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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
行）》 指出：“在科学、合理地
安排幼儿一日生活时，尽量减
少不必要的集体行动和过渡环
节，减少和消除消极等待现
象。”减少不必要的过渡环节，
优化班级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在一日生活常规建立中，我们
尝试尊重幼儿的需求，用“音
乐指令”代替教师指令性语
言，通过播放各种音乐由浅入
深、循序渐进，逐步让幼儿听
着音乐自觉遵守一日生活常
规。同时，在一日生活中各环
节播放不同性质的音乐，让幼
儿在潜移默化中感受音乐的
美，理解和体会音乐给他们带
来的快乐。

教师喊破喉咙不一定有效

教师指令是教师在教育活
动过程中，为确保活动的顺利
进行，对幼儿发出的指示和命
令。实际的教育场景往往会出
现，教师指令控制性过强，孩
子一味地跟着教师的指令，缺
失自主性；教师的指令不够明
确，使幼儿作出错误的反应甚
至感到茫然；幼儿遇事习惯被
动等待指令，出现了消极等待
等现象；教师过多的语言指
令，使幼儿出现听觉疲倦、无
感，增加了教师的口令负担，
导致喉咙嘶哑。

让音乐指令替代教师的指
令性语言不但直接解放了教
师，更为一日生活增加了音乐
美感。用音乐指令将幼儿的常
规和音乐教育的美感艺术结合
起来，将音乐艺术渗透到常规
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可以改善
不科学、不规律的班级管理形
式及避免教师的不规范指令性
语言。教师可以用更多的时
间、精力和智慧去研究音乐指
令的有效性，使音乐体现其真
正的教育价值，通过播放各种
不同性质的音乐让幼儿知道什
么时间做什么事，现在该做什
么。

哪些音乐可以替代指令

当今社会，流行音乐遍布
大街小巷。商店里、电视机
里、公园里都可以听到当下最
流行的歌曲。譬如 《爸爸去哪
儿》《小苹果》《江南style》 等
曲目，深受幼儿的喜爱，其效
果远远超过平时教师刻意教授
的传统儿童歌曲。笔者平时课
间、餐后，都能隐隐约约听到
孩子们哼唱一些流行歌曲。流
行的趋势是一时的，我们既要
抓住孩子流行的口味，更要将
经典的音乐带入孩子的视听世
界。

幼儿接触的音乐风格其实
可以有很多，譬如中国风、古
典风、轻音乐、民族风、戏曲
风等，幼儿可以在这些音乐
中，感受到不同的音乐风格，
感知音乐的魅力。

在幼儿园中，我们尝试过
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的中国风
音乐，这类音乐多以中国风乐
器大鼓、古筝、二胡、琵琶等
为伴奏形式；传承了更多的中
国诗歌、历史，具有很强的地
域特色、文化特点。我们常用
的曲目如 《青花瓷》《龙拳》

《少年中国》《蜀绣》 等。
民族风是比较独特的一个

风格，它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和人文价值，运用民族风音
乐，不仅让幼儿从小接受本民
族艺术的熏陶，而且对他们的
人文修养、文化、历史认知也
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比如

《鸿雁》《月光下的凤尾竹》《卓
玛》 等都是非常好的曲目。

京 剧 作 为 中 国 的 特 色 音
乐，也是一种文化音乐，京剧
元素与各种流行唱法相结合，
碰出了更强大的火花。可以从
富有京剧元素的流行音乐中，
让幼儿初步了解京剧，感受京
剧的不同，从而喜欢京剧。我
们 使 用 的 曲 目 如 《在 梅 边》

《李》《说唱脸谱》 等十分受孩
子欢迎。

我们遴选的这些音乐题材
内容、形式、风格多种多样。
从内容上看，有反映社会生
活、自然界的作品，也有反映
儿童生活和内心世界的作品；
从形式上看，有不同形式的歌
曲、舞曲等。题材广泛、形式
多样而富有艺术美的音乐作
品，能扩大儿童的艺术视野，
丰富他们音乐欣赏的知识与经
验。选择能让幼儿快乐、喜闻
乐见、贴近幼儿生活的音乐，

