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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位小班孩子的妈妈
向我投诉班级老师的问题，投诉的
证据是录制的孩子回家后的谈话视
频，实况如下：

妈妈问道：为什么不想去幼儿
园？

孩子嘟囔：老师让我喝生水，还
大声嚷嚷。

妈妈追问：老师是哪天与你大
声嚷嚷了？是昨天还是今天？

孩子心不在焉地说：昨天。
妈妈不放弃：老师是不是让你

罚站了？
孩子撇撇嘴：是。
妈妈生气地问：你是与别的小

朋友说话，惹老师生气了才让你罚
站的吗？

孩子摸着脑袋，嘀咕说：是。
妈妈声音大了些：李老师让你

在哪里罚站？
孩子用手指一指：椅子上。
妈妈问道：让你脱光了衣服罚

站吗？
孩子点点头说：让我脱光衣服

罚站。
妈妈又问：老师让你罚站你怎

么不与妈妈说呢？是不是老师不让
你说？

孩子：是。
妈妈温和地说道：你是不是害

怕老师？
孩子面无表情地说：是，害怕！

不得不做的现场回放

这位妈妈发给我视频之后，还没
等我调查完这件事就迫不及待地给
我打来电话，怒气冲冲地向我诉说：

“因为老大被李老师罚站生病了，闹
得家里四个月大的小妹妹也被传染
感冒”。站在妈妈的角度我特别理解
她的心情，但这位妈妈已经听不进去
我的分析意见，要求必须查看三天的
监控录像，以证实她猜测得正确。

在妈妈声嘶力竭的哭闹下，我
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请出派出所
民警和幼儿园管理者一起观看了整
整三天的视频。妈妈观看的过程
中，激动的情绪慢慢缓和下来，因
为视频里看到的都是教师的细心照
顾。其实，在陪同观看的过程中，
我一直想掉眼泪，幼儿教师一日工
作岂止“辛苦”二字能形容！早晨
来园时，孩子情绪低落，可能发现
不同于他原来的活蹦乱跳，班级李

老师多次俯身抚摸孩子的额头；室
内活动中，李老师蹲下来给每个孩
子掖裤子、整理衣服；午睡时，李
老师给每个孩子拍甜蜜午睡照发到
家长群里；晚饭时，又引导不爱吃
胡萝卜的孩子进餐……蹲起无数
次、班里各个角落不知走了多少
次，只要有孩子游戏的地方就有她
的身影。这位妈妈还是不屑一顾地
丢下一句话：“老师没有及时给我
的孩子盖被子，所以孩子感冒了。”

孩子生病是让人心烦意乱的事
情，但是不可否认生病是由传染、
抵抗力低等多种原因引起的，也有
可能与幼儿园生活护理有关。但是
家长唯一坚信的事情是：孩子不想
来幼儿园，孩子生病都是教师的责
任。因为孩子是不会撒谎的，会如
实反映事情经过。换言之，就是老
师不可信。

姑且对孩子的回答不做任何评
价，但听妈妈的提问，便发现诱导
性语言的存在。其实，孩子不乐意
来幼儿园也是有多种原因的：是不
是这段时间家人只关注妹妹冷落他
了？孩子是不是想引起妈妈的注意
呢？是不是今天家里有什么东西吸
引着孩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幼儿园与
家长的信任遭遇滑铁卢，是从一次
次虐童事件的报道开始，是从一个
个害群之马的极端行为开始，还是
从一句冰冷刺骨的话语开始？为什
么极个别的事件能够主导家长的认
识和思维？

尽管监督方式比比皆是，家长
好像对电子眼也没那么信任，给孩
子的兜里缝上窃听器、每天回家变

换着方式审孩子、让孩子模仿教师
一天的行为……大有不揪出教师的
问题不善罢甘休的架势。

无论如何，我还是相信幼教人和
每个家庭是心心相连的，共同的愿望
是培养优秀的孩子。但是，缺乏了彼
此的信任怎么能交心、怎么能拥有真
挚的教育，又怎么能彼此真诚地配
合，共同担负教育幼儿的任务？教师
又怎么能放松心情爱每一名幼儿
呢？我们的身边为什么总有不少这
样的家长会怀疑教育的美好呢？

