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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他们经常
会“犯错”，也经常会因为遇到挫折而发
脾气、哭闹、耍赖，更会因为伙伴之间的
沟通交往问题产生纠纷⋯⋯出现这些问题
的背后，是幼儿心理社会能力培养的缺
失。那么，作为教师，该怎样引导？如何
基于这个必经的成长过程，以课程实施的
方式帮助幼儿积累处理问题的经验？幼儿
园社会领域教育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过
程”，能否找到有效的载体让“潜移默化”变
得可触摸？带着这些思考，我们尝试将“共
情陪伴”理念引入社会领域教育。

“共情陪伴”有利于社会领
域课程建设

心理社会能力，简称“心力”，是指
一个人有效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需要
和挑战的能力；是个体保持良好的心理状
态，并且在与他人、社会和环境的相互关
系中，表现出适应和积极行为的能力。

在日常保教工作中，仔细观察幼儿心
理社会能力现状，我们发现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幼儿自我认知具有“两面性”。
主要表现为很多孩子都是“门里大王”，
一旦走出家门，就成了不讲规则的“皮大
王”、胆小不善交往的退缩者。第二种是
幼儿情绪管理能力弱。主要表现为不会接
纳与调控，在该安静的公共场合我行我
素，过分自由；被他人拒绝、遇到挫折时
会生气、哭闹、耍赖甚至出现过激行为
等。第三种是幼儿人际沟通方法简单粗
暴。主要表现为不敢交往、不会交往，当
需要与他人产生联动时，采用的方式比较
简单粗暴 （拉辫子、扯衣服、动用拳头
等），给人际沟通带来障碍。

“共情陪伴”倡导的理念，为我们打
开了一扇窗。“共情陪伴”是北师大心理
学部博士生导师伍新春教授，联合哈佛大
学凯瑟琳·斯诺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周兢
教授共同研究的国际合作项目，将美国幼
儿心理社会能力培养理念引入中国，经过
多年来本土化研究，致力于 3—6 岁幼儿
心理社会能力核心素养的发展。

共情，又称同感、同理心、移情，顾
名思义，就是指理解和分享他人感受并对
他人的处境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共情陪
伴”的核心是真诚、无条件支持、积极关注、
信任、倾听孩子的行为和表现，以此与孩子
建立真诚、尊重、理解、宽容的关系。

“共情陪伴”理念为我们开展社会领
域教育、构建幼儿“心力”培养课程提供
了积极的思路，那就是从教育孩子走向倾
听理解孩子，从帮助孩子走向支持接纳孩
子，从关心孩子走向积极关注孩子，从改
造孩子走向换位思考。

“心力”培养课程的目标聚
焦儿童健全人格

我们认为，幼儿“心力”培养的课程
目标，要放下驯化、说教、改造这些模式，
在保护和享有童心、童真、童趣的基础上，
通过系列活动浸润、共情课程提炼，进而潜
移默化地影响儿童，帮助儿童积累获得心
理社会能力的 4 大板块 16 条关键经验，
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阳光儿童。

因此，课程内容要体现“好玩”，要
渗透在幼儿一日学习、生活、游戏中。在
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体
现活动性、游戏性、体验性。主要有以下
几个板块：

基于视频情境的共情课堂。从小班开
始，我们将幼儿日常生活、游戏中获取的

“心力”的 4 大板块 16 条关键经验，即
“情绪管理能力 （情绪识别、情绪理解、
情绪表达、情绪调控）、自我认知能力

（自我知觉、自尊自信、自我控制、性别
角色）、人际沟通能力 （亲子依恋、师生
关系、同伴关系）、社会适应能力 （行为
习惯、挫折应对、合作分享、冲突化解、
直面欺凌） ”，通过每学期 8 个具体的视
频情境课程内容加以实施，起到“提炼梳
理”的作用。

