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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亦凡把我的积木推翻
了！”

“老师，亦凡故意推我，还把我
的画弄脏了！”

“老师，亦凡抢棋。”浩浩又来
报告新情况，他身边还站着几个孩
子，似乎都对亦凡很气愤，抢着报
告他的“罪状”。

“亦凡，你不在捣乱，就在捣乱
的路上！怎么回事啊？”张老师生气
地把亦凡叫到身边。但亦凡两腿斜
站，手里绕着不知从哪里找来的线
头，眼睛看着其他地方，很无所谓
的样子。“听到老师的话了吗？不要
去碰人家！”亦凡也不回应。张老师
更生气了：“我在和你说话呢！”他
依旧绕着手里的线头。

亦凡被贴上了“调皮捣蛋”的
标签。小朋友见到他都会先护住自
己的材料。

很显然，亦凡在班里的社会关
系很糟！他没有朋友，一个人独来
独往，进哪个区都被排斥⋯⋯甚至
还没有产生破坏行为就被同伴“驱
逐”了。

一次，他试图进表演角。“我们
这里有人了，你看区域牌都满了！”
雯雯快速抽走最后一个区域牌。

“给我！那是我的！”亦凡试图
去抢。

“ 这 是 静 静 的 ， 我 替 她 看 着
的！”雯雯拿着区域牌向静静跑去，
塞到她手上。

幼儿已经开始掌握排斥的
规则

在课程游戏化过程中，幼儿自
主交往的机会更多了，这为幼儿提
供了一种理解和掌握复杂社会及幼
儿园文化的方式，他们开始试图独
立使用一些概念，如优点和缺点、
善良和正义、团结和排斥、从属和
统治。幼儿开始通过自己观察到的
现象对同伴做出评价，并对不同人
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上述案例中，亦凡的表现和大
家对他的评价，渐渐让幼儿觉得排
斥他并不会受到惩罚，于是他们对
亦凡就表现出了更明显的孤立态
度。这并不是好现象，因为同伴之
间由交往与互动而促成的学习环境

与氛围遭到了破坏。尽管亦凡本身
有交往能力的缺陷，但不应该被集
体以“正义”的名义排斥。而且，
被拒绝的个体从同伴身上得到的社
会支持很少，他们更孤独，更敏
感，这甚至会强化他们的不当行
为，造成“破罐子破摔”。

案 例 中 幼 儿 “ 抱 团 ” 排 斥 亦
凡，验证了纽康（Newcomb）和巴格
韦尔（Bagwell）关于“派系”（小群
体）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影响儿童对族
群的看法这一观点，即表现在他们对
非同派系伙伴不喜欢，从而出现明显
的抵触情绪或抵抗行为,但却愿意向
同派系的伙伴示好，并与之进行积极
的情感交流（合作、分享等）。被排斥
的群体文化加剧了亦凡的孤独感，使
得他越发缺乏同伴及资源支持，缺乏
游戏机会，也使他不得不用更消极的
方式处理与同伴的关系。

显然，这对亦凡是不公平的。

排斥行为可能会造成幼儿
发展的两极分化

英 国 伊 丽 莎 白 · 伍 德 教 授 指
出，儿童早期的排斥行为包括男孩
排斥女孩或干扰她们游戏等。随着
儿童年龄增长，户外是出现欺凌、
排斥和攻击行为的常见场所，尤其
是当这些儿童在同伴中的地位涉及
挑战权威时，欺凌和攻击行为会越

发明显，儿童在游戏中的地位、控
制权之争越发明显，资源等分配也
越来越分化。

事实上，随着课程游戏化的实
施，幼儿自发自主游戏过程中，因
排斥或者接纳行为形成小团体的现
象在幼儿园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发
现，不仅社交技能不当的幼儿容易
被排斥，能力发育慢，或者有特殊
教育需求 （自闭、多动暴躁、霸道
型） 幼儿的社交圈也较小，甚至被
排斥在幼儿自发的合作活动之外。
这样日益形成的趋势就是，学习及社
交能力越强的幼儿越受欢迎，占领的
资源也越多，发展得也越好。相反，
那些学习及社交能力越弱的幼儿，对
资源的拥有和学习、交往、探索的机
会就越少，发展变得滞后，甚至形成
被动、消极的性格特征。幼儿的发
展有趋于两极分化的风险。

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成人
应适当干预，促进同伴互助，提升
同伴影响力，同时盘活资源，激励
不同层次和性格的幼儿合作。它不
仅关系到培养幼儿善良、公正、接
纳等优秀品质，更是培养幼儿文化
认同、实现教育公平的需要。

