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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魏海政）“在语
文‘我上学了’这个单元，要用 5 个
课时教学，通过听故事、讲故事，让
一年级新生感受语文学习的快乐。
教学方法主要以观察图画、听读儿
歌等为主，引导一年级新生初步了
解做一名小学生的基本要求，逐步
培养树立小学生的角色意识⋯⋯”

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后，济南
市舜耕小学的教师多了一项新的业
务学习内容，一年级所有教师都认
真学习了山东省一年级“零起点”
教学标准，一年级的班主任也与任
课教师郑重签署了“零起点”教学
承诺书。

一年级“零起点”教学标准的
业务学习和承诺践诺，来源于今年
秋季新学期开学前，山东省教育厅
公开发布的关于做好小学一年级

“零起点”教学工作的明确要求。
“从今年秋季入学起，小学一

年级实施‘零起点’教学，严格执
行国家和山东省义务教育课程设置
方案要求，按规定开齐课程、上足
课时，严禁随意增减课程和课时。
要科学制订、严格执行学期教学计
划，严禁超前教学。按照国家和山
东省定课程教学大纲进行教学，严
禁超纲教学。”山东省教育厅基教
处处长仲红波说。

为什么要搞“零起点”教学
呢？山东这一举措旨在配合做好幼
儿园小学化倾向治理工作，切实减
轻学生课业负担。“幼儿园小学化
带来的危害，一是对孩子天性的扼
杀，二是传统教学带来的压力影响
孩子心情，进而影响其未来发展，
三是家庭支出增加，家长负担很
重。”日前，山东省委教育工委常
务副书记、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邓云
峰，在回答山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五次会议联组会议对学前教育
改革发展工作的专题询问时说。

“山东主要从幼儿园保教内
容、方式、环境、教师 4个方面专
项整治幼儿园小学化问题。要避免
把小学内容放到幼儿园里去教，通

过游戏来安排幼儿园生活，环境要内
外结合、开放多样，对难以适应学前
教育的教师开展岗位适应性培训。”
邓云峰说。

“‘零起点’教学，首先是让抢
跑的家长退回到起跑线上，更重要的
是，避免更多的家长抢跑，鼓励家长
多和教育部门、学校沟通，形成家校
共育的强大合力。”仲红波说。

为此，山东省教育厅首先明确了
小学语文、数学学科的“零起点”教
学标准。

记者看到，在小学一年级语文
“零起点”教学标准中，明确规定
“我上学了”这个单元要用 5 个课时
教学。第一单元要上 14 个课时，内
容主要包括利用已有的生活经验及多
种识字方法识字，产生主动识字的愿
望，培养学生写字时坐端正、握好笔
等良好习惯；在游戏中体验大声说，
让别人听得见；注意听别人说话，以
及用听读、唱读的方式和大人一起读

《小兔子乖乖》，能正确朗读等。
在小学一年级数学“零起点”教

学标准中，关于“数的认识”，明确
要求结合具体情境认识 0—10 各数，

按照课程标准和教学计划开展教学，
并强调“不能因为部分学生已经会读
写 0—10 各数，而擅自削减课时”；
关于“数的运算”，要以结合具体情
境理解加减法的含义、学习 10 以内
加减法计算为教学起点，强调“不要
过分追求计算速度，不提倡过早地组
织口算比赛，不要求学生以背诵的方
式提高计算速度”。

抢跑一时并不一定代表能够跑得
更远。“‘零起点’教学就是遵循学生身
心发展规律的教育，是回归教育原点
的教育，就是要让孩子在同一起跑线
上起步，不抢跑，不拔高，促进孩子迈
好小学阶段学习的第一步。”济南市舜
耕小学校长胡爱红认为。

该校学生家长祝盛楠也说：“我特
别支持‘零起点’教学，因为开学后孩
子每天上课还是很愉快的，每天放学
回家都是又唱又跳的，非常开心。”

为了做好一年级“零起点”教学
工作，山东很多学校还通过问卷调
查、实地访谈等，全面调研学情，专
门研发了一年级新生的“零起点”入
学课程。如山东省济南市营市东街小
学就按照全面落实一年级“零起点”

教学的要求，为 2018 级学生量身定
制了“小学，你好”新生入学课程。

“其实，幼儿园也不想小学化，但
是为了迎合家长的需求，有时不得已
而为之。”山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副
教授张小永说，“现在小学开始有行动
了，幼儿园就可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
事情了。幼儿园主要的任务是帮助孩
子尽快适应集体生活和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生活习惯、自理能力，这都
是有益于孩子终身发展的能力。”

山东省教育厅基教处副处长王春
英告诉记者，山东目前正在研究制定
幼儿园幼小衔接指导意见，通过幼小
衔接电视节目宣传等举措，广泛传播
科学育儿理念，指导幼儿园和家长科
学开展保教活动。

山东省教育厅还要求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和小学要层层承诺践诺，公开
教学计划，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同
时，加强教学研究和指导督导，严肃
查处违反规定的行为和问题。小学一
年级的教学规范情况，还要与市县教
育质量、群众满意度评价、校长职级
制考核等挂钩，切实为学生身心健康
发展开好头、起好步。