基于体验的园本微课程。主要是在园
本微课程构建中，融入“心力”培养。如
在“集体庆生”微课程活动中，设计“优
点轰炸、宝贝秀场、自我介绍”等板块，

以此引发幼儿悦纳自我，发现他人优点；
提供“分享礼物、自主策划庆生活动”等
机会，促进幼儿与同伴的合作分享。

基于真实的生活游戏。主要是将“心
力”培养融入幼儿一日生活中，特别是通
过一些独特的活动进行嫁接，以此让教师
更好地读懂儿童、理解儿童。如在“小小
快递员”活动中，幼儿轮流负责给园内教
师送信件、报纸，培养了人际交往、问题
解决能力，构建了良好的师幼关系。

共情课堂、园本微课程、生活游戏，
构成了我们培养幼儿“心力”课程内容的
主要板块，此外还有“爸爸社团、走班活
动”等生活游戏中的随机渗透，共同促进
幼儿“心力”的培养。

幼儿“心力”各板块培养策
略互相交融

在情绪管理能力、自我认知能力、人
际沟通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上，教
师在课程实施中，逐渐探索归纳出了具体
的策略。

情绪管理能力培养——从识别表达情
绪到管理情绪。小班侧重融入集体：开展
情境视频学习，如“我感到紧张、妈妈再见、
上厕所、我好开心、遇到困难了”等活动，让
幼儿喜欢集体生活；中班侧重方法习得：设
计“自己也能解决问题、被朋友拒绝了、犯
错了怎么办”等活动，让幼儿获得情绪管理
的方法；大班则侧重主动调节：如“对不起
朋友、投票解决、有两种情绪”等活动，经由
视频情境让幼儿学会反思情绪，并迁移到
自己的生活中。同时，每天辅以“表情翻翻
乐”“情绪加油站”“心情回收站”等策略，融
入在一日生活中，引导幼儿在识别情绪中
发展管理情绪的能力。

就这样，幼儿每天的情绪因为被教师
关注而得到及时梳理，他们借用视频中

“丹尼尔”的办法，用“深呼吸，数数”
让自己平静下来，画一张画给自己，让自
己变得开心；他们经常会唱“当别人不想
跟你玩，那就用别的事情来填满”，告诉
自己学会独处的方法⋯⋯我们相信，当孩

子从外在的模仿中逐渐形成习惯，习惯会
变成内在素养的一部分。

自我认知能力培养——从认识自己到
悦纳自我。每月一次的“集体庆生”微课
程活动，是提升幼儿自我认知能力的主要
载体，让他们在“长大”的生日会中，体
验成长的快乐，了解自己的独特性，提升
对自己的正确认识。同时，通过嫁接情境
视频课堂中的“我就是我”“我是独一无
二的”等活动内容，连小班幼儿都会表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对吗⋯⋯”等
话语，这让成人不得不承认，幼儿有自己
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世界。

人际沟通能力培养——从愿意融入到
主动交往。培养幼儿处理人际关系的能
力，小班通过“好朋友互相帮助”主题，
中班通过“被朋友拒绝了”“考虑他人的
感受”等主题，大班通过“对不起朋友”

“将心比心”等主题来实施。如在“道歉
只是第一步”的课程内容中，经由情境视
频开展讨论，最后迁移经验，梳理了“道
歉只是第一步，道歉后还要想办法弥补”
的人际交往经验，口号“说对不起是第一
步，然后想怎样帮助”深入幼儿内心。

社会适应能力培养——从正视困难到
主动应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重点在

“城市足迹远足活动”中开展，通过“小
记者、小交警、小摄影师”等任务认领，
幼儿必须突破自己主动与他人互动，解决
与同伴之间的冲突，养成遵守社会规则的
习惯。同时，在共情课堂中，通过“遇到
困难了”“再试一次”等小主题培养幼儿
社会适应能力。

幼儿心理社会能力的培养策略，不是
为单独指向某一方面的能力而设计，而是
互相交融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过一
年多的实践，我们发现幼儿变得自信、乐
观、合群、善交往，灵动与活泼大胆成了他
们身上的特质；教师对幼儿心理健康教育
有了更深的理解，对“特殊儿童”给予了更
好的接纳。今后，我们将探索如何将视频
情境和幼儿的真实生活更好地链接，不断
完善培养策略，为幼儿的幸福人生奠基。

