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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万帅

绘

发展规划深刻影响着幼儿园
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幼儿园园
长专业标准》将“规划幼儿园发
展”放在了园长专业职责的首
位，并就如何制订、实施、调整
和完善发展规划提出了若干要
求。然而，在园所制订、实施与
评价发展规划的过程中，许多园
长存在“对规划的认识糊涂”“规
划缺乏发展起点”“规划实施力度
不强”等问题。

如何把握和制订幼儿园发展
规划？笔者认为，幼儿园发展规
划的制订，需要在充分分析时代
背景和社区环境以及园所历史
的、现实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
威胁的基础上，满足幼儿、教
师、社会、园所发展的合理需
求，通过群体智慧的协调整合，
形成具有园所个性和特色的、得
到园所全体人员认同的可以实现
的愿景。幼儿园发展规划对推进
幼儿园的内涵发展和质量提高具
有重要作用，其科学制订与有效
实施既是传承办园历史和积累办
园经验的过程，也是调整、完善
办园思路的过程。

分析发展现状 明确
园所发展阶段

每所幼儿园的发展都不是从
零开始的。在过去的发展历程中，
都会形成自己的传统和优势，也都
有自己的缺陷和劣势。即使是新
园，也不是从零开始，园所的筹建
过程、组成人员的经历和文化背
景，都会对园所产生影响。

因此，在制订规划前，要分
析并把握目前园所与时代背景、
学前教育改革趋势的契合度，以
开阔的视野，更全面、更清晰地
审视自己的发展战略；要分析并
把握目前园所与社区环境的融合
度，园所所在社区的人文、经
济、自然环境等因素。园所只有
分析并把握与社区环境的融合
度，才能最大程度地争取到社区
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也才能
使规划的实施有可靠的保证；要
分析并把握目前园所内部各种因
素之间的磨合度，园所发展规划
虽是指向园所未来的，但却要牢
牢地立足于现实基础之上，必须
要对园所师资、领导班子、园舍
环境、办园理念、办园成绩和问
题等诸多因素及这些因素之间的
磨合程度，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

分析发展基础 明确
园所发展目标

幼儿园发展目标的确定除了
要以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和园所
目前状况为依据外，还要考虑以
下几个要素，才能保证发展方向
的准确和目标的落实。

确定发展目标的依据：幼儿
和教师的发展需要。幼儿园是培
养人的机构，园所发展目标的确
定，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的发
展。因此，深入调查研究幼儿和
教师的发展需求，以及家长对幼
儿发展的需求，至关重要。

确定发展目标的基础：自身
优势。幼儿园发展目标的确定除
了要考虑幼儿和教师的需要外，
还应考虑园所的优势。“需要”决
定目标的必要性，“优势”决定目
标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多角度
分析园所显性、直接、现实的和
潜在、间接、未来的优势，对园
所发展目标的确定是很关键的。

确定发展目标的前提：园本
资源。园本资源包括园所的物质
资源和园所制度、文化及精神资
源。这些资源中孕育着园所发展

的需求和机遇，文化、精神以及
组织中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园所
生命之流的河床。因此，尊重并
深入、全面地研究园本资源是确
定园所发展目标的前提。

选择发展路径 明确
园所实现路径

发展路径的内容涉及面很
广，如办园理念的设计、基本制
度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课程设置与管理、园所形象设
计、园所布局与建筑环境规划
等。如何将这些内容协调统整，
进行发展路径的规划，宜从以下
几方面着手：

园所简介和园所发展思路简
述。园所简介主要介绍园所历史
传统、文化特征、物质环境、现
具规模、师资状况、幼儿特点、
办园特色、园所面临的挑战和需
求等；园所发展思路简述主要是
找准并提出园所发展中的真实问
题，以此为起点，通过何种抓手
与策略予以解决，最终促进幼儿
全面发展和提高。简述中既要体
现根据园情确定的基本要求，又
要体现根据社会发展确定的理想
追求，通过简洁明了的阐述，使
全体教职员工能明确并认同园所
发展的方向、路径及努力的结果。

对园所原有的优势发展项目
进行剖析和重新确定。实践证
明，每所幼儿园在其办园的过程
中，都会形成自己的优势发展项
目。但不同的园所有不同的成因，
或是政策优势，或是地理优势，或
是人员优势等等，园所要认真仔细
地剖析自己园所优势发展项目的
成因、现状及其对提升园所发展水
平的作用，然后综合各种因素（特
别是园所将来发展的需求），重新
确定未来几年园所的优势发展项
目，并对完成这些项目需要什么条
件和步骤进行规划。

