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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
确指出：“幼儿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
基础，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如
何以《指南》为引领，改变传统戏剧活动
中儿童被动学习与模仿的角色，让幼儿
真正成为“主角”呢？我们尝试通过想
象游戏、造型游戏、领袖游戏等戏剧游
戏的开展，以幼儿生活经验为基础，通
过模拟、再现、创造性地表现现实生活，
让幼儿成为主体，促进他们语言表达、
创造想象、团队意识、沟通能力、动手操
作、艺术表现等方面的发展。

积累生活经验，丰富戏
剧表达

戏剧是从体验到表现的过程，因
而，生活经验的积累在戏剧创作中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对幼儿。
因为成人在扮演角色时，其自身丰富
的生活经历，更容易实现对角色的理
解与认同，但幼儿显然不具备这些经
验。因此，从幼儿的生活经验着手，成
了戏剧表达的出发点。

原则一：戏剧主题源于生活经验，
让幼儿爱演。《小河马的牙》让小班幼儿
了解了刷牙的重要性；《我爸爸》用简单
朴实的句式，让中班幼儿感受到了父亲
安全而温暖的爱。随着幼儿生活经验
与戏剧体验的丰富，以及想象力的发
展，中班下学期开始，在主题选择上，我
们开始选取一些有鲜明人物角色、情节
生动和戏剧冲突明显的文学作品，如

《小红帽》《三只小猪》等。大班则将生
活事件搬上舞台，《飞机上的故事》《旅
行大冒险》等有趣的生活经历，让幼儿
因熟悉、感兴趣而想演、喜欢演。

原则二：戏剧表达再现生活经验，
让幼儿会演。在中班《小红母鸡的面
包》戏剧活动中，幼儿有着丰富的“吃”
的经验，可以做出牛角面包、甜甜圈等
不同口味、不同样式的面包，但少有和
面、醒面以及做面包的经验。于是教师
带领幼儿走进附近的烘焙店，看着师傅
娴熟地和面、撒香料，小小的面团一点
点变成胖胖的面包坯子，烤出形状各
异、香喷喷的面包，幼儿兴奋不已。在
后续的戏剧表演中，幼儿一改原来单一
的语言描述，尝试用形象各异的姿态动
作把烤面包的过程再现了出来。

原则三：戏剧创造超越生活经验，
让幼儿乐演。中班教师拿来一个装有
不同颜色吸管的纸杯。洋洋拿出一
根，自言自语：“红色的吸管是酸梅汤，

酸酸的；橙色的吸管是橙子汁，甜甜
的；棕色的吸管是巧克力奶，烫烫的。”
她说着说着，眯起眼睛好像在想象自
己喝的饮料，表情配合“神”到位。这
时，甜甜凑了过来，问：“你在干什么？”
洋洋神秘地说：“你猜，我喝的是什么
水？”平日里害羞内敛的洋洋，手舞足
蹈，一会儿吐出舌头做发烫的表情，一
会儿捂着腮帮子表现出酸到牙齿的表
情。当甜甜猜不对时，洋洋还急切地
配上动作。甜甜猜出来了，她们击掌
大笑。在游戏过程中，幼儿对生活经
验的再造与想象，丰富了戏剧表达。

通过多元体验支持戏剧
游戏发展

体验是什么？人们常把通过实践
引起的“我”的内心感受、情感体味和
经历，称之为体验。生活体验是在实
践中、行动中、活动中所产生的感受。
实践证明，它有助于丰富幼儿戏剧表
达的感性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体验。

策略一：丰富幼儿的感性认知。
经典神话故事《神笔马良》是中国儿童
文学的瑰宝，但如何让今天的孩子理
解这个诞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作品

呢？教师循序渐进，用 SMART 软件
演示“神笔”的神奇，引发幼儿的兴
趣。通过绘本阅读、观看木偶剧、电影
视频、合作绘画故事书等形式，让幼儿
跨越时空，喜欢上这个故事。

活动中，幼儿用肢体动作表演着
在河里游来游去的小鱼、在草原上奔
腾的骏马⋯⋯以此模拟“神笔”。但
是，故事中皇帝去取金银财宝的大船
难住了幼儿。教师和幼儿一起，通过
图书、网络搜集图片、视频，家长利用
周末带孩子去科技馆、天津港，甚至乘
船出海，大家认识了越来越多的船舶，
从而解决了难题。

策略二：积累幼儿的行为体验。
《指南》中明确指出要注重幼儿的情感
和表达，要让幼儿用自己的方式创造
性地表达对事物的认知。戏剧活动源
自幼儿生活，但表现出极强的个性化
和即时性特点，需要教师帮助幼儿在
日常生活中积累体验、提升经验。