（作者系浙江省海盐县万禄幼儿园园长）

幼儿心理社会能力缺失该如何补

用“共情陪伴”触摸社会领域教育
姚群利

近年来，如何培养孩子的
好性格越来越受到教育工作者
的关注。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教授鹤光太郎看来，人的能力
大致可分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
能力(或称“性格”)。缺失非
认知能力将影响一个人的成
功 。 实 际 上 早 在 20 世 纪 中
期，存在主义教育家马丁·布
贝尔就表达过：一个成功的教
育本质上是良好性格的教育。
而心理学家荣格关于“一个人
毕其一生的努力就是在整合他
自童年时代起就已形成的性
格”的论断，更进一步向人们
揭示了一个规律，那就是人生
最初阶段的教育，不能忽视性
格养成。

性格教育越来越受重视

在孩子行为习惯的敏感
期，培养一个会说话的孩子、
有艺术天分的孩子，并不难，
但培养一个将好的行为习惯内
化为性格的孩子，却需要正确
的方法。

去年 10 月，在一次关于
性格教育的全球性学术交流会
议上，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
景的专家学者对各自的研究成
果、实践经验进行了分享。德
国是诺贝尔奖得主较多的国
家，有学者研究发现，这样的
成就得益于德国人主张不宜过
早开发儿童的智力，而是特别
注重儿童的情感培养、他人意
识的渗透。日本诞生了 20 多
位诺贝尔奖得主，和德国幼儿
教育相似的是，日本幼儿园并
没有提供过多专业知识教育，
孩子们接受的最多的是礼仪教
育和规则教育，“不给别人添
麻烦”是深入各种教育、生活
细节的基本准则。

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曾
发起一项对高中辍学者的培训
项目 （GED 项目），旨在希望
通过 GED 项目的知识培训和
一系列学术测试，让来自贫困
家庭、少数民族的高中辍学者
能重获进入大学或找到工作的
机会。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教授针
对这些获得 GED 证书的孩子
做了长期跟踪调查，却发现即
使这些辍学孩子获得了 GED
证书，依然只有极少部分进入
四年制大学或获得大专文凭，
而且该证书对于他们的年收
入、就业率等并无明显影响。

这个实验颠覆了大众对
“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智力、
知识和学习能力”的认知。赫
克曼在一篇论文中写道：获得
GED 证书，却依然无所成的
孩子，其实都是聪明却缺乏非
认知能力的孩子。他们虽然能
够通过认知能力测试，却无法
为自己长远考虑、为一件事坚
持到底，也无法做到自律自
控。缺乏非认知能力，才是他
们失败的根源。

七岁前是性格养正关键期

事实证明，童年时养成的
性格对于人的一生具有重要作
用。有远见的父母都知道：三
岁看大，七岁看老，子女的命
运深受儿时是否养成了良好性
格的影响。性格是构建人生大
厦的柱梁，只有柱梁稳健，才
有大厦的坚挺。培养孩子良好
的性格，是其今后适应生活变
化、抵抗重大变故、保持心理
平衡的关键，是其能够成功、
幸福的关键。

很多人对性格有一个误
解，认为它是先天的，是脾
气，是天性。事实上，性格是
后天行为习惯演化而来的，是
一种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
人与自然的互动中，顺应或改
变自己的本能，以调适自己情
绪和适应外部环境刺激的反应
能力，是个体在面对自我和社
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态度与
反应方式。

也就是说，性格的形成，
更多的是受到后天环境和教
育的影响。正如美国心理学
家马丁·塞利格曼所言，性
格是一系列可以变化的能力
与强项。性格是一种能力，
你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还
可以通过教育来传递。