只要遵循幼儿音乐教育的规律
和特点，恰当地选用流行音乐
教材，从中挖掘有助于培养能
力的教育因素，切合幼儿实际
情况运用到一日生活中去，用
这些有灵魂的音乐来优化一日
生活常规，就能使幼儿的音乐
能力得到培养和提高。

怎样将音乐与指令相结合

幼儿园一日生活环节分为
晨间、自主过渡、餐前、睡前
睡后、放学等环节。巧用音
乐，可让幼儿园的一日生活变
得丰富、时尚，更加活跃。

晨间活动，我们可以选择
轻快的音乐，如 《爸爸去哪
儿》《那些花儿》《早上好》《糖
果工厂》 等，轻快的音乐可以
带给孩子轻松的情绪,到园后以
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迎接每一
天；餐前，我们可以选择轻柔
的音乐，如 《摇篮曲》《小夜
曲》 等，可以让孩子们静静享
受淡静的音乐世界；放学后，
我们可以选择欢快的音乐，如

《少 年 中 国》《梦 想 的 翅 膀》
等，让孩子在轻松的氛围下，
保持良好的心情等待家长的到
来。

在班级管理中，最容易出
现消极等待现象的就是自主过
渡环节，我们可以选用带有节
奏的音乐，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既可以起到提示作用，又能
让幼儿随节奏游戏。幼儿可以
跟着音乐自由做动作，等待同
伴们一一入座，这样既避免消
极等待的现象，又给了幼儿欣
赏表现音乐的机会。当孩子们
自由活动后需要集中时，播放
富有律动感的 《懒羊羊当大
厨》，让幼儿边拍手边集中、安
静，等待下一活动的继续；当
孩子们上完一节比较兴奋的课
或者从户外玩好回来后，播放
一首轻缓的 《萤火虫》，让幼儿
的情绪在舒缓的音乐声中逐渐
平息、安定下来，以便更好地
投入下一个活动；当孩子们正
在户外活动时，选择 《圆舞
曲》 等舒缓的音乐，孩子们便
会像蝴蝶般开心地“飞”进教
室⋯⋯

一首首或快或慢、或紧张
或舒缓的乐曲无形中成了一个
个音乐口令，能让幼儿安静，
也能让幼儿振奋，再也不用教
师扯着嗓子大喊，也不用听单
调的小铃声。它既能调动幼儿
的兴趣，激发幼儿的音乐表现
力，又能将幼儿一日常规如丝
线般串联起来，大大优化了班
级管理，可谓是一举两得。

（作者单位：浙江省湖州市
南浔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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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年前，我园开始尝试开展儿
童情感教育研究，并在这条道路上执着
地传承、坚守、延伸，不断地在时代发
展和教育改革中审视儿童情感教育的价
值。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儿童情感教育
的价值不应该只是作为认知教育的动力
系统存在，而应关切儿童的生命成长，
将生命感和价值感“唤醒”，是贯穿教
育始终、展现生命活动的教育。基于这
种认识，我们不断地调整研究的路径，
试图通过回归儿童真实的生活、强化过
程体验、关注儿童的后续发展力，实现
通过情感教育塑造完满生命的教育追
求。

我园的儿童情感教育课程，从情绪
状态、情感品质、情感能力3个维度建
立了 13 项分类教育目标，搭建了儿童
与自我、与他人、与家庭、与自然、与
社会为线索的课程内容框架。幼小衔接
教育就是其中内容之一。在儿童面临幼
升小的阶段，我们教育的视角到底是衔
接未来学习生活应具备的习惯、能力、
知识，还是为儿童呈现一个未来真实生
活的样态，帮助他们拥有适应未来所需
的品质？前者不必否定，而后者是我们
站在多年情感教育研究视角下，希望为
儿童创造发现自己、适应全新挑战的机
会而提出的。

我们认为，幼小衔接教育的起点是
引领儿童关注即将面对的“真实生活”，
发自内心地向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
愿意为此储备能力，积极地做准备。

