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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活动时，栋栋走到我面前，指着
我的衣服说：“老师，你扣子丢了。”

我低头一看，果然发现丢了一粒扣
子。于是，我对栋栋说：“真的呀，我还没
注意呢！”

“老师，我帮你找找吧！”栋栋说。
为了不影响游戏，我对他说：“不用

找了，这样也挺好，就不用系扣子了！”
“那怎么行呢？这么冷的天，不系扣

子会冻感冒的！”栋栋严肃地说。
我不好意思打击他的积极性，就说：

“好吧，那就找找吧！”
他开始低着头、猫着腰在活动区找

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栋栋走过来，失望地

说：“老师，这些地方我都找了，可是就是
没有！”他用手指了指周边。

我本以为他找一会儿，找不到就放
弃了，也就没当回事，没想到他不但没有
放弃，反而把寻找纽扣当作一项“工作”
来对待。我有些感动，摸着他的头说：

“谢谢你帮我找扣子，找不到也没关系

的，因为有你的关心，老师心里暖暖的，
一点儿都不冷。”

栋栋看着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几天后，我如往常一样在活动室门

口值班。
“老师，老师，我帮你找到扣子了！”

从走廊远处跑来的栋栋大声喊道。
说实话，我早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

净了。
“老师，你看！”跑到我面前的栋栋，

举着一粒黑色纽扣，激动地说。
我仔细一看，还真是我的纽扣。我

兴奋地说：“真的呀，你在哪里找到的？”
栋栋自豪地说：“我在沙池里找到

的。”
这时，栋栋妈妈走了过来，笑着说：

“这孩子啊，这几天心事重重的，下午离
园也不走，早上早早起来就要来幼儿园，
我问他怎么了，他才告诉我说崔老师的
扣子丢了。丢了扣子老师就不能系上衣
服了，会冷的，他要帮老师找扣子。这几
天找了大型滑梯、草地、动物饲养角，今

天早上又去了沙池，终于找到了，就一路
跑过来了。”

一股暖流涌向我的内心，我蹲下身
抱着栋栋，激动地说：“谢谢你孩子，老师
太感动了。”

栋栋腼腆地笑了。
有人说现在的孩子是“小皇上”“小

公主”，没有爱心，不懂得关心他人。可
是，真的如此吗？作为成人，我们给过孩
子机会吗？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过
吗？⋯⋯当我们摘下有色眼镜，就会发
现：同伴摔倒时，孩子会主动跑上前扶起
来；好朋友生病时，孩子会关心地问他怎
么没来幼儿园；老师咳嗽时，孩子会担心
地说吃点咳嗽药就好了⋯⋯

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一颗善良的
心，他们时时刻刻散发着光芒，温暖着身
边的人。教师和家长，难道不应该用欣
赏的眼光看待他们，用肯定的言语支持
他们吗？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第
一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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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区域活动，以其关
注幼儿个体差异、自由选择、自
主探究等优势得到幼教从业者的
一致认可。然而，并非所有的区
域活动都能够保证幼儿获得充分
发展。有些区域活动缺乏幼儿充
分发展的条件，甚至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幼儿的充分发展。因
此，在区域活动中，教师需要努
力为幼儿创造最充分的发展条
件。

确保幼儿自主选择、
自由活动

大班美工区域活动，两组相
邻 摆 放 的 桌 子 旁 各 坐 了 5 名 幼
儿，教师在指导幼儿折电话。“小
朋友们别说话了，看着我，两只
眼睛看老师。”“请小朋友们把手
里正方形的纸对折，折成两个相
同的长方形。”幼儿按照教师的指
示折纸。“把长方形再折成两个小
的长方形。对的，像老师这样。”

“好了，小朋友们，再把这边折到中
线对齐，和老师折的一样就对了。”
教师检查幼儿的折纸。“看一下，再
怎么折。关门，合上。把合上的
这个长方形对折成两个正方形。”
幼儿交谈着互相检查⋯⋯

