚少，就把对家乡
的认知作为德育的一个内
容。她利用春游、秋游，
带领孩子领略袁巷的山山
水水。孩子们惊喜地发
现 ：“我们的家乡真美
啊！”她又和孩子们一起动
手，利用废旧纸板进行绘
画、裁剪、装饰，绘制了
别具一格的“家乡风情展
板”，10 张展板 10 个风
景，浓缩了孩子们心中最
美的家乡。

前年，一个孩子问喻
兴艳：“赵爷爷每天做什
么，这么辛苦，他为我们
做了什么？”孩子嘴里的赵
爷爷，就是被授予全国敬
业奉献模范称号的赵亚
夫，此时，媒体正在集中
宣传他把致富百姓作为毕
生追求的先进事迹。孩子
们一连串的问题给了喻兴
艳灵感：赵亚夫深受百姓
爱戴，这不正是幼儿园最
好的德育内容吗？

“园内要有‘亚夫果
园’，让孩子追随赵爷爷的
脚步！”说干就干，喻兴艳
在教学楼后的一块空地开
辟了“亚夫果园”，找来了
赵亚夫在试验田里研制的
多种果树品种，种上了油
桃、猕猴桃等果树。

孩子们每天在果园里
学着赵爷爷的样子观察果
树的生长和变化，感受种
植果树的艰辛，品尝果实
收获的喜悦。赵亚夫听闻
此事，欣然为幼儿园题
字：“袁幼人，有德人！”

从细处入手，办本
真乡村教育

2014年8月，袁巷幼
儿园搬进了崭新的教学
楼，迎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喻兴艳参加江苏省召
开的首次课程游戏化培训
会，按捺不住内心的激
动，确立了“竹文化游戏
课程建设”的新思路。

这年 11 月，园里以
“竹文化游戏课程建设”为
内容成功申报了江苏省第
一批课程游戏化建设项目
园，坚定了她办最本真的
乡村学前教育的梦想。她
依托当地资源开展游戏化
课程研究，在园内精心开
辟“香樟园”“百花园”

“百果园”“小竹园”等6
个园子，让幼儿园的一草
一木都变成鲜活的课程；
开发了一系列与竹有关的
游戏活动，汲取竹子的精
神，培养幼儿“正直、有
节、虚心、向上”的品质。

孩子们在“神奇的乌
饭”的制作过程中，对大
米为什么会变颜色很好
奇。制作乌饭是当地的一
个习俗，用乌树叶和大米
浸泡后，再将大米煮成米
饭即为深紫色，故称乌
饭。但乌树在瓦屋山里才
能找到，她带着两名老师
进山寻树。

从早上找到傍晚，才
找到两棵外形较小的乌
树，却又迷路了。几番折
腾，才将乌树带回栽到园
里。正是凭着“瓦屋探
险”的勇敢和执着，使园里
的课程游戏化更加贴近幼
儿实际发展水平。有关专
家不约而同地说：“最乡村
的幼儿园激发出最本真的
学前教育。”

春华秋实，桃李芬
芳。十多年来，被孩子们
称为“漂亮老师”的喻兴
艳交出了一份份“漂亮答
卷”。去年，她获得江苏省

“2016最美幼儿教师”提
名奖；今年5、6月间，她
又先后赢得了句容市名校
长、镇江市骨干教师等殊
荣，让园里的幼教风景更
加亮丽。

园长的“绣花”功夫
——江苏省句容市袁巷中心幼儿园园长喻兴艳纪事

特约通讯员 唐守伦

创设隐秘空间，注重户外
活动空间的私密性与舒适感

相比于室内活动空间，户外活动
空间往往更大更开放，幼儿在广大的
空间中更容易失去安全感。所以在户
外活动空间中，我们需要创设小而隐
秘的空间，使幼儿在经过高强度的锻
炼、游戏、活动后有一处“重新得
力”的“原点”。因为对于儿童来说,
过大的空间会使他们在其中缺乏领域
性和场所感，而在这种小尺度、小空
间的环境中，他们会更加安心、自
在。所以，可以在幼儿园户外环境中
创设“隐秘空间”。

