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5月13日 星期日

03主编：纪秀君 编辑：赵彩侠 设计：王星舟 白弋 校对：张静
邮箱：jybxqcz@163.com QQ群：112447943 电话：010-82296609 学前周刊 成长·

《指南》 指出，幼儿园要提供
有利于幼儿生活自理的条件，引导
幼儿生活自理或参与家务劳动；要
鼓励幼儿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对幼
儿的尝试与努力给予肯定。而我们
也发现，在幼儿园中，要培养孩子
们的自立能力，重点在于方法得
当。

给机会，让孩子唱主角

新入园的孩子们把小椅子放得
到处都是，小水杯、小毛巾也不整
齐，生活老师整理两个月后，我们
开始引导孩子们自己收拾。打扫完
教室后，老师把小椅子、小水杯、
小毛巾等恢复到原状，孩子们来到
幼儿园后开始议论：“怎么这么乱
啊！”“是啊，谁弄的啊？”老师装作一
无所知。孩子们也很疑惑。“要不，
我们做个游戏吧！小朋友们站队那
么整齐，小椅子、小杯子、小毛巾会
吗？”在老师的启发下，孩子们开始
比谁摆的小椅子会“站队”，谁的

小杯子、小毛巾“遵守纪律”。
孩子们沉浸在劳动游戏情境

中，就连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也非
常投入。

小班下学期，我们还开展了“帮
小桌子擦脸”活动。几次练习后，小
班的孩子们都能熟练擦桌子了。随
后，我们又开展了“给碗宝宝洗澡”
活动，老师提前兑好温水，准备好盆
子等用具，让孩子们试着刷碗。孩
子们洗第一遍，老师洗第二遍，目的
就是培养孩子们劳动的积极性。扫
地对幼儿来说，是一件很有难度的
事 ，我 们 在 中 班 下 学 期 也 开 始 尝
试。虽然很累，但他们还是很乐意
干，因为他们在劳动中体验到了“小
主人”的快乐。

给理解，让孩子有信心

午睡后，有的孩子能把被子叠
整齐，而有的孩子完全没有叠被子
的意识。一天午休前，中 （1） 班
的高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午睡后

自己叠被子。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雨晨等几个小朋友睡觉不盖被子。
我提醒道：“把被子盖好，不然会
感冒的。”“我不盖。”雨晨说。“为
什么啊？”“我不会叠被子。”雨晨
很沮丧地说。怕叠不好被子竟然选
择不盖被子，真让人又心疼又觉得
好笑。“没事，先盖上，下午我教
你怎样叠。”雨晨这才把被子盖上。

“小被子，四方方，先把小被
子铺平，长边对折、对齐，小被子
就叠好了。”在老师的示范下，孩
子们陆陆续续学会了叠被子。“老
师，我的小被子不平。”文超怎么
也弄不好。原来他的小被子在被罩
里团成一团了，老师帮他把小被子
弄好，又用针线把小被子与被罩固
定好，他很快也叠好了。“老师，
硕硕的被子是我俩一块儿叠的。”
彤彤说。“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听
到老师的鼓励和赞扬，有的孩子开
始结对叠被子。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孩子们掌握了叠被子的方法，

每天把小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不仅叠被子，用心的老师还将

儿歌融入小班孩子穿脱鞋袜的技能
训练中，孩子们乐在其中。脱袜子
时，老师会说：“缩起小脖子，拉
长小鼻子，玩玩小身子，住进小房
子。”孩子们跟着老师，先将小袜
子卷起，再拉住小袜子的前面，脱
下小袜子，放进小鞋子里。当穿袜
子时，老师会说：“缩起小脖子，
钻进小洞洞，拉长小鼻子，穿好小
袜子。”边玩边做，孩子们兴趣盎
然，喜欢上了自己穿脱鞋袜，不再
依赖老师的帮助。

给信任，让孩子自我服务

吃饭时，老师把饭菜盛好，一
个一个地端到孩子们桌子前，真是

“饭来张口”。但孩子们非但不领
情 ， 反 而 提 出 了 许 多 问 题 ：“ 老
师，我的汤没有了。”“老师我不吃
这个菜，我想吃那个。”

于是，老师决定让孩子们自己

当生活老师，首先从分发餐具开
始 。 每 到 吃 饭 时 ， 老 师 就 会 问 ：

“今天谁发餐具啊？”“我，今天我
值日，终于轮到我了。”大班的雨
轩得意地说。他先数了每组来了几
名小朋友，然后把餐具摆放到桌子
上。餐具分发完后，老师把菜盛到
餐盘里，值日小班长雨轩把小勺、
馒头也放到餐盘里，孩子们一个一
个往后传，确保每人一份。

