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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个案

绘本剧：以传统文化滋养幼儿

吃点心暗藏教育价值

曹春香

方芳

建构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儿童的
学习是在与教育环境充分互动的过程
中发生的。因此，创设有准备的环
境，构建支持儿童主动发展的课程体
系，成为我们教育教学的目标。建园
之初，我园就初步确立了“书香园
所”的发展计划，将书作为有准备环
境的必备要素之一。
在实施书香园所计划的过程中，
教师借助绘本持续开展系列阅读及延
伸活动，部分教师开始尝试绘本剧这
一新颖的活动形式。那么，什么是绘
本剧活动？开展绘本剧教学活动的目
的是什么？从绘本阅读到绘本剧要经
历哪些过程？绘本剧活动中如何兼顾
幼儿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带着一
连串的疑惑，我们开始了探索。

绘本剧活动应贴合幼儿
的发展需求

的开展过程，同时也非常重视最后的
展演对幼儿的巨大价值，因为这些经
验会让他们变得更加大胆与自信。
在这个过程中，幼儿的想象、个
性与创造性都得到了发展，但却缺乏
坚实的根基——阅读。
此时，我们已经认识到，绘本剧
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它既不是教育
戏剧，也不是单纯的绘本阅读。那么
绘本剧中的绘本该怎么读？读什么？
阅读之后又如何向戏剧转化？在
2014 年，已有的相关文献中并没有
太多可供参考的内容，而一些人提出
的“说、导、做、演”的做法是否适
合幼儿园阶段也有待商榷。此种情况
下，我们开始向内求索。

凸显基于传统文化绘本
的绘本剧活动

在向内求索阶段，我们做了两项
我们对绘本剧活动的探索，起初
重要的探索，一是探索读、编、制、
处于向外模仿阶段。我们发现，教育
排、演的实施路径，二是研究基于传
戏剧能够鼓励幼儿独立思考、想象、
统文化绘本的绘本剧活动。
合作与创造，进而使其综合能力得到
在绘本剧活动中，绘本的选择是
发展。以教育戏剧的思路开展绘本剧
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一开始，我们
活动，其实就是教师和幼儿一起利用
就将目光聚焦在了中外经典绘本上。
书中的故事内容，将其进一步发展，
学期初，通过教师提供、幼儿选择及
进而转化为戏剧活动。
家长推荐等多种方式，各班确定一本
此时，我们达成第一个共识：绘
绘本，作为一个学期的研究重点。经
本剧活动一定要摒弃工具化的倾向，
过“同一年龄班选择同一绘本”—
不能以表演为目的，而应当具有巨大 “不同年龄班选择同一绘本”—“不
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体现在使绘本
同年龄班选择不同绘本”三个阶段，
剧与幼儿保持天然和谐的联系，发展
我们总结出了从绘本到绘本剧的转化
幼儿与生俱来的体验、表达、表现、
需要经历“绘本阅读、创意编剧、道
探究、创造的精神与能力；支持不同
具制作、合作排练、展演”这些过
类型及不同发展速度的幼儿找到与其
程。同时梳理出教师在不同阶段的有
能力相适应的发展点。
效指导策略与方法。
不以表演为目的，并不意味着我
研究之初，我们多选择国外的经
们排斥表演。我们一方面重视绘本剧
典 绘 本 ， 但 其 实 ， 像 《大 闹 天 宫》