“隐秘空间”是一个半隐私的区
域，它是一块特别的地方，供儿童
幻想、反省、自我探究。当他们玩
得太过疯狂的时候，它也是一个让
自己冷静的地方。它还是一个用来
观察并决定是否加入游戏的地方。
低矮的平台、植物屏蔽的区域、向
日葵型的帐篷、柳树搭建的小屋、
电话亭、游戏室、树屋，都可以成
为休息的隐秘空间。

重整户外规划，关注户外
活动空间的整体性与稳定感

教育人类学家认为，人时刻向往
着获取一种秩序，从而在空间中谋得

稳定性。在户外活动中，由于活动范
围广，幼儿往往更加自由奔放。但正
是在这样相对杂乱的环境中，教师对
环境的创设、对幼儿的引导就显得尤
为重要。具体来说，可以从户外活动
空间区域的整体规划与户外活动器械
材料的投放与整理这两方面，为幼儿
营造一个整齐有序的空间，使幼儿不
致慌乱急躁，从而获得内心的安定，
在身心方面体验到秩序感。

整体性设计要求幼儿园户外空间
所有构成要素都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整
体，包括构成要素的功能、形体、色
彩、尺度的协调统一。而且整个幼儿
园户外空间应与整体环境氛围相适
应，主要体现在幼儿园的基址选择、
入口处的设计，要与园内外的整体环
境协调。也包括树种选择、植物搭
配、游戏设施、建筑小品的造型及色
彩，以及道路交通、地形以及周边环
境的利用等。因为统一、整体的设计
更能给幼儿带来内部的统一，不至于
混杂而使内心混乱。

适当考虑冒险系数，兼顾户
外活动空间的安全感与挑战性

关于人与空间的关系，教育人类
学家追求保护与冒险的平衡。而在这
教育天平的两端，我们往往偏向了前
者，孩子受到太多的保护，从而缺少
冒险精神。所以在幼儿园户外空间环

境的创设上，应适当考虑冒险系数，
着重培养幼儿一定的勇气与胆识。

这就需要创设生态的自然型的游
戏场，有时也叫冒险花园。生态型
的冒险花园利用自然环境代替传统
设备。冒险花园里包含了许多自然
元素，如池塘和泥沼、蝴蝶花园、
泥地游戏、秘密躲藏地、树木房、
可攀爬的自然障碍物、音乐游戏
等。儿童可以在杂乱的地方游戏，
选择到隐蔽、宽敞且陡峭的地方冒
险。儿童还可以接触到户外野生动
物、水和植物，自由地选择坐在花
园中任意一处自然物的里面、上
面、下面和倚靠的地方，畅游于不
同层级、隐蔽处和裂缝等私密处。
儿童还可以运用可变的、真实或虚
构的设施和材料进行游戏。

冒险型户外游戏场与其他游戏场
相比有什么进步之处或是益处呢？有
研究者对冒险型户外游戏场进行调
查，结果显示：相比于传统型和现代
型，儿童在冒险型户外游戏场中花费
更多的时间进行游戏，参加更多的认
知类活动、更多类型的游戏以及更多
的互动。在更原生态、更具挑战性的
自然环境中，冒险型户外游戏场在提
高幼儿游戏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在
游戏中发展了幼儿的游戏品质，尤其
是冒险精神。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
儿师范学院）

