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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赛霞

区域游戏是幼儿园课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教师介入指导是游戏发展的重要
助推力量，其有效性决定游戏的质量和
幼儿学习与发展的品质。因为游戏具有
不确定性，教师的介入也有不同的时机
和方式，因此，介入的有效性就成了幼
儿园教研的重点。在一次区域游戏教研
中，教师展示了对区域游戏的介入指导
过程，结束后，教师与评委专家进行答
辩互动。笔者也参与了此次研讨活动，
而且发现，不同教师介入指导游戏的效
果差别巨大。

游戏导入方式决定游戏性质吗

案例1：
美工区，教师引导：要过圣诞节了，

看这是什么？（圣诞树范例）圣诞树是什
么颜色的？怎么做成的？我们一起来做
圣诞树吧！

幼儿无一例外地依照范例制作圣诞
树，不时有幼儿提出“老师这个怎么弄？”

“老师我的做完了，你看看行吗？”⋯⋯
答辩互动：
评委：区域游戏与集体教育活动的

区别在哪里？
教师：区域游戏是分组的活动，集体

教育活动是全班孩子一起参加的活动。
案例2：
教师：今天美工区新添了几种材料，

看看都有什么？（一次性纸盘、纸杯、打花
器等）这些材料能干什么呢？选择美工
区的小朋友可以试试这些新材料，看看
能制作什么？

游戏开始后，进入美工区的幼儿有
的选取并研究新材料，完成纸杯花篮、纸
盘娃娃等作品，有的选择已有材料继续
完成昨天的半成品。

答辩互动：
评委：新的区域材料孩子们不选，你

怎么看？
教师：新材料为孩子们增加了选择

空间，选择与否是他们的自由。有 3 个
孩子选择新材料，有两个孩子用旧材料
继续完成上次的半成品，他们有自己的
计划，我应当尊重。

评析：
自由选择区域、材料、同伴和活动

方式是区域游戏的基本特点，两个案例
中的教师对区域游戏的理解有本质差
别。案例1中的教师将区域游戏定位为
分组活动，材料的提供和引导语指向整
齐划一的集体学习，活动过程凝重无趣，
作品千篇一律，失去了区域游戏的意
义。案例2中的教师对区域游戏的自由
度有很好的理解，幼儿选择何种材料都
建立在自我决策基础上，活动过程积极
而专注。可见，教师的游戏导语就是教
育理念的外壳，直接影响游戏的性质。

教师如何应对幼儿的求助

案例1：
娃娃家的宽宽大声喊：“老师，我

给娃娃穿衣服总穿不上！”老师走过来
说：“你再试试看！”宽宽鼓捣了一会儿
接着喊：“老师，帮帮我，衣服太小了

我真的穿不上！”老师说：“你再试
试！”宽宽哭了起来：“真的穿不上！”
老师说：“哭了也穿不上啊，碰到困难
要想办法！再试试！”宽宽不哭了，放
弃穿衣服，去做其他事了。

答辩互动：
评委：你觉得你的指导有效吗？孩

子穿不上衣服的原因是什么？
教师：我觉得我的介入还是有作用

的，他不哭了。孩子穿不上是因为年龄
小，自理能力弱。

评委：孩子虽然不哭了，但他也放弃
了活动，你有没有发现娃娃和衣服大小
不匹配？

案例2：
艺术区投放了打孔器，虫虫用它为

纸杯和纸盘打孔。纸杯薄，虫虫很快就
打了一圈孔，他满意地欣赏后开始给纸
盘打孔。纸盘太厚了，很费劲，虫虫咬牙
打了个孔，却怎么也取不下来打孔器。
虫虫请老师帮忙，老师蹲下来说：“你想
想怎么放上去的，然后就能取下来。试
试！”虫虫若有所思，把打孔器转了个角
度，果然分开了，老师笑着竖起大拇指。

