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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共育·家园沟通系列话题④

家长开放日是幼儿园向家长宣
传和展示的实践窗口，已经成为幼
儿园和家长有效沟通的方式之一。
家长喜欢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孩子
在幼儿园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幼儿
园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家长了解
幼儿园和教师的工作内容，从而取
得家长的理解并获得最大支持。因
此，这种增进家园双方相互了解的
沟通方式，已成为每个学期幼儿园
的常规工作。但仔细研究幼儿园的
家长开放日，就会发现，它仍有改
进的空间。

科学规划
增强家长教育理解力

就目前来看，幼儿园的“家长开
放日”大致包括以下两种形式：

一是现场观摩式。一般情况下，
幼儿园一个学期会向家长开放一次。
一般通过常态展示让家长了解孩子们
在幼儿园的生活和学习，把半日活动
真实地展示在家长面前，而家长大多
充当参观者的角色，参与性较弱。因
此，这种方式也是较为基础的，家长
较难深层次地了解幼儿园的办园理念
与办园行为，幼儿园也无法准确地传
达自己的办园主张。

二是家长参与式。这种方式可
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开展亲子运
动会、节日庆祝或亲子游等活动。
相较于参观，这种方式确实能够帮
助 家 长 亲 身 感 受 孩 子 的 成 长 与 变
化。与此同时，也能达到与幼儿园
加强感情连接的作用，很受家长欢
迎。但这种方式并不是每个园都有
的 ， 它 是 根 据 本 园 实 际 情 况 安 排
的。有的是根据本园的园本课程，

有的是根据本园的保教计划等。这
种形式的开放日，家长更多的是一种
情感卷入，仍然缺乏科学、理性的理
解，有时还会使家长产生误解。比
如，通过近距离走进孩子的生活，家
长只看到孩子在幼儿园每天就是吃和
玩，仿佛不学什么知识，特别是到了
大班，一些家长甚至提出要退园上
学前班，提前学习小学知识。

由此可见，目前幼儿园的家长开
放日活动虽然很丰富，家长参与度也
很高，但还需要增强规划性。否则，
家长很难深刻理解幼儿园专业化的教
育行为和教育观念，他们也无法从较
为专业的视角评价开放日活动，家庭
与幼儿园也无法完成更深层次的理解
与沟通。那么，怎样才能够让家长体
会到有形的教育呢？

提前培训
更新家长教育理念

家长提前培训是做好家长开放日
的基础与前提。多数家长并非专业的
教育工作者，他们的观念多来自常识
与经验。但经验是靠不住的，甚至是
错误的，而学前阶段又比其他任何一
个教育阶段都需要家长的深度参与。
因此，家长培训是幼儿园义不容辞的
责任。

家长培训的目的在于使家长获得
专业的教育理念与教育眼光。如果单
纯地把家长引进开放日，即使经过三
年，家长也不能清晰地了解孩子在
大、中、小班时不同的生理、心理特
点和学习方式，无法理解游戏与活动
背后的理论支点，更无法感受到生活
和游戏对孩子成长的重大意义。因
此，相应的家长培训是必不可少的。

幼儿园应当通过有层次的线上或
线下培训，帮助家长了解本年龄段幼
儿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学习和发展水
平，以及对孩子的合理期望是什么。
与此同时，也应当让家长明确，幼儿
园阶段的教育目标是什么，要通过什
么样的活动来达成这些目标，家长应
如何配合等。而且，在了解幼儿发展
特点、学前教育基础知识与理念的基
础上，幼儿园有义务帮助家长学习如
何观察幼儿，从而让家长深度参与开
放日。

做好设计
提升家长参与深度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让家长深度
参与其中呢？

首先，明确开放日的目标。在开
放日开展前，幼儿园有必要将活动的
目标明确告知家长。而且，目标不能
是笼统的、不具体的。比如：了解幼
儿在园的生活情况、学习情况和游戏
情况。相反，目标应当是具体的、可
衡量的。比如：在喝水环节，幼儿能
主动饮水并能够随时记录饮水量；在
游戏时，幼儿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其
中；在集体教学时，幼儿能认真专
注、积极思考和大胆表达。这种目标
的设定从表面上看是开放日的行动指
南，实质上是为了让家长明确，学前
阶段，游戏是幼儿主要的学习方式，
幼儿习得的是全面发展的基础能力，
而非知识的学习能力。如果将这种做
法长期延续下去，家长错误的观念就
会得到扭转，正确的观念也会生根发
芽并不断被强化。

其次，用好观察表。设计一个既
便捷又明晰的观察表，可以让家长随

时记录观摩的细节与感受。观察表可
以涉及每一个环节，还可以在每一个
环节专门设计一栏：作为家长，您可
以做什么？例如：在喝水环节，了解
孩子的习惯养成情况，以及教师是怎
样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记录
自己饮水量的；在家里您应该怎样鼓
励孩子多喝水呢？又如在游戏环节，
孩子发展了哪些优秀的学习品质？教
师是如何投放材料的？如何指导的？
作为家长，您如何看待游戏对儿童发
展的作用呢？

