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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童心出发 与童情共行

“塑造人们健康的心灵”是柏拉图《理
想国》中描绘的完美教育图景。李克强总
理也提出“教育是慢的艺术，要转向爱、善、
智慧，要有灵魂”。强调幸福童年观、关注
幼儿内心情感力量、走进完整鲜活的儿童
生命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是我们的追求。

我园是一所以学前教育研究型高校为
背景的幼儿园，是幼儿师范学院的教育科
研基地。近20年来，我们坚持自己的办学
理想——“秉承平和利他的精神情怀、关照
幸福的柔性制度、合作对话的教师发展共
同体，真正地‘爱与尊重’幼儿，办最好的幼
儿园，用最科学的方法养育孩子。”凭借着
雄厚的科研力量，不断探索先进的课程模
式。

特别是围绕着“情感教育”，运用教育
学、心理学的探究方法，梳理了幼儿情绪情
感的相关理论，调查了幼儿情绪情感的发
展特点及引发幼儿在园负性情绪的相关事
件，把情感课程及实施策略、开发教玩具作
为“科学办园、科学养育孩子”的关键所在，
一直研究和探索着。

构建以情感教育为旨归的“织
网式”课程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这些年，我园坚
持以情感教育为学前教育内涵的起点与归
宿，潜心研究幼儿情绪情感的发生发展规
律，构建、实施了“以幼儿情感教育为旨归
的‘织网式’整合课程”。

围绕“情感”核心，我们将不同学科领
域的核心经验、课程内容按需整合，作为内
部线索；同时，基于幼儿兴趣、生活学习经
验确定具体的某一次活动内容，作为外部
线索，通过由外部线索牵引内部线索逐步
推进，纵横编织幼儿课程之网。

我们从幼儿认知与情感的融合互渗中
提炼课程“三核”目标，即积极的情绪状态、
健康的情感品质、初步的情绪能力；将五大
领域的核心经验与幼儿情绪情感发展的交
织整合作为课程的“四维”内容，即自我认
知、人际交往、发现探索、表达表现；创生了
以幼儿日常生活、游戏活动、主题活动无缝
链接的“三情”行动体系，即以情养心、以情
促学、以情交友；架构了融入课程、融入生
活、融入游戏的形成性评价与阶段性评价
相结合的两性评价体系。借此促进幼儿的
认知、情感、意志的形成与发展，提升学前
教育品质，剪除“小学化”弊端。

探索情感专题活动实施的三大策略

我们的课程凸显情感教育，但情感教

育不是显性的。以往幼儿园情感教育总是
以说教为主，灌输的内容多，不关注孩
子是否真正内化、理解，经常发现孩子
说的比做的好，认知能力比行为能力要
强很多。所以，我们开展了多年的行动
研究，关注到情感课程中很重要的一个
点，即情感专题活动，它的内容来源于
幼儿在园的情绪事件。

为有效实施情感专题活动，我们提炼
出三大策略，即选择和创设生动的情境，
在情境中开展同质和螺旋式体验，学习归
因提炼和应用。通过实施“三大策略”，
使孩子们从小对生活、对周围环境抱有浓
厚的兴趣，保持愉快情绪，能热情参加各
项活动，形成活泼开朗的性格；从小具有
依恋信任感、同情合群感、好奇求知感、
求美审美感、敬畏秩序感、爱物惜物感等
情感品质；帮助他们形成初步的情绪识
别、情绪表达、情绪调控等情绪能力。

策略一：选择和创设生动的情境。在
情境中浸润，并在情境中进行情感专题活
动，是我们情感教育的特色之一，它使活
动自然、无边界，贴近孩子的经验，且生
动有效。情境有两种来源，一是选择自然
的情境。教师要抓住自然情境，让孩子身
临其境，先感受体验，动之以情，表达提
升，再提高认知和行动能力。如在“朋友
车”情感专题活动中，用一个呼啦圈让两
名小朋友套在一起开汽车，提高同伴间互
相关注和友好交往的能力。二是创设合适
的情境。将教学目的内化或外化为一个幼
儿容易接受的情境。例如，为了想让幼儿
学会行为归因，我们在“竖起你的大拇
指”情感专题活动中创设“赞美墙”，使
情境具有隐性暗示和引领作用。