答辩互动：
评委：对你的介入策略做个评价吧！
教师：我没有直接帮助孩子，我相信

他能放上去就能取下来，所以只是用语
言引导他想办法，我认为指导是有效的。

评析：
面对孩子的求助，教师有各种应对

策略。“在孩子放弃前给予帮助；危险预
警前及时制止”是教师都知道的介入原
则，但现场往往比较复杂。案例 1 中的
指导显然无效，孩子已经历多次失败，但
教师只是一味简单鼓励，没有实质帮助，
导致孩子挫败后放弃，而且导致失败的
原因是材料的问题。案例2中教师既鼓
励孩子继续尝试，又引导孩子思考解决
问题的方法，指导恰到好处。可见，教师
介入虽有规律可循，但依然要在了解多
种游戏元素的基础上准确判断。

“无所事事”也是一种学习吗

案例：
区域游戏中，君君一直在各区域徘

徊，先是在娃娃家门口观望，并且自言自
语：“娃娃家有爸爸妈妈还有宝宝，真快
乐。”接着蹲在积木区边看边说：“好高
呀！再高就倒了！”教师介入：“你也来搭
高楼好吗？”君君摇摇头。“那你想去哪个
区玩？”“今天我不想玩，只想看他们玩！”
教师点点头走开了。

答辩互动：
评委：你怎么评价你的介入指导？
教师：这个孩子看似无所事事，认真

观察后我发现他只是没有进入区域活
动，但他从头到尾都在用观察和语言参
与活动。孩子的学习方式有其个体特
点，他很享受自己的状态，应当尊重。

评析：
实践中孩子们经常出现类似的“无

所事事”状态，很多教师只看到孩子们
的外显状态，并没有深入观察其精神状
态，因此往往急于把孩子动员进活动
区。其实每个孩子都有权根据当前的情
绪、经验决定参与游戏的方式。我们要
允许孩子“无所事事”，当然经常性的

“无所事事”还是要介入指导。

游戏后的讨论评价意义何在

案例1：
大班的分享区，教师引导：“今天的

游戏你有哪些开心的地方？说说看！”孩
子们认真地开始分享：“这是我画的仙女
鱼，它有最漂亮的颜色！”“我在科学区碰
到了困难，小灯泡怎么也不亮，后来睿睿
帮我把电线按住，小灯泡就亮了！”⋯⋯

答辩互动：
评委：孩子们分享得怎样？你平常

都这样做吗？教师的作用体现在哪里？
教师：孩子们分享得很不错，涉及作

品、情绪、发现并解决的过程等，更重要
的是他们乐于分享，并且认可自己。教
师的作用包括倾听、指导、提升等。

案例2：
教师在分享区发出指示：“把你们的

作品给客人老师看一看，讲一讲，让客人
老师看看你们做得好不好！”孩子们与老
师互动，得到夸奖后活动结束！

答辩互动：
评委：为什么直接让客人评价孩子

的作品？
教师：今天正好现场有教师资源，得

到客人老师的表扬对孩子们是种鼓励。
评委：你觉得孩子喜欢自己的作品

和别人喜欢他的作品，哪个更重要？
教师：孩子是通过别人的评价来认

可自己的。
评析：
自我评价是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指

标。幼儿期的评价由依靠成人评价向自
我评价转变。两个案例是两种鲜明的评
价方式。案例1中教师侧重幼儿自我评
价，引导幼儿感受并评价自己的游戏状
态，学习审视和认同自己。案例 2 中的
教师并没有认识到自我评价对幼儿的意
义，认为幼儿对自己的评价要依靠成人
的评价。可见，教师对分享活动意义的
认识决定着分享活动的形式和内容。

对区域游戏的介入指导是评价幼师
专业性的重要指标，提升介入的有效性
一方面有赖于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更
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沉下心去观察、思
考、分析，揣摩每个个案的实质差异，
从而形成具有个人风格的指导策略。