观察表也可以是问答式的，让家
长带着问题去观察，然后回来填写。
只是这种方式有些笼统，不够细致，
但也能使家长深入思考。但无论如
何，观察表的最终目的都在于让家长
以教育的视角深入开放日，而不只是

“看热闹”。
再其次，可以尝试利用个别家

长做助教，每次活动轮换助教。需
要注意的是，教师要在开放日之前
培 训 家 长 助 教 ， 让 他 知 道 该 怎 么
做，以及为什么这么做。家长助教
参与活动的过程也是深入了解幼儿
园的过程。活动结束后，家长助教
可 以 充 当 幼 儿 园 与 其 他 家 长 的 桥
梁，可以把对幼儿园、教师的真实
感受分享给其他家长。这种加深家
园理解与信任的方式会比幼儿园单
向的传达效果更明显。

家长开放日既是了解孩子在园生
活和学习的一个窗口，也是家长学习
和提高的一个主阵地。只有让家长逐
渐具备教育视角，家长才能“实质
性”地参与开放日，真正实现家园双
方的理解与认同。

（作者单位：北京市大兴区教师
进修学校）

是家长开放日之魂
贾士莹

一天早晨，然然高举小手大声喊
道：“老师我画好了！”我应声走过
去，看到然然用紫色笔画了一排高低
错落的花朵图案。我随口问他画的是
什么，并打算在绘画本上记下他的
话，但然然接下来的话让我心都要碎
了：“小紫花爸爸带着妹妹去玩，它
们来到河边看到小草。小草说：‘我
妈妈没有了。’小紫花爸爸就从后面
变出了一个小草妈妈，它们举行了婚
礼。”

然然讲的实际上是他的身世。上
幼儿园之前，然然妈妈因病去世，爸
爸又成了家，然然跟着姥爷姥姥生
活，与爸爸聚少离多。虽然家人一直
跟然然说妈妈只是出国了，但然然的
这段解读，让我感觉到他根本不相信
家人的话。画中可怜的小草似乎就是
然然的真实写照，他多么希望小紫花
爸爸能为他变出一个“小草妈妈”
啊！虽是想象的画面，但却释放了他
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快乐生活的强烈诉
求。

因为一次偶然的记录，我窥到了
然然的内心世界，这让我猛然醒悟：
然然已经入园一学期了，每天都在画
画，难道这样的情感需要只是今天才
表现出来的吗？带着这个疑问，我赶
快翻看然然之前的绘画，竟发现在这
之前，然然用同样的色彩画过一幅同
样题材的作品。这让我对自己的大意
感到深深自责。如果我更敏感一些，
或许就能早一些发现然然的内心需要
了。为了验证我的分析，我决定持续
关注然然的作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
间里，然然先后画了“蜗牛爸爸为宝
宝过生日”“小鱼宝宝渡海去寻找爸
爸”“小头爸爸解救大头儿子”等故
事场景，他甚至还将自己的作品解读
为：“宝宝为了见到爸爸，不惜中毒
身亡。”小小的孩子，内心究竟藏着
多少苦楚与期盼呀！

最终，我决定向然然爸爸分享这
些画面，并希望爸爸能够多关注然然
的内心世界，多给他一些情感上的抚
慰。经过沟通，爸爸决定将然然的作
品保存下来，并答应尽可能抽时间陪
伴然然。过了一个周末，然然兴奋地
跑过来对我说：“老师，爸爸带我去
吃了麦当劳，还去钓鱼了，我们钓了
好多小鱼！”那手舞足蹈的样子，让
我看到了一个在情感上得到满足的孩
子是多么的快乐！

然然的故事只是一个偶然，但这
却足以说明：孩子的绘画并不是简单
的事情。许多孩子限于语言发展水
平、性格等因素无法表达出来的需
要，却能通过外显的作品表达出来。
从儿童绘画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它是
幼儿内心真实想法的映射。

那么作为教师，在看待孩子的作
品时，就绝对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的
赞美或者指导上，更要学会多维度地
解读孩子的作品传递出来的无声讯
息。一般意义上来说，解读幼儿的绘
画心理主要包括色彩、线条、内容等
方面。从画面色彩上看，如果幼儿画
面色彩明艳、丰富，说明幼儿内心乐
观、热情；如果几乎都是用单一的色
彩完成整幅作品，说明幼儿比较拘
谨，在表达上趋向于单一，比如然然
仅用了紫色。从线条上看，如果幼儿
作品线条流畅、细节突出，说明幼儿
思路比较清晰、内心细腻；如果多用
粗糙的线条迅速地画出大概轮廓，较
少表现细节，说明幼儿性格比较急
躁，追求快速完成任务而缺少一定的
耐心。从创作形象上看，如果幼儿作
品中较多出现某一种或者某一类事
物，说明他当下对这一类事物有更多
的兴趣和关注；相反，较少出现，可
以考虑幼儿是否存在这方面的缺失。
比如在然然的作品中，几乎都是苹
果、蜗牛、小鱼等抽象的亲子形象，
从不出现家人和自己在一起的场景与
形象，说明然然的亲子关系比较脆
弱，而且他对家人的印象非常模糊。