《哪咤闹海》《三个和尚》 等脍炙人口
新审视绘本剧呢？幼儿的学习特点决
的传统文化绘本，其中所蕴含的语言
定了绘本剧活动不是单一被动的阅
形式、艺术风格、文化精神等也值得
读、理解、吸收、转化的过程，而是
我们深入挖掘。随着研究的推进，我
在体验中感受，在生活中理解，在情
们越发认识到传统文化绘本的巨大魅
境中游戏的过程。可以说，幼儿的绘
力。从 2015 至 2016 学年开始，我们
本剧活动很好地诠释了大阅读观。
开始挖掘蕴含传统文化元素的绘本的
如何以大阅读观贯通绘本剧？
价值。
首先，基础性阅读与主题性阅读
中国传统文化绘本在语言上体现
相结合。我们认为，绘本剧中的
出民族性、生活性、鲜活性；在艺术 “读”绝不是泛泛的读，它分为基础
形式上有水墨、剪纸、皮影、版画
性阅读和主题性阅读两个层次。在基
等；在文化知识方面涉及传统民俗、
础性阅读中，我们鼓励幼儿通过泛读
节日、历史背景、人物等，具有独特
和通读，观察画面，理解故事内容，
的魅力，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自强不
体会故事中蕴含的思想或情感，并能
息的民族精神更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
够大胆地表达和表现。主题性阅读，
当具备的。当然，选择传统文化绘本
包括对角色动作、表情、语言的阅
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其中所蕴含的鲜
读，以及对场景、服饰、道具的阅
明的文化特色和艺术特色，也要充分
读。基础性阅读保证了幼儿对绘本的
考虑幼儿的兴趣特点和已有经验。
整体理解，而主题性阅读则有效地激
2017 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
活了幼儿的阅读兴趣，发展了幼儿的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提出，
阅读能力。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启蒙教
其次，边读边编，边读边制，边读
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边演。
“读、编、制、排、演”
中，
读是最基
育 、 继 续 教 育 各 领 域 ”。 在 此 情 况
础的部分，是其他活动开展的前提。
下，我们达成第二个共识：绘本剧的
但是这几个方面并没有先后顺序之
研究不仅不能抛开传统文化绘本，而
分，幼儿可以边读边编、边读边制、
应当凸显传统文化绘本。但是，我们
边读边演，也可以在创编或制作的过
深知，传统文化教育一定要以幼儿为
程中，基于对问题的探究而重新回到
本。
阅读中。这个过程依循的是幼儿经验
生长的过程，它不是直线的，而是在
绘本剧活动要坚持大阅
不断重复中螺旋式上升的。
再其次，深度体验学习法。“深
读观
度体验学习法”是我们通过持续的案
2017 年，绘本剧研究进入融合
例研究而总结出来的在绘本剧活动中
发展阶段，我们开始以大阅读观重新
的探究方法。具体包括“提出问题”
审视绘本剧。
“ 搜集资料 ”“ 整理资料 ”“体验 学
大阅读观是阅读的一种思维方
习”“经验生成”“多元展示”“评价
式，既强调阅读的广度，又重视阅读
反思”7 个环节，我们将其简称为
的深度。
“深度体验学习法”
。所有的环节都以
那么，为什么要以大阅读观来重
幼儿为主体。

在“深度体验学习法”中，幼儿
是全身心投入、全程参与的。它以幼
儿原有经验为基础，从其感兴趣的点
切入，鼓励幼儿发现问题，主动寻找
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导其在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获得经验的提升，掌握相应
的关键能力，然后再以生成的新问题
为出发点，继续下一个探究过程。在
探究的过程中，幼儿的经验得以不断
提升和丰富，就像“滚雪球”一样越
滚越大。
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中，幼儿获
得了探究、创造、分享、合作、交流
等关键能力，深刻理解了善良、勇
敢、自信、乐观的精神，萌发了良好
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自信。
“读、编、制、排、演”更多地
体现了绘本剧活动的深度；深度体验
学习法则有效保证了幼儿在绘本剧活
动中学习的广度，使得绘本剧能够与
幼儿身边的生活、周围的社会紧密结
合。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启蒙
教育也在生活化、游戏化的过程中得
以实现。
此时，我们达成了第三个共识：
绘本剧活动一定要坚持大阅读观，以
积极开放的心态，鼓励支持幼儿主动
探索，并将生活与社会作为幼儿绘本
剧活动的支持性资源。
几年来，在绘本剧综合实践活动
中，幼儿不仅在社会性、语言、艺
术、科学等多个领域有了良好的发
展，而且实现了对民族文化的了解与
认同。教师的智慧、情感和心灵也逐
渐丰富和充实起来，他们开始有意识
地捕捉并利用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因
素，将其作为教育活动的内容。我们
的管理团队，也更加坚定了“以人
为本”和“文化育人”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幼儿园总园长）

快乐小镇工作忙
日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师范附属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快乐小镇”
开展各种角色体验活动。
“ 快乐小镇”是该园创设的微社会实践活动。
活动打破班级界限，创设 27 个以真实社会机构为基点的教育场馆，开
展多元智能体验活动，将教育与生活、园与家、人与人等关系进行真实
链接，
让每个孩子在其中发展个性及社会性，
享受快乐从容的成长。
◀“小镇医院”对“小镇居民”进行岗前体检。
▼“小镇居民”到“社区服务中心”登记报失物品。
王澍/图 李丽云/文

