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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丽 南京市实验幼儿园园
长，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人民
教育家培养工程”培养对象。

名园名园
走进南京市实验幼儿园走进南京市实验幼儿园

园标 园所简介 南京市实验幼儿园前身是1955年在陈鹤琴先生倡导下创办的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师范学校幼儿园，1966年更名为南京市代
代红幼儿园，1982年被江苏省教委命名为南京市实验幼儿园。作为江苏省首批示范性实验幼儿园，曾为国家教委实施《幼儿园工作规程》试
点园，是一所历史悠久，集婴幼儿教育一体化、中外儿童一体化、教育辐射广泛的全日制教办园。

办园理念 一切以幼儿发展为本。

印
象

综合教育造就完整儿童

教师节前夕，当得知历经 35 年探
索和实践的课程改革项目，赫然列在
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公示名单里，那一刻，南京市实验
幼儿园园长章丽心潮澎湃。“这是对实
幼几代教师秉承实验精神、坚持走课程
改革之路的肯定，更是实幼人坚守核心
价值观、追梦有声的幸福回馈。”

“开拓创新、勇于实践”的实验精
神，是实幼办园思想的精髓。在实幼
人看来，“实验”是一种探索的精神，
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品质，是一种敢为
人先的境界，是对中华文明的传承。

吹响全国幼教改革号角，确
立“主题式”综合课程模式

1955 年开园之初，实幼就有明确
的定位——江苏省和南京师范学院的
研究基地、实习基地和教师培训基
地。幼儿园的成立和定位也是时任南
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理论与实践结
合的教育思想的体现。

实幼在成立之初，就有研究幼儿
园教材、教法和课程的传统。当时中
国的幼儿教育学习苏联，基本借鉴苏
联教材，在实际工作中，为了使幼儿
园的保育教育符合孩子的认识范围，
让孩子能够理解、接受，老一辈实幼
人开始了针对教材教法的实验研究。

实幼的第二任园长、综合课程的
开创者刘扬发说：实幼的实验精神就
是“不墨守成规，自主创新”！

1981年，实幼被江苏省教育厅确定
为全省幼教两所实验园之一，从此实幼
人走上了不平凡的幼教改革研究之路。

这条研究之路，有一个时刻值得
所有实幼人铭记。1983 年，实幼与南
京师范学院赵寄石教授合作，针对

“分科教学导致学科林立、相互割裂，
缺乏对各科之间关系的整体性思考，
难以使幼儿获得整体的、联系的经
验”的问题，在全国率先开始了新的
教育模式的探究，确立了以主题为建
构形式的综合课程模式，吹响了全国
幼儿教育改革的号角，实幼的综合教
育研究由此展开。

南 师 大 教 授 虞 永 平 多 次 提 到 ：
1983 年在南京市实验幼儿园发起的幼
儿园综合课程研究，是江苏也是全国
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动员令，也是幼儿
教育一系列改革的启动力量！

针对不同时期遇到的课程
问题，用实验精神一一破解

在综合教育研究之初，实幼就得
到了来自南师大等高校专家的持续指
导。1983 年，实幼与南京师范学院教
育系学前教育研究室协作成立了“幼
儿园综合教育结构的探讨”研究小组。

35 年来，实幼针对各个时期遇到
的课程问题，始终贯彻实验精神，持
之以恒地对综合课程进行探究，大致

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分科”到“综

合”（1983—1995 年）。1983 年，实
幼发现沿用的苏联分科教学模式存在
学科割裂问题，于是分别以 1983 年、
1984 年入园的小班为实验班和验证
班，借鉴系统论、陈鹤琴整个教学
法，采用行动研究法，从整体性入手
合理地组织内容和方法，初步探索以

“主题活动”为形式的综合课程。
第二阶段：从“重教”到“重

学”(1995—2003 年)。针对课程实施
中存在的“教师中心”、重“教”轻

“学”现象，实幼借鉴建构主义发展观
和学习论等理论，以1999年入园的一
个小班为实验班，2002年入园的两个
小班为验证班，采用专家引领、实践
反思的方式，进行以“自主创新性学
习”为突破口的课程研究。

第三阶段：从“拼盘”到“有机
联系”（2003—2015 年）。针对主题
实施中存在“拼盘”现象，实幼借鉴
杜威经验课程观、项目活动等理论，
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研究团队，实
现主题实施从“知识逻辑”到“心理
逻辑”的转化；关注幼儿经验的连续
生长，使主题更具内聚力、更加和应
儿童文化。

第四阶段：从“结果性评价”到
“形成性课程评价”（2015 年至今）。
针对以往更多关注终结性评价及儿童
的个体发展，但未作为课程调整的重
要依据这一现象，实幼借助大数据等
现代化手段，重视形成性课程评价，
从完整儿童目标达成来反思课程实
施，调适课程。

章丽说：“实幼是幸运的，综合课
程改革不仅引领老师走上了研究这条
幸福的道路，转变了教育观、儿童观
和课程观，而且让幼儿教育呈现出了
新面貌。”