当然，分析幼儿的绘画作品只是
第一步，重要的是提供恰切的帮助。
如果幼儿的绘画作品是积极明朗的，
并且很有想象力，教师可以进行正向
引导，鼓励幼儿继续发挥潜力。相
反，如果幼儿的绘画作品传递出了忧
郁、悲伤等情绪，教师就应当透过作
品打开孩子心灵的窗户，努力帮助他
解开心灵的枷锁。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奥体
艺术幼儿园）

幼儿画中有玄机
郑森森

家里想要来一次洒扫除尘，为方
便收拾垃圾，我特意找来了一只不用
的水果箱，这样就可以将大大小小的
废旧物品和垃圾全部放进去，再一块
扔掉就好。

在我忙碌的同时，女儿小鱼在一
边与她的毛绒玩具狗狗玩着。不一会
儿，她过来跟我说：“妈妈，这个箱
子你还要吗？”

我头也没抬地回答道：“嗯，我
有用。”

“ 妈 妈 ， 你 把 这 个 箱 子 送 给 我
吧。”女儿央求道。

“不行，这个箱子我有用呢，你
去跟狗狗玩。”我直接拒绝道。

她没有放弃，继续问我讨要箱

子。我不耐烦地朝她摆了摆手说：
“跟你爸说去！”本打算一句话打发了
她，结果传来她央求爸爸的声音⋯⋯

听着她不断央求，我也后悔了：
不就是一个箱子吗，给她就是了。

想到这儿，我说道：“小鱼，箱
子你拿去吧！”

她非常开心地将箱子搬走了⋯⋯
在忙碌的间隙，我也忍不住好

奇，不时往她那边张望。只见她取来
了彩笔，在箱子最大的一个侧面画了
一个拱形，接着又找来了剪刀，沿着
拱形的线刺上了一个一个的小孔，刺
了十几分钟后，她小手用力一按，箱
子上便出现了一个半圆形的洞。她高
兴地欣赏了几秒后，请我帮忙将箱子
最上面的两个顶板合拢后压住，她用
宽宽的透明胶带一粘，箱子上面的开
口便粘在了一起。

完成这些，她又将平日里买来的

粘贴取来，沿着拱形门粘了一圈⋯⋯
“妈妈，我的狗狗有家了！”她一

边将玩具狗狗放进箱子里，一边高兴
地跟我说。

原来，她要箱子是为了给狗狗做
一个家啊！看着她忙碌而认真的样
子，我突然意识到，把箱子留给她是
一个多么正确的决定。

不等我说什么，小鱼又找来了报
纸铺在箱子里面，还取来了爸爸喝茶
的小茶杯，也放了进去。随后，她又
跑到厨房抽了一根面条，掰碎后放进
小茶杯中，并加了一点水，最后，还
找来了她的小毛巾盖在狗狗身上⋯⋯

就在她跑进跑出忙碌时，我停下
了手中的活，坐下来，听她成长的声
音⋯⋯

通过与狗狗随意玩耍，到她决定
为它建造一个家，再到最后的制作、
装饰、设置、配备，一个箱子带给了

孩子太多的快乐。
通过一个箱子，我看到了孩子对

感兴趣事情的专注。一整个下午，她
都在忙着给狗狗建造一个家。通过一
个箱子，我看到了她空间建构能力的
发展。通过比和量，她选择了面积最
大的那一侧来挖出拱形门，恰好让狗
狗住进去。通过一个箱子，我也看到
了她多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没
有刻刀，她采用刺孔的方式挖出门。
在拱形门上贴上美丽的小粘贴，更让
我看到了孩子的审美意识。

对于成人来说，一个箱子无非是
一个用来盛放物品的普通器具，而它
对于孩子来说却可能是一个世界，是
一个创造，是一次成长。

如果可以，请留给孩子一个“箱
子”吧。

（作者单位：山东省寿光市文正
教育集团）

请留给孩子一个“箱子”
陈萍

幼儿园有时会有这样的孩子——
在家中能正常、主动地表达，但在幼
儿园却拒绝与老师、同学说话、交
往，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选择性缄默
症”。其实，这并不是语言障碍，而
是由于精神因素影响，在某种场合下
表现为沉默不语的一种心理问题，它
属于社会功能性行为范畴。木木就是
一个选择性缄默症幼儿，平时很少说
话，但却能用其他方式展示内心世
界。为帮助他，我们做了许多尝试。