半个多小时的区域活动，就
是在这样边学边做的集体教学活
动中度过的。幼儿完全被控制在
教师的指令下，机械被动地按步
骤完成折纸。区域活动演变成了
教师主导的集体教学活动，完全
看不到幼儿自主选择、决策、规
划、执行、评价的痕迹。虽然幼
儿较快地学会了折电话的技能，
但也丧失了活动中的主体性和自
主发展的机会，因而无法获得充
分的发展。

区域活动要促进幼儿的充分
发展，首先要保障幼儿在区域活
动中自主选择、自由活动的机会
和权利，使幼儿在自主探索的过
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寻求问题解
决的策略，并在不断的反思和完
善中获得主体性的发展。

丰富区域材料使用
的层次

中班美劳区投放了一些啤酒
瓶、毛笔和颜料。4 名幼儿坐在
铺满报纸的桌子旁，指导教师在
缸子里勾兑出漂亮的蓝色，分别
倒在两个浅口容器里，幼儿开始
用毛笔给瓶子均匀涂色。9 分钟
左右，4 名幼儿均已涂完第一只
瓶子，开始涂第二只；13 分左
右，已经涂完了第二只⋯⋯34 分
钟的时间，孩子们将30只瓶子全
涂成了蓝色。

半个多小时的区域活动，4
名幼儿基本在做同一件事情，暂
且不去讨论幼儿的兴趣和需要如
何，活动也确实发展了幼儿涂色
的技能，促进了其动作的稳定性
和专注力的发展，但是这类区域
活动中尚有更多促进幼儿发展的
空间。比如，多种颜色搭配涂色
和简单图案设计，用橡皮泥、麻
绳、彩纸、毛线等材料对瓶子进
行创意造型装饰等，这些对于大
班幼儿都是可以实现的。因此，
也可以说，这个活动一定程度上
束缚了幼儿的个性发展。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推崇自然
教育的幼儿园，时常到自然中开
展活动，也从自然中带回了一些
材料，但是这些自然材料的使用
往往缺乏层次性。从自然中带回
来的树叶、树枝、树根、荆条，
小班在涂色，中班在涂色，大班
还是在涂色。为何不去考虑一
下，三个年龄段幼儿发展的水平
和能力的差异是什么？怎样在三
个年龄组有区别地使用这些材
料？处在同一年龄组的同班幼儿
之间，又存在哪些差异和不同的
发展需求？这些都是幼儿获得个
性发展的关键因素。

用简单工具代替自
动化工具

大 班 区 域 活 动 时 间 ， 木 工
房里，6 名幼儿穿着防尘服，带
着口罩和手套，紧张地进行木
工操作。木工房里设施先进、装
备精良，除了各种形状的板材，
各类型号的螺丝钉、合页、磨
床、锣床、钻床、锯床、胶枪等
自 动 化 工 具 设 备 也 一 应 俱 全 。
这 6 名幼儿正在设计自己喜欢的
小房子，时而到锯床锯开过长
的木板，时而到钻床打个合适
的洞眼，时而到磨床磨光木板
上的棱刺⋯⋯两名指导教师目不
转睛地盯着孩子们，不敢有丝毫
懈怠。

幼儿园设施先进、装备精良
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但
过度追求工具设备的自动化并不
利于幼儿的充分发展。活动中的
幼儿掌握了自动化工具设备的使

用方法和技能，也能如愿设计出
自己喜欢的小房子，在一定程度
上获得了发展。但细致观察和分
析后会发现，整个活动过程中，
幼儿的精神是紧张的，小心翼
翼；教师的精神是紧张的，唯恐
有丝毫差错。更重要的是，很多
工作一蹴而就，幼儿失去了更多
的动手操作体验的机会。

陈鹤琴提出了活教育的 17 条
原则，指出“凡儿童自己能够做
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南京师范
大学教授虞永平也指出，实践活
动就是要不断地给幼儿找麻烦，
为其提供更多的实践操作机会。
自动化的工具设备，虽然提高了
工作的成效，但却使幼儿失去了
很多实践操作的机会。相比较而
言，一般简单工具的使用，能够
给幼儿提供更多的动手操作机会
和丰富的过程体验，更有利于幼
儿获得充分的发展。