教师使用引导性话语需掌
握好度

客观分析这种看起来常见但并

不正常的排斥现象，当然有被排斥
幼儿自身性格和错误行为模式的原
因。他们在交往中表现出自我中
心，试图控制交往但缺乏交往技
能，进而引发了同伴躲避、排斥现
象，但是教师的重要角色不可忽
视。案例中张老师对亦凡说的第一
句话就是“你不在捣乱，就在捣乱
的路上”。类似这样脱口而出的“标
签”式评价在幼儿园非常多，当
然，多是针对那些“不停找麻烦”
的孩子的。休斯 （Hughes） 等人提
出，在教育活动中，教师对不同孩
子行为的不同态度，会变成学校规
范的参考，而且，孩子会以此为依
据来评判彼此在教师心中的地位和
被教师喜欢的程度。这样，孩子在
交往过程中就会渐渐形成“老师不
喜欢的我也不喜欢”等强有力的概
念。游戏时也会实践这些概念，从
而形成集体态度。

因此，要解决幼儿园中的排斥现
象，教师一方面需要确保每名幼儿拥
有平等享用资源的权利和获得交往机
会的权利，另一方面要关注自身言语
对幼儿的示范影响力。因为教师是
有威信的，其对幼儿的不同态度和
行为方式，不仅会影响同伴群体对
幼儿的看法，也会影响幼儿对自我
的评价。当幼儿的行为发生集体错位
时，教师应该对他们进行引导，同时
深刻反思自己在前期实践中的不当行
为。

案例中，我以指导者的角色帮
助班主任张老师提升意识，并对幼
儿进行补偿教育。

连续半天进行蹲点观察，我终
于发现了教育契机。亦凡一个人在
美工区完成自己的回顾工作。他的
笔打不开了，于是使劲拔来拔去，
试图引起张老师的注意，但张老师
随意地对我说：“他就这样，每次
都要找点儿事。”我没有回应张老
师 ， 而 是 走 过 去 问 ：“ 需 要 帮 忙
吗？”他说：“笔打不开，你看。”
我帮他打开笔，并说：“下次也许
你可以试着轻点儿合起来，就不会
这么难拔了。”他点了点头。我一
直看着他用绘画展示自己一整天所
做的事。画面上只有他自己，没有
别人。而且翻看他过往的回顾，也
都只有他自己。

“你想有小朋友和你玩吗？”我
问。

“想！”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推倒、打破他们

的东西呢？显然这会让他们不开
心，不想和你玩。”

“我就想要那个东西！”他说。
“你想要别人的东西，别人没

给，你才抢的，是吗？”
“是！”
“也许你可以换个方法去向别人

借，你想试试吗？也许明天你会有
朋友的。”

离园前集体谈话时间 （我已经
和张老师协商了策略，她也意识到自
己之前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我把亦
凡的心愿当成了话题，引导大家讨
论：怎么帮助亦凡？小伙伴怎样才能
友好相处？孩子们兴趣很浓，说得也
很开心。

“每次他都动手抢，所以我们才
躲着他！”

“他只要遵守规则，不捣蛋，我
愿意和他玩！”

“也许我们下次可以商量一起定
规则。但是，亦凡你要遵守哦，我
会给你机会的。我妈妈说‘要能原谅
别人，多给别人一次机会’。”诺诺主
动走到亦凡身边，握握他的手。亦凡
的脸唰一下红了，他不好意思地别过
头去。

“亦凡，我也愿意相信你。但是
有什么愿望要好好说，可以做到
吗？遇到问题商量解决，有时候需
要忍一忍，等一等。”张老师也主动
走向亦凡，并拥抱了他一下。

“好的。”他的脸上露出少有的
羞涩，满眼惊喜。

谈话结束时，已经有好几个孩
子愿意第二天和亦凡玩了。我想这
是一个好开端。

在接下来的两周，我一有空就
去看亦凡。在他和同伴的活动中，
我总是有意无意肯定他的表现，也
一并认同与他游戏的孩子的表现，
积极评价他们合作的作品，这让他
们非常开心。张老师在我的引导
下，也经常在集体讨论环节给亦凡
一些表现的机会。他的学习状态也
有了很大改善。