（作者单位：山西省运城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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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第一实验幼儿园 3 个园区迎来家长开放
日。家长走进幼儿园，与孩子一起用废旧报纸制作“同心圈”，开展“团结一
心”比赛，在愉悦的氛围中体验亲子游戏的快乐。 本报记者 孙军 摄

观摩活动是幼儿园园内、园际
进行学习研讨的一种交流形式。许
多园长、教师正是通过这种直观的
学习方式吸收了其他幼儿园的好经
验，促进了自身教育观念的转变和
教育技能的提高。在课程游戏化大
背景下，许多幼儿园都创造性地开
发了具有本土特色的课程和游戏，
吸引了众多观摩教师的关注、拍
照、赞叹，游戏中的孩子因为被
关注，也会表现出特别高涨的热
情。然而，我们往往意识不到，
在热闹的背后或许还有一群安静
游戏的孩子，因为被我们忽略而
落寞失望。

一次观摩活动时，小班幼儿在
建构区游戏，男孩玩碳化积木，女
孩玩大型塑料积木。作为“客人老
师”，我的计划是重点观察碳化积
木区游戏，于是就一直关注这个区
域，不停地拍照。游戏进行约半小
时，一个女孩跑来把我拉到塑料积
木区说：“老师好！你看，我们搭
的积木也很好！”原来，她们把长
方体积木竖立起来做墙，把三角形
积木垒在上面做房顶，搭建了一座
高低错落的城堡。我说：“是呀，
真漂亮！你们搭的是什么？”女孩
说：“搭的是⋯⋯是⋯⋯”“是城堡
吗？”“对，就是城堡，公主的城
堡！”然后就滔滔不绝地介绍城堡
的墙、房顶⋯⋯

我们的谈话吸引了不少幼儿的
围观，女孩也一直没放开我的手。
我继续追问：“公主住在哪里呢？
要想办法让公主有住的地方噢！像
真正的房子一样。”“好的！”她终
于松开了拉着我的小手，开心地和
同伴一起忙开了，我也举起手中的
相机，拍下了她们的作品，并告诉
她们：“你们搭的就像一个真正的
城堡，很美，我要带回去让我们幼
儿园的小朋友欣赏⋯⋯”

余秋雨先生有一篇文章《拼命
挥手》，讲的是一个偏远农村的男
孩每天向刚开通不久的火车挥手致
意，但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男
孩自卑地猜测：是我们的村庄太丑
陋，还是我长得太难看，抑或是我
的手势错了？男孩郁郁寡欢，以致
生病了。一个旅人得知后，起了个
大早，坐上了火车，在经过男孩村
庄的时候，把半个身子探出窗外，
拼命向男孩挥手，“男孩追着火车
跑了一程，霍然而愈”。

也许，在男孩心里，飞驰的火
车载满了梦想和希望，驶向了神秘
的远方。车上旅客对自己的回应意
味着火车认可了“我”的存在，也
带着“我”的梦想和希望一同驶向
了神秘的远方。旅客也许一辈子只
经过那个偏僻的村庄一次，懒得回
应窗外莫名挥手的小孩，而这对于
男孩来说，却是每一次、每一天的
冷漠遭遇。

对于经常接受观摩的幼儿园的
孩子们来说，“客人老师”就是那
火车上的旅客。老师们在观摩过程
中因为疏忽，给一些孩子带来的心
理体验，就像对火车挥手的小男孩
所遭遇的冷漠一样。

作为观摩老师，我们常常理所
当然地觉得：我只是一个观摩者，
只是这里的一个匆匆过客，言行举
止不会给这里的孩子造成太大的影
响。殊不知，古人云“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我们的教育对象不应该
仅仅局限于自己所在班级的幼儿，
一位有使命感的幼儿教育工作者，
所到之处皆是教育场所，所见之幼
儿皆是教育对象。

观摩活动中，我们既是研究
者，又是学习者。有时，我们还需
要忘记观摩老师的身份，以积极的
情感回应幼儿，参与到幼儿的活动
中去，在互动中彼此分享内在的精
神世界，推动幼儿持续发展。

