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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中班的一个小女孩来找
我。她说：“我觉得妈妈很讨厌，不知
道她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学这么多东
西，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她是我妈
妈，她是爱我的，爱一个人就应该让
他高兴，可她这样做，我很不高兴。
我告诉了她，可她为什么就不听呢？”

我认真听完了她的问题，对她
说：“妈妈是爱你的，但她可能不理解
你，因为不是每个大人都能理解小
孩。”她回答说：“可是在这个幼儿园
里，人人都爱园长妈妈，因为你能听
懂我们说的话。”

我突然想起了哲学家雅斯贝尔
斯的话：“我们可以在孩子们提出的
各种问题中，意外地发现人类在哲学
方面所具有的内在禀赋。我们常能
从孩子的言谈中，听到触及哲学奥秘
的话来⋯⋯”

我像发现了宝库一样，从此越发
关注儿童的哲学思考。

激发儿童的哲学思考

除了经常倾听儿童的问题，每
周，我们还会有意识地提出一个问
题，让孩子们思考、讨论。

幼儿园里曾有两只兔子，叫花花
和草草，它们生下了 5 只可爱的小兔
子。冬天时，我们把它们寄养到 7 个
小朋友和老师家里。一个冬天过去
了，回到幼儿园的兔子却只剩 5 只。
另外 2 只去哪里了？原来，花花和它
的一个孩子去了另外的世界。孩子
们能接受吗？我们决定，和孩子们一
起讨论一下“生死”问题，因为这是每
个人一生中都绕不过去的话题。

问题一：死亡可怕吗？
侯尧（3 岁半）：死亡就是消失，

以后都看不见了，所以很可怕。
马羽萱（6 岁）：死亡很可怕。很

多动物就是因为死亡才灭绝的，这个

世界就不美了。
刘旭冉（6 岁）：不可怕。死亡代

表我们的生命到头了，这是一件很自
然的事，所以我不会害怕。

⋯⋯
问题二：人死后去了哪里？
黄彬宸（3 岁半）：会去一个有亮

光的地方，别人也能看到他。
冯妙涵（5 岁）：人死了，会去另

外一个世界活着。
张夷陵（5 岁半）：人死了之后就

会变成星星，然后又到了人的肚子
里，变成小宝宝。

⋯⋯
问题三：亲人死亡会带给我们什

么样的感觉？
全奕单（4 岁半）：会让我们很伤

心，很难过。
陈刘芷蘅（6 岁）：带给我们很多

的伤心和孤独。因为这个世界上又
少了一个爱我的人。

牛亦菲（4 岁半）：死亡会带来希
望，因为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
问题四：生和死是什么关系？
黄嘉漪 （5 岁）：生是有，死是

没有。
李美凝 （6 岁）：死就是把生结

束了。
李治渔 （6 岁半）：生是开始，

死是结束。
⋯⋯
我们发现，儿童在谈论生死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而且他们对
待生死的态度非常豁达，让人震撼。

为激发孩子们更多的哲学思考，
每周二，我们都会在幼儿园的微信公
众号发布孩子们的哲学思考，我们把
这个板块叫“儿童的一百种语言”。
这些年，我们和孩子们讨论了“我从
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大人有时很奇
怪”“再见的味道”等 120 个话题，这

些话题涉及自己、家庭、朋友、自然、艺
术、人文社会、形而上的问题等 7 个大
类。你会看到，儿童对每个问题都有独
特的思考。我们也想用这样的方式记
录他们的思考，了解他们的哲思。

理解儿童的哲学

在工作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儿
童是天生的故事讲述者，更是天生的哲
学家。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会像
哲学家那样追问事物背后的原因，这些
问题、领悟和感叹都是他们对周围世界
积极探索、思考、认识与解释的结果。

因此，我总对老师们说，理解儿童的
本质在于理解儿童的哲学。如果我们不
理解儿童的哲学，我们就难以理解儿童
的思维方式，更谈不上对儿童精神世界
的了解。甚至在讨论课程时，我也经常
问他们：“在这个活动里，你的‘哲学目
标’是什么？”在这样的不断追问与反思
中，老师们终于也开始走进儿童，理解他
们的哲学观，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