对一些家庭教育观念
保持警醒

家园关系坍塌的“多米诺骨
牌”效应使孩子的利益受到威胁或
者损害，但是教育者认为司空见
惯的小事为什么家长会大动干戈
呢？这是对孩子的年龄特点、心
理特点、思维特点信息了解不对
称造成的。

学前工作者都知道孩子常把假
想当真实，常给自己设定在游戏情
景中，此场景是虚构的，是幼儿未
了心愿的反映或者是达成小心思的
一个手段。试想一下，孩子主要接
触者是家庭，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力
可想而知。

案例中的妈妈在家中很强势，
平时她在家里讲话就是“圣旨”，
家人对她的话都言听计从，这样孩
子从小已经形成了会看妈妈脸色的
习惯，一切都会顺从妈妈的旨意。
孩子不舒服感冒了，当妈妈诱导性

提问时，孩子也会按照妈妈的心愿给
出答案。

如果孩子有撒谎现象，需要反思
的是家长是否曾经对孩子的错误有过
过激反应。家长盲目的“圈套性”的
质问，把孩子往圈套里引导，这些会
悄悄地影响着孩子的判断和价值观的
形成，当他以后犯下错误时，也会逃
避自己的责任，从别人身上找问题。

幼儿教育是美好的事业

心理学家麦基在研究很多人的经
历后，所写《可怕的错觉》一书中提
出了一个概念：你看到的只是你想看
到的。当一个人内心充满某种情绪
时，心里就会带上强烈的个人偏好和
暗示，继而会导致主体从客体中去佐
证。喜欢某个人或事物的时候，心灵
会让自己在现实中搜寻印证，来佐证
自己的心理预期，最终形成一种“真
是如此”的心理定式。若是愤怒、仇
恨或是怀疑时，也会不断寻找材料来
强化自己的臆想，在偏执于愤怒、仇
恨的情绪里，让暂时压抑的情绪得以
宣泄。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世
界，只是我们选择看到的样子。

你相信什么，你就能看到什么。
你相信不公平，就会发现无数不公
平。你相信教师都是每天恶魔似的伤
害儿童，你就想尽办法去发现伤害。
你相信美好，就会发现生活处处有美
好存在。其实“怀疑一切，往往就会
失去一切”。我们的人生之路会越走越
窄，往往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因
为我们不再相信，而避免了与一切美
好的相遇。如果家长不信任美好，是
不是也在束缚着孩子远离美好呢？

孩子是天真无邪的，我经常与老
师说，做幼儿教师很辛苦，但有了向
儿童学习的机会，所以要学会珍惜。
家长也是如此，不要因为是自己生下
的宝宝就觉得天生为师。其实，孩子
是很容易相信的，但这种相信往往被
大人判断为不理智的、单纯而幼稚的
行为。家长自认为聪明和有见识，会
用自己的判断标准强加给儿童的思维
认知。其实信任会让我们变得更加慈
爱，相信人性中的美好，也会理解人
性中的不足。

有的家长“精心”地把孩子培养
成问题儿童，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
明，而是因为缺少了信任。这个世
界，就如麦基所说：一个人相信什
么，他未来的人生就会靠近什么；你
相信什么，才能看见什么；你看见什
么，才能拥抱什么；你拥抱什么，才
能成为什么。愿我们的孩子、教师和
家长都能拥抱美好。

幼儿教育离不开家长信任幼儿教育离不开家长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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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班级活动是我坚持了三十余年
的工作方法，这不仅仅让我感受到了孩
子的天真烂漫、老师的辛勤付出，更让我
发现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
题。