教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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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游戏促进儿童专注力发展
赵先德 马会兰

子楚今年 4 岁。她有个虚拟的朋
事结束时，子楚都会兴致勃勃地喊： 能，让游戏活动既符合儿童自由、自 “伪游戏”罢了！
友——一只长有棕色长毛、红色屁股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如果不强制
愿的原则，又满足教育者的期望。
其次，儿童游戏时家长应“不妄
的可爱“红猴子”，还有个虚拟的身
要求她去睡觉，这个故事会不停地重
首 先 ， 遵 循 “ 我 要 玩 ”“ 我 自
为”
。
份——一个有魔法棒、喜欢帮助别人
复下去……
愿”的游戏原则。
小宇趴在地板上，仔细摆弄着他
的小美女“魔法师”。
“红猴子”生病
在 《缘 缘 堂 随 笔 · 随 感 十 三》
晚上，悦悦正在看电视，妈妈拿
的奶牛跷跷板玩具。妈妈在一旁安静
了，需要去看医生。它走出家门，来
中，丰子恺这样描述游戏中的儿童： 出新买的玩具，喊：“悦悦，我们来
地用手机拍摄，没有说话。奶牛跷跷
到大街上。糟糕，它迷路了。于是， “当他热衷于一种游戏的时候，吃饭
玩买菜的游戏吧！”悦悦开心地跑过
板两侧的砝码重量一致时，跷跷板才
它请求“魔法师”帮助。“魔法师” 要叫到五六遍才来，吃了两三口就
去，好奇地观摩那些玩具。妈妈说： 能保持平衡。小宇在左边放了两个小
挥动着“魔法棒”，
“嗖”的一声，从
走，游戏中不得已出去小便，常常先
“你来卖番茄，我来买。如果一个番
型的草垛砝码，右边放了两个中型的
现实世界跳入“红猴子”的世界去帮
放了半场，勒住裤腰，走回来参加一
茄一元钱，
我买两个番茄，
该给你多少
草垛砝码，跷跷板没办法平衡。妈妈
助它。“魔法师”带来“地图”，左
歇游戏，再去放出后半场。
”
钱？”悦悦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五元
张了张嘴，几次欲言又止，想伸手帮
转，右转，向前直走，再左转，医院
钱。”妈妈的脸瞬间黑了：
“不对，再重
忙，但忍住了。小宇突然将一个小型
为什么儿童在游戏中那么专注，
到了。“红猴子”急匆匆地挤到前面
新算算。”悦悦有点儿不想玩了，跑到
草垛和一个中型草垛交换了一下位
似乎永远不知疲倦，同时又那么富有
去挂号，“魔法师”提醒它得排队。 想象力和创造力？
钢琴边敲击琴键。妈妈着急了：
“悦
置，跷跷板平衡了！小宇开心地大
然后，“魔法师”带着“红猴子”看
悦，
过来，
我教你算术题。
”
叫：
“成功了，成功了！
”然后，小宇
对于儿童来说，玩游戏是一种本
诊、抽血、开处方、取药，一步一
在这个案例中，玩游戏是家长提
回 头 笑 着 问 妈 妈 ：“ 妈 妈 ， 我 厉 害
能，是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是成长的
步，井然有序。
出的。整个游戏过程以家长为主导，
吧！
”妈妈笑着说：
“当然！
”
动力和源泉。当儿童处于游戏状态
事实是子楚很害怕抽血，每次抽
儿童服从，家长通过示范、命令、评
当儿童在专心致志地独自游戏
时，行为是自愿、自主、自控的，所
血都会大哭。然而，在游戏中，作为
论、直观灌输、指派角色等行为与儿
时，家长可以作为旁观者，但不要用语
以他们会心情愉悦、身体放松、注意力
“ 魔 法 师 ”， 她 淡 定 地 安 慰 “ 红 猴
童互动。悦悦妈妈谈起玩这个游戏的
言或行为打扰，这就是一种“无为”的
高度集中。英国快速学习革新家科
子”：
“没事的，一点儿都不疼，你甚
初衷时这样说：“我希望通过买菜游
状态。
“ 无为”并不是要求家长无所作
林·罗斯将此称为“放松性警觉”。在
至还没开始哭它就结束了。
”
戏让孩子学习算术、喜欢算术。”这
为，而是“不妄为”。作为旁观者的家
这种特别放松的状态下，大脑最开放，
实际上，整个游戏发生的真实场
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受功利主义思
长，需要做的是看护和观察，让儿童在
左右半脑协调有序，意识和无意识合
景是：妈妈斜倚在床上，偶尔提示几
想的影响，过于追求知识、技能的学
安全范围内游戏，仔细观察儿童的游
为一体，让儿童的各种能力活化，潜能
个词，子楚挥舞着小胳膊，不停地移
习，就不值得提倡了。其实，儿童愿
戏行为，在儿童需要协助或遇到特殊
得到极大的开发。
动自己的位置，在真实和虚拟中转换
意参与游戏，仅仅是因为游戏好玩。 状况时能适时给予照顾和回应。
由于儿童身心发展水平较低，自
自 如 。 没 有 “ 魔 法 棒 ”， 没 有 “ 地
在家长导演的游戏活动中，我们看不
再其次，儿童游戏时成人应遵循
我控制能力较差，纯粹靠儿童个体来
图”
，没有“红猴子”
，一切都在想象
到儿童对游戏的迫切需求，看不到本 “间接指导”原则。
掌控整个游戏过程，自觉地完成成长
中完成。
能的释放、生命的激情。这样的游戏
满满和弟弟正在客厅搭积木。他
目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教育者应
每当“红猴子”看完病回家，故
徒有游戏的外在形式，不过是一种
们决定搭一座彩色的“城堡”。妈妈
该在儿童游戏中发挥自己的指导功