园里的张晓敏老师说：“和孩子们
一起讨论的过程中，常常感到儿童比成
人更有智慧。”张芬老师感叹道：“在这
个过程中，没有谁好谁坏，只有独立的
思想在碰撞。”张蕾老师也说：“成人不
愿和儿童做过多的交谈，但是他们不知
道，儿童的心灵更接近真善美的境界。”

为儿童的哲学思考创造条件

我们发现，儿童哲学起源于儿童对
世界的困惑与不断的对话，在儿童与周
围世界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他
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所以，儿童哲学
不仅是儿童的生活方式，更是他们心灵
深处的内在冲动。我们要做的就是保
护好儿童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与纯真
的心灵，为他们的哲学生活创造条件。

首先是自由。儿童学习与思考时，

只有心灵自由，思想才得以表达。这些
思考与表达也得益于自由时间的供
给。因此，幼儿园的一日生活要为他们
提供大量的自由游戏与自由思考时间。

在幼儿园，我们会给儿童很多自由
讨论时间，过渡环节、区域活动，甚至在
刚进入午睡时，孩子们都可以自由交
流。因为自由才能让他们产生思想。

其次是好奇。好奇心是儿童的天
性，也是哲学思考的内在动力。儿童的
天性需要在成人的倾听中得以表达，同
时，他们在表达时又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任何事物都有可能引发孩子们的
好奇心。有位刚上小班的小男孩对能
否在男生小便池大便特别好奇。于是
有一天，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男生的
小便池大便了一次。我们尊重了他的
尝试，因为这个尝试很有可能引发他对
性别的进一步思考。同时，每次户外活
动，孩子们都会带回很多他们好奇的小
物件，我们会为每个孩子提供一个百宝
盒，让他们将这些“好奇”珍藏。

再其次是诗意。对于儿童而言，哲

学是充满诗意的，他们通过“诗意之思”传
达的人生智慧，甚至让成年人望尘莫及。

比如，关于结婚，孩子们会说“结婚
就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事，就像我爱
你”；关于时间，孩子们会说“时间就是
向日葵发芽、长高、开花”；关于再见，孩
子们会说“再见是眼泪的味道，因为有
时说再见会很难过，就会流眼泪”⋯⋯

最后是对话。儿童的哲学同成年人
的哲学思维一样，是一种反思性思维，只
能通过心灵的激荡与智慧的碰撞才能形
成。对儿童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
对话，完成他们精神或思想的重构与完
善。我们总是鼓励老师与儿童对话，并
记录下来，之后进行反思。老师们每周
完成的观察记录与教育笔记中总是充满
与孩子们温情而美好的对话。

当我们能够在更高层次上展现儿
童的天真，保留他们的敏锐，欣赏他们
的哲学思考时，我们才敢说，我们是在
保护儿童这个天生的哲学家。

（作者系中华女子学院附属实验幼
儿园园长）

呵护儿童这个天生的“哲学家”
胡华

乐乐，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是个乐
观的男孩儿，总是一副无忧无虑的样
子。但他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总是坐不
住，一会儿躺下，一会儿望着窗外发
呆，一会儿玩玩手指，一会儿又拉拉旁
边女孩儿的头发⋯⋯一切小事都能引发
他的兴趣。他喜欢游戏，但总听不懂游
戏规则；他喜欢和小伙伴一起玩，可除
了搂搂抱抱就是打打闹闹。虽然在别人
画画、玩游戏时他经常急得满头是汗，
但只要活动一结束，他便像什么事也没
发生一样又开心地玩了。

我曾无数次鼓励过他，也尝试用严
厉的语言告诫他，但他的行为始终没有
改观。乐乐就像胡适笔下的兰花草一
样，虽然倾注了成人无数的关爱，却总
也不开花。

怎么办呢？我陷入了迷茫⋯⋯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指

出:要尊重幼儿发展的个体差异，支持
和引导他们从原有水平向更高水平发
展。我不禁思考，对于乐乐原有的发展
水平来说，我的要求是否太高了？怎样
才能帮助他呢？

正在我一筹莫展时，新生明明的到
来让一切出现了转机。我鼓励孩子们帮
助明明尽快熟悉幼儿园和班级环境。此
后，我常常发现乐乐主动拉着明明的手，
耐心地带他认识洗手间里的小毛巾、小
水杯；户外活动时，乐乐总是先找到明
明，带他一起玩（虽说他自己对游戏的理
解也不太准确）⋯⋯

