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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应共同捍卫儿童游戏权

为什么儿童需要游戏

香港东华大学教授、世界游
戏大联盟成员郑佩华 2013 年经
人介绍来到安吉，“当时被眼前
的游戏场景所感动，另外有些悲
伤，想到香港的孩子们悲伤起
来 ”。 话 语 间 她 的 眼 里 饱 含 泪
水，她向记者介绍说：“在过去5
年间，香港孩子患上多动症的比
例有惊人的增长。其中一个十分
重要的原因，成人常常按照自己
的要求打断孩子自我发展与探索
的规律，让孩子错失了注意力的
培养。”

在安吉，郑佩华看到完全不
同的场景，孩子们自主决定使用
哪些游戏材料，玩什么游戏，制
定什么游戏规则，用几天的时间
完成一个游戏内容。

北京师范大学冯晓霞教授基
于认知目标分类提出的深度学习
与浅层学习的理论，分析了安吉
幼儿在学习过程中的不同取向。
她认为：“大量幼儿自发、持续
开展的类似项目活动的游戏，这
与安吉为儿童的游戏提供了相对
较长较稳定的活动时间有关。在
这个时间段，他们可以按照自己
的想法操作游戏材料，多角度尝

试各种玩法，不断思考和探索解
决问题的方法，也有更多机会合
作完成更复杂的任务。”她认为
这是 21 世纪人才所具备的重要
素质。

这一观点，与丹麦奥胡斯大
学 安 德 烈 亚 斯 · 罗 普 斯 托 夫

（Andreas Roepstorff） 教授的
观点相互印证，他认为：“安吉
游戏所体现的投入、冒险、喜
悦、反思和爱，是未来人适应未
知环境所必须拥有的品质。”

除了探讨安吉游戏对于人类
面对未来的挑战问题，一些国外
教育工作者也以儿童的转变，介
绍了安吉游戏在海外应用的价
值。

一 城 （One City） 是 海 外
第一个安吉游戏试点幼儿园，该
地早期学习中心创始人、首席执
行 官 克 里 姆 · 开 罗 （Kaleem
Caire） 介绍 ：“从奴隶制时期
起，黑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就受
到限制，黑人渴望融入美国社
会。经过 372 年的努力，美国非
洲裔黑人的合法性歧视才终止。
今天，黑人学生的阅读能力的测
试显示，他们的受教育情况也不
好。”

全球形成的共识是早期儿童
发展的投入能在未来带来正面的
效益，但是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在一城所在的麦迪逊市 60%的非
洲裔美国人处在贫困之中。为了
解决非洲裔美国人的学习与发
展，克里姆·开罗等人运用一个
新的框架，由基金会支持，引入
了安吉游戏。

“借鉴安吉游戏的模式，我
们改变了室外和室内的设计以适
应安吉游戏。实施安吉游戏，孩
子们参与游戏的时候，他们很专
注；给他们材料，他们能做出惊
人的作品，哪怕只是一岁的孩
子。”这样的成果不但让他们的
教育获得惊人的发展，而且实施
安吉游戏让学校与社区、捐赠者
等多方面因素发生着改变，学校

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安吉游戏影响了我们的文

化，改变了我们的教育生态，我
们威斯康星州州长在演讲中特别
提到安吉游戏是具有创造性的一
场革命。”克里姆·开罗说。

罗 娜 · 范 · 奥 登 欧 文
（Rona Jualia van Ouden-
hoven） 是西印度群岛大学客座
讲师。她介绍在历史上加勒比海
人同样经历的也是一部殖民压迫
史，教育与环境互动让孩子们要
学会认识自己，学会顺从，学会
遵守。到安吉学习后，罗娜听到
华爱华教授分析说“游戏是自
由，游戏是赋权，游戏是平等的
力量”，让她相信要去保护孩子
的宝贵游戏权。

基于此，罗娜在自己的学校
中实施安吉游戏，并且引导教师
必须做到不能过多地压制孩子，
要将游戏的权利还给孩子，让孩
子在与环境的互动中认识自己；
学校要保护孩子的隐私，允许孩
子进行无人看管的游戏，让孩子
玩自己喜欢的游戏等。“只有做
到以上几方面，才能回到基础，
创造全球公民。”罗娜说。