（作者单位：江苏省丹阳市新区
普善幼儿园）

揭秘幼儿园中的排斥行为
彭解华

成长话题

童心探秘

班里新来了一个小朋友，她叫熙熙，
是一名脑瘫儿。熙熙的到来，在班里激起
了不小的浪花，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了不
一样的色彩。

孩子们刚看到熙熙时，眼睛里闪烁着
不一样的光，只有个别孩子上前去与熙熙
交流，大部分孩子只是在一旁看着。“老
师，熙熙走路怎么跟我们不一样？”“老
师，熙熙为什么会这样走路呢？”⋯⋯

“十万个为什么”写在孩子们的眼睛里。
在与熙熙妈妈沟通并取得熙熙的同意

后，我们组织了一次熙熙见面会，让孩子
们将内心的疑问说出来，一起来认识熙
熙。在这次小小的见面会中，熙熙妈妈讲
述了带熙熙的不容易、熙熙对进入幼儿园
的渴望以及多次被拒绝的事，熙熙妈妈流
下了眼泪。我对孩子们说道：“孩子们，
熙熙跟你们一样，都是妈妈心中最棒的宝
贝，虽然她与你们走路有点儿不一样，但
是她跟你们一样都是最美丽的小天使。”
孩子们点了点头。了解到熙熙由于自己的

“特殊”，直到现在才能上幼儿园时，孩子
们内心温软的角落被触动了。他们说：

“熙熙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会好好爱她
的。”一个孩子说道：“老师，我可以抱一
下熙熙吗？”在熙熙点头同意后，她去拥
抱了熙熙。这次活动后，别样的温暖发酵
了。

这一天，用餐时间到了，老师让孩子
们将小椅子搬到桌子前准备用餐。熙熙起
身走向小桌子，她的腿不能用力，全靠上
肢的摆动来带动下肢行走。只见她一瘸一
拐艰难地往前行走着，看起来快要跌倒
了。这时，站在一旁的豪豪看到了，飞快
地跑了过去，搬起一把小椅子，迅速放到
熙熙面前，并扶她坐下来，说道：“有
事，我来帮你！”然后给了她一个大大的
微笑。一边的熙熙眼里闪着泪光，像极了
春日里的阳光，耀眼得让人心动。

来到班级后，熙熙一直微笑着。她的
自强与努力感染着其他孩子，也感动着
我。

有一天，幼儿园来了三位融合教育
专家，来帮助熙熙。在阅读室，熙熙按
照专家的要求做屈膝伸展的动作，她一
直保持着微笑。虽然几经努力，熙熙也
没能按照专家的要求把动作做标准，但
是她一直努力地笑着，不曾露出自卑的
情绪。在熙熙父母与专家交流时，熙熙
一个人坐在垫子上拿着绘本故事来回翻
阅着。读完后，她把书整齐地放到书柜
上。直到我们和三位专家沟通完，她依
然在聚精会神地玩着。在我们送专家走
出门口的空当里，熙熙把自己用过的垫
子一块块收拾起来，放在角落的一边。
这时，不经意回头看到的专家对我们竖
起了大拇指，并说道：“没想到你们能把
熙熙教育得这么好，她竟然知道把自己
用过的东西收拾整齐，真棒！”那一抹欣
赏与安慰的笑容，让我感动不已。

现在的熙熙，学会了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在她的带动下，其他的孩子也学会了
自立、自强，学会了互帮互助。每每看到
他们相互搀扶、说笑的样子，我都有想流
泪的冲动。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心尖尖上的肉，我
很感恩我们的幼儿园能够接受熙熙，我很
感恩熙熙的到来让我们班的孩子学会了担
当，学会了负责，学会了爱人，学会了以
正常的眼光审视世界上不同的存在。唯有
爱心可以容纳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色彩。

（作者单位：四川省新津县五津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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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认真观察并记录幼儿探索过程中的同伴交往行为。 王华君 摄

童心童语

皮皮是一只贪吃的猫咪，每次只要闻到了鱼的香味，就会不顾一切
地冲上去。你看皮皮，它正张开四肢，露出锋利的牙齿，扑向一条美味
的小鱼呢。咦，这条鱼为什么抓不到呢？哦，原来是画在纸上的鱼啊。
是哪个小朋友画的？太像了，害得皮皮空高兴了一场。

（本栏目图文由湖南省岳麓幼儿教育集团第一幼儿园教师雷如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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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活动时间，孩子们到小篮
子里拿出自己带来的玩具，围坐在
娃娃家的桌子旁。