很快，明明适应了新生活。此时，
我们进入了“我的伙伴多”这一主题活
动。我把乐乐这段时间的表现编成了小
故事讲给全班孩子听，让他们猜猜我说
的是谁。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是乐
乐！”乐乐羞涩地低下了头。

活动后，我和乐乐聊起了天，引导
他回顾和明明交往的过程及方法，使他
明白，做好朋友不仅仅是搂搂抱抱、打
打闹闹，更可以相互合作、帮助。之
后，我发现乐乐一下子从一个小顽童，
变成有了小小责任感的大哥哥了。我似
乎看到兰花草的绿叶中露出了一个小花
苞。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帮助乐乐的
突破口。

我问乐乐：“你除了教会明明认识
新幼儿园、新朋友，你还可以教他什么
呢？”我鼓励他看书、讲故事，和明明
一起交流书中的内容。渐渐地，我发现
乐乐会倾听了，理解能力也提高了。更
可喜的是，乐乐越来越喜欢读书了。

在一次探讨“动物传递信息的方
式”时，乐乐大胆举起手，自信满满地
说：“我知道，小蜜蜂用跳‘拉丁舞’
的方法告诉小伙伴哪里有蜂蜜。”这还
是那个每到上课就“神游”的小家伙
吗？我激动地说：“对，蜜蜂是通过舞
蹈传递信息的，不过不是‘拉丁舞’而
是‘8’字舞。乐乐，你从哪里知道这
个秘密的？”他骄傲地说：“是我家的动
物小百科书里写的。”

我仿佛看到一朵小花正在悄悄绽放。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

夏庄路幼儿园）

兰花草终于
开花了

孙艳

成长话题
倾听花开

这学期，因为园所搬迁，大班孩子来到了新幼
儿园。他们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特别是户外游戏区
域。在参观的过程中，孩子们不时发出惊叹。

参观结束后，我要求孩子们用画笔表现他们看到
的场景。他们描绘的游戏材料和游戏场地生动有趣，
体现了精细的观察力与思考力。最主要的是，我在孩
子们的作品中看到了他们对新园所的喜爱。

（本栏目图文由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三官
中心幼儿园教师陈乐、叶建梅、胡梦提供）

这里有漂亮的蘑菇房

，

有长长的走廊

。
（岳琦琦

）

这里有很多梯子

，我

和小朋友一起把梯子搬过来给胡老师

。

（陆耀东

）

这里有秋千

、轮胎和

彩色的爬网

。

（刘悦

）这里有个漂亮的房屋，像作坊。 （韩禹熙）

童心童语

我们的新幼儿园

中华女子学院附属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讨论花

朵凋零后会变成什么

。

田巍

摄

对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
创新提出“三师五岗”教学改革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转
型升级，再加之人们对购买产品个性化的需
求，促使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
实现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目标。然而，
企业要进行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就必须
要以具有掌握产品整套生产技术和具有精益
求精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作为支撑。基
于这一现实需求，学校以人才需求为导向，
以现代学徒制的职教理念为引领，于 2011 年
启动了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三师五岗”教学改
革与实践，积极寻求校企深度合作、企业全过
程参与教学的路径和方法，培养适合企业需求

的拥有一种岗位核心技术同时具备多岗位操作
能力的“一核多能”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从
而实现校企合作上的新突破和育人质量上的
新提升。

对接职业人才培养目标
创新实践“三师五岗”教学改革

“三师五岗”的育人理念。即：校企双方
依据专任教师标准和企业师傅标准确定学校教
师 、 试 岗 轮 岗 师 傅 、 定 岗 顶 岗 师 傅 “ 三 导
师”。同时，“三导师”依托识岗、试岗、轮
岗、定岗、顶岗“五岗位”针对职业人才培养
目标，对学生进行递进式培养，丰富了育人方
法， 优 化 了 育 人 路 径 。 学 校 通 过 创 新 实 践