策略二：让幼儿在情境中充分体验。
“体验”是幼儿园情感教育中非常重要的
学习方式，特别是情感态度类的学习，更
不是简单地讲道理所能奏效的。原则上
讲，态度不是教出来的，也不是可以脱离
其他内容而单独存在的东西，它是伴随着
活动过程而产生的体验。我们在情感专题
活动中采用了同质体验、螺旋式体验来促
进幼儿全面发展。

同质体验：开展了不同内容、不同时
间、不同渠道的同质体验，意在通过同类
活动的多样横向体验，对某一种情感品质
和能力进行丰富积累。同质体验是由同类
对象所产生的同一种情感体验的积累，每
次体验不能是简单的重复，而应掺入新的
成分，即激起体验的情境要有变化，对情
境的认识要逐步深化。

螺旋式体验：通过体验，引发思考，
再进行操作提升后内化为已有经验，然后
再体验，呈现纵向、螺旋式上升、层层推
进的特点。模式为：情境中初步体验—加
深体验，层层提升—回到情境中运用。

策略三：归因提炼，使孩子们获得情
绪情感品质和能力提高的方法。心理学家
研究发现，人们抱有稳定的情感和态度，
大多由他们从小习惯化形成的归因模式所
决定。归因简单说就是把失败与成功归于
某种原因。学会正确的归因方式，在挫折
和错误发生后就不会怨天尤人，而是积极
面对，会更容易获得成功。幼儿从小学习
正确归因和提炼等方法能受益终身。在情
境中充分体验后，教师和孩子们一起分
析，将散状的一些经验进行归因梳理，提
炼出有价值的方法，在班里推广，便于幼
儿在以后的活动中运用。

开发促进幼儿与他人情感互动
的教玩具

美国儿童发展科学协会的 《早期教育
的科学发展》 报告反复强调认知与社会情
感、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情绪情感
和交往行为是新兴认知能力的基础，是儿
童发展的基石。

在游戏中学习是我园实施情感教育的
重要途径。当今电子产品对幼儿的冲击很
大，有些幼儿对电子产品成瘾，不愿或不
会跟人交往，影响同伴关系和亲子关系。
我看在眼里非常着急，就自行设计开发了
游戏牌，包括综合牌、数学牌和礼貌棋,
让幼儿通过玩牌下棋关注同伴、友好相
处、动手动脑、增进互动。

如礼貌棋的棋面外形为四叶草，蕴含
幸运、幸福的寓意，内容由“去做客”

“来客人”“一起就餐”“一起玩”四个情
境组成。通过猜猜读读、下棋等玩法，让
幼儿在玩棋过程中辨别是非，在规则中学
习做一位“礼貌的小客人”“热情的小主
人”“文明的就餐人”“友好的合伙人”。

关注幼儿内心成长，基于幼儿情绪情
感的发生发展规律，力求把激发幼儿的内
驱力、尊重幼儿的发展特点、促进幼儿综
合能力发展最大化等放在重要位置，让每
个孩子都能得到最好的学习与发展，这是
我园全体教职工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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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情绪情感能力是儿童幸
福人生的基石，但日益背离自然之
道的现代生活方式以及转型时代的
生存焦虑，却为儿童情绪情感能力
的培养带来越来越多的挑战。

幼儿期是情绪情感发展的关键
期，但幼儿情绪情感的内隐性与无
意性，也让情绪情感教育成为幼儿
教育中的难题。创设滋养性的情感
环境，在真实的互动与游戏情境中

培育幼儿的情绪情感能力，是浙师
大杭州幼儿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回
应这一挑战与难题的探索之举。

他们将情感教育作为高质量学
前教育的起点与归宿，在潜心研究
幼儿情绪情感发生发展规律的基础
上，构建了融管理、培训与情感整
合课程于一体的深度情感教育模
式。这一模式中柔性管理系统为幼
儿情感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与氛

