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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我帮助过各种各样
遭遇分离焦虑的孩子，其中，瓜瓜
的表现最为典型。瓜瓜从完全排斥
幼儿园到完全适应，大约持续了一
个半月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每
个阶段我都按照观察并记录幼儿的
行为—分析幼儿的行为—制定教学
策略这三个步骤来帮助瓜瓜，同时
用学习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而
有效解决了瓜瓜的分离焦虑问题。

阶段一：排斥对抗
刚入园的前两周，每天早上瓜

瓜都哭着来幼儿园，在园期间也会
间歇性地抽泣，有时不肯喝牛奶，
有时不肯吃饭，有时尿裤子后不告
诉老师。瓜瓜不参加任何活动，老
师一跟她说话她就哭。

瓜瓜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着上
幼儿园这件事。

为尽快建立起瓜瓜与幼儿园的
情感依恋，我想了许多办法。了解
到她很喜欢“毛毛虫”的故事，我
就找来《毛毛虫喜欢吃什么》投放
在阅读区。当她进入阅读区时，我
就主动讲给她听。我还将这个故事
录成音频，让瓜瓜妈妈每天睡觉前
放给她听。

当我知道瓜瓜妈妈很擅长厨艺
后，就建议她到班上当一次“妈妈
老师”，同时让瓜瓜做小帮手，让
她体会自己在集体中的重要性。瓜
瓜在活动中很活跃，时不时补充妈
妈的话，给妈妈递东西。我第一次
看到瓜瓜的表情和行为那样自如。
虽然妈妈离开时瓜瓜哭了，但她还
是乖乖跟着我回教室了。

阶段二：渐入佳境
在接下来的两周，瓜瓜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她开始尝试有难度的
木梯子游戏，开始参与美工区的剪
纸游戏，开始主动举手发言，尿裤
子后会主动告诉老师⋯⋯

很明显，瓜瓜在班级的活动范
围和活动内容开始扩大，对老师和
班级环境开始产生熟悉感和安全
感。我的教学策略起作用了。

在班上，我经常找时间跟瓜瓜单
独聊天，不管她是否回应我，我都热
情以对。渐渐地，瓜瓜脸上的笑容多
了起来。我又陆续给瓜瓜录了很多
睡前故事。瓜瓜妈妈说，瓜瓜不听我
讲故事都睡不着了。周末休息时我
会跟瓜瓜语音或视频对话，不想因两
天假期而让我们的关系疏远。

阶段三：随遇而安
入园一个半月后，在我与家长

的合力下，瓜瓜开始跟同伴一起玩
拼图。有一天，我邀请她跟我一起
参与了班级所有的活动，她都完成
了。又有一天，瓜瓜的爸爸妈妈带
来炉子，跟小朋友们一起烤红薯。
爸爸妈妈离开时瓜瓜没有哭，很高
兴地跟他们说再见。最终，瓜瓜可
以跟其他小朋友一样，独立参与所
有班级活动了。

至此，瓜瓜已经基本适应了幼
儿园的生活。

瓜瓜的故事较为典型地呈现了
幼儿适应环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
中，幼儿园与家庭的相互协作缺一
不可，同时，还要找到能够缓解幼儿
分离焦虑的抓手，即运用学习故事。

借用学习故事缓解分离焦虑
姚计平

幼儿入园“三步曲”

新学期伊始，班上来了一个叫骏
骏的小朋友。我很少看到这样的孩
子：一条皱皱巴巴的裤子，裤脚拖在
地上，上衣的领口和袖口脏得看不出
原本的颜色，短短的头发还打着结。
骏骏的入园申请表上，出生年月日一
栏只写了个“正月十五”。当我跟家
长核实，孩子是哪一年出生时，他爸
爸竟摇摇头，表示不知道。这让我很
吃惊。