从教育人类学视角看户外环创
王春燕 陈爱雅

本周聚焦

护根者

幼教杂谈

内部的安全。德国教育哲
学家博尔诺夫认为，人的安全
感来自一个固定的点，这个原
点就是“家”。人由家而外
出，并又返回家里。这个点是
决定其他各点的中心，各条道
路由此出发并又重新返回此
处。人从出生开始，必然先落
在家这个立足点中，然后再向
外界发展，直到走向遥远的陌
生地。为了保护自己，为了防
止外部世界的侵扰，人类把家
建立在房屋之中，房屋便是家
的基本形式。因为只有一个能
够与外界相隔开的和平而安全
的空间，能够让我们从“世界
风暴”中退回来，得以休息调
整。从延伸意义上来讲，安全
生活的基础就是拥有避开陌生
世界目光的、不受侵犯的“安
适空间”。

稳定的秩序。世界是一个
总是处于接替而变得充满杂乱
无章之危险的空间，因此人们
必须通过不断的努力对所处的
空间加以保持和保卫，因为人
总是向往着获取一种秩序，从
而在空间中谋得稳定性。博尔
诺夫认为，人首先得对家进行
收拾整理，房内的每一样东西
都有其所属的固定位置，在他
需要时，就能从其位置上拿
取。他写道:“这种收拾整理
属于人在处理与空间关系中的
最基本的能力，从青少年起就
得操练。”因为，儿童在与相
对狭小的空间环境的关系中发

展出的品质，会在一定程度上
深深影响其在未来生活中处理
与各方空间关系的能力。其中
的收拾整理，不仅体现为一种
干净整洁的表象，更是促进其
内心秩序感这一深层品质的形
成的重要推力。而这种秩序感
所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简单地
存在于物质空间中，更隐含在
文化、政治、国家、社会等抽
象又广阔的范围内。

外部的勇气。博尔诺夫虽
然肯定了家是抵御外界伤害的
稳定温暖居所，但也不提倡人
应该永远安居在这样的环境
中，而是同时鼓励人需要走出
去，到遥远的陌生地去开阔视
野，增长经验，向广度进军。
从内部世界走向外部世界，从
一种熟悉的空间领域走入一个
未知的空间领域，无疑就成为
人生命中的重大冒险。所以教
育需要带给孩子更多的勇气与
胆识，让他们更有力量去到那
充满挑战的远方。

教育人类学认为人与空间
的关系是维持“保护”与“冒险”
两个方面的均衡。既要在教育
中注意保护儿童的空间，使他
们在充满爱、信任与稳定的环
境中长大，使其心灵得到安宁
平静；同时又要注重培养儿童
的胆量、勇气与冒险精神，鼓励
他们能够勇敢地闯入外部空
间，从而实现人内在的超越。
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均衡，才能
使教育取得最佳效果。

教育人类学关于空间的理解
幼儿园户外活动空间是与幼儿园建筑内部空间相对

应的空间形态，是幼儿园围墙所包围的空间环境，具有
通行、游戏、休息、交往等活动功能。《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试行）》指出，“幼儿园应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
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满足他们多方面发展的需要，使他
们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经验。”

可见，幼儿园园所环境的教育性是幼儿园区别于其他
非正规教育场所的重要特征。而幼儿园户外活动空间环境
是幼儿园教育环境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儿童动作体能、认
知、社会性交往与情感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教育价值。

以博尔诺夫为代表的教育人类学家关于空间的理解，从
另一视角为幼儿园户外活动空间环境的创设提供了启示。

日前，山东省青岛市实验幼儿
园的孩子们把柔软可塑的橡皮泥，
配上小卡片、彩色亮片等材料，团
一团、揉一揉、切一切、黏一黏，
做出香喷喷的小饼干、大蛋糕。

为了让刚满 3 周岁的幼儿尽快
喜欢上幼儿园，缓解他们的入园焦
虑，该园在有准备开放的活动室
里，营造了温馨、开放、自由、舒
适的区域活动环境，使幼儿在自主
选择中满足探究的愿望，在亲密的
师幼互动中体验入园的幸福，快速
融入幼儿园的学习和生活中，让爸
爸妈妈安心工作。

本报记者 孙军 摄影报道

“游戏”缓解
新生入园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