大班的孩子做起这些事来得心
应手，那小班的孩子呢？他们不会
数数，怎么分餐具呢？别看他们年
龄小，办法多着呢！诗涵总是抢着
为小朋友们发餐具，她采用一一对
应的方式，一名小朋友对应一副餐
具，每次发得都很准，不多也不少。

放手让孩子们自己来，给了孩
子们为自己、为他人服务的机会，孩
子们品尝着自己动手盛到的饭菜，
挑食的更少了，吃饭也更香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宁阳县蒋
集镇中心幼儿园）

自立培养讲方法
宁方安

案例一
午餐后，孩子们兴高采烈地问

我：“唐老师，今天谁拖地啊？”“唐老
师，我想擦桌子。”⋯⋯看到孩子们
对劳动充满兴趣，我很欣慰，但是一
次又不可能请那么多孩子，怎么办
呢？于是我打算每天请一组小朋友
打扫教室，孩子们很开心。接下来
的一周，每组孩子都轮流打扫了教
室。更让人惊喜的是，班上几个吃
饭的“老大难”变得不再拖拉，每
天早早吃完饭等着整理餐桌。这让
保育员刘老师很意外：真没想到孩
子们比我想象的更能干呢!

案例二
中 （5） 班的保育员何老师做

事麻利、特别能干，班务劳动几乎
她一人包干：吃点心时，她会给孩
子们分好装在盘子里；中午吃完
饭，孩子们想要帮忙打扫卫生，她
说：“算了，你们打扫不干净，还
是我来吧。”于是，一个人把满桌
子满地的饭粒迅速收拾干净；孩子
们玩区角弄得满地是玩具，她嫌孩
子们收得慢，自己把玩具收拾得整
整齐齐⋯⋯每次走到我们班她都会
感叹：“你们班孩子真能干，不像
我们班孩子，什么都不会干。”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
幼儿具有自主“做事”的能力，但这
种能力是否能够得到培养，与成人
提供的环境密切相关。案例一中，
教师给幼儿提供了充分的机会，事
实证明，他们能够独立自主完成班
级事务。而在案例二中，由于保育
员的包办代替，幼儿丧失了“自己的
事情自己做”的机会，久而久之，便
出现了教师所说的孩子“什么都不
会”的现象。

《3—6 岁 儿 童 学 习 与 发 展 指
南》 对劳动的表述是做力所能及的
事、参与家务劳动、珍惜 （尊重）
他人的劳动成果。但事实上，在幼

儿园中，案例二那样的情况并不在
少数，许多幼儿并没有机会“做力
所能及的事”。那么，作为幼儿园
教师，究竟该如何做呢？

保护幼儿
“爱做事”的兴趣

幼儿对于“做事”是有兴趣
的，他们会因感到自己“有用”而
更有成就感。案例一中，教师正是
从幼儿想要帮忙打扫教室的兴趣出
发，积极地创造机会和条件 （每天
一组幼儿轮流打扫），帮助幼儿在
劳动中获得了成功体验。而且，对
劳动的责任感还产生了附加效应，
即吃饭“老大难”改掉了拖拉的习
惯。因此，保护并发展幼儿热爱劳
动的兴趣，是培养幼儿自理能力的
基础。当然，幼儿的发展还不完
善，有时在劳动过程中难免“闯
祸”，这时，教师一定不能责骂，
而应加以鼓励，帮助其树立信心，
掌握做事技能，从而保护他们独立
做事的热情。

劳动内容
契合幼儿发展阶段

幼儿具体的劳动内容可以根据
《指南》的要求逐步开展。在自我服
务劳动方面，《指南》中提出“3—4岁
幼儿在帮助下能穿脱衣服和鞋袜，
能将玩具和图书放回原处”“4—5岁
能自己穿脱衣服、鞋袜、扣纽扣，能
整理自己的物品”“5—6 岁能知道根
据冷热增减衣服，会自己系鞋带，能
按类别整理好自己的物品”。在集
体服务劳动方面，《指南》中提到“引
导幼儿生活自理或参加家务劳动，
发展其手的动作”“5—6 岁能使用简
单的劳动工具或用具”等。总体上
来讲，幼儿劳动应当遵循由易到难、
循序渐进的原则，从自我服务劳动
开始，逐步过渡到参加一些为集体
服务的劳动。随着年龄的增长，逐
步提高幼儿劳动的质量，从而培养

幼儿劳动的自觉性、计划性和目的
性。

将劳动渗入
游戏与一日生活

游戏是幼儿园最主要也是幼儿
最喜欢的活动形式，因此，可以把劳
动设计成游戏活动，引导幼儿在玩
中做，玩中学。如在幼儿学习穿衣
服、系鞋带、叠被子后，组织幼儿进
行“看谁穿得快”“看谁叠得快又好”
等比赛性游戏。在游戏中，幼儿参
与意识强，积极性高，加上教师的鼓
励性话语，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在幼儿一日生活中，教师要
有意识地为幼儿提供劳动的机会和
条件，如晨间活动和区角游戏时
间，可以用音乐引导幼儿整理物品
并放回原位；集体教学时间，可采
用数数的方法引导幼儿自己拿小椅
子到指定位置坐好准备上课；午餐
时间，引导幼儿做好为班级擦桌
子、摆放碗筷等工作；午饭后，让