接下来的日子，我算是领教了骏
骏的“厉害”。他每天的生活都可以
用“打”“喊”“躲”三个字来概括。
和 小 朋 友 发 生 矛 盾 ， 首 先 亮 起 拳
头，打不过就“喊”，碰到更强大的
对手就“躲”在角落里。教室里经常
有小朋友的告状声：“老师，骏骏打
我 了 ！”“ 老 师 ， 骏 骏 把 我 的 书 撕
了！”他仿佛一刻也闲不下来。

“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我还
没想出应对之策，麻烦事就来了。家
长集体找到园领导，要求开除骏骏，
否则集体退园！面对家长的愤怒，作
为主班老师的我发愁了。

怎么办？

看来，我只好跟骏骏爸爸讲明这
件事了。傍晚，小朋友和家长离园
时，我把这父子俩单独留了下来。不
料，骏骏爸爸却一脸愁容：“丛老
师，说老实话，我就是为了孩子能受
好的教育，才离开老家，来到这里
的。我真的在认真管他，从来没给他
过笑脸，每天都打，他都不敢亲近我，
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我是真没办法
了，只能指望老师您了！”说着，骏骏爸
爸就要给我鞠躬。我立即扶起他，再
一次打量起这个孩子。奇迹发生了：
在班级一角，我第一次看到骏骏静静
地坐着，没有乱跑乱闹，而且，他在用
怯懦的眼神偷偷瞄我。就在那一刹
那，我突然听到内心一个响亮的声音
在说：“不要抛弃他！”第二天，我用沙
哑的声音对家长们承诺：“请给我一
点时间，我会让他改变的！”

从此，我开始了读懂骏骏的“艰
难”历程。一连几天，下班后，我都
直奔骏骏家，有时也去访问他们一起
来打工的老乡，了解骏骏的家庭情
况。原来，骏骏的妈妈有精神问题，
他奶奶怕妈妈把孩子带丢了，就把骏
骏和妈妈长期关在家里，所以骏骏不
懂怎样与人交流。骏骏爸爸脾气不
好，骏骏不听话时，他喜欢粗暴地用
拳头说话。后来，骏骏爸爸带着一家

人在幼儿园附近开了一家面馆，把骏
骏送到幼儿园时，他就像突然被放出
来的一匹“小野马”，兴奋地感受着
这个新的世界，却不会与人交流，只
能用野性证明自己的存在。

骏骏的成长环境揭示了他的行为
密码。那么，我能改变他吗？怎样才
能让这匹“小野马”“变形”？我苦苦
思考着。

我想起了苏霍姆林斯基，在他的
学校里，孩子们大多来自战后残缺不
全的“病态”家庭，但是，他用最大
的勇气和决心改变了那些孩子。他曾
经说过：“要成为真正的教育者，就
要把自己的心奉献给他们。”

那么，就让我从这种深沉的爱开
始吧！

骏骏是回族人，不吃幼儿园的
饭。他爸爸给他送的午饭大部分是拉
面，时间长了他有些吃腻了。有时，
看着小朋友盘里的红烧肉，他就去
抢。所以，我总是提前了解幼儿园的
食谱，等小朋友们吃肉时，我就把在
家里做好的牛羊肉拿出来，放在骏骏
的盘里。看着他吃得津津有味，我很
开心。他的衣服脏了、破了，我就帮他
换上我儿子小时候穿过的衣服，给他
洗澡，帮他理发。骏骏变得干净多
了。小朋友开始跟他玩游戏了，家长

们有时也会友好地摸摸他的头。
这些来自老师、同伴，以及家长

们聚集过来的爱，正慢慢滋养着骏骏
幼小的心灵。

随着对骏骏了解的深入，我观察
到他并不是每时每刻都“野”。比如
玩橡皮泥时，他就能安静很长时间。
于是，我送给他一大包五颜六色的太
空泥。他很有灵性，动手能力也很
强，捏的孙悟空、猪八戒、小兔子稚
拙可爱，像模像样。