走进小学：
发现渴望长大的自己

对于大班的孩子来说，小学生活是
什么样子的，必须要进入小学才会有真
切的感受。教师或成人通过“告诉”的
方式让孩子了解，必然会建立在自己过
去的经验之上，或是选择一些传递教育
者目的的信息给孩子。这不利于孩子主
动建立与小学的连接，思考上小学对自
己意味着什么。

在我们的幼小衔接工作方案中，会

安排大班孩子两次走进小学，感受小学
的环境和学习方式，每一次的目的、内
容、参与方式都不同。第一次放在大班
第一学期，核心目的是让儿童对小学有
具体形象的认知，对小学充满好奇。活
动前我们会与小学进行方案对接，安排
高年级哥哥姐姐带领孩子们分组参观学
校，了解小学的环境、作息时间。孩子
们一边参观着和幼儿园完全不同的教
室、活动室、户外活动场地，一边在哥
哥姐姐的接待中近距离感受着小学生的
自信。每次参观结束，孩子们都会感到
意犹未尽，回到幼儿园里，会产生许多
关于小学的话题和问题，由此也使各班
关于小学的探究性主题活动丰富起来。

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引导
孩子们发现“长大真好”“长大可以成
为像哥哥姐姐那样的人”，向往成长会
给孩子注入一种向上生长的能量。

第二次走进小学放在大班第二学
期，核心目的是让儿童和家长在小学课
堂中感受“教与学”，真切地看见小学
生在课堂上的“模样”。这里有倾听、
有思考、有观点陈述，会引发孩子和家
长对自己当下的状态产生内省。我们要
做的是，引导孩子关注小学生应具备的
学习品质，探讨如何形成这些品质并在
实际生活中练习。同时还要及时地开展
家长学校活动，引进专家和小学教师，
为家长介绍小学的学习要求以及学龄前
儿童当下要做的准备。只有建立在切身
感受上的专业指导，才会真正引发家长
对孩子的客观分析和及时适宜的支持。

两次走进小学，是以递进的思路唤
醒儿童对成长的渴望，逐步建立起“我
想成为那样的孩子”“我要怎样做才能
成为那样的孩子”的认识和思考。

走近同伴：
建立愉悦互助的同伴关系
从幼儿园步入小学，同伴关系会因

学习方式的改变产生变化。积极良好的
同伴关系，会帮助孩子顺利适应小学环
境，并成为化解压力、互助学习的资

源。在我园情感教育课程中，特别重视良
好同伴关系的建立，强调交往机会的创
设。在儿童幼升小衔接期间，仅仅是创设
交往机会还远远不够，还应赋予交往机会
更多意义。

我们在大班一日活动作息时间里增加
“课间10分钟”的体验，让孩子们学习安
排自己饮水、解便、游戏，每天由不同的
孩子为大家介绍自己是如何开展课间活动
的；在集体性的学习活动中，我们更多地
采用 3—6 人组成的小组进行，根据活动
内容的需要，由教师分组或自由结伴，每
个孩子都会承担相应的分工；运动中，我
们会加大活动内容的挑战性、竞争性，强
化团队意识；每周面向所有大班孩子开展

“畅玩日”活动，打破班级界限、游戏区
域界限，让儿童在模拟的社会生活场景
中，经历交往的困境，学习交往的技能。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交往
让孩子们了解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不
同的行事风格，也逐渐认识自己。我们特
别重视筛选一些问题进行讨论，例如“我
们说好了要这样做，多多就是不同意，所
以我们输了。”“大家都想去，可是只能有
一个人参加，派谁呢？”通过讨论，帮助孩
子们了解和感受在集体生活中如何看待分
享、轮流、等待、妥协、接纳、合作。

积极尝试：
积累主动学习的经验

杜威说，教育即生活。陶行知说，生
活即教育。两位教育家都将“生活”放在
了影响教育的重要位置。儿童在即将进入
小学的年龄阶段，已经具备基本独立生活
的条件，而要具备相关的能力，关键在于
成人的态度。教师和家长应正确认识到儿
童未来的学习生涯所面临的挑战，在日常
生活中培养他们对自己的信心，建立“我
会管理好自己”“我能行”的意识。