在多年的实践研究中，实幼建构
了一种打破科目界限、有机组织课程
内容、灵活使用多种教育手段和方
法，让幼儿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
中获得完整、有益经验的新型课程，
形成了以“主题活动”为主要形式
的，涵盖课程理念、目标、内容、组
织及评价为一体的综合课程实践模式。

孕育具有“自信、自新”特质
的综合课程文化

35 年来，实幼立足国情，继承和
发扬陈鹤琴教育思想，在中西方文化
交融中确立了“以综合的教育造就完
整儿童”的核心主张。一以贯之地将

“综合”的理念转变为实践的模式，使
综合课程与培养“身心健康、和谐发
展”的完整儿童相呼应、相匹配。

“这场改革，其本质是一场涉及课
程价值体系的深层变革，形成了包含

‘以整体发展为核心’的儿童观、‘注重
有机联系’的课程观、彰显‘以幼儿经验
生长为主旨’的教学观、具有‘课程整体
建构意识和建设能力’的教师观等为一
体的稳定的观念体系。”章丽说。

观念体系的形成是在点点滴滴的
行动中明晰和汇集的。江苏省特级教
师，也是综合课程研究第一个实验班
的亲历者曲新陵说：“在综合课程研究
之初，行动研究法还没有传入我国，
我们就以师幼相互作用的效果为依据
来判断可行性，并分析和提炼可行性
背后的核心价值，开展了摸着石头过
河的探索。行动研究法也发展成为我
园创建综合课程、构建观念体系的基
本方法。”

令章丽特别欣慰的是，在教育哲
学、心理学、文化学及课程论等相关
理论的指导下，综合课程建构与发展
的过程，也孕育和弘扬了具有“自
信、自新”特质的综合课程文化。

“自新在于，综合课程研究的过程
就是一个针对问题、秉持反思和自我
批判精神，不断修正和完善，出现新
思想、新策略、新行为和新面貌的过
程；自信源于，综合课程继承并发扬
了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在对西方优秀
教育理论的吸收和本土化改造的过程
中，形成了‘行我所信、信我所行’
的课程信念。”章丽说。

63 年，一个甲子的轮回，从刚创
立时的艰苦摸索到改革新形势下的活
力绽放，综合课程在不断的对外交流
与输出过程中，逐渐为国内幼教界所
认识、理解、悦纳。如果说成就来自
奉献，那么有一种奉献就叫作坚守。
实幼人始终坚守着一切以儿童发展为
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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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纪秀君

南京市实验幼儿园是一所坚持法
规、努力改革、不断坚守的幼儿园，
一直努力建构着有文化根基、有科学
意识和有实践基础的教育精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实幼
课程改革起源于问题，而不是发端于
赶时髦和跟潮流。上世纪 70 年代末
到 80 年代初，实幼的老师自己提出了
课程过于分割、缺乏综合性和整体性、
难以对幼儿产生整体影响的现实问
题，这使得课程改革一开始就有了内

在的动力、要求、期待。赵寄石教授等
专家的出现，是一种学术引领，是外在
的助力。因此，真正能坚持不懈的课
程改革，原动力应在幼儿园，在老师。

不断学习的园风。课程建设一定
伴随着学习，而真正有效的理论学习
也是源于现实问题的。实幼的老师有
乐于学习的良好传统，学习已经成为
他们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魅力无限的研究。幼儿园的研究
不应是为了完成任务和为了有“课题”这
个标签，而应是指向实践问题并真正有

助于改进实践和提升教育质量。实幼
聚焦“综合”，长期坚持不懈探索，产生了
众多思想智慧和实践创新，这是一个充
满魅力的旅程，也是永无止境的旅程。

充满爱的文化。幼儿教育就是一
项为了爱和践行爱的事业。没有对儿
童和幼教事业的爱，就难以产生自我
完善和超越的愿望，难以引发真正的
改革。如果问家长为何要把小孩送进
实幼，家长大多会回答因为老师对孩
子好。这种“对孩子好”的口碑是一
代代家长流传下来的，其内涵就是

爱。真正的爱是与行动联系在一起
的，有行动的爱才可能真正践行以儿
童为中心和尊重儿童的基本价值。

努力坚守的品质。实幼一直坚守
自己的基本价值立场，实幼人也会学习
和借鉴，但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他们没有
被“时髦”的风潮遮蔽视线，而是一直在
注视课程和幼儿发展的未来。这不是
一般意义的维持，而是努力地坚守，他们
在为课程的不断完善尽着不懈的努力。

（作者系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
事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在努力坚守中孕育精品
虞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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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课程活动场景足 迹

①①

园
人
园
事

图① 大班主题活动“中国娃”，各民族娃娃乐开怀。 图② 1983年，课程探索班的老师与幼儿进行木偶表演。
图③ 1993年，赵寄石教授（右四）向美国专家介绍综合课程。 图④ 大班主题活动“小小兵”，幼儿刻苦锻炼。