了解到这些情况，我决定下一步
从他的优势开始，让他找到自尊，寻
求突破。

一次，我带他去幼儿园的储物间
拿东西。那个门比较难开，我假装打
不开，他却很轻松地帮我打开了，我
满含感激地说：“谢谢骏骏！”我突然
发现他的眼睛亮了一下，走过去很
远，还在回头看那扇门。他找到了自
己的价值。

六一儿童节时，我发现骏骏很擅
长充气球。于是，我请他当小助手。
很多小朋友都向他投去羡慕的目光。
他一遍遍保护着那些充好的气球。他
找到了自尊。

班上的小朋友都从家里带来图书
进行分享，骏骏没有，尴尬地站在小
朋友旁边，眼里闪出羡慕的光。我马

上去给他买了两本，并在书的封面上
端端正正地写上骏骏的名字。他一遍
遍地念着，仿佛在向这个世界宣告，
他也有自己的书了。中午，他把两本
书紧紧地抱在怀里，第一次安静地入
睡了。我仔细端详着他，才发现他那
么惹人疼爱。

一天中午，我午休醒来时，突然
发现身上多了条毛巾被，原来是骏骏
悄悄帮我盖上的。虽然那只是一个微
不足道的小动作，但是我清楚，在他的
成长中，那是一个多重要的里程碑：他
知道关爱别人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话
再一次回响在我耳边：“情感，形象地
讲乃是高尚行为的肥沃土壤⋯⋯心灵
的易感性和同情心都在童年形成。”我
庆幸没有放弃骏骏。

与此同时，我也不断跟骏骏爸爸
分享骏骏进步的点滴，他爸爸不再对
他动手了。在拉面馆里，人们经常会
看到骏骏快乐地跟在爸爸后面，有时
还帮助招待来来往往的客人，难得的
笑容终于荡漾在了这对父子的脸上。

骏骏这匹差点脱缰的“小野马”
正在爱的洗涤下，悄悄地变成一匹

“小骏马”。我祝福这匹“骏马”在未
来一路奔腾向前！

（作者单位：山东省烟台市市级
机关幼儿园）

小野马变小骏马
丛素宁

我们班有一个叫小童的孩子，她
各方面能力都比较突出，所以，我经
常表扬她，同时希望她能为大家树立
好的榜样。可是最近我发现，老师的
表扬竟然对小童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幼儿园，孩子们每天中午都是
在散步回来后去小便，然后上床睡
觉。一次午饭后，我看到小童小便后
又回到班内转了一圈，然后又返回盥
洗室和几个同伴聊天，迟迟不肯睡
觉。于是我立刻问她：“你不是小便
了吗，为什么不去睡觉？”我的语气有
些严厉，不同于平时表扬她的语气。
没想到，就这么一句话，小童委屈地哭
了，嘴里还嘟囔着“我不喜欢你了”。
整个下午，小童都一直噘着嘴。身为
小组长的她给其他人发材料时随手一
扔，将材料扔到了其他小朋友的面前，
吓了小朋友一跳，小童也没有道歉，转
身又给下一个小朋友发。

这件事发生后，我意识到自己的
处理方式不妥。在区域活动中，我找
到小童一起坐下，跟她玩了一会儿，顺
便聊了聊中午的事。我先是向小童道
了歉，同时也很耐心、平和地指出了她
身上的问题，希望她以后能够改正。
过了许久，小童答应了我的请求，向下
午发材料时吓着的孩子道了歉。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那些
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强的孩子，往往会
更多地受到老师的关注。但正是因为
老师的关注和喜欢，这样的“好孩
子”有时会变得骄傲、自大，形成嚣
张跋扈的性格。

那么，面对这样能力突出、自尊
心又强的孩子，应该怎样教育呢？

实际上，越是“好孩子”，老师
越不能投入过多的关注在他们身上。
当他们在某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老
师不应过分表扬，或者可以过一段时
间再表扬，以免他们过分骄傲。即使
表扬，也要对事不对人。因为对人的
表扬往往会增加幼儿的虚荣心，而对
所做事情的认可往往能增加幼儿的成
就感。比如，在美工活动的时候，小
童很快便将小狗的折纸折好了，但我
没有过分表扬她，只是向大家表扬了
小童认真听讲的行为。