我们指导家长拓宽家庭的社交途径，
让孩子有机会结识上小学的朋友，通过参
观、交流，了解小学生的学习用品如何整
理、清晨和放学后的时间如何安排，进一
步帮助孩子和家长认识到规划时间和独立

生活的重要性。为此，幼儿园专门组织召
开以此为主题的家长分享交流会，探讨在
家庭生活中如何锻炼孩子的独立生活能
力，彼此互相启发。家长群体资源需要在
幼儿园的专业引领下聚合、优化，使其成
为幼小衔接教育的助力，让家长也认识到
在幼小衔接中自身也是主体。

在内外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孩子们主
动认识时钟、学习使用简易的家电设备和
通信设备、体验公共交通工具、记录备忘
事项等，对孩子们来说这些很有趣，每了
解和掌握一项就对自己刮目相看。

乐意交流：
分享情绪提高应对能力

在现实中，每个孩子都会遭遇一些问
题或困境。此时不仅需要解决问题或化解
困境，更需要借此机会让孩子感受到被理
解、被帮助，从而学习求助，因此亲子沟
通就被提到了重要位置。

沟通需要学习，成人是孩子最佳的模
仿对象。我们邀请心理学专家为家长们介
绍亲子沟通的重要性和方法，通过案例具
体指导沟通的技能；设计开展情绪沟通体
验活动，引导孩子们学习情绪词汇，准确
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原因。

通过家长开放日，让家长和孩子在同
一个活动中体验积极的情绪情感对解决问
题的重要；指导家长和孩子一起记录“情
绪日记”，时常交换自己的情绪小秘密，
在倾诉、交流中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家
园工作指向让家长能捕捉到提高儿童应对
未来所需的关键经验，结合自身的成长经
历、生活经验予以生动、适宜的归纳总结
和引导。

从幼儿园走向小学，对儿童意味着新
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可能会带给孩子喜
悦，抑或是茫然、恐惧。我们要做的是，
认清这一现实，将衔接的重点放在未来发
展所需的品质培养上，尊重并理解成长中
的一切情绪变化，让孩子感受到无论顺境
或逆境，我们都无条件地爱他们。

（作者系成都市金牛区机关第二幼儿
园园长）

幼小衔接教育的起点是——

引导儿童面对真实的变化
黄洁

聚焦“幼小衔接”·实践篇①

人性本质的需求就有渴望得到赏
识、尊重、理解和爱，对于人之初的幼
儿来讲更是如此。赏识教育是幼儿教育
过程中“承认差异、允许失败”的体现
与总结，它不仅仅是传统的表扬和鼓
励，还包括赏识幼儿的行为结果，纠正
幼儿的不良行为，让幼儿在“我是好宝
宝、我能成为好宝宝”的心理期待中快
乐成长。根据笔者多年的工作实践，在
进行幼儿赏识教育时应注意把握好以下
几个关键问题。

赏识教育要注意幼儿的个性差异

幼儿个性能力的差异及情绪的波动
会影响大人的赞赏效果。因为幼儿内心
的优越感、服从性、自责倾向等因素的影
响，使得表扬在不同幼儿身上发生不同的
作用。性格外向、能力强、情绪稳定的幼
儿对赞赏的态度显得从容一些，个性特点
与之相反的幼儿则更在乎教师的表扬。

这就要求教师理解赞赏的前提是成
人与幼儿的平等关系，而不是以成人的
意志控制幼儿，以成人的期待与愿望作
为幼儿的行为准绳。我们应基于幼儿的
发展状况，尊重幼儿的立场，充分了解
其行为的前因后果，正确地评价幼儿的