围保障；对教师与家长情绪情感教
育能力的培训，确立了情绪情感教
育的品质保障；“以幼儿情感教育
为旨归的‘织网式’整合课程”，
将情绪情感教育融入五大领域的全
方位学习之中，让情感教育不再虚
化；形式多样的体验学习让幼儿的
情感体验、理解与表达日益丰富与
深入。

他们的实践对幼儿情绪情感状

态的改进、能力的提升、品格的优
化有着明显成效。他们的探索让不
可见的情感变得可触、可感，让难
以表现与言说的情感教育变得可
视、可行。

期待有更多的幼儿园加入情绪
情感教育的探索行列，每增加一个
追随者，就意味着社会又增加了一
份和平与幸福。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

将情感教育作为高质量学前教育的起点与归宿
甘剑梅

专 家 点 评

·情感教育活动场景足 迹

园标 办园理念
把幼儿园还给孩子，

把孩子还给他自己。

园所简介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创办于1956年，是浙江省第一所示范性

幼儿园、杭州市第一批甲级幼儿园之一，是一所以学前教育研究型高校为背景的幼儿园。
幼儿园凭借着雄厚的科研力量，以先进的课程模式及上乘的师资而驰名。

印
象

朱瑶 正高级教师，浙
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
院附属第一幼儿园园长兼幼
教集团教科研中心主任。曾
获浙江省特级教师、教育部
港澳办公室颁发的“优秀指
导教师”等称号。

立足“爱与尊重”的情感教育
理念，多年来，我们坚持不懈，上
下求索，运用幼儿正向、积极的情
绪情感，助推幼儿有效学习与全面
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吸纳活动
理论、情境化教学、多元智能理论
等，对幼儿园课程的组织、实施方
法与策略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革，依
托日常生活、游戏活动、主题活动
三条途径的织网式整合，构建了以
情养心、以情促学、以情交友的行
动体系，将幼儿核心经验、兴趣爱
好、情绪情感能力纵横编织，让情
绪情感体验、学习与生活、游戏与
运动无缝衔接，形成情感教育合力。

以情养心的浸润式生活，
养成幼儿和谐、健康、自由的
心灵

我们的“情感教育”把生活中
充满“爱”的言行举止放大、聚
焦，把积极的情感体验作为一日生
活的背景，让师生之爱、同伴之
爱、自然之爱像涓涓细流浸润幼儿
的学习生活，为幼儿身心和谐、健
康、全面、富有个性的发展助力。

“一日生活皆课程”，我们坚持
教育原创性和情境性相结合的原
则，让预设与生成自然衔接，将情
感教育目标通过入园适应、情感环
境创设、个别化指导渗透到生活中
逐步展开、逐级细化；使幼儿在园
生活自然流畅 （过程）、井然有序

（秩序）、浑然一体 （内容）。具体来
说，我们以“梯度入园”“情感环
境”“个别指导”等三大抓手来实施

“以情养心”。

入园适应影响幼儿归属感、安
全感的形成，对幼儿同伴交往、活
动参与度也有深远影响。基于坚实
的调研，我们发现新生入园焦虑强
度出现在不同时段，由强到弱依次
是睡觉、吃饭、入园时的分离。基
于以上情况和对比实验，我们设计了

“梯度入园”法，从时间、空间、生活事
件三个维度设立梯度，即第一周来园
半天不吃中饭，第二周吃好中饭回
家，第三周睡午觉后回家，逐步增进
幼儿与幼儿园的亲密度、熟悉感，拉
近幼儿与教师的情感距离。实验证
明，梯度入园的出勤率、焦虑强度
远远好于全天入园。

秉持“爱是可以触摸的”理
念，我们结合研究结果积极营造情
感教育的生活环境：一方面将情感
教育投射于隐性环境中，关注师幼
和谐关系的建立，创设平等交往氛
围，搭建合作平台，激发矛盾冲
突，鼓励幼儿理解、悦纳他人等；
另一方面关注显性情感环境的创
设，从环境色彩 （黄绿色调）、材料