严禁超前超纲教学 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山东：严抓“零起点”治理小学化

我是一名普通的幼儿园教
师。自 1999 年从幼儿师范毕业
后，我在一个小乡镇工作了将近
20 年，教得最早的幼儿如今已
经成家立业。

2017 年末，一场鹅毛大雪
在大家的期盼中如约而至。头天
晚上，我早早就已收拾好第二天
早上要带到幼儿园的几件小毛
衣、毛裤。这样的事，之前经常
做，女儿的东西也时常被我带到
幼儿园布置区角。

第二天早上，推开窗户，我喜
忧参半。喜的是一夜大雪，让整个
世界换上了童话般的新妆，可以带
娃娃们打雪仗了；忧的是班上的几
个哈尼族孩子怎么来上学。

一个月前，班上转来几个哈
尼族孩子，他们随同打工的父母
来到此地。由于生活习惯不同、
语言不通，这些孩子刚来时有点
抵触，所以，这段时间我都比以
前早半小时到园。

出了门，外面很冷，我不由

倒吸了一口冷气。路面结了冰，很
滑，我只得采用“鹅行”的姿势向
公交站台走去。突然手机短信提
示：“今天积雪太厚，公交车停运
半天。”这可怎么办？打车？我没
有犹豫，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将
近 18 公里的路程，出租车司机其
实不太敢冒险挣这份车费。我好说
歹说，并且用了平时两倍的车费，
才“打动”了司机。

路上行人寥寥无几。“不知道
他们今天吃早饭了没有？”我暗自
担心，“司机，停一下，我去买几
个包子。”

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今天开
了将近一个小时。推开车门，我习
惯性地跑进幼儿园接待室，门卫师
傅告诉我：“你们班几个娃不肯在这
里，到班级门口去了。”我赶紧狂奔
到教室，那几个瘦弱的孩子正站在
教室门口等着我呢，个个小手小脸
冻得红通通的，睫毛上挂着雪花。

他们看见了我，有几分惊喜，
也有几分胆怯。我招呼他们进了教

室，打开空调，让他们站在热风下
暖和身子。“你们吃早饭了吗？”几
个娃听不懂我的话，只是咧着嘴

“嘿嘿”笑着。我从羽绒服口袋里
掏出几个还挺热乎的包子递过去，
他们顿时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我微笑地看着他们，伸手摸摸
几个孩子的衣服，果然穿得很少，于
是麻利地从袋子里拿出了毛衣、毛
裤给他们换上，孩子们嘻嘻地笑着。

等孩子们理好衣服，我蹲下来教
他们说汉语：“老师早、老师早⋯⋯”
孩子们看着我，真诚的目光中闪烁着

光芒，我欣喜地鼓励他们。半天，
一个孩子小声地说：“妈妈早。”其
他几个孩子大声附和起来：“妈妈
早，妈妈早⋯⋯”

那一刻，我内心无比激动，半
蹲的身体向前倾了一下，一把抱住
他们。我没有想到，这些哈尼族孩
子会说的第一句汉语，居然是“妈
妈早！”

窗外的雪花还在飘着，教室里
春意盎然。我心里暖暖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仪
征青山镇中心园）

汉族“妈妈”与哈尼族孩子
蔡冬梅

笔者到幼儿园视导工作，经常看到、听
到这样的情况：幼儿园环境里只要出现汉
字、拼音，就会有“小学化”的嫌疑。我不
禁深思，幼儿如果对简单文字、数字、拼音
字母感兴趣，在各种游戏中快乐感知学习这
些符号，难道不可以吗？有汉字拼音就一定
是“小学化”吗？非也。

语言是交流和思维的工具，幼儿期是语
言发展的关键期，它贯穿于幼儿学习与发展
的各个领域。语言本身是一个凝缩的符号系
统，包括语音、语法、理解与表达等。汉字是
象形文字，拼音是可读式文字，它们都是幼儿
学习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幼儿可以学习汉
字，阅读绘本或图画书，同样也可以学习拼
音，感知拼音，做有关拼音的游戏。因此，早
期阅读中的前阅读和前书写可以是阅读和书
写文字、拼音、数字、各种标志与符号等。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提出，
“应在生活情境和阅读活动中引导幼儿自然
而然地产生对文字的兴趣”。要“在绘画和
游戏中做必要的书写准备”。那么，究竟怎
样帮幼儿做好书写准备？

以幼儿“学拼音”为例。首先，幼儿在
游戏中快乐感知拼音、玩拼音是可以的。因
为幼儿对语言的兴趣和知识经验获得，是通
过自身经历建立起来的。幼儿是具有很强学
习能力的，几乎所有幼儿在 0—6 岁这一

“读写准备期”里，就显露出读写萌发，表
现出对读写的兴趣和理解。在语言丰富的情
境下，幼儿会自然地发展出对语言文字及各
种符号 （包括拼音） 的兴趣，并尝试涂鸦式
的“画字”“模仿字”书写。