一年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国际儿童发展项目创始人兼高级
顾 问 尼 科 · 范 · 奥 登 欧 文

（Nico van Oudenhoven），在
网上看到一个 5 分钟的安吉游戏
视频，“非常震撼，这是我看到
的最具活力的地方！”他说，真
正对孩子产生影响的不仅是幼儿
园、学校，校园外的因素才真正
影响孩子。然而学校往往会过早
开始学科学习，“我们太过注意
孩子们表现如何，但忽略了游戏
在儿童生活中起到更重要的作
用。应该让游戏占据主导地位，
让孩子在自然中和小动物们在一
起，度过愉快的童年。”尼科长
期从事儿童保护方面的研究，他
特别提到“游戏和暴力不能共
存，游戏是打击暴力的重要手
段”。

学校管理是一个多维
度、多层次、多因素的复
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对
幼儿园而言，管理的最终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幼
儿以及教育者自身的发
展。随着课程改革带来的
管理建设的跟进，越来越
多的幼儿园逐渐尝试发展
型的管理模式，这种变化
需要幼儿园部门之间不再
是层级关系而是合作关
系，并围绕办园目标产生
有效联动。

联动需求促使管
理模式的变化

发展型的管理需要我
们在比对中做出改变，园
领导与教师之间的关系相
较于以前不再是上传下
达、命令与执行的关系，
而是在共同愿景下的价值
观认同及在管理实践过程
中的互动、共生的关系，
从完成课程任务到团队一
起追求愿景，从注重课程
决策到注重决策过程，从
监督管理到民主管理实现
价值观的追求，从双向沟
通到开放的多向对话等。
这种模式既可有效制衡园
长的权利，又能充分发挥
每位教师的积极性。

我们抓住的关键词是
互通、联动与合作。实践
中，我园从教学研究与推
进出发，基于管理主要职
能的不同，划分课程部、
科研部、师资部、家教
部、信息部和后勤部 6 个
部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
的管理手册，在独立、自
主地运作的同时也会依据
园部的项目、教育计划等
分工合作、整体联动。

从管理自觉出发
的联动与合作

我们调整管理机制上
各部分离的局面，努力加
强各部统筹，部门之间的合作从“单一管理”逐渐发展为

“联动管理”。管理的过程中，每一个部门均基于特定项
目、活动等实现与其他部门的联动，构成相互联系、相互
融合的管理网络。

部门内部的合作——专业聚焦，深度研究。每个部门
职责、功能清晰，指向幼儿园发展中的不同侧面。部门内
部有负责人，在与部门内成员的共同合作下践行该部门所
承担的职责与权利。作为幼儿园整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
统，部门内核心团队中的成员发展各有特色，研究各有专
项、术业各有专攻。科研部的内部成员均为在科研研究上
有专长的教师，对科研有一定的想法，聚合在一起，承担
着以科学研究的方式聚焦问题，提供策略，解决教研问
题。这类的“聚合”，会更专注实践中科学手段的有效运
用、完善各类教学成果的梳理等。

部门之间的联动——专业互补，提升效能。部门的研
究为部门之间的联动提供了专业支持，更好地推动基于专
业互补的管理联动效能。科研部的触角式联动管理方式就
是很好的说明，它除了从课题角度出发走进其他各部管理
外，还主动承担各部门分担的条块工作，例如与保健部进
行特殊儿童管理手册的制定，与家教部合作参与家庭教育
研究会活动的推进，走进师资部进行研训方案的科学策划
与研发，配合课程部完善课程设置与质量监控等。同时在
每月联动中，科研部也接收着来自各部的信息，从而提供
有针对性的有效分析和策略。这种联动模式已经转化成为
每个部门的运作常态、成为每位教师的工作习惯。