一天下午，我走进大（2）班教室，班
主任李老师正在给孩子们做活动前指
导：“孩子们，今天我们活动的内容是按
照老师展示的图案，搭建一座金字塔。”
40分钟过去了，一部分孩子一边抬头看
样品，一边搭建；一部分孩子另辟蹊径，
作品有老师样品的影子，更有自己的创
意。比起听话的孩子，震撼到我的还是
那些另辟蹊径的孩子创造的作品，这是
独立思考的宝贵之处。更让我久久不能
平静的是老师们的指导策略，我想这种
指导策略不是偶然性存在。当前幼儿教
育课程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而最多、最严
重的问题，莫过于教师在孩子们各项活
动中对孩子思想的“捆绑”。

忌课程话语权捆绑

如何界定幼儿教师是不是上了一堂
好课？教师的上课模式可能是多种多样
的，但是，不管是哪种模式，如果教师总
是划定框框，总是设置一条让孩子不偏
不离效仿的路线，就是捆绑孩子，这样的
课，不管教师表演得多么用心，也不是一
堂好课。

一堂好课，应该有教师的声音，但
是，这种声音只能是激发孩子想说、爱
说，甚至越来越喜欢探究，喜欢与同伴交
流与求证的声音。如果孩子探索与发现
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没有被调动起来，教
师的声音太多，那一定不是一节好课。

幼儿教师一定要有这样一种意识，
在课堂上，任何时候，都不要抢了本属于
孩子的话语权，只要孩子能够回答的，老
师就不能代劳。一定要把课堂这块阵地
还给孩子，让孩子把自己的所想、所感、
所悟发挥到极致。“把孩子的话语权还给
孩子”绝对不能成为一句空话。

忌活动自主权捆绑

每天，园所都有很多活动，孩子各有
自己的兴趣爱好，有自己喜欢的内容。
教师不应简单机械地说画画，就让孩子
都画画，说唱歌都唱歌，说剪纸都剪纸。
除去一些必要的集体活动，我更倾向于
各班设立“活动超市”。什么是“活动超
市”呢？就是教师把园内的活动打通，混
班、混龄地进行自主选择主题活动，最大
限度地满足孩子的兴趣，体现孩子的自
主性。这需要教师们之间提前做好协
调，确保孩子的管理不出现疏漏。我们
幼儿园从“活动超市”设立至今，那种孩
子面无表情统一上课的情景没有了，取
而代之的是孩子被尊重后得到的快乐，
以及教师前所未有的教育成果与收获。

忌活动过程捆绑

让孩子自由选择了活动内容，这只
是放开孩子的第一步。放开孩子后，孩
子要怎么活动、和谁一起、做什么等等，
是给孩子的自由。“你给孩子一份信任，
孩子给你无限惊喜”，我们选择相信孩子
的能力。

中班有个叫可可的孩子，因为从小
失去了母亲，特别胆小，也很孤僻。自从
有了“活动超市”，我和老师们发现她擅
长的东西还真不少，她喜欢画画，也喜欢
捏动物。在老师们的鼓励下，她找到了
和自己有同样爱好的小伙伴一起创作。
她脸上的笑容多了，也很乐于与同伴交
流。我知道，这是老师放开孩子，让孩子
能够探索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的结果。
当我们给每个孩子一片自由飞翔的蓝天
时，我们欣慰地看到了孩子的高度，我们
的内心充满无限的幸福与感动。

提高教师素质解放孩子

要让孩子的自主权得到释放，对教
师的专业素养要求是非常高的，教师在
孩子活动中的引导至关重要，何时介入、
怎么介入、如何指导才会让孩子们的兴
趣点达到最佳？这需要教师在孩子们的
活动中认真观察，并做好相应的反思与
记录，不断完善自己的指导能力，从实践
中找经验，从案例中找答案。在给孩子
寻求最好路径的同时，将自己推向更高
的层次，逐渐由服务型教师向专业型教
师蜕变。