在旁边看着。满满突然对弟弟喊：
“哎
呀，
大笨蛋。我说的是红色积木，
红色
积木。
”
弟弟没说话。满满又喊：
“大笨
蛋，拿红色的积木给我。”弟弟哭了，
说：
“我不是大笨蛋。
”
妈妈扮演弟弟对
满满说：
“ 哥哥，我还不认识红色。你
先 教 我 认 识 红 色 吧 。”满 满 说 ：“ 好
吧。我是老师，来教你认识红色、黄
色、绿色……现在请你听老师指挥，
帮我拿个红色积木。
”
妈妈愉快地捡起一块红色积木，
递给满满，并说：“哥哥，你该谢谢
我。”满满说：“谢谢。”弟弟也捡起
一块红色积木，递给了满满。满满
说：
“谢谢。
”就这样，满满负责指挥
和搭建，弟弟和妈妈负责拿积木。一
座歪歪扭扭的“城堡”建好了。
当儿童在游戏中表现不当时，家
长应当以引导者、支持者、玩伴的角
色介入，对其进行间接指导，推动游
戏的自然发展，使儿童在无外在压力
的情形下接受指导，而不宜采用直接
纠正、命令、评判的方式由外而内地
干扰游戏进程。
教育者可以巧妙地利用游戏来促
进儿童专注力的发展。高明的教育者
能在不使儿童感到约束的前提下，引
导儿童朝着期望的方向前进。
（作者单位：深圳儿童性格养正
研究中心）