给幼儿更多创造、探
究的机会

中班美工区域活动，6 名幼
儿围坐在对放的两张桌子旁进行
剪纸活动，桌上并排放着一个装
满废旧报纸材料的塑料筐和一个
用来盛放完成的剪纸的盒子。孩
子们剪纸剪得又快又好，剪得最
快的幼儿两分钟便能剪好一张，
慢的则需要4—5分钟。走近桌旁
仔细观察，发现剪纸的背面都用
黑色的粗线笔画好了一半剪纸的
轮廓，正面则画出了小鸟、松
树、花朵、蝴蝶等剪纸的图案。
幼儿们剪得兴致勃勃，争着从筐
里选取自己喜欢的图案。区域活
动结束的音乐响起时，筐里的 40
多张报纸几乎被剪完了。

幼儿对剪纸有浓厚的兴趣，
剪纸活动也充分让幼儿练习了使
用剪刀的技能，巩固了他们对图
形对称的认识，促进了他们精细
动作的发展。但是，整体看来，
整个活动中，幼儿一直重复着同
样的行为。教师尽管使用了低结
构化的材料，却因行为的程式化
而禁锢了幼儿的创造性，阻碍了
其探究能力的发展。对于中班幼
儿来说，他们已经较为熟练地掌
握了剪纸的动作技能，在认识到
剪纸活动图形对称的特点后，是
能够独立完成简单图案设计及其
剪纸的系列行为的。即便有失败
的可能性，幼儿也在试误的过程
中获得了认知和技能的发展。

区域活动要促进幼儿的充分
发展，必须注重并充分发挥幼儿
在区域活动中的创造性，为其提
供更多个性化表达和表现的机
会，以及更多自主探究学习的空
间。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博士后、聊城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面 上 资 助 项 目 ： 2014M551616，
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
目：1401131C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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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育：养幼儿身育幼儿心
本报记者 张利军 《教育时报》 记者 梁美玲

当下，随着素质教育的普及和多元
化发展，食育被越来越多的幼儿园作为
重要的课题进行研究。河南省实验幼儿
园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幼儿园食育创新
实践研究，给诸多幼儿食育探索者提供
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本。

从自己种有机菜到开启
食育研究

幼儿如同刚长出来的嫩苗，在食物
的滋养下方能长成参天大树。然而，接
二连三的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让河南
省实验幼儿园园长张秋萍陷入了深深的
忧虑。

本 着 对 生 命 负 责 的 态 度 ， 2007
年，张秋萍带着园里的老师深入市场，
对幼儿食品做了专门调研，但在这个过
程中却遇到了问题。“部分食品是允许
添加一定量添加剂的，但是哪些添加剂
可以食用、用多少、对人体会有哪些负
面影响⋯⋯我们不清楚，也找不到专门
培训的地方。”张秋萍说。

当时，几家与该园合作的食品供应
商，已经合作多年，且口碑不错，但张
秋萍还是有些担心。怎样才能从根本上
确保幼儿的饮食安全呢？张秋萍做了一
个决定：找一块土质良好的地，让孩子们
食用幼儿园自己种的有机蔬菜、瓜果。

2012 年 ， 实 幼 利 用 农 村 土 地 流
转，在距离郑州市区 40 多公里的新郑
市薛店镇建起了占地 246 亩的食育课程
实践基地——耕读苑。耕读苑应四季更
替种植有机蔬菜、粮食作物及果树，养
殖家禽、家畜，供应幼儿园及其分园粮
蔬采购需求，目的就是让幼儿吃得放
心。