我们园的陈玲老师，因为自己的丝
巾不小心被风刮到了树上，她让孩子们
想办法帮忙把丝巾拿下来。她的放手，
收获了太多的意想不到，孩子们竟然想
了三十多种办法。她大胆解放孩子的做
法，更是成为我鼓励教师给孩子自由放
松的学习氛围的案例。

惯性最难改变，从“捆绑”到“解
放”，要走很长的路。但是，作为幼教
人，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意识、这样的
责任。

（作者系山东省寿光市古城街道弥
景苑幼儿园园长）

从捆绑到解放
郑素荣

园长手记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启蒙教育
开始贯穿于各领域，从幼儿园开始构建中华
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该文件的颁布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一步。
但幼儿不同于中小学生、大学生，他们的身
心发展具有特殊性，对幼儿进行传统文化教
育一定要坚持儿童中心的基本立场。

“儿童性”的核心是要将幼儿的身心发
展特点和学习规律放在首位。学龄前幼儿
主要处于具体形象思维阶段，文字符号的
学习不易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相较于传
统的《三字经》《千字文》等抽象文本型学习
内容，民间故事、寓言童话等具有图像性和
想象空间的内容更适于幼儿感受传统文
化。幼儿的学习方式是直接感知、实际操
作、亲身体验的，通过音乐、舞蹈、书法、绘
画、游戏、曲艺、体育、礼仪，甚至服装、建
筑、饮食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让幼儿可以
进入文化情境中，多感官地与传统文化相
互作用，这有利于幼儿获得整体的经验，从
而成为一个有完整“文化”的人，同时这也
是幼儿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儿童性”要求重视情感在幼儿学习中
的强大动力作用。文化的内化需要认知、
情感、行为的协调一致，但在幼儿阶段，传
统文化的知识与技能学习绝不是主流，如
何培养幼儿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情感才是首
先要考虑的问题。积极的情感常由兴趣引
发，幼儿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正是在于培
养幼儿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从而对幼
儿进行文化启蒙。所以选择那些与幼儿兴
趣相切合、与幼儿心灵相契合、与幼儿生活
相联系的文化内容，通过生活、游戏、艺术、
梦想的形式进入幼儿的生命，才是符合幼
儿学习规律，符合现代幼儿教育精神的。

“儿童性”还需要我们站在儿童的立场
去审视他们的需要。让幼儿学习传统文化
既不是为了未来做准备，也不是为了让幼
儿成为成人眼中更好的小大人，而是让他
们充实当下的生活，成为更好的自己。中
华文明五千年发展历程中，除了为人们熟
知的儒释道外还有诸子百家学说，在如此
多的教育内容中，我们要选择那些能够满
足幼儿精神需要、对幼儿真正有利的。比
如在传统经典 《弟子规》 中，刻板、教
条、服从的内容不少，童真或童趣的内容
却鲜有反映。幼儿本身缺乏相应辨别能
力，成人需以童眼童心为幼儿筑起文化输
入的“防火墙”。

幼儿园中的传统文化教育需要按照幼儿
教育使命及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精心筛选和
组织。陈鹤琴在他的“活教育”理论中就曾提
出，我们要培养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现
代中国人。中华文化的传承可以使一个人成
为一个中国人，而富有“时代性”的文化传承
则能进一步将一个中国人发展为现代中国
人，正所谓“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
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幼儿传统文化教育
要坚守“儿童性”

范诚

幼教杂谈

朱继文

北京市丰台第一幼儿园园长，曾获得全国优秀教
师、正高级教师、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市劳动模范等称
号。任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兼职硕士生导师、首都
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
训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市名园长发展工程导师等。出版专
著《故事教你做园长》《发现最好的自己》等。

名园长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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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玩具

桌面棍球，是河海幼儿园在江
苏省“十二五”课题“幼儿棍球活动
的开发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开发
的一款简单易做的新型玩具。