幼儿园的下午点心有的是外面购入
的，有时是单个独立包装。当小班的保育
老师准备依照旧例逐个撕开这些包装时，
主班教师问道：“为什么不让孩子们自己
撕呢？
”保育老师回答：
“之前一直都是老
师撕好给孩子们的，大班都是这样，何况
是小班呢！”主班教师则认为，何不让幼
儿自己动手试试呢？也许有的幼儿就想自
己试试打开包装呢。
主班教师看到了在以往点心环节中，
在大人 （保育老师） 的包办下，幼儿丧失
了自己动手尝试的机会，直到大班甚至还
有幼儿不会自己打开包装袋，这也影响了
幼儿小肌肉动作的协调发展。教师决定打
破旧例，还给幼儿生活活动中的学习机
会，让幼儿能够充分地动手。
第一次尝试让小班幼儿独立打开点心
包装时，教师说：“这里有非常好吃的点
心，但是需要你们自己动手撕开包装袋才
能吃到，现在你们动脑筋想办法打开它们
吧。”幼儿有的拍，有的揪，有的拧，还
有的用牙咬，动作五花八门。这时，教师
发现笑笑、小天等已经打开包装吃了起
来。教师请已经成功的幼儿说一说自己的
方法。笑笑说要双手捏着撕才能吃到。小
天说手指要变成小夹子紧紧捏住小口子
（之前学习撕纸的时候老师说过小夹子）。
我注意看了他说的小口子，其实是锯齿的
位置。教师对他们所说的话进行了补充和
明确：“没错，要从锯齿这里撕，很快就
能撕开的。”在他们的带领下，又有几名
幼儿撕开了包装。
第二次尝试的时候，不需要帮助的幼
儿越来越多了。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幼
儿发现了更多的小窍门。比如手指变成的
两个小夹子要靠得近一些，太远了撕不
动。撕的时候要一边朝自己，一边朝外。
经过不断的尝试和练习，仅一个月的时
间，小班幼儿几乎全部学会了自己独立撕
开食品包装袋。
从案例中不难看出，教师并没有直接
告诉幼儿方法，或者直接帮助他们打开，
而是通过积极的鼓励、适时的观察和引导
以及概括性的小结来帮助幼儿完成自己的
探索。事实证明，幼儿是有能力独立完成
的。幼儿自己独立撕开包装袋，满足了他
们撕、拽等需求。在撕、拽、拍等过程
中，也享受了自我对物体充分的探索，手
指间相互合作、左右手相互配合、控制发
力的不同方向等，都促进了幼儿小肌肉动
作及左右手的协调发展。当幼儿经过不断
尝试取得成功后，内心则能感受到极大的
成就感、愉悦感。与此同时，幼儿在尝试
过程中不轻言放弃，有利于他们养成遇到
困难不退缩、坚持耐心的良好学习品质。
其实，一日生活中，除了点心环节，盥
洗、就餐等环节中都蕴含着不同的教育价
值，教师只要善于发现、善于思考，发挥教
师的专业性，就能充分挖掘其中所蕴含的
丰富的教育价值，
促进幼儿更好地发展。
（作者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太平巷幼儿园）

（上接第一版） 12 年坚定不移地推进
“三融合”教育模式，占地斯门坦言，很
困难，孩子的成长环境虽然一点点变好
了，但幼儿园、家庭、社区怎样深度融
合，更好地促进孩子学习与发展，需要一
点点摸索，尤其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占地斯门有一句非常大胆的口号：
“以党的名义办好学前教育。
”坚持党建引
领，
扎根中国大地办好学前教育，
她时刻告
诉自己，
这是一份事业，
不是自己一个人的
工作，
这份事业将带领这支团队走向远方。
“过去的人为人民服务，连命都牺牲
了。我们现在连这点服务都做不到，还谈
什么价值？”
占地斯门说，
做教育的人，
首先
得有责任心、感恩之心、包容之心，才会享
受这个格局。
如今，
很多志同道合者向黑籽儿靠拢，
黑籽儿社会组织成立了由“党员+社工+志
愿者”
500 余人组成的
“黑籽儿”
志愿者服务
队，
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重点，
以促
进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和谐社会建设为根
本，
为社区居民量身定制了关爱老人、关爱
妇女、
关爱留守儿童等 10 大教育服务板块。
熟悉占地斯门的人都认为，她成为党
的十九大代表不是偶然。她是真心感谢
党，
拥护党，
真的把党的教育融入到办园中
了。更重要的是，她身上的那种正能量会
散发出来，走到哪里，照亮哪里，吸引志同
道合者帮助她。

更正声明
由于现任保靖县幼儿园园长王桂莲提
供材料不实，作者采访不够深入，导致
2018 年 11 月 18 日，在 《中国教育报》 刊
载 的 《王 桂 莲 ： 民 族 地 区 幼 教 “ 破 冰
者”》 一文所涉及的 2011 年之前保靖县
幼儿园“基础设施建设差”“经费不足”
“严重‘小学化’，幼儿园奄奄一息”“是
个‘烂摊子’”“老师职业倦怠”等细节
与事实完全不符，该文刊出后，对前任园
长名誉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王桂莲、田
亚君、阳锡叶特此声明更正并致歉。
2019 年 1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