教师从用“神笔”画小狗到画各种
各样的小动物、从一个人画小房子到
同伴合作画大房子，由易到难，由个体
到合作，逐渐引导幼儿用肢体表现建
构整个故事的背景，引出故事冲突，在
一次次拼合、表演中，幼儿不断提升经

验、解决问题。
策略三：重视幼儿的情感获得。

“体验派”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认为，演员表演的动作不是外部的、形
体的，而是内部的、心灵的。《神笔马
良》中被海浪打翻的大船，让坏皇帝命
丧大海，但大量的财宝可以帮助很多
穷人，所以幼儿认为要保住大船。他
们跃跃欲试，“我们可以搭建起牢固、
安全的大船”。

“这是一条很大的船，一个人肯定
不行！”“咱们画大船的时候，可以几个
人一起画。”教师前期精心铺垫的经
验，让幼儿有了新的想法。

“对，我们可以几个人一起搭！”
“快来，我俩躺在这儿做甲板，你

们呢？”
“我在前面，当捕捞的钩子！”
就这样，三五名幼儿，根据肢体搭

建需要而合作，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在有趣的戏剧游戏中，幼儿体验着合
作的成功与快乐。

多角度全过程支持幼儿
自主发展

学前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幼儿

发展，幼儿的主体地位彰显了幼儿是发
展的主人。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则表
现为教师对幼儿自主发展的支持。

首先是建立开放包容的师幼关
系。在戏剧游戏活动中，幼儿在理解
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发挥创意，在教师
的鼓励下创作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剧
本。教师允许幼儿根据自己的生活经
验与认知选择，制作自己喜欢的道具；
允许幼儿用自己熟悉的、喜爱的演唱、
表演等方式表达表现；允许幼儿选择
表演伙伴、演出时间和演出地点。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需认真做
好“观众”，把幼儿惟妙惟肖的表演、灵
光乍现的台词记录下来，或是用相机
拍下幼儿学习的精彩片段或矛盾纠
纷，活动后供幼儿欣赏、讨论。这不但
把教师从传统的编台词、练动作中解
放了出来，同时也解放了幼儿、成就了
幼儿的发展。

其次是注重全过程参与的内在体
验。我们倡导游戏活动的过程性和非
表演性，重视幼儿游戏的过程性体
验。因此，在戏剧活动中，即使不扮演
任何角色，幼儿也是以观察者而不是
观众的身份出现的。

以往，教师习惯用像不像、好不好
来评价幼儿的戏剧作品，却忽视了幼儿
在创作过程中的情感体验。随着幼儿
年龄的增长，参与度逐步增加，年龄稍
大的幼儿有机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如
幼儿自制表演剧本、在集体教学活动中
进行分组排练，在区域活动中自主排
练、化妆，设计制作服装、道具、布景、广
告、请柬、座位号等。幼儿正是在这个
过程中获得了生命的丰富与发展。

再其次是实现全体幼儿的多样发
展。这意味着每名幼儿可以在戏剧活
动中选择自己喜欢并能够胜任的角
色，或是导演，或是演员、道具师，也可
以是观众。多样化的戏剧游戏为不同
能力、不同性格、不同兴趣爱好的幼儿
提供了同样的发展机会。这种角色扮
演对幼儿而言，既是一种游戏，更是一
种职责。胆大自信的幼儿会勇于独立
承担角色，被动型幼儿会因为服从也
能更顺畅地完成任务。内敛羞涩的幼
儿会和同伴一起承担角色或任务，在
同伴学习中获得发展。幼儿在这个过
程中学会了和同伴分享、接纳各种想
法、能够倾听彼此的意见，有效提升了
彼此的交往能力。

（作者系天津市实验幼儿园党支
部书记、园长）

给戏剧生活性 还幼儿主动性
李惠虹

课程建设

柚柚是一个有点大大咧咧的女孩
子，她有一双好奇的大眼睛，总是能
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与其他同
龄的 5 岁小女孩不太一样，柚柚不喜
欢芭比娃娃，不喜欢过家家游戏，而
是迷恋上了身边的小动物。

第一次知道柚柚对动物感兴趣还
是从钢琴老师那里听说的。钢琴课结
束后，钢琴老师说：“今天柚柚练琴
的时候一点儿都不专心，总是想着家
里的小蝌蚪，还不停地跟我说，希望
爷爷多给她抓点小蝌蚪回来。”听老
师这样说，我决定下午离园时与柚柚
妈妈聊聊。从柚柚妈妈那里我得知，
爷爷的确答应给柚柚抓小蝌蚪回来，
而且小姑娘从小就对小动物特别感兴
趣。与妈妈聊过之后，我决定尊重柚
柚的兴趣，同时也给她立下小规则。