孩子能够被自己班级的老师及
“客人老师”关注，他们的情绪是
积极的、愉悦的、健康的。正如那
个“拼命挥手”的小男孩在得到一
位旅客的积极回应后，疾病霍然而
愈。

如今，当我跟踪拍摄个别幼儿
的游戏时，透过镜头常常看见一些

“不速之客”，他们或对着镜头做鬼
脸，或“喧宾夺主”地在镜头前展
示自己的作品。而我，不再像以前
一样绕过他们，继续追踪拍摄对
象，我会和他们短暂交流，或给他
们拍摄一张照片，让他们感受到来
自陌生老师的肯定。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兴市育
红幼儿园）

不让“拼命挥手”的
孩子失落

陈彩霞

旧报纸玩出新花样

课程建设

一呼一应拓展幼儿成长经验
乔影

在幼儿园改革和发展的背景
下，以幼儿为本的课程理念推动
我们开始研发园本课程——呼应
课程。“呼应”即幼儿与教师之
间积极有效的呼唤与应答。呼应
式的课程，要求教师不能僵硬地
完成预先设定的课程目标与内
容，而是要基于观察儿童，发现
幼儿兴趣、发展及社会环境中所
隐含的教育价值，从而生成学习
活动的过程。

呼应课程内容来源于幼儿的
兴趣、生活事件和问题。内容的
组织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
需要随时、随地、随人、随物灵
活机动地开展。

我们的大船下水了

。

杨湿营

摄

1 发现兴趣：诱发幼儿主动探索

幼儿生活环境中的点滴变化，都
可能成为激发幼儿兴趣、生成学习活
动的契机。

大（3）班新买了几个架子，孩子
们很好奇架子是怎样组装的，教师顺
势将组装架子的任务交给孩子们。孩
子们几经争论，终于掌握了看图拼装
的方法，通过调整隔板方向、理清拼装
步骤等，架子终于组装好了，而装架子
材料的几个废弃大纸箱又诱发了全班
幼儿参与的造船活动。通过解决设计
制作、部件固定、船舱倒塌、如何下水
等问题，在全班孩子的努力及教师的

指导下，纸船实现了水上载人。
其中有一个片段：船即将完工时，

孩子们提出，应该让船在水里走。老
师惊讶地问：“我们的船可以放到水里
吗？”有的说：“不行，进水了就湿了。”
有 的 说 ：“ 可 以 在 船 下 面 装 上 救 生
圈。”马上有孩子反驳：“不行啊，上
次我的游泳圈就漏气了。”还有孩子建
议：“可以把竹棍扎在一起，变成竹
筏，把船放在上面。”最后，孩子们
找到了解决办法——游泳垫加游泳
圈。当他们坐在大船里，在装有一点
水的游泳池里行驶时，都开心地欢呼：

“真的浮在水面上了，太好玩了！”
这就是由孩子们的兴趣而诱发的

生成课程的魅力。事情还未结束，中
（2）班小朋友看到大哥哥大姐姐们的
大船，非常羡慕。他们说：“我们也
做！”于是，经全班幼儿商讨后，制作机
器人的生成活动也拉开了帷幕。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对某件事
感兴趣时，就会投入其中，不断发现并
尝试解决问题。在呼应课程中，最重
要的就是要寻找孩子的兴趣点，激发
幼儿的探究愿望，使课程开发的过程
成为幼儿学习与发展的重要历程。

2 教师支持：引发幼儿深度学习

在呼应课程中，教师有目的、有计
划地组织开展的教学活动，往往成为幼
儿深入学习的诱因。如教师设计组织
开展了科学活动“让小棍站起来”。孩
子们通过操作小木棍和橡皮筋，发现棍
子数量的多少、棍子一端打开的角度、
橡皮筋的松紧及位置等因素影响棍子
的站立，他们还发现让棍子站起来，最
少需要3根。在随后的自主游戏中，这
又诱发了孩子们制作帐篷。