除了单向的联动，我们还有更多的多部门联动，有时
涉及幼儿园的整个管理体系，有时也会聚焦某个专业活
动。开学初的常态工作如开展个别新生 （肥胖、营养不良
等需要家园合作共同干预的幼儿） 家庭沙龙活动，由后勤
部发起策划，家教部联络组织，科研部会将上海市、本园
及这些需要干预的幼儿身体状况的样本、数据进行整理形
成比对，由信息部进行可视化制作，形成能让家长理解的
图样。这样联动合作下的沙龙，让家长感受到自己的孩子
在园除了常态的教育资源外，还能享受到更多的关注，由
此更好地参与干预，保障幼儿的健康成长。

基于责任和监控的互通管理机制

幼儿园在构建人人合力、自主运作的管理机制的同
时，也形成了管理月报互通的制度，以月会、月报等形
式，反映工作中来自不同层面的问题和解决策略。例如，
家教部通过例会根据几个园区的具体问题提出应对措施，
推进各类家教管理活动，包括班本化家教指导活动的设
计、家庭教育研究会的沙龙活动有效范式等，不断强化基
于责任和监控的自主管理运作方式，形成基于专业背景下
的有效管理模式。这样的管理机制会促使幼儿园管理从

“曾经是这样处理这种问题”到“可以这样处理问题”再
到“预设避免这样的问题”，逐渐摆脱经验型管理，走向
基于预判的科学管理。

联动管理带来效能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我们重视联动
管理过程，激发每一位成员的专业自觉。在互动互通中，
幼儿园领导实现了激发管理人员的全局意识、联动视角，
累积有效的管理推进专业自觉的策略，从大视野的角度来
推进基于专业自觉的园所科学管理，形成保障每一个孩子
健康成长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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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剑青

温剑青 上海市静安区安庆
幼儿园园长，上海市特级园长。出
版了《教育教学管理》《幼儿发展评
价》《学前数学课程》等专著。先后
主持、参与多项全国、市级研究项
目，主持的研究曾获上海市教育科
研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基础教育教
学成果特等奖、2018 年基础教育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等。

区域纵横

安吉游戏安吉游戏 世界的财富世界的财富
本报记者 常晶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过，对真理的最大尊敬就是遵循真理。同样，对儿童教育最大的尊敬就是尊重儿童。以尊重儿童为初心，安吉
进行了19年的游戏改革，如今这一改革带来的引力波，不仅席卷中国，更如剑桥大学大卫·怀特布莱德博士所言：“它带来人类一次新
的文艺复兴”。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安吉游戏汇聚了世界众多教育研究者，探讨其对儿童教育的价值和对儿童权利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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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有谁第一次来安吉时受到感动？”主持人提问后，几乎全场
举手。

“是什么让你感动？”主持人追问。“拥有了游戏权利的孩子是幸
福的。”“在这个地球上，只有 15000 个孩子在享受这样水平的游
戏。”“安吉的老师所做的工作不仅很重要，而且对世界具有影响
力。”⋯⋯这样热烈的场面在 5 月 12 日—15 日“安吉真游戏国际研
讨会”上频繁上演。

是的，在中国，在安吉，一个三面环山、没有火车站、没有飞机场的
小县城，吸引着全球 20 余个国家 300 多位国度不同、文化迥异的教育
工作者，怀着朝圣般的心情来到这里，目睹游戏赋予儿童的人性光辉，
分析安吉游戏所传导的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然而，所有的不同，
在这里都不是障碍，因为这里唯一的通用语言——是游戏。

法国文学家雨果说：“所谓活
着的人，就是不断挑战的人，不断
攀登命运险峰的人。”然而综观全
球教育生态，成人为了让儿童获
得明确的学习目标、减少儿童的
安全事故，越来越多地放弃或者
牺牲人类最原始的对未知世界的
探索，错过探索精神锻造的最宝
贵时机。

可是，对于儿童来讲，游戏带
给他们对冒险、对未知的渴望却
丝毫没有消退。在安吉，孩子们
小小的双手组合巨大的木料搭建
成复杂的玩具，他们爬上 2 米高
的跳板再跳下来，他们从荡起的
秋千上面飞扑下来⋯⋯这些让成
人都有些发怵的玩法，他们玩得
酣畅淋漓。