制订优势发展项目的行动计
划。园所各部门根据优势发展项
目制订行动计划是落实规划的关
键，应分年度和分阶段进行。同
时，还应考虑监控和评价，考虑负
责实施行动的部门或具体人员，具
体监控和评价的部门或人员。此
外，行动计划的时限必须明确：什
么时候这项活动应当计划、实施和
总结，什么时候应当监控，什么时
候应当评价。行动计划允许完善
修改，不强求一成不变。

建立评估体系 明确
园所评价体系

如何描述、评价一所幼儿园
发展规划目标的达成，将直接影
响园所发展规划的质量。幼儿园
发展规划达标评估体系中，除了
要关注幼儿的数量及生长发展情
况、园所占地面积、特级或高级
教师人数等量化指标外，还要关
注内涵的发展，并将内涵外显
化，具体可作如下思考：

进行客观的民意调查。根据相
应的项目设置民意调查表，面向本
园教师、幼儿及其家长、社会人
士、其他园所的行政人员和教师进
行调查，旨在了解园所发展的一般
情况。

结合教育行政部门的三至五
年规划中期、终期考核工作，从
行政部门和教育专家的眼中了解
园所发展规划的实施效果。

从园本发展的角度，进行自
我有效检核，具体表现在幼儿能
得到相应发展，教师能得到相应
成长，园所形成有效领导与管
理，园所具有良好的园风园貌、
文化传统与社会资本等。

许多幼儿园缺一份
发展“地图”

周丛笑

一次教研活动中，我们提出
了一个问题，怎样让孩子爱上幼
儿园呢？我提议老师从孩子们对
幼儿园最初的印象入手找方法，
便问道：“在孩子的心中，幼儿园
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大家不假思
索地回答：“玩的地方啊，有好玩
的滑梯，有好多伙伴，有爱笑的老
师，有好多玩具，有大操场可以自
由跑⋯⋯”那么我们就做一个心
愿完成者，把幼儿园变成孩子心
中、家长口中好玩的地方。

于是，擦干净大滑梯，拿出运
动库房的玩具，搭起小帐篷，搬出
小沙发，抬出玩具架，抱出小娃
娃，摆出玩具汽车，把幼儿园变成
孩子心中的“玩的场所”，让孩子
入园在户外撒欢地玩、尽情地
跑。果然，小家伙们第一天来幼
儿园，不等老师招呼，就飞奔到滑
梯上，钻进帐篷里，嘻嘻哈哈地玩
起来，完全不顾及父母一步三回
头的不舍。小班的入园焦虑不见
了，中大班的入园困难不见了，欢
笑声处处可以听见。

这一次教研与改革，让我开
始意识到，幼儿无论在小班、中
班、大班，对幼儿园的感性印象都
应该是一个好玩的地方，是一个
自由的地方，是一个释放个性的
地方。也唯有如此，童年的集体
生活才会精彩纷呈，也才会令人
记忆深刻。于是，我们幼儿园从

“好看”到“好玩”的环境变化悄然
发生。

高低转化

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玩具
都在“教”孩子学习。在选择玩具
和创设玩具空间上，我们把“好
玩”做到淋漓尽致，就需要在环境
材料和环境空间上做一番思考。

高结构材料变低结构材料。
儿童在使用高结构游戏材料时更
多的是模仿，而在使用低结构材
料时较多的是创造。我们园在研
究环境中材料的作用时，每个班
级的孩子们和老师一起收集了大
量低结构材料，有小石子、木
棍、纸箱、毛线、纸杯等，孩子
们从刚开始的兴奋摆放造型慢慢
过渡到过程中的深度学习，形成
以班级为单位“好玩”区域创设
活动，年龄班之间混龄游戏玩起
来了。

高结构空间变低结构空间。
我园有 57 年的历史，是一所老
园。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现
象，就是班级物品摆放和柜子摆
放的模式化。这样高结构化的空
间、固定化的空间对孩子们来说，
好玩吗？答案是否定的。如何让
高结构模式化的空间变得好玩？
我们借助了一个好玩的工具——
轮子，在玩具架上安装轮子，孩子
们可以把玩具架摆在任何地方；
在小床上安装轮子，孩子们可以
把小床当成玩具；在轮胎底部装
上轮子，轮胎实现滚着玩，还可以
拉着玩⋯⋯室内室外的空间在小
轮子的滑动中变化着，高结构固
定化空间模式被打破，自由化好
玩的低结构空间诞生。