耕读苑建成后，实幼与北京师范大
学博士沈立建立了联系，从而开启了

“食育”研究。从此，耕读苑不再只是
一个种菜的地方了。张秋萍和沈立认
为，中国传承几千年的“五谷为养、五
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饮食
文化，才是开展幼儿园食育研究的根
基。于是，幼儿园开始了“基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幼儿园食育创新实践研究”，
用中国人的饮食智慧解决幼儿的健康问
题。

建设指向幼儿健康的食
育课程

幼儿园大 （1） 班的一角，3个孩子
正在自主饮水，但他们水杯里的水各不
相同。教师李颖说，如今，幼儿园每个
班级都设有一个小水吧，一般会根据季
节变化为孩子们提供不同功效的水饮
用。佳佳说：“今天我要多喝点陈皮
水，因为我咳嗽了。”浩浩则说：“我的
舌苔没发黄，也没感冒、没咳嗽，大便
颜色正常，所以我今天喝白开水。”

有眼屎了可以喝菊花水；夜咳用胡

萝卜缨子煮水；38.5oC 以下的发烧，受
凉发烧用葱姜煮水、葱根洋葱煮水，内
热发烧用冬瓜白菜帮煮水⋯⋯这些连成
人都不一定知道的食物功效，实幼的孩
子们却能随口道来，这一切正是食育的
效果。如今，实幼坚持“精准食育”，
在食养配餐专家朱春兰的指导下，开创
了幼儿 9 种体质食谱、视力低下食谱、
尿床食谱、节假日食谱等，最大限度地
发挥食物的功效。

实幼从中华传统文化入手，挖掘与
食育密切相关的饮食文化、农耕文化、
中医文化等传统文化中的教育资源。如
今，已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的食育课程
及幼儿园食育实施方案，建立了以食
趣、食操、食知、食礼为核心的基本食
育实践模式。

食趣指向的是情感目标，在丰富多
彩的食育活动中，让儿童把对味觉的美
好记忆与科学合理的膳食统一起来，把
愉快的食育体验和健康的食物融为一
体，培养幼儿对健康饮食的积极态度和
情感。食操指向的是能力目标，孩子们
亲身参与蔬果花园和耕读苑的播种、照
料、采摘等过程，从而习得种植的能力。
在食育教室，孩子们从每周实际制作食
物的过程中习得食物制作的能力。食
知指向认知目标，通过各种各样的食物
活动，让孩子们充分认识到食物的生长
环境和特性，以及农耕的知识经验，如

农作物种类、二十四节气、农业谚语
等。食礼指向的是饮食礼仪目标，在
食育课程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孩子们习
得饮食礼仪，传承饮食有节、举止有度
的饮食礼仪，达到童蒙养正的目的。

“在每周食育工坊里动手做饭，是
孩子们参与‘食操’活动的其中一项，
整个过程 20—30 分钟。你不知道，孩
子们认真做饭的模样可爱极了！”李颖
说。食育工坊的布置颇具中华传统文
化特色，中堂的上方悬挂着毛笔书法

“儿童食育工坊”，中间是以五谷丰登为
主题的大幅剪纸艺术作品，室内修葺了
中国传统的灶台。此外，还有适宜幼儿
使用的桌椅、厨具、橱柜、洗手池、食材储
藏室、食材展示柜与食育书架等。

以前，孩子身体稍微有点不舒服，家
长就会在送孩子来的时候将一堆药送到
保育室。如今，保育室几乎见不到药片
了，这都得益于幼儿园推行的食育课程。

在食育中让幼儿体验真
实生活

张秋萍记得，2012 年时，她带幼
儿园的孩子们出游。经过一片红薯地
时，她问孩子们红薯长在哪里，孩子们
看看天空又看看树，却不知道红薯长在
地里。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孩子们一
路上追着牛喊“牛伯伯”，牛不理他
们，他们还嗔怪牛没礼貌⋯⋯那次出游