“游戏在儿童生活中占据重
要地位，它不仅对儿童个体的身
心发展产生积极而长远的影响，
而且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也意义非
凡。”华东师范大学华爱华教授分
析说，“游戏本身具有的不确定
性、多变性与新奇性，决定了游戏
过程必然伴生风险与挑战，但它
能让儿童学会判断风险和自我保
护，它带给儿童真实而充沛的体
验与内涵无与伦比。”

布 达 佩 斯 英 国 国 际 学 校
（British International School，
Budapest）在开展安吉游戏后，
发现了冒险游戏对孩子有重要的
作用。该校早期教育部门主任艾
玛·皮克林（Emma Pickering）
分享了数个案例，其中“有一个孩
子刚入学时非常不适应，站在门
口哭泣。两周后可以在游戏场
玩，但是比较吃力，爬梯时很害
怕。再后来可以在梯子上自由玩
耍做各种尝试，他便越发喜欢来
到学校挑战”。艾玛说：“安吉游
戏让他们体会到，生活中冒险无
处不在，冒险是儿童在自信、勇
气、竞争中成长的必经之路。”
孩子在冒险游戏中获得的能力让
他们战胜了生活中的变化，“相
反，剥夺儿童的冒险机会，儿童
就可能失去掌控他们自己人生的
能力”。

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尼古
拉·维拉科萨（Nikolay Verak-
sa）博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学前教育秘书长，他看到安吉游
戏蕴含着人对于自然的渴求、人
与自然保持的深度连接，“安吉游
戏以环境、自然的元素为导向，是
自然的扩大化过程”。

尼古拉分享了在安吉户外游
戏中的所见，他发现这里的孩子是
一切的主导。例如有一个孩子就
是在园内闭着眼睛奔跑，没有成人
干涉、阻止他，“他以自己的方式寻
找从未有过的体验，感受自己身体
的调整。在这样的活动中，孩子拥
有的是自己的活动”。回到教室，
由教师来组织孩子开展反思，教师
会用一些工具，例如数字工具、图
示工具等帮助孩子反思、思考，获
得思维品质的发展。

“安吉游戏创造了一个教师

的职业幸福与儿童的快乐同在、
师幼共同生活与成长的模式，这
正是康德所说的‘人的尊严、人的
幸福才是教育终极性的价值目
标。’”华东师范大学李季湄教授
分析说。

美国西部教育儿童和家庭研
究中心联席主任彼得·曼吉奥尼

（Peter Mangione）博士曾经写
过加州婴幼儿教育指南，并且他
的婴儿照顾计划课程已经成为美
国重要婴幼儿教育模式，他一直
致力于儿童学习与发展的研究。

彼得在国外知道了中国的安
吉游戏后，亲自到安吉幼儿园开
展实证研究。他惊喜于安吉游戏
创造出的低结构、无结构的材料，
让孩子有着无穷的学习可能性，
这就萌发和促使孩子开始去评估
自己的能力，而不是成人去评估
孩子水平的高低，好像只有爬得
高的孩子才证明发展得好。

“在游戏的过程，孩子有机会
一起玩就增加了游戏的复杂度，
让孩子拥有了解决问题的情境。
孩子以自己的水平、能力发现问
题、调整自己、群体互助、感知环
境，一个个孩子的自我调整，整个
群体也实现了系统调整和社会参
照。”彼得说。

一位参会者补充说：“安吉的
儿童是特别的，他们不害羞，师幼
关系是平等的，儿童有很多东西

教给成人，成人在欣赏与理解儿
童中获得了提升。这才是以儿童
为中心，以人为本，尊重人之为人
的基本。”

相反，如果教育放弃或者牺
牲了这一为人之基本就会陷入另
外一种境地。在本世纪 50 年代
美国心理学家 E·保罗·托伦斯
就曾指出：“一旦儿童被迫放弃
了探索，放弃了提问，取而代之
以对权威毫无疑问的、心甘情愿
的接受，他便开始失去了创造的
活力。一旦儿童学着走一条熟悉
而又安全的道路，一旦学习中缺
乏冒险，一旦他失去了游戏的兴
趣，一旦没有了淘气、幽默和放
松，他就失去了人性的精华。”