本版图片皆由南京市实验幼儿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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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以来，我园通过探索综
合课程来解决分科教学的问题，针对
各个时期遇到的课程问题，贯彻实验
精神，不懈探索，目前已形成富有特
色的幼儿园综合课程实践模式和观念
体系。

以儿童完整发展为导向的
价值立场

综合课程是一种打破科目界限，
有机组织课程内容，灵活使用多种教
育手段和方法，让幼儿在与周围环境
的相互作用中获得完整、有益经验的
新型课程。

在长期的课程实践与反思中，我
园不断积累、生发，明晰了综合课程
的理念：整体、生活、经验。

整体，指的是借助课程的有机整
合，造就完整的儿童是综合课程的重
大诉求。综合课程强调从幼儿发展的
整体性出发，整体性地思考教育目

标、内容和手段方法之间的联系和作
用。关注幼儿的全面发展，关注全领
域的发展，关注各种教育途径的价
值，关注家、园、社区三方教育的合
力，使幼儿园教育更好地发挥整体功
能，提高课程实施的效益。

经验，指的是幼儿的学习以直接
经验为基础，注重幼儿的经验是综合
课程的基本立场之一。关注经验，意
味着强调幼儿是活动的主体，强调幼
儿在活动中的作用，强调活动的过
程。

生活，指的是综合课程一直秉持
“教育要回归生活”“一日生活皆课
程”的理念。幼儿的现实生活、感兴
趣的生活，既是综合课程整合的基
点，也是综合课程重要的资源和实施
路径。

以儿童完整发展为尺度确
立课程目标

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学科
知识以及儿童心理发展规律与需求，
我园确定了综合课程培养人的目标：
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完整儿童，旨
在实现幼儿体、智、德、美全面发
展。又根据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将幼
儿园的培养目标转化成为幼儿发展目
标 （即三原色素质目标），突出了在
动作与健康、语言和认知、情感和社
会三大块面的发展。

总目标的三大块面又分为三个层
次，对应于 3—4 岁、4—5 岁、5—6
岁幼儿的发展，便于教师根据幼儿的
实际水平不断地调整目标，以促进幼

儿在不同水平上发展。阶段目标是通
过主题目标和具体活动目标层层落实
的。

自上而下来看，在时序上，保证
了幼儿园课程目标从中长期到短期的
连贯性；在表述特点上，从概括走向
具体；在分解时，又确保了内在逻辑
的一致性，使得“身心健康、和谐发
展”的总目标能够一以贯之地落实。

以儿童生活为基点优化课
程内容和组织实施

从幼儿的生活出发，为了幼儿更
好地生活是综合课程编制的出发点。
综合课程强调以“儿童的生活为基
点”来整合课程内容，既有与周围自
然环境相互作用的主题，也有与幼儿
社会性发展相关的主题，还有从幼儿
自我认识角度开展的主题等，让幼儿
感受并建立起学习与生活的联系。同
时，关注主题内容选择的灵活性，适
切不同时期幼儿不断变化发展的兴趣
和需要，达成系统课程经验、生活偶
发经验、外来有益经验的融合。

综合课程实施的过程是从幼儿的
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出发，多种
活动、多种途径相互配合的过程。强
调综合利用和系统把握：家庭、社
区、幼儿园的教育力量；日常生活中
起居、自我服务、劳动、种植、饲
养、散步等各环节的教育力量；集体
教学、区域、游戏、小组、个体学习
的教育力量。凝聚各种教育力量的合
力，提升课程实施的效益。

遵循幼儿的天性，以儿童的心理

逻辑为线索开展主题活动是综合课程的
重要突破。我们改变了初期重知识逻辑
的倾向，一是对主题活动进行心理化改
造，梳理主题发展线索，使主题活动更
顺应幼儿经验的发展趋向；二是根据幼
儿经验成长的连续性，加强系统研究，
关注主题与主题目标之间的联系性，关
注小中大班幼儿经验之间的连续性，关
注一日活动各环节之间经验的连续性，
关注教学活动之间经验的连续性及领域
内部经验的连续性。

以儿童发展为导向完善课
程评价

我园重视评价在深化综合课程改
革、提高教育质量中的重要作用，形成
了以发展为导向的综合课程评价体系。
包括伴随课程发生、发展全过程的课程
质量评价，以成长记录册为载体的过程
性幼儿发展评价，以及形成立足课程实
践和教师专业成长的教师发展评价。

三者构成了综合课程评价的范围和
对象，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综合课程的设
计与实施、成效进行判断，既各成体系
又相互联系、互为补充，都指向幼儿的
发展，是综合课程重要的反馈机制。

35 年来的综合课程研究，本质是
一场涉及课程价值体系的深层变革。改
革了分科背景下“系统学科知识”学习
的倾向，确立了以完整儿童发展为导向
的价值立场，并明确提出幼儿园整体生
活是培育完整儿童的基础，更强调幼儿
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发展，体现了人的完
整性培养具有延续终身的特质，革新了
课程组织的取向和理念。

一切为了儿童完整发展
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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