高方位装饰变低方位互动。
我们开始减少幼儿园装饰性环
境，减少“哑巴环境”的覆盖
率。例如，低处环境增加互动性
墙面玩具，有齿轮玩具、发电玩
具，增加孩子和墙面接触的机
会；孩子眼睛平视的位置，设置
作品展示栏，鼓励孩子把成型作
品或者未成型作品共享；视线所
及手所不及的高处，张贴孩子的
美术作品，让孩子和同伴实现语
言互动。

分合变化

一直以来，班级都是现在的
各种区角设置；园所设置的公用
教室类似于图书馆、科学室、美术
室等，基本是以班级为单位来使
用；户外的空间延续着大班、中
班、小班操场的范围，投放的玩具
材料或者空间设置符合相应年龄
特点。无论是功能教室的使用还
是户外场地的划分，都暗含着

“分”的思想，按照某种标准把学
习者的材料、空间、场地等进行割
裂，形成各种特色的区域。

“分”真的合理吗？不可否
认，分有很多必要性，方便教师观
察班级的孩子给予必要的材料和
行动支持，方便初入园孩子归属
感的建立，更有益于同年龄段孩
子之间社会性交往。可是，会常
见到孩子们拿着美工区三笔两笔
涂鸦的帽子就在表演区兴奋地手
舞足蹈，还经常看到户外小班的
宝贝们羡慕地看着大班哥哥姐姐
在树屋里蹿上爬下地玩。那么，

“合”会发生什么呢？
班级区域的“合”。这一想法

主要来自孩子们的创意。开学
初，我们看着班级三四年来固定
不变的区域摆设，便有些着急，因
为缺少具体可践行指导的方法，

便到一个大班和孩子聊天。
“和中班比，大班活动室有什

么变化啊？”我问道。“玩具多、场
地大、桌子椅子大了。”孩子回答。

“那你们喜欢这样的活动室
吗？”我继续问道。孩子们一脸茫
然，然后不知所措地点点头。

我追问道：“你们觉得活动室
的柜子怎么变可以更好玩？”这一
下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开始发表意
见了：“我觉得柜子都放在边上，
我们玩的时候场地就更大了。”

“有固定的美工区，就不用总是收
拾了。”“玩具架上安装轮子，可以
想推到哪里就推到哪里。”“图书
室能有个小棚子吗？”⋯⋯

根据孩子们的意见，我们带
着孩子开始重新调整区域，把美
工区进行固定，桌子和玩具架放
在窗台处，不必每日进行收整；把
孩子们相对满意的娃娃家和图书
区进行保留，增加了顶部和围挡
物，让空间相对密闭一些，保护孩
子们的小秘密；其他的区域柜子
都贴墙边摆放，然后增加大量的
纸箱子；活动区域位置不限，唯一
的硬性要求就是“东西从哪里拿
放回哪里去”。

改变之后，原来相对分离的
活动区变得开放整合了，不仅把
需要围合的区域增加辅材突出隐
秘性，还把需要开放的区域彻底
开放，孩子们只需要拿着小筐子
寻找自己需要的材料，然后和同
伴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就可以进行
游戏。

户外空间的“合”。开始时，
我们讨论了很多方案，想让整个
户外场地变得井井有条，互不影
响。但是，成人设计的户外游戏
和户外区域并不一定是孩子心中
的完美状态。

在第二次改变户外环境的计
划中，我们开始观察孩子的表现，

逐步以增加材料的方式支持孩子
游戏，也可以说是以材料为支撑
促进孩子户外游戏水平的发展。
例如，一进幼儿园大门口是大理
石地面的小广场，这里是孩子们
玩小车的场地。仔细观察会发
现，孩子们喜欢高低起伏的路面，
甬道处有一处凸起的路面，每当
骑车经过时，孩子们都会自己发
出声音“上”“唔”，然后用力蹬着
踏板骑过凸起的路面。于是，顺
应孩子们的需要，我们把骑行区
扩大到门口的花园处，增加一条
路线，需要过“小桥”，需要下“陡
坡”，需要过坑坑洼洼的石子路，
还需要经过一条窄路。路线难度
增加之后，孩子们玩起来便乐趣
横生。