七岁之前，是儿童性格养
正的关键期。儿童与周围环境
不断互动的过程中，特定神经
元网络得到加强，使某种特定
的行为模式从大量的可能性中
逐步脱颖而出，从而产生稳定
的适应性行为，这就是性格的
形成过程，这一过程是不可逆
的。在这个过程中，儿童得到
了整体、综合能力的提升，包
括认知、情绪情感、态度、行
为习惯等。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什么
样的性格是好性格？有两个核
心要素“仁爱”“专注”，是最
应该关注和培育的。“仁爱”
是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思
想，是一种解决人与人之间应
该如何相处的智慧，它符合人
的自然情感发展的过程，认为
人应该先爱自己、爱父母，再
自然而然地发展到爱他人、爱
社会、爱国家等。“仁爱”是
一种关系导向的性格要素 。

“专注”是一种胜任导向的性
格要素，是一种挖掘自身潜力
的智慧，让自己能够摒弃外界
的干扰、欲望，在一个时间段
集中注意力在某项事情上，或
者确定了目标后，围绕这一目
标坚忍不拔地努力。

好性格是成功的通行证。
性格中的专注因素是发挥个人
潜能所必要的根基；性格中的
仁爱因素是让自己与他人、社
会关系融洽和谐的根基，而好
的人际关系在成功因素中的占
比很高。不存在一个纯粹的叫
作“仁爱”或“专注”的能力，它
一定是与认知到他人的情绪、
与他人相处，以及与对事物的
认知、对外界刺激采取的行为
态度等能力密切相关的。

实施游戏化涵养式教学

帮助幼儿获得“仁爱”意
识和“专注”能力，可以运用
顺应幼儿认知规律的涵养式教
学法，将儒家文化中的精华要
素现代化、幼儿化，将五大领
域的发展目标，通过游戏、手
工、音乐、舞蹈、戏剧表演、
绘本故事等适合幼儿年龄发展
特点的教学方式来落实，以达
到涵养幼儿性格的目的。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涵养
式教学要关注幼儿的兴趣 。

“涵养”并不是形容词，而是
动词，指的是一个教育的过
程。要做到涵养式教学，教育
者必须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
幼儿浸润其中，帮助幼儿成
长，以润物无声而非强制灌输
的方式完成教学过程。

实施涵养式教学，游戏化
教学方式是重点。《幼儿园教
育指导纲要 （试行）》 中明确
指出，幼儿园的教育要“以游
戏为基本活动，寓教育于各项
活动之中”。教育部部长陈宝
生更是在两会上强调，“应当
明确幼儿园的基本教学模式是
游戏模式，而不是教学模式”。

比如采取戏剧教育的方
式，其核心理念正是基于游戏
开展的教学活动。戏剧教育可
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
华，在实施中要贴近幼儿的生
活经验，吸引幼儿主动自发地
参与进来，让幼儿喜欢玩，在
游戏中得到成长，认识自我、
认识世界，发展出“仁爱”意
识和“专注”能力，获得与人
相处的智慧。同时，在相同主
题的延展活动中，可用动画、
绘本等方式向幼儿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从而达到影响幼
儿社会认知的目的。

（作者单位：深圳儿童性
格养正研究中心）

性格养正关系
儿童认知规律

赵先德 马会兰

绘本 《好饿的毛毛虫》 讲述了毛毛虫
变形的整个过程，这条好饿的毛毛虫把孩
子们喜欢吃的食物毫不客气地吃下，一天
两天三天，直到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整
个故事富有儿童色彩，充满诗情。每次给
孩子们讲这个故事，总感觉这虫子是“我”
养的，我给它最好吃的，让它快快变成蝴
蝶。它给了我和孩子们太多的期待，而这
个期待前不久在我班变成了现实。

楼道里几箱子小菜渐渐长大了。可没
想到，有一天，孩子们发现长势很好的绿
叶被吃光了。他们很气愤，非要找出罪魁
祸首不可，于是在绿叶间扒来扒去，终于
找到了那些个小虫子，足足八条，看来也
是饿急了，索性把小叶吃光了。