（柔软舒适）、空间疏密等方面体现
情感教育，尤其是创设了一批可操
作的情绪情感环境：“LOVE”墙、
许愿墙，贴近幼儿内心；心情角，
提供表达、发泄的空间；握手桥、
拉拉勾桥，引导幼儿接纳他人，促
进交往；悄悄话屋，提供私密空
间，增进同伴交流；和平区，解决
同伴争执等。

在日常生活中，教师对幼儿个
体的情绪回应与处理是保障师幼互
动质量的关键。我们专注于培养教
师运用“关注觉察—认同悦纳—个
别化支持性回应”三部曲回应、支

持幼儿情绪，归纳并梳理了在日常活
动中“表扬幼儿、批评幼儿”的有效经
验，不断推广实践师幼情感互动的方
法、策略。同时，我们将生活、学习中
的具体事件、冲突等作为情感教育资
源，通过感知、体验、模仿等途径加以
认知、归因、提升。

以情促学的织网式活动，
培育幼儿积极、主动、有效的
学习品质

脑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学习是
认知、情绪、生理层面多层次信息
交流的过程，无论是人脑发展还是
学习经验习得，认知、情感、行为
都是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即学科知
识、情绪情感、经验技能等的发展
都是交织交错的。

围绕“情感”核心，我们重新
梳理主题活动课程，纵横编织幼儿
课程之网。此外，我们还以幼儿某
一种情感品质或情绪能力为中心，
建构了一整套专门的适应性情感专
题活动，希望在活动中选择、诱发
与幼儿生活密切相关的情绪情境，
启发幼儿在情境中积极实践、充分
体验、用归因提炼的方法学习运用
策略方法。

编织课程之网是教与学积极互
动的过程。网状课程不是各学科无
意义的整合，而是教师捕捉幼儿兴
趣与需要，以活动为节点，支持、
推动、鼓励、激发幼儿主动学习，
基于幼儿萌发的想法，编织下一个
活动。织网路径的不确定性、织网
方式的多样性，会让这样的课程之
网呈现模糊性和随意性，但每一个
活动节点，既是幼儿的学习也是经

验、兴趣的铺垫，各个节点之间复
杂而紧密的关系凸显着课程之网的
张力。

以情交友的交互式游戏，
助推幼儿认知、情感、行为的
交互发展

在情境中浸润、在游戏中学习
是我园情感教育的最大特色。游戏
是幼儿意识、注意、思维、想象等
高级心理现象的重要来源，是社会
化的重要途径。游戏可以让幼儿体
验积极的情感、帮助幼儿控制冲
动，在情境化的游戏体验中觉察自
我、建立自尊自信，在同伴交往中
提升情绪能力、内化情感品质。

我园的游戏主要有四大类：每
天一次的“联动式户外游戏”，幼儿
可以和不同年段的同伴一起在操场
上自由选择器械进行运动游戏等活
动；每周一次的“互通式社会游
戏”，以楼层为单位，幼儿大带小两
两结伴穿行于模拟生活实习场；以
班级为单位的“交互式工作坊”，邀
请家长参与班级特色活动，如阅读
日、烹饪日、远足日等；巧妙编
班、分班互动的“串联式对班游
戏”——尝试打破幼儿年龄界限，
巧妙编排小、中、大班的位置，让
不同年龄段的幼儿有更多的交往、
互动机会。比如，每个楼层都安排
小班、中班、大班紧挨着排列，有
利于班班互动，增加生活中混龄交
往、互动的机会，为创造复杂多变
的团体学习、生活环境、问题情境
提供环境支持。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杭州
幼儿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

构建“以情养心、以情促学、以情交友”行动体系

情感是可以触摸的
王芳 朱瑶 张孟勰

文 化 焦 点

图① 园长和我们一起做游戏。
图② 在“心情小屋”照顾“生病的娃娃”。
图③ 拉拉勾，我们要做好朋友哦。
图④ 和好朋友玩地贴游戏。
图⑤ 在“和平小屋”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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