“好孩子”往往自尊心比较强，
因而有时就显得更脆弱。当他们受挫
时，老师应适当冷处理，而不必迅速
反应，因为老师的敏感会强化孩子的
骄傲自大感。而老师适当采取“冷处
理”，却可以帮孩子慢慢消化情绪，
从而使他们的内心变得更强大。

小童虽然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强，
但也有不如别人的地方。比如在户外
活动中，大家一起玩“小兔子蹦蹦蹦”
游戏，四人一组比赛双腿连续跳，小童
跳得比较慢。老师奖励了赢得比赛的
幼儿，其中没有小童，她脸上流露出很
不高兴的表情。我没有及时安抚小
童，只是在集体当中，引导大家正确面
对输赢。户外活动结束后，我看到小
童的情绪已经改善了很多。

同时，老师的工作如果不能取得
家长的支持，那么效果就会大打折
扣。尤其对于“好孩子”来说，家长
也普遍认为自己的孩子很优秀，容易
产生自大心理。所以，老师应当做好
家长的工作，让家长真正意识到孩子
身上出现的问题，从而帮助孩子更好
地成长。

幸好，小童的家长非常理性。我
与小童妈妈沟通后，她立刻重视了起
来。我与小童妈妈达成一致意见，当
小童在家里表现好时，要客观理性地
表扬，不能夸大，更不能让小童产生
自满情绪。相反，当她做得不好时，
也不要打击孩子的自信心，而是努力
帮助她。小童妈妈还鼓励她，平常在
幼儿园要多帮助小伙伴，与大家一起
成长。

在家长与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小
童的性格改变了很多。她不再骄傲，
相反，变得很谦虚，也更努力了。慢慢
地，她与越来越多的人成了好朋友。

不同类型的孩子，教育方式理应
不同。作为老师，不但要善于发现不
同孩子身上的问题，同时还应当寻找
适合不同孩子的教育方法，帮助他们
更好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从而完
善自己。

（作者单位：北京市大兴区礼贤
镇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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峦
又是一年入园季，各幼儿园老师又将面临一

场巨大的挑战。一大拨幼儿纷纷涌入幼儿园，要
有很长一段时间，老师们都要忙于应对幼儿因与
家人分离而出现的“哇哇大哭”局面。由于个体
差异明显，幼儿适应幼儿园的时间有长有短，有
的幼儿一两天就能适应，有的则需要几个月甚至
更长的时间。老师的职责就是尽力帮助那些分离
焦虑严重的幼儿缩短适应新环境的时间。

当幼儿完全不熟悉幼儿园时，
他们在园期间常会焦虑、紧张，不
配合老师的工作，在家也会不停地
强调“不要上幼儿园”。

这一阶段，我在学习故事中
记录了幼儿因不适应新环境所表
现出的典型行为，比如哭闹的时
间很长，盥洗、吃饭、午睡等常
规活动不能正常进行，不愿意参
加班级活动，不跟老师和同伴交
流等。每天，我都会记录下幼儿

焦虑情绪发作的频率、程度等，
从 而 为 自 己 的 教 学 策 略 提 供 依
据，同时让家长全面了解幼儿在
园的动向。

在学习故事中的分析部分，我
对那些分离焦虑比较明显的幼儿进
行了评价。比如，瓜瓜有比较严重
的分离焦虑，很难接纳陌生人与陌
生环境等。接下来，我对幼儿产生
焦虑的原因进行简单分析。比如，
瓜瓜对父母过于依赖，但父母没能

用理解缓解陌生感

在入园前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独立
性；同时，瓜瓜性格比较内向，与其
他幼儿难以较快地建立熟悉感。