第二天，我利用晨间活动时间与
柚柚聊起了她的小蝌蚪。她一听我知
道她养小蝌蚪的事情，非常高兴，于
是开始给我滔滔不绝地讲关于小蝌蚪
的事情，包括从哪儿捉到的，养在哪
里，有多少只。我很认真地听着她的
讲述，并告诉她，可以把小蝌蚪的照
片和成长记录带到活动室里和小朋友
们一起分享。她很欣喜地答应了，同
时也答应我以后认真参与活动，自由
活动时间再和老师及小朋友们一起分
享有关小动物的事情。

第二个星期，柚柚把成长中的小
蝌蚪的照片带到了幼儿园里，和我们
一起分享，并在大家面前讲述了小蝌
蚪长腿的奇异过程。这让她成了小伙
伴们心目中的动物大王，大家都拉着
她问长问短。随后，我们在活动室的
自然角开展了饲养小蝌蚪的活动。每
天都有孩子乐此不疲地在自然角观
察，并画下自己的发现。随后，跟随
孩子们的兴趣点，我们又在班里开展
了有关动物的主题活动“恐龙探险
队”，同样赢得了孩子们的热情投入
和探索。柚柚在其中当然还是活跃分
子，她带了很多有关恐龙的图书、模
型和大家一起分享，还生动地讲述了
植食恐龙和肉食恐龙的区别。

通过活动，孩子们了解到，许多
动物因为环境的变化而灭绝了，我们
需要更细心地保护我们的环境，保护
小动物。期末时，我特地把柚柚的饲
养记录制作在了她的成长册中，以便
为她的童年留下美好的记忆。前不
久，我们又一起放生了她捉到的大凤
蝶。直到现在，柚柚还一直延续着她
的动物探索之旅。

《指南》 中科学领域要点的解读
中就指出，儿童有着与生俱来的好奇
心和探究欲望。探究既是幼儿科学学
习的目标，也是幼儿科学学习的途
径，大自然和生活中真实的事物与现
象是幼儿科学探究的生动内容。激发
探究兴趣，体验探究过程，发展初步
的探究能力，是幼儿科学学习的核
心。

在这个故事中，保护柚柚的好奇
心和探究欲是我所做的核心工作。如
果一听到孩子不专心于某项活动，就
一味地数落和指责，而没有尊重孩子
的兴趣，那整件事情的发展走向就不
会是之后那样了。正因为与柚柚母亲
一样，我也希望能够保护孩子的好奇
心，才进而引发了整个班级对动物世
界探究的愿望，生成了有关探索动物
世界的主题活动。在当代的都市生活
中，孩子们越来越远离大自然的情况
下，能保护孩子们对生物世界的好奇
心、探索欲望，是很难得的一件事
情。希望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可以在
他们的心里种下科学探索的种子，为
他们以后开启对更广阔的世界的探索
埋下小小的伏笔。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武侯
区第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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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生态式美育缓解幼儿厌画情绪
陈慧方

案例一
小班美术活动“春天的花”，教师出示 4 张

花的照片。
教师：“你们看，这些花有什么不一样？”
幼儿：“颜色不一样、大小不一样⋯⋯”
教师：“是的，其实花瓣的形状也不一样，

我把它们画在黑板上，你们仔细观看。现在请
小朋友们试试，画一画‘春天的花’，好吗？”

幼儿：“我不想画。”
案例二
幼儿作画环节，教师观察、指导。
教师：“为了不让人摘花，公园里的花都会

用栅栏围起来，我们也可以画上栅栏。大家可
以画一条横线，再画几根竖线，就是‘栅栏’。”

幼儿（更多的孩子露出一脸愁容）：“老师，
我不想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们开始惧怕美
术课活动。他们对于色彩的渴望、线条的构思
只存在于幻想中。现实中的他们要认真地完
成美术作品、认真地在一个限定范围内涂涂画
画⋯⋯于是，很多孩子开始讨厌画画！

《指南》中指出，每个幼儿心里都有一颗美
的种子。幼儿艺术领域学习的关键在于充分
创造条件和机会，在大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活中
萌发幼儿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丰富其想象力和
创造力，引导幼儿学会用心灵去感受和发现
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

为缓解幼儿厌恶画画的情绪，我们开始借助
“生态式美育”这一载体，转变他们的学习形式。

自然、生命、生活是生态式美育的基础

生态式美育，是借助生态式美术活动和体
验式音乐活动的开展，释放幼儿天性，鼓励幼
儿关注自然、关注生活、关注生命以及他们真
实直观的体验，使他们在系列活动中获得感受
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它是针对传统幼
儿美术中无自我观察，幼儿脱离了对自然环境
的认知；无情感交流，幼儿脱离了对社会生活
的感受；无成功体验，幼儿脱离了对美育本质
的理解等问题开展的，它是新蕾幼儿园的园本
课程，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自然、生命、生活是基