宇成：我觉得杜宁益的伞 （木棍
搭的伞骨架） 如果没有里面的棍子，
就很像一个帐篷。

雨彤：还要用布盖住才是帐篷。
俊深：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帐篷。
教师：你们需要什么材料吗？
杨阳：需要布。
俊俊：还有胶，固定布的。
教师：好的，那我下午就把布和

酒精胶放到益智区，如果你们还需要
其他材料，可以自己到美工区去找。

教师找来布料、胶等材料，孩子
们制作出了许多精美的小帐篷。随
后，教师又提供了不同材质的一米长
的棍子、各种绳及扎带等，进一步点
燃了孩子们制作大帐篷的热情。他们

迁移已有经验，掌握了牢固连接大棍
的方法，尝试合作进行制作。最后，
教师提供了真实的帐篷，孩子们满怀
激动与兴奋，通过查阅资料与寻求教
师的讲解，了解了帐篷的不同材质及
搭建知识，掌握了支帐篷的技能。

教师的适宜支持是幼儿深度学习
的重要因素。教师理解幼儿，能够敏
感地捕捉来自幼儿的当前兴趣和需
要，善于创设多样的问题情境，善于把
握机会激励幼儿持续探索，就能激发
幼儿不断思考与钻研，促使幼儿的学
习与发展向深处推进。

师幼共学：拓展课程内涵与外延3
生活也是教师教学和幼儿学习兴

趣的来源。春节回来后，大（2）班的
孩子们对对联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于
是教师、家长带领他们一起上网查阅
相关资料，了解对联的历史渊源、种
类，掌握各种风格对联的内涵。教师
与孩子们都丰富了对对联的认知，也
为孩子们自己创编对联奠定了基础。

如 3 名值日生将所有小朋友的鞋
子摆成对联的样子，起名叫“鞋子对
联”。他们解释说：鞋子对联的意思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把鞋穿好。滨滨又
用积木块拼搭了丁老头 （童谣中的一
个形象），他说：“我还给丁老头写了
一副对联，上联是‘人口大四人口
回’，下联也是‘人口大四人口回’，
横批是‘人口人口’。不过这几个字
是有意义的哟：人是指丁老头，大是
指丁老头大，口、四、回呢，就像丁

老头的外形一样。”
餐后，几个孩子坐在一起聊天。
乐乐：我们来创编对联吧，像胡艾

滨那样，好好玩啊。
骏骏：好啊。
小宇：我想个上联，“小朋友快乐

成长”，你们想想下联。
美兮：下联“大朋友身体健康”。
哈哈哈⋯⋯大家都笑了起来。
钟鹏：那横批呢？
江泰：就用“笑口常开”吧。
俊杰：好啊。
小宇：甄老师，你写下来，然后我

再照着描。
小宇拿着笔描摩老师写的字。

“上联：男孩帅帅气气，下联：女孩
漂漂亮亮，横批：完美搭配”“上联：我
的家幸幸福福，下联：幼儿园快快乐
乐，横批：欢乐一家”⋯⋯这些作品都

是教师与孩子们合作的结果。
在这样的活动中，教师与幼儿共

同学习对联的相关知识，共同探索对
联创作的趣味与奥妙。教师不但丰富
了相关知识，而且潜移默化地指导了
幼儿，无形中更是拓展了课程的内涵
与外延。

呼应课程注重以幼儿为本，关注
生命的整体性、全人性。它不是让幼
儿对某些知识进行认识和加工，而是
将课程与幼儿日常的生活境遇和人生
经验融合在一起，使幼儿的认知、情
感、意志、态度等都参与到活动与游戏
中来。幼儿在发现并收获知识的同
时，感受并理解学习的乐趣、创造的幸
福、合作的意义等，获得了精神的丰富
和完整生命的成长。

（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建
安新村幼儿园园长）

心灵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