气愤的林林仿佛只有置虫于死地才能
泄愤，而这时浩轩说：“咱养着吧。”其他
孩子也赞成。不一会儿，孩子们便放飞想
象，并念叨起来，“它一定能变成蝴蝶”

“给它几片叶子”“给它吃点苹果”“蝴蝶

是这样飞的”⋯⋯于是，我们找来容器把
小虫子放在了里面，开始了美好的等待。

三天后，有一只已经作茧了。它给了
我们第一个惊喜。孩子们看到后想象着它
飞的样子。就这样等待着，一天、两天、
三天⋯⋯孩子们每天都会来看看它们。在
等待的过程中，有的茧死去了，我们很伤
心，但还抱着希望。第 15 天，再一次看
时，小虫子已经破茧而出变成了小蝴蝶，
我按捺不住惊喜，给孩子们发去了图片。

星期一早上，孩子们来不及换衣服就
去看它——那只美丽的蝴蝶，嫩嫩的绿
色，清晰可见的薄翼，呼扇着。我轻轻地
把它从小瓶里拿出来放在手上，孩子们满
是惊喜地看着，小心翼翼的，生怕惊到
它。铭铭噘起小嘴远远地亲着，一早上整
个楼道充满了喜悦。看到孩子们的惊喜和
满足，我不禁感叹他们对生命的那份期
待。

最后，我们决定放飞它。孩子们有些

不舍，外面的天气有点冷，但他们还是决
定给它自由。它飞走了，我们看着它，很
开心。接下来，孩子们根据 14 天的观察
画出了虫的变化过程。这些真切的体验深
深地埋在他们的记忆中，孩子们在这个过
程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变化。

又一个清晨，一只小麻雀误飞进教
室，孩子们很兴奋，而小鸟或许从没有过
这样的经验，它惊慌失措地乱飞着，即便
我把窗户和门都打开，它还是撞在了透明
的玻璃上。我和几个孩子跑过去，捧起
它，让它缓了一会儿，或许是看到这么多
人看着它吧，它一惊，然后用尽所有力气
飞了起来，不幸的是，它再次撞在了玻璃
上，我和孩子们不禁“啊”了一声，小鸟
落在了图书角的垫子上，我们赶紧捧起
它，期待它再次醒来。这一次，它没有
醒，我们好失望。我捧着它，眼睛湿润
了，孩子们不相信地问我：“梁老师，小
鸟真的死了吗？”我点头，于是我们一起

谈到了“死亡的话题”。
我给孩子们讲了小鸟的发育过程，随

后又讲了绘本 《爷爷有没有穿西装》，虽
然很沉重，但是从讲解的过程中，孩子们
认识到死亡原来是生命成长的一种自然现
象，他们的心情放松了许多。最后，我们一
起为小鸟举行了小小的葬礼，孩子们静静
地挖坑，轻轻地把小鸟放进去，盖上“被
子”，埋好，然后我们集体默哀，足足有两分
钟，孩子们就站在那里，默默地感受。

从小青虫的破茧而出到小麻雀的葬
礼，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变化，让孩子们
幼小的心灵有了不一样的体验。在这个过
程中，他们默默感受着，感受着对蝴蝶的
那份保护和珍惜，感受着对小鸟的那份敬
畏。所有的生命都只有一次，不可能重
来，通过这样真实的体验，孩子们浅浅地
认识到了生命的重要。

（作者单位：山东省肥城市实验幼儿
园）

从小青虫的破茧而出到小麻雀的葬礼，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变化让幼儿认识到生命的重要

毛毛虫与小麻雀
梁瑞瑞

课程建设

精彩个案

心灵对话

近年来，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
第一幼儿园注重探索课程改革，坚
持以幸福教育为宗旨，以创新教育
为核心，以语言、游戏为特色，以
多元化活动为基本形式，全面实施
科学的教育，改变了过去以“教师
为中心”的惯性思维和注重知识传
授的倾向，着力培养健康、快乐、
勇敢、自主、自信的孩子。图为孩
子们在种植园合作种植。

本报记者 尹晓军 摄

合作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