行为。只有不断观察和揣摩儿童的反
应，认真反思，并与幼儿建立心灵的默
契，才能追求更好的赏识教育效果。

正确认识赏识教育的出发点

传统的批评教育主要是针对幼儿的
弱点和短处——小题大做、无限夸张，容
易使幼儿在“我是坏孩子”的意念中自暴
自弃。虽然批评可以明确地指出错误的
问题在哪里，但不一定能让幼儿马上接
受，甚至还有可能让幼儿出现逆反心理、
抵抗情绪，这样与我们的初衷相悖。

开展赏识教育，赞赏本身不是目
的，运用表扬等积极手段教育引导幼
儿，帮助幼儿逐步建立一套合理的价值
判断体系，这才是赞赏的出发点。教师
一句表扬的话语、一个赞赏的手势、一
个赏识的眼神，都会让一时做错事的幼
儿感受到教师的期望和接纳，产生改
正、进步的勇气。

适当的赏识教育是一种正确的爱，也
是对幼儿的一种鼓励和赞赏。幼儿借助
内心的判断标准，可以明辨是非，约束自
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从而养成良好行为，
并成为其自觉的行动。因此，教育工作者
要更多地考虑赏识教育的目的，同时避免

幼儿“为了表扬而做好事”的倾向。
赞赏要在好的行为发生的当时进

行，幼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进步或者
做了正确的事情时，就是赞赏的最佳时
机。及时鼓励幼儿，让他们知道自己哪
些行为是有价值的、是积极的、是正确
的，才会使幼儿产生成就感与满足感，
给幼儿带来行为动力。如果错过了赞赏
的最佳时机，其效果会大打折扣。当然
表扬并不是越多越好，少而精的夸奖更
会让幼儿产生自信与动力，也会让他们
在没有表扬的时候自觉保持好的行为。

注意赏识教育的表达方式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说的就是多给
幼儿一些肯定、赞扬，幼儿会积极向上地
发展。赏识的表达要客观、准确、合理、及
时，不能不用，也不能滥用，要注意避免夸
大的言词，表扬要具体化。

例如，“你真聪明”“你真棒”这种表达
方式的含义笼统，幼儿听了可能不知道自
己到底是什么地方做得好、哪里进步了。
表扬幼儿的技能、知识、自我服务或集体
意识等具体内容时，要明确、清晰，让幼儿
听得清楚、明白，不要只给幼儿一个模糊
的概念。例如，教师常说“这个楼房搭建

得真漂亮”“你成小画家了”⋯⋯幼儿听了
可能会一时高兴，但是以后碰到画不好的
时候，他很容易对自己的绘画能力产生怀
疑和失落情绪。教师其实可以用这样的
方式赞赏他，“这次画得比上次画得更细
致，颜色搭配得也好”。

教师在表扬幼儿时要给幼儿一个参
照物，否则幼儿会盲目认为自己比谁都
强，可实际情况一想就知道，托班的幼
儿与大班的幼儿比跑步结果会是怎样？
幼儿会不会有明显的失败感或挫折感
呢？其实只要幼儿比昨天的自己或比同
班、同龄的伙伴有进步就好。

农民希望庄稼快快成长的心情和教
育者希望幼儿早日成才的心情完全一
样，但做法却截然不同。庄稼长势不好
时，农民从未埋怨庄稼，相反总是从自
己身上找原因；我们的幼儿表现不尽如
人意时，教育者是该抱怨、指责，还是
该反思自己？教育工作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应更多地主动思考问题，在工作
中及时采用正确、合理的赏识教育，不
断强化幼儿正面、积极的行为，形成好
的教育导向。

（作者单位：山东省滕州市张汪镇中
心幼儿园）

赏识的关键是激活幼儿
丁文文

心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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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我做的月饼！”巧手的孩子
们和家长一起和面、按皮儿、放馅
儿，团团捏捏放入模具中，轻轻一
压，一款款独特又美丽的月饼就做成
啦！

在中秋节来临之际，为了让孩子
们更加深刻地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源
远流长，增加对中秋节及月饼的美好
寓意的理解，丰富幼儿的民俗知识，
山东省安丘市经济开发中心区幼儿园
举办了“浓情十月，爱在中秋”亲子
做月饼的活动。

张振升 摄

做月饼
迎中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