在第三阶段的改变中，我们
更是放手让孩子充当户外设计
师，把幼儿园每一处都变成可玩
的空间。在偏安一隅的泥土地墙
角，增加了胶泥。平时被宠爱的
小公主和小王子们可是劲头十
足，他们用力地往墙上摔泥饼，听
着“啪啪”的声音，臂力发展、投掷
能力发展随之而至。

化静为动

我们幼儿园面积大、历史久，
更可贵的是园中百余棵大树郁郁
葱葱。这里春日桃李芬芳，夏日
杨柳依依，秋日石榴挂满枝头，冬
日白雪落在柿子上，一处处皆是
风景。记得南京师范大学虞永平
教授来我园参观后，对冬季挂在
树上红彤彤的柿子特别感兴趣，
觉得这是北方特有的景色，便问
道：“柿子树有几种啊？分别什么
时候长果？果实什么时间可以摘
呢？”说起来惭愧，虽然园中的柿
子树伴随我从青葱岁月到不惑年
华，我却不曾认真仔细地观察过

这柿子树，只是记得后勤老师一
直念叨：“柿子树寓意事事平安，
是北方人对平安、幸福美好日子
的一种期待。”

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所教
育的对象正处在问“十万个为什
么”的阶段，那么就需要教师具有
广博的知识。幼儿园一草一木绝
不是单纯在原地生长的状态，而
是应该成为孩子们教育的资源，
也就是把易忽视、静止的环境变
成活的、被重视的环境。

这也引起许多老师的反思，
辛辛苦苦寻找的主题或许就在身
边。于是我们和孩子一起开启

“树的教育”，让静止的幼儿园树
木环境变成课程资源的一部分，
成为孩子们每日生成活动的来
源，不得不说这是由“静”到“动”
一次成功的转变。

这一转变带来教师们井喷式
的改革，教师们相继呈现出更多
更翔实的案例，幼儿聚焦幼儿园
物种大调查，自主设计调查工
具，自主展开调查过程，自主讨
论调查所得；也有教师开始转变
课程理念，用课程的视角看待幼
儿园的植物，例如：测量幼儿园
树木的粗细、高矮，给每一棵树
木制作一张“身份证”等；更有
班级把幼儿园一处处精致的景观
转化为资源，多种方式给多肉植
物进行灌溉，有输液式、虹吸
式、保湿式等。

什么样的环境能真正促进幼
儿的成长呢？需要教师着眼于儿
童整体发展，立足于儿童立场，

“每一个儿童都是一个独立的、
完整的个体，每一个儿童都有属
于自己独特的生长特性”，那么
环境理所应当为每一名孩子提供
思想驰骋的草原。

（作者单位：北京市丰台第
一幼儿园）

孩子们向往“好玩”的幼儿园
刘志月 赵秀敏

本周聚焦 教研视线

湖南省教科院学前教育研究室副主
任、教育部国培专家。获得湖南省特级教
师称号，入选湖南省首批“未来教育家”

“教师培训师”培养对象。

栏目主持 周丛笑

台上足球是许多会所、
高级餐厅为顾客准备的一种
玩具。笔者观察，这一玩具
其实也非常适合幼儿园中大

班的孩子玩。因其价
格较为昂贵，我们

就想，可否有
办法利用身

边的材

料和孩子一起制作呢？
我们找来了装牛奶的纸

盒、木头夹子、木质筷子、
乒乓球。在和孩子讨论尝试
多次后，终于做成了这一玩
具。

孩子们是天生的游戏高
手。我们把这自制玩具投放
到区角之后，孩子们就自发
研究起来。两个小朋友分别

站在盒子的两侧，一个小朋
友同时控制两根筷子，前后
移动筷子，小“足球”先是
在盒子中间，然后两侧的小
朋友转动筷子要迅速将球用
木头夹子踢进对方的领地。
欢呼声、喝彩声源源不断，
孩子们为先进球的喝彩、为
落后的小朋友鼓劲儿。这一
玩具充分锻炼了孩子们的反
应速度和手脑配合程度。

设计者：郭婷(江苏省江
阴市霞客镇马镇诺亚舟星光
幼儿园)

台上足球
自制玩具

“树的教育”，让静止的树
木变成课程资源的一部分。

陈玉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