“三师五岗”教学改革，使得人才培养质量逐

年提高，更加满足了企业提质量、创品牌的
需要。

（一） 试岗学习，轮岗实践，提升学生多
岗位技能

学生在识岗、试岗、轮岗阶段，校企双方
共同确定对应企业岗位的专业教师主要负责学
生在校期间的专业理论、专业技能教学和企业
实践期间的管理工作；企业选派一线岗位的

“多能工”担任企业师傅，主要负责学生在企
业识岗、试岗、轮岗阶段对应岗位的知识与技
能教学工作以及职业素养的培育。在识岗、试
岗、轮岗三阶段采用“12133”工学交替运行
模式。即：学生在校学习的第一学年，企业一
个月安排两名师傅到校从事一周的教育教学活
动；从第二学年开始，学生在校学习 3 个月，
再到企业学习 3 个月。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主要采用“理实一体
化”教学模式完成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以及识
岗任务。学生进入企业后，主要采用“五真五
动”的企业实践教学模式完成多岗位 （轮岗）
的技能学习实践，为学生今后的定岗以及顶岗
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定岗培养，顶岗实践，掌握岗位核
心技术

学生通过识岗、试岗、轮岗三阶段的学习
实践后，进入定岗、顶岗阶段的学习实践。校
企双方共同确定对应企业岗位的相关专业专任

教师，主要负责学生在企业实践期间的管理；
企业选聘技术能手、技能大师担任学生的企
业师傅，主要负责学生定岗、顶岗阶段对应
岗位的技能提升以及学生职业素养的提高。
即：第五学期学生跟随企业师傅在特定岗位进
行定岗学习，重点掌握该岗位的核心技术；第
六学期学生在企业师傅的指导下，逐步完成
特 定 工 作 岗 位 的 顶 岗 操 作 。 顶 岗 学 习 结 束
后，学生接受对应岗位的学校专任教师和企
业师傅共同组织的出师考核，考核合格的学生
既拥有一种岗位核心技术又具备多岗位的操作
能力。

（三）“三师”培育，“五岗”递进，提升
学生职业素养

学校在注重提高学生职业技能水平的同
时，更加注重学生职业道德、职业品质、职业
精神等职业素养的培育。在识岗阶段，着重在
对学生进行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的教育，让学
生认识职业、深入职业、感受职场氛围，初步
树立职业意识，完成职业角色的定位。在试
岗、轮岗阶段，加深学生对职业岗位的认识，
着重培养学生爱岗守责、团结协作、敬业奉献
等职业素养和职业态度。在定岗、顶岗阶段，
学生在向企业技术能手、技能大师们学习岗位
核心技术的同时，感悟企业师傅们的成长经
历，学习师傅们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
匠”精神。通过“三师”的言传身教以及“五

岗”的切身感受，学生入职前就积累了丰富的
工作经验，完成了职业素养的递进提升，为从

“自然人”到“职业人”的转变做足了准备，
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开展基于现代学徒制“三师五岗”教
学改革与实践，学校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教
师专业能力提升，服务行业、企业发展等方面
均取得显著成效。近年来，学校毕业生的双证
获取率由 2010 年的 83.6%提升到 2017 年的全部
获取。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由 2010 年的 72.6%
提高到 99.5%。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
得 14 金 32 银 31 铜的优异成绩。

2017 年，学校跻身全国中职学校技能大赛
前“十强”（位列第六），铸就了闻名遐迩的

“工商技工”品牌。专兼职教师教学科研能力
和水平显著提升，20 余名教师荣获国家级别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8 名教师获得全国职业院校
信息化大赛一、二等奖。该成果在改革实践
与推广应用期间，为大金空调 （上海） 有限
公司、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等企
业培养并输送了数千名具有“一核多能”的
技术技能人才，为推动合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强大动力。据统计，学校通
过“三师五岗”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就业满意
率和稳定到岗率均在 96.6%以上，企业满意率
高达 98.3%。

（杨宗武 张 容 易祖全）

重庆工商学校

现代学徒制的“三师五岗”教学改革与实践

重庆工商学校系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
校、中澳职教合作项目学校、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
位。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学校在深化校企合作、推进教学
改革、强化“双导师”队伍建设、提升学生职业素养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