“考虑到未来的不确定性，我
们要培养适应未来的人才，我们
需要安吉游戏。”哥伦比亚大学巴
纳德学院心理学副教授、巴纳德
学院幼儿发展中心主任特娃·克
莱因（Tovah P Klein）说：“将安
吉游戏的模式引入到世界各个国
家，我们应该跨越障碍，战胜困
难，抓住核心。安吉游戏的核心
是 以 儿 童 为 中 心 ，核 心 概 念 是
爱。”

如何让安吉教育的思想产生
更深远的影响，让改革进行下去，
有持续的动力？罗娜提出了一个
宏观环境支持问题：“安吉游戏的
发展需要得到各个国家领导层的
支持，同时也需要更多社区间的
合作，保障改革的可持续性。”

“许多国家的项目都是从上
到下实施的，孩子处在最下面。
但是在安吉，是自下而上的，孩子
成为真正的关注点。”特娃提出这
一特征后，克里姆·开罗从实践的
层面上进行了分析：“我们开办的
一城学校就是为了改变政府的想
法，让学前教育变成免费教育，让
所有家庭能够把孩子送来接受教
育。改革让我们得到媒体、志愿
者的支持，我们意识到应该依托

更多力量、大力推广，让更多人知
道相信安吉可以从下至上影响政
策制定。”

特娃分析说：“安吉游戏代
表着人类发展的人性所向。安吉
游戏的价值远超教育范畴，我们
还应从人类学角度深入分析，我
们相信我们的研究不仅是学科问
题，不仅是教育者的问题，还是
国家的问题，我们要用翔实的记
录来作为证据说服政策制定者。”

越来越多的代表呼吁安吉游
戏带来的巨大成果应该被推广和
应用。安吉游戏创始人程学琴
在 会 上 发 起 了“ 世 界 真 游 戏 联
盟”声明，呼吁全世界共同捍卫
儿童真游戏权利！来自 22 个国
家的国际代表纷纷响应，他们在
真 游 戏 声 明 上 郑 重 签 名 ，结 成

“世界真游戏联盟”大家庭。与
此同时，美国麦迪逊市特别代表、
麦迪逊市总图书馆馆长格雷·米
克尔（Greg Mickells）接过真游
戏火种，宣告“2020 年真游戏国
际研讨会”将在美国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举办。

闭幕式上，中方代表为希亚拉
山学院（Sierra College）、旧金山
护 儿 儿 童 服 务 中 心（Wu Yee

Children’s Services）、麦迪逊市
总图书馆（Madison Public Li-
brary）、麦迪逊市一城学校（One
City School）、伯克利市小鸭幼
儿 园（Ducks Nest Preschool
Berkeley）、澳门福建学校（Esc-
ola Fukien）、安吉坦幼儿发展中
心 （AnjiTa Child Develop-
ment Centre）、布达佩斯英国国
际学校等 15 个安吉游戏海内外
实践单位正式授牌。

今年，基于贝聿铭的设计理
念，由设计师林兵、冈本博等参
与的安吉游戏文化综合项目，将
要面世。十分有趣的是，该建筑
的设计灵感来自安吉幼儿积木建
构，建筑设计过程还原游戏本
身，创造一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
建筑。据了解，该建筑将成为全
球共同研究安吉游戏的基地、全
球儿童体验安吉游戏的基地，届
时中国安吉将与世界教育工作者
共同携手创造更为符合儿童需要
的教育。

“真游戏是每一个儿童的权
利，真游戏就是真学习，它让儿
童回归天性。成人在真游戏中发
现了儿童，儿童在真游戏中发现
了世界！”程学琴说。

孩子们的游戏引发国外学者纷纷参与体验。

为什么世界需要安吉游戏

国际代表在安吉郑重签名，结成“世界真游戏联盟”大家庭，
图为其中部分代表合影。 本版图片由会议组委会提供

美国玩具设计研究者尝试安吉游戏

的户外玩具滚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