幼儿自己把碗和筷子分类放好；起
床后，引导幼儿互相帮忙穿衣服。

一系列的生活劳动和游戏，可
以引导幼儿学会自理、自主，同时乐
于参加为集体服务的劳动。

家园配合
使自主成为习惯

我们班现在是中班下学期，孩
子们早已学会自己穿脱衣服、鞋
袜，我们经常利用班级群、家园联
系册等形式和家长交流，希望能坚
持让孩子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可
每天早上入园，还是会看到部分家
长帮孩子穿鞋子，给孩子背书包。
龙龙在幼儿园能自己吃完两碗饭，
起床后穿衣穿鞋从不要老师帮忙，
可一回到家，就成了“衣来伸手，饭
来张口”的小皇帝，什么家务劳动也
不干。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家
长们日益重视幼儿才能培养，每天
放了学就马不停蹄地带孩子赶往绘
画、舞蹈、英语兴趣班学习，却忽

视了孩子自理能力的培养。
为此，幼儿园需要尽可能地创

造条件帮助家长转变观念。比如，
我们在室内创设了自我服务“动手
角”，幼儿可以随时进行系鞋带、穿
衣服、扣钮扣等游戏性练习活动，并
邀请家长参与观摩，让家长看到孩
子的能力。与此同时，在室外，按季
节带领幼儿进行种植活动，并邀请
家长参与，指导幼儿给植物施肥、除
草等。同时，还组织开展“我为城市
出份力”系列活动，让幼儿和家长在
捡垃圾过程中感受环卫工人的辛
苦，以此培养其对劳动者的热爱和
对劳动成果的尊重。

陶行知先生提出“生活即教
育”，其实，让幼儿在生活中力所
能及地参与劳动并不是一件难事，
但难的是意识的转变。成人只有把
幼儿看作具备基本自理能力的独立
个体，并给予他们基本的尊重与支
持，独立自主才不会沦为空谈。

（作者单位：四川省彭州市南
街幼儿园）

相信幼儿是有能力的个体
唐诗

成长智慧

东东入园已经三个月了，但从没睡过午
觉。他非但不愿躺下，还喜欢突然蹦起，在睡
着的小朋友身上跨来跨去，甚至毫无预兆地踩
踏睡着的小朋友。老师一旦劝止，他就在地上
打滚、喊叫。除午觉外，东东也不愿与任何人
有身体接触；他习惯斜瞥着看老师，眼神里充
满了躲避；他缺乏规则感，如排队时不愿听指
令，故意推倒小朋友搭建的积木作品。然而，
东东的语言能力、动作能力等均远远优于同龄
孩子，并且已经可以揣摩老师的心思，从而做
出反应。

这个特别的孩子给班级老师出了一个难
题，老师们把困难提交到刚刚成立的心理工作
坊，我代表工作坊介入了此事。

我与东东家长访谈后得知，东东两个月大
时就离开父母由爷爷奶奶抚养。爷爷奶奶对东
东十分宠爱。因为东东在外喜欢推打别人，为
避免“麻烦”，他多数时间都待在家里，社会
交往很少。父母直到东东上幼儿园时才接他偶
尔同住，陪伴时间仍相对较少，他对家人的触
碰有些抵触。显然，东东一直没有与父母建立
起安全的依恋关系。

把缺失的依恋关系补回来

了解情况后，老师们打算把东东缺失的依
恋关系补回来。因此，当他午睡在地上翻滚
时，老师们把他温柔地抱在怀里；当他突然把
拳头对准其他小朋友的脸或头时，老师蹲下来
耐心地说理并引导他道歉；当他也偶遇还击而
茫然和疼痛时，老师们抓住教育契机予以安慰
与引导⋯⋯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东东开始对老师有
了信任感，他不再躲避似的斜瞥老师，中午累
了时也愿意偶尔趴在老师肩膀上，即便几分钟
后又推开，然后继续在睡室的床上跑起来⋯⋯

因势利导积极转化

随着时间流逝，东东的安全感虽有略微改
善，但仍不愿午睡。在与其父母沟通后，我们
做了两件事。

首先，一天结束后，通过微信语音与家长
沟通，运用东东的语言优势，让他说出一日活
动有哪些环节，午睡环节可以做什么，不可以
做什么，以及为什么等。第二天让他做小老
师，示范娃娃家的大熊在幼儿园该如何睡觉。
东东顺利完成了，为第一次做小老师而倍感自
豪。其次，午睡前，与东东约定好，如果干扰
其他小朋友，就要从睡室出来到安静区。