主要材料
太空泥、废旧纸盒、粗吸管。
制作方法
球场：寻找有折页的长方形纸

盒做底板；找到盒子的中间点，两边
连接做中线；中线的中心做发球点；
宽的中心做球门。

球棍：准备一根粗吸管，把太空
泥压扁，缠绕在吸管上，晒干即可。

棍球活动是常州市体育特色项
目，是河海幼儿园集运动、娱乐为一
体的游戏亮点，可以在户外、室内开
展。如今，搬到了一个纸盒上，吸引
了大批的幼儿来尝试、观摩。玩法
有很多种，比如与同伴配合，攻入对
方球门；两人直接用“球棍”进球，以
进球个数来定输赢；一个人在规定
的时间内，看谁进球的次数多。

教育意义
桌面棍球在最初的试用阶段，

幼儿说人太多、太挤，提出要长
一点、大一点的要求。通过集中
讨论，我们根据幼儿肩膀宽度的
标准，配合游戏人数进行了长度
和宽度的调整。其中，球棍的制
作由幼儿完成，他们会根据自己
的亲身体会，改变球棍顶端的厚
度，来适应自己的攻击。

桌面棍球游戏的开展，实现了
幼儿小肌肉的锻炼与提高，比如幼
儿手握球棍，需要手指、手腕的灵
活性，才能控制球的方向，并在游
戏中不断提升；在击打过程中，需
要手眼协调一致，进而攻入对方球
门。多人游戏的开展，可以培养幼
儿的合作意识，通过商量对策，分
工合作，攻守交替，提高了幼儿的
语言表达能力和交往能力，增强了
团队意识。

桌面棍球的设计和应用，丰富
了幼儿的棍球生活，体现了棍球的
规则文化与运动品质。

设计者：郝卫锋（江苏省常州市
新北区河海幼儿园）

桌面棍球桌面棍球

··广告广告··

（上接第一版）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张力、教育部社科中心主任王炳林分
别作了题为“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化教育改革”“历史性变革和新时代
的理论创新”的主题报告。江苏省教
育厅、上海市教委、山东省教育厅、
北京市教委、西安交通大学、安徽农
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等案例负

责人介绍了各自的改革实践。与会嘉
宾还围绕“区域教育创新切入点和着
力点在哪里”“学校教育创新是如何实
现的”等话题展开对话。

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推选
活动是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为
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推动各级党委、
政府、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按照中
央重大部署，因地制宜进行教育改革创

新而开展的一项公益性品牌活动。推选
活动自2009年举办以来，已经举办了五
届，得到了各级政府、教育部门、大中小
学校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和广
泛赞许，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活动
举办五届以来，申报参选的创新实践案
例达6500多个，共推选出690个改革创
新典型和先进个人典型，充分体现了各
地、各学校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锐意改
革、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已经成为推动
各地各学校深化教育改革、展示地方教
育改革创新成果的一个大平台。

教育奠基中国 创新引领未来

（上接第一版）团队还多次请教参与过
维权官司的律师，让他们对产品提出
修改意见。

最终，“打假”的创业项目于去年完
成。该产品主要是和厂家合作，利用计
算机加密技术来制作二维码或条形码，
消费者扫描产品编码即可知道产品真

伪，并且平台会直接保留证据，方便消
费者通过平台直接发起维权。团队成员
周意娟表示，现在市场上的维权费用往
往高达上千元甚至上万元，对于很多规
模较小的商家及个体消费者来说难以
承受。“使用我们的产品，100元的商品
只需要1元左右的费用便可以维权，因

此很多制造商都表达了投资意向。”
目前，有7家上市公司向团队成

员表达了投资意向，研发团队已和3
家企业签订了合作意向书。“这款产品
的市场前景很大，而且又有专门的研
发团队，所以我们决定来投资。”杭州
某科技公司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