“你可以和我分享吗？”滔滔拿
着自己的汽车玩具问琪琪。

“我不要，你的不好玩，我就要
玩我自己的。”琪琪回答。

滔滔跑来向老师告状：“老师，
琪琪他不和我分享。”

我们在带班过程中经常会遇到
类似的事件，有的幼儿不愿意和别
人分享。我们该如何去处理呢？多
数教师会教导幼儿要学会分享。“大
家都是一个班的，都是好朋友，好
朋友就是要互相分享的。”“你为什
么不和其他小朋友分享呢？”“你想
要他跟你分享，就用好听的话跟他
说：‘我可以玩你的玩具吗？’”

诚然，这种用说教和道德解释
的方法鼓励幼儿分享，会取得一定
的效果，但是效果往往不明显，也
不稳定。

幼儿有说“不”的权利

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学
龄前儿童心理的突出特点是自我中
心主义。这个时期的幼儿考虑问题
往往从愉悦自我出发，不会站在对
方的角度考虑问题。随着年龄的增
长，幼儿开始逐渐去自我中心，但
这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
的。如果教师一味强制幼儿去分
享，只会让幼儿感到疑惑、不安：

“这到底是我的东西还是别人的？为
什么我必须和他分享？”这样的“分
享”只会让幼儿越来越自我。

幼儿的心理发展特点是先懂得
“独占”，后学会“分享”，先学会

“利己”，后学会“利他”的。在学
龄前幼儿心目中，教师是权威的象
征，教师的期望与态度对幼儿的行
为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作为幼
儿教师，要理解这个时期幼儿自我
中 心 主 义 的 特 点 ， 尊 重 幼 儿 说

“不”的权利。我们要告诉幼儿：当
我们手中的东西数量不多时，可以
选择拒绝分享；当我们将自己的东
西分享给别人时，要告诉对方保
管、使用物品的方法；对于集体的
东西，我们不可以独占，要共同使
用；对于别人的东西，我们要学会
爱护，不可以多次要求别人分享。

创设情境让幼儿体验分享

分享行为是幼儿在与环境、与
他人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的，是幼儿
生理、心理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
物。因此，虽然不能强制要求幼儿
分享，但成人的引导也必不可少。

创设情境，让幼儿在实践中体验
分享，是引导幼儿学会分享的一种好
方法。跟幼儿讲分享行为的好处有
一定的效果，但目睹分享的实际行为
更有效。经常看到别人表现出分享、
帮助、给予行为的幼儿，自己也更容
易那样做。当幼儿看到其他人表现
出分享的行为，并且从中获得明显的
快乐时，模仿也会更容易。

教师可以抓住生活中自然出现
的情境进行分享教育，也可以通过
事先准备的活动开展分享教育。教
师在活动中既要演示如何分享，也
要演示如何以礼貌的方式对待他人
的分享，使双方都产生愉悦的情绪
体验。比如在自由活动中，幼儿发
生了分享行为时，教师可以说：“你

将自己最喜欢的洋娃娃和圆圆分
享，我听到她跟你说谢谢了，你们
一起分享玩具，一定是好朋友，你
真是个爱分享的好孩子。”“有好朋
友将自己的玩具分给你玩，我听到
你对她说谢谢了，你真是个有礼貌
的好孩子。”

巧用强化巩固分享行为

幼儿具备了初步的分享能力与
分享体验后，成人还需要巧用强
化，巩固他们的分享行为。教师要
关注幼儿的分享行为，不要把这种
行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也不要等
到出现某些特别引人瞩目的情况时
才给予幼儿鼓励。相反，对幼儿在
生活中能做到的小事也要鼓励，比
如和好朋友分享玩具，在个别化学
习时一起分享操作材料等。除了口
头鼓励，教师也可以采用微笑或者
其他积极的信号对幼儿的行为表达
赞赏。如果采用表扬，要表扬幼儿
之间具体的分享行为，揭示幼儿行
为背后的品质，使其道德内化。

学前儿童掌握社会规则，学会
分享，从个体我走向社会我的过程
中，成人的支持和引导十分重要。
幼儿是在与成人、与环境的互动中
体会社会规则，建构自己内心世界
的。作为幼儿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
人，教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身
作则”“言传身教”历来是被推崇的
德育原则，教师要处处注意自己的
言行，帮助幼儿理解分享、懂得分
享，做幼儿分享的榜样，从而引导
幼儿乐于分享。

（作者单位：上海市嘉定区黄家
花园幼儿园）

不分享就自私吗
朱萌

曾章恩尚曾章恩尚 绘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