让张秋萍感触颇深。后来，她问孩子
们，人们吃的食物是怎么来的，孩子们
的答案五花八门：从市场买来的，从冰
箱里拿出来的⋯⋯

张秋萍意识到，城市孩子们的所
有认识都是通过动画片、童话书得来
的，几乎没有过真实的经验，因此，
让孩子们体验真实的生活，极为重要。

排列整齐的案板、摆放有序的汤
碗、挂成一列的围裙⋯⋯这是实幼食育
工坊里一道亮丽的风景。“2011 年，食
育工坊建成，我们为孩子们配备了刀（刀
刃较钝）、瓷碗、电饼铛、烤箱等真正的厨
具，目的是让孩子们通过食育活动了解
大自然、敬畏大自然、感知大自然，与此
同时，让他们接受真教育，真正懂得珍
惜粮食、爱惜粮食。”张秋萍说。

“老师，老师，我也要炒花生。”“老
师，老师，我帮您找到了好烧的柴火！”

“昨天，我拔到了一个好大的红萝卜。”
在耕读苑，孩子们学着自主做饭时，

有的到菜园里摘菜，有的在水池前洗菜，
有的在田野里寻找可以燃烧的木材，有
的在案板上小心翼翼地切菜。在这个过
程中，孩子们表现出了很好的分工协
作。而且，他们再也不是“四体不勤，五
谷不分”的“温室里的花朵”了，在这个大
自然的课堂里，孩子们体验了真实的生
活，他们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
的灵敏性正在被一点点唤醒。

课程建设

（上接第一版）

小区配套园治理的关键是建
立联审联管机制

小区配套园建设管理涉及发展规
划、自然资源、住建、教育、民政等多
个部门的管理业务，过去由于部门之间
协调沟通不够充分，缺乏对小区配套园
的联审联管机制，导致在规划、建设、
移交、使用等环节存在许多问题，各地
小区配套园应建未建、应交未交、挪作

他用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导致普惠性
学前教育资源大量流失，这也是导致当
前“入园难”“入园贵”的主要原因所
在。

为了确保治理成效，国家成立了由
教育部、住建部、发展改革委、民政
部、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组成的城镇小
区配套园治理工作小组，加强部门协调
沟通，确保治理工作落到实处。同时，
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制定治理工作方
案，明确治理步骤，细化工作分工，压

实部门责任，完善治理举措，确保治理
工作如期完成。

小区配套园是学前教育资源的重要
增量，也是对城市社会公共服务供给能
力的考验。各个层面要统一认识，明确
小区配套园的公共服务设施属性，在小
区规划设计开发的过程中，通过合同约
定等方式明确配套园产权归国家或者业
主所有，幼儿园建设完成后应该移交教
育主管部门办成普惠性幼儿园，为辖区
适龄儿童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此

外，各级政府应该高度重视小区配套园
规划建设，将其作为公共教育服务设施
的重要内容，协调发展规划、自然资
源、住房建设、教育等部门建立联审联
批机制，确保小区配套园按照国家相关
规定保质保量地规划、建设，并移交教
育主管部门办成公办园或者委托办成普
惠性民办园，确保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
不流失。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治理工作，还
对造成学前教育资源严重流失等失职渎
职行为和违法违纪案件，明确要求依法
依规追究责任，力度空前。

(作者系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学前教育学院副院长)

河南省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在食育活动中合作蒸馒头。 胡昕欣 摄

小区配套园如何配到位

为了将一批知名幼儿园优
秀的办园经验与办园方法辐射
到更多的幼儿园，形成引领示
范效应，中国教育报学前周刊

“名园”版现征集一批名园案
例。

如果您的幼儿园有完整
的办园理念并能落到实处，
有完备的自成一体的园本课
程体系并能扎实推进，幼儿
发展良好，园所有较好的口
碑与社会影响力，那么，您
的幼儿园就是我们要找的幼
儿园。

欢迎各位园长将您幼儿园
办园理念的落实情况与园本课
程的建构及推进情况介绍给我
们。

来 稿 请 发 送 至 jybxqcz@
163.com， 注 明 “ 名 园 ” 字
样 ， 注 明 联 系 人 及 联 系 方
式。

“名园”案例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