《指南》 语言领域“阅读与书写准备”
有三个目标，在第三个目标“具有书面表达
的愿望和初步的技能”中提到：小班幼儿喜
欢用涂涂画画表达一定的意思，中班幼儿愿
意用图画和符号表达愿望与想法，大班幼儿
愿意用图画和符号表现事物或故事。这就要
求鼓励幼儿在未能集中识字和写字之前积极
与文字符号互动，乐于通过画字或画符号来
交流或表达情感和思想。

可以这样说，在早期读写等非正规活动
中，幼儿感知拼音、玩拼音、画拼音是可能
的，不仅可以丰富幼儿游戏范围和游戏经
验，而且可以拓展幼儿的思维，产生对拼音
文字的前读写萌发，也能让幼小两个学段的
教育形成一个有机的连续体。这与系统地、
枯燥地“教授”拼音、规范书写拼音的“小
学化”教育完全是两码事。

其次，幼儿的发展是全方面的，有很多
发展方向。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是危险
的，但是缺失一些必要的早期兴趣萌发和初
步感知经验，幼儿的发展将是不全面的。如
果幼儿想学、喜欢学拼音而不给他机会和环
境，同样违背幼儿发展的规律和教育本质。

汉字和拼音作为幼儿早期读写的内容，幼
儿如果感兴趣，有学习的心理准备并喜欢通过
各种方式进行游戏性学习，那么对其进行拼音
的渗透性教育，可以激发幼儿在一个活动中的
多种学习视野。游戏的内容和主题可以是与
拼音、汉字、数字有关的游戏。例如，可以在体
育游戏、建构游戏和自由游戏中，渗透拼音符
号及发音、形状有关的内容。

随着幼儿园“小学化”治理的推进，各
地纷纷发文专项治理幼儿园提前教汉语拼
音、识字、计算、英语等小学课程内容，目
的是禁止幼儿园进行知识技能性强化训练，
扭转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兴趣的教
育方式，这非常正确。与此同时，高校幼教
专家、幼教教研员和园长也要深度理解政策
方向，做好有关引领工作，让教师和家长对
幼儿应该如何感知汉字拼音有一个正确的认
识，避免因误读导致教学实践发生偏离。

（作者单位：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有汉字拼音
不一定是小学化

李传英

聚焦“幼小衔接”

本报讯 （记者 徐光明） 日
前，江西省《南昌市关于实施第三期
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2018—
2020 年）》出台，提出到 2020 年，南
昌全市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合
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网络，学前
三年毛入园率达 90%以上，公办园
占比达 4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率达85%以上。

《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全市
城区还将新建公办园20所，回收住
宅小区配套幼儿园举办为公办园
50 所 ，同 时 推 动 常 住 人 口 超 过
2500人的行政村建设村级公办园。

南昌2020年普惠园
覆盖率将超85%

动态播报

本报讯 （记者 赖斯捷） 记者
日 前 从 长 沙 市 教 育 局 获 悉 ， 自
2018 年初至 9 月，该市 2010 年后
建成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已有 143
所移交给所在地政府，占全部符合
移交条件幼儿园的62%。

移交后的幼儿园，每月收费标
准将按公办园或民办普惠园标准执
行。这意味着，原来每月需花费数
千元不等的家长，现在每月只需缴
纳 1000 余元保教费和伙食费，子
女即可入园就读。按照既定计划，
长沙将在今年内基本完成全市符合
条件的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工作。

长沙143所城镇
小区配套园移交政府

幼儿园教师的心中永远装着孩子。他们总是能敏感地觉察到孩子的
需要和困难，总是像妈妈一样照护每一个孩子，呵护每一颗幼小的心
灵。孩子发自内心的一声“妈妈”，是对幼儿园教师最好的报答。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孩子发自内心的一声“妈妈”
虞永平

【点评】

这就是

幼师

日前，在湖北省竹山县
宝丰镇幸福娃幼儿园的操场
上，打腰鼓、跳竹竿舞等民
俗舞蹈进入幼儿的生活。

据悉，为了进一步丰富
幼儿体育活动的内容，促进
教师更加科学合理地组织幼
儿锻炼，增强幼儿参加体育
锻炼的兴趣，宝丰镇在全镇
28 个学前教育机构开展民
俗舞蹈和体育活动，发展幼
儿走、跳、跑、投等动作技
能，同时让幼儿体会集体合
作的快乐。

朱本双 张凤 供图

打腰鼓
强身体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近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
《山东省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 和 《山东省无证
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山东要求，按照“属地负责、因
地制宜、分类指导、长效治理”的原
则，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集中
对城镇居住区配套未规划幼儿园、
规划幼儿园不足、建设不到位、移交
不到位、使用不到位五种情况进行
整治。2020 年底前全面完成整改
任务。对无证园的专项整治工作，
要落实政府责任，实行属地管理，坚
持部门协作，实行齐抓共管，疏堵结
合、分类治理，按照“准入一批、整改
一批、取缔一批”的原则，“一园一
案”妥善做好清理整顿工作。

山东专项整治居住区
配套园和无证园

““小学化小学化””专项治理专项治理
进行时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