第一天，我们惊喜地发现，东东第一次安
静地在睡室躺下并坚持了 15 分钟！在接下来
的几天，东东躺在床上的时间逐渐延长到
30—40 分钟，但仍无法入睡，并且仍会踩踏
小朋友。此外，我们还发现，东东有时已经非
常困了，但他仍不愿睡，而是突然开始数数、
自言自语，或是掐自己的手臂手指，让自己清
醒过来。这让我们看了非常心疼。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
为帮助东东，园长亲自约东东父母会谈，

希望父母无论工作多忙都要把东东的教育接手
过来。另外，建议父母来园暗中观察东东的午
睡表现，然后商议下一步的家园共育计划。

态度“硬”一点，关注“少”一点

东东爸爸连续两天来园观察东东的午睡情
况。看到东东哭闹、捣乱，爸爸很焦虑。但他
认为，东东在家里挺好的，只是在爷爷奶奶家
和幼儿园特别喜欢“捣乱”，他认为老师可以
更严厉一点，这样东东就不敢胡作非为了。

我却认为，东东不愿在园午睡的根本原因
是缺少安全感。一个在婴儿期没有与父母建立
起安全的情感连接的孩子，很难适应新环境和
新朋友，而睡觉是一件特别能反映孩子是否信
任环境的事。因此，想让东东安心入睡，就得
想一些办法让他在园更有安全感。

由于东东已经与老师建立起初步的情感连
接，我们尝试了以下做法：

第一，建议父母让东东带上他最重要的依
恋物——一条褐色毛巾来园。第二，建议父母
午睡时间来园观察东东的情况后，晚上再告诉东
东：“今天爸爸（妈妈）去看你了，看到你⋯⋯以
后，爸爸 （妈妈） 有空还会去看你的⋯⋯我们希
望你⋯⋯”从而让东东知道父母对他的关注，
让他感觉到父母是跟他“一起度过”在幼儿园
的生活的。第三，适当地“不关注”。东东最需
要的是被关注，一旦没有被关注，对他来说应
是个最难以接受的“惩罚”。因此，当东东再在
午睡时嚎啕大哭或踩踏小朋友时，我们温和但
坚定地对东东说：“你可以哭和跑，但由于在教
室里会影响别人，因而得去操场上，在操场上
你就可以尽情哭而不会影响其他人了。”第四，
全部老师保持态度一致。由于家庭教养环境的
影响，东东学会了察言观色，但当全部人都以
无比坚定和非重点关注的态度对待他时，他发
现没有“空子可钻”，“折腾”无法引起关注，
也就平静了。第五，坚持让东东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发现这些方法奏效
了。东东已经能拿着依恋物安静地躺更久的时
间 （1 小时以上），尽管入睡困难，但大部分
时间可以睡着；没睡着时，也不会在睡室发出
巨大声响，并且再也没有去踩踏小朋友了。

对于任何一个孩子，建立依恋关系都是改
变的第一步。东东的根本内心需求是安全感，
那么就要从家庭、老师、同伴、环境等方面多
处着手，给他更多的安全感。

（作者单位：深圳市宝安幼教集团第十五
幼儿园）

建立依恋关系
是改变的第一步

刘伟榕

①幼儿根据喜好，自主选点心、取点心。
②幼儿学着自己穿衣服。
③午睡醒来后，幼儿尝试自己叠被子。 李芳 摄

②②

①①

③③

成长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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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成长话题：针对幼儿
成长中面临的共性问题和
特殊幼儿的融合教育等问
题，从家庭、幼儿园、社
会等角度共同寻找解决之
策。

家园共育：从幼儿园
与家庭共同参与幼儿成长
的问题切入，引导园长、
教师、保育员在制度建设
和具体工作策略上思考如
何更好地进行家园共育，
发挥家庭与幼儿园教育合
力。

童心探秘：童心是一
片神秘的海。从幼儿心理
和生理特点出发，探究幼

儿具体行为背后神秘的内
心世界，帮助教师和家长
掌握正确有效的教育方法。

倾听花开：幼儿的成
长，如同花开。园长、教
师、家长观察记录幼儿成
长中动人的故事，倾听花
开的瞬间。

童心童语：分享幼儿
成长中的绘画、手工等作
品，以及幼儿作品背后的
内心独白，引导教师和家
长倾听幼儿、观察幼儿、
解读幼儿。

以上栏目欢迎大家踊
跃 投 稿 ， 来 稿 请 发 送 至
jybxqcz@163.com。

“成长版”邀您来稿

自理能力是幼儿应习得的基本能力，劳动又是培养自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幼儿是否有机会通过劳动提升自理能力，与成人提供的
环境密切相关。本期成长话题就幼儿自理能力培养的策略与方法进行探讨，以期对一线教师有所启发。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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