础。我们要求打破幼儿园的界限，让更多的
人、物、事件走进来，也要带着孩子们走出去，
开阔眼界，将生命融入艺术。同时，我们还需
要在美术活动中找到与幼儿生活的交集，创设
幼儿愿意画、喜欢画、能画好的条件和宽松的
氛围。

走进自然，让幼儿充分体验、感受

为了让孩子们充分地运用他们的感官发
现与体悟、感受与理解，教师放手让孩子们走
出教室，走进自然，去亲近、触摸树叶，去感受
自然。

“老师，我发现一片很神奇的树叶！”“老
师，这些枯叶像鲨鱼的嘴巴、像鱼钩、像眼镜、
像小鸟⋯⋯”在一周的“树叶寻宝”活动中，孩
子们对于树叶的形状、大小、颜色的不同，有了
自己的经验。

有了走进自然、触摸树叶的经历，在现实
中，孩子们关于树叶的认识也更丰富了：“我们
小区的树叶和幼儿园的不一样⋯⋯”“我外婆
家门口的树叶特别大⋯⋯”“妈妈说，有种叶子
叫竹叶，和燕子的尾巴很像⋯⋯”孩子们对于
树叶的话题很感兴趣，对树叶的认识也不再局
限于手上的“摸”，他们渴求更多的经验。

给幼儿充分的基于经验的表达空间

在系列认知活动后，教师设计了以“叶”为
核心的主题网络图，将“叶”延伸到其他领域和
游戏活动中，开展生态式美术活动。生态式美
术是一种模仿自然生态系统，以幼儿为中心的
自然的、融合的、自主的、开放的幼儿美术活
动。它着眼于幼儿生活内容，联系五大领域，
鼓励多元材料的运用，致力于趣味学习过程，
肯定幼儿的独特表达。

玩法一：邀请树枝来跳舞
在餐后散步的路上，小瑜捡到一根树枝，

拿在手上玩，旁边的小宝说：“小心点，你的手
碰到我的脸了。”“真的呢，树枝细细弯弯的，拿
在手上，还真像小瑜伸长的手臂。”于是，“跳舞
的人”诞生了⋯⋯

孩子们在大树下捡树枝，在宽敞的水泥地

上摆出了一个个“跳舞的人”，树叶装点成五
官，小人变得饱满、形象、有精神。

玩法二：鞋子变身大嘴哥
在一次翻阅杂志时，我偶然看到有艺术家

拿鞋子做文章。在鞋子上画满色彩斑斓的图
案，一只只普通的鞋子一下子变成了有深度、
有内涵、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如果把鞋子引
进“落叶活动”中，会怎么样呢？

刚开始，孩子们很不情愿。
——什么？要脱鞋子？
——袜子弄脏了怎么办？
——鞋子脱了怎么去捡树叶啊？
可是，有了第一个，就有了第二个。
⋯⋯
慢慢地，大家就玩开了。在孩子们全身心

放松、大胆想象的过程中，一个个“大嘴哥”脱
颖而出，有害羞的，有严肃的，有发怒的，还有
大声讲话的⋯⋯

玩法三：树叶变身小乌龟
大班幼儿经常到户外写生，小班幼儿也

趴在窗台上张望着，蠢蠢欲动。“什么是写
生？”“我们也可以玩吗？”“他们在写生什么
东西？”⋯⋯于是，我们也开始了以“落叶”
为材料的“写生”活动。

第一次尝试写生活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写生”，我们只是想看看落叶还可以怎么
玩。恰好，细心的孩子们发现，有只小乌龟趴
在鱼缸里的鹅卵石上，他们的兴趣被点燃了，
于是在作品中用树叶作乌龟，并用画笔画上一
颗颗小石子，看上去活泼、有趣、真实。

在“生态式美育”课程的引领下，孩子们爱
上了美术活动、爱上了创作、爱上了表达自己的
内心感受。现在，每周两次的美术活动是他们
最喜欢的活动，因为可以去户外，可以接触很多
有趣的材料，可以无拘无束地快乐表征⋯⋯

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颗美的种子，这颗
种子需要我们呵护、陪伴，需要我们认真解
读。美术教学不是单纯的涂涂画画、刻板
练习，它应该是更高层次的美育，是孩子们
喜欢的、顺着他们成长轨迹的、由着他们天
性的创造性活动。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蕾幼
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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