控制社交场景人数

一天中午，我组织了“石头剪刀
布”和“黑白配”手指游戏。孩子们
玩得很兴奋，木木也被吸引了进来。
我随即将这一瞬间拍成视频，并与家
长分享。事后，家长反馈，木木看到

“黑白配”游戏视频，会不由自主地
咧嘴笑，表示和朋友们一起玩得很开
心，而且今后还要和小朋友一起玩。
通过这个偶然的发现，我意识到木木
比较喜欢人数少的社交场景。或许正
因为人少，才极大缓解了木木的社交
恐惧心理。虽然他在活动中没有用言
语直接表达想要与同伴玩游戏，但他
通过肢体语言表露出了这种意愿。

这是可喜的变化！之后，再开展
活动时，我也有意识地将孩子们分成
小组，让木木在放松的情况下参与游
戏。虽然他还是不愿与其他人说话，
但表现越来越好了。

善于察觉表达欲望

时间长了，我逐渐能有意识地察
觉到木木的表达欲望了，比如他会小
心翼翼地盯着别人看、脸上的表情很
落寞。

有一天的自主区域时间，木木沉
默地坐在凳子上。看着其他人玩角色
游戏，他很想加入，但又不敢表达出
来。一旁观察的老师发现后，立刻走
到“医院区”对木木说：“木木，默
默当病人，你当医生来给她看看好
吗？”木木走了过去，但却不敢说
话。老师提醒医生要问“病人”的病
情，这是老师给他创造的与同伴交往
的机会。开始时，他只是看着老师羞
涩地笑，后来在老师鼓励下终于开口
说话了，并且在老师的引导下配合得
十分默契。

案例中，木木的“沉默”“眼睛
随着其他人转”，都是体现他参与意
愿的强烈信号。作为教师，要能够捕
捉到这些信息，然后，采用恰当的方
法搭建起相应的桥梁。如果教师只是
说让木木也去玩，那么他仍然没有能
力迈出第一步，如果直接创设出一个
问题情境，比如“去给病人看病”，
那么把他“引进去”的可能性就大大
增加了。

将关注变为“无意识”

一次绘画活动中，我随口问木木
画的是什么，他说是蜻蜓的眼睛、鼻
子、嘴巴和脸上的斑点；我又问画中的
两条竖线是干什么的，木木的回答非
常流畅：怕蜻蜓飞走，用两条绳子把它
绑了起来，画中其他一条一条的斜线
表示下雨了。这次活动进一步触动了
我：以前，我对木木的沉默过于关注
了，这可能加剧了他的紧张与焦虑。
这次，我以绘画为媒介“不经意”地引
导他表达，但并没有刻意表现出期待，
他果真很自然地开口讲话了。

为强化木木的表达愿望，我尽量
多地表现了自己的“无意识”。比如
他在建构区专心致志地搭建“鲨鱼探
测器”。我装作不经意看到了，于是
小声喊道：“鲨鱼来了，鲨鱼来了！”
木木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嘴里马上发
出“嘀嘀嘀、嘀嘀嘀”的警报声，还
快速要求小朋友快躲起来。又比如他
专心观察门外的蚂蚁时，我也会“不
经意”地询问他看到了什么。在这种
看似无意识的情况下，木木开口的机
会越来越多了。

（作者单位:浙江省衢州市常山育
才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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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童语

长大后
我就成了你

1
2

3

长大后我要当一名消防员，

手拿消防水管，浇灭大火，保护小

朋友和家人的安全。（然然）

五一时，我园开展了让幼
儿了解各行各业人员工作的
活动。后来，我们发现许多大
班孩子都能说出自己感兴趣
的职业，就希望他们能画出这
些职业，于是有了这次主题绘
画。在呈现结果上，我发现大
班孩子的作品已经较为成熟
了，线条、用色、形象都较为和
谐，而且能够加入一些生活经
验，并调动想象力来创设情
境，只是还缺少一定的故事情
节，对绘画中的遮挡关系还不
太理解，绘画类型还较为单
一，这些问题是今后我要进一
步引导的。

（图片由山东省潍坊市临
朐县实验幼儿园三里庄分园
张兴升老师提供）

长大后我要做一名神气的交警，指挥交通，保证行人安全，让马路畅通。（宇晨）

长大后我要做一名护

士，为小朋友打针，让小朋

友的病快点好起来。（舒月）

长大后我要当一名幼儿园老师，教

小朋友认识各种水果和鲜花。（诗雅）

长大后我要当一名钢琴家

，弹奏

好听的曲子给小朋友

听

，我还要开一

场音乐会呢

。（佩琪

）

教育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