在策略部分，主要是给家长和老
师的建议。对于家长来说，首先要理
解并接纳幼儿的情绪，要明白这是幼

儿产生分离焦虑时的正常反应。因
此，我告诫家长不能因为瓜瓜每天哭
闹而产生厌烦情绪，更不能对孩子做
出负面引导，比如“别的小朋友都不
哭了，就你哭，烦死了，再哭就不要
你了”。我要求家长一定要配合老师，

帮助瓜瓜尽快熟悉幼儿园，熟悉老
师，熟悉同伴。作为老师，更要接纳
瓜瓜的行为，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给她足够的自由。要允许瓜瓜暂时不
参加活动，给她一个能独自发泄情绪
的空间。

当幼儿的情绪趋于稳定，饮食、睡
眠都基本正常，也能够正常参与一日生
活时，可以认为幼儿已经基本适应了集
体生活。这时，老师对于幼儿的特别关
注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当较长一段时
间内，幼儿在情绪上不再出现反复，这
才能彻底确认幼儿已经克服了分离焦
虑，顺利度过了入园适应期。

这一阶段的学习故事，不需要像
前两个阶段那样频繁、详细，主要记
录幼儿出现的反复行为。比如某一
天，幼儿突然毫无征兆地情绪低落，

说想妈妈了。分析这一阶段幼儿的表
现，主要也应集中在对个别事件的分
析上。比如幼儿突然说想妈妈了，是
不是因为这一阶段老师对他关注得有
些少了，又或者幼儿家庭内部产生矛
盾了？找到原因后，就要制定相应的
策略，重点击破。同时要多与幼儿家
长沟通，尽快解决个别事件，从而巩
固幼儿刚刚与班集体建立起来的情
感，防止情绪上再出现反复。

在解决新入园幼儿分离焦虑的过
程中，家长对老师的信任是非常重要

的。但是在新生班，老师对于家长来
说也是陌生的，要想很快建立信任是
比较困难的，因此，聚焦于学习故事
是很好的选择。学习故事可以清晰地
呈现幼儿的活动状态，展现幼儿的发
展水平，还可以呈现后续的支持策
略。将学习故事与家长分享，家长就
能及时了解幼儿的情况，配合老师的
工作，从而架起家园联系的桥梁，真
正实现家园共育。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奥体艺
术幼儿园）

持续关注巩固集体情感

接下来，幼儿对幼儿园不再完全
陌生了，这时，他们就像一个个试探
者，会尝试着去参加一些活动。他们
会有一些细微的改变，比如愿意吃饭
了，但是吃得不多；愿意参加体育锻
炼了，但是没把握的内容还是不玩；
会进入区域玩游戏了，但是每天都只
去同一个区域；会主动跟老师说话
了，但是声音还是很小⋯⋯这些我都
以图文结合的方式记录在学习故事
中，并呈现给家长看，让家长能够看

到孩子的变化。
确定了幼儿在这一阶段的心理状

态是既想尝试但又害怕后，我制定了
具体的教学策略：老师要让孩子多产
生成就感，从而尽快建立起良好的师
幼关系，同时要求父母更紧密地配合
老师。比如，我会给瓜瓜讲睡前故
事，跟她语音、视频，让她放学后也
能够接触到老师等。邀家长参与班级
活动，帮助幼儿在班集体中建立自
信。我将学习故事展示在班级墙上，

分享给家长看。比如瓜瓜妈妈通过
学习故事看到了瓜瓜在幼儿园的进
步，对老师十分感激，也非常配合
我的工作。她会按照我的指导，在家
给瓜瓜讲关于入园适应的绘本，跟瓜
瓜玩“上学去”的游戏，每天给瓜瓜
看她和同伴在幼儿园活动的照片。这
个阶段，学习故事很好地帮助孩子建
立了自信，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有能
力和有力量的，不再需要事事依赖父
母。

用鼓励增强熟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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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江苏省南京市奥体艺术幼儿园两名刚入园的孩子因玩娃

娃的事争执不下

，老师介入安慰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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