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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受
成
长
的
力
量

编者按
在幼儿园课程游戏

化改革的背景下，越来
越 多 的 教 师 开 始 意 识
到，幼儿园的所有活动
都是课程的一部分，都
应 该 服 务 于 幼 儿 的 成
长，“六一”也不例外。
因此，近几年，我们看
到越来越多的幼儿园放
弃了传统的舞台表演式
的“六一”活动，转而
开始尝试一些新的活动
形式与活动内容，把关
注的焦点从愉悦成人转
向滋养幼儿。本次“六
一”特刊从多个角度探
讨“成长的力量”这一
话题，集中呈现一些新
颖、有意义、课程化的
活动，以期对广大幼儿
教师有所启发。

所谓节日活动，就是幼儿园除正
常教学活动之外在节日开展的主题活
动。而节日活动的开展形式与内容，

决定着节日活动的效果。节日活动在
形式选择上，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让儿
童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获得快乐，在
此基础上可以附加教育功能、文化功
能等。这次呈现的活动，不但形式新
颖、内容丰富，更重要的是，教师们
已主动将它们变成了课程的一部分。

这是近些年来学前教育改革的成果。
节日活动是幼儿园重要的课程资

源，对教师的课程建构能力是个不小
的考验。一是要利用常规的集体教育
活动及区角活动、生活活动让幼儿认
识与了解节日的意义；二是利用节日
庆祝的形式，让幼儿体验节日活动；

三是围绕节日内涵及幼儿需求，生成
活动内容；四是注重潜在教育因素浸
润，创新主题活动实施形式。

幼儿教师要明确，节日活动首先
应以每名幼儿有兴趣参与作为第一要
素；其次不应打乱幼儿的正常生活；
除此之外，还应注重幼儿自身的优

势，努力让每名幼儿都能在活动中展
现自我。因此，除了传统的文艺演
出，亲子活动、人际交往活动、社会
实践活动等，都是很好的节日活动形
式，值得尝试。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
教师发展中心）

课程元素丰富节日活动内涵
田倩

华爱华教授在 《幼儿游戏理论》
中指出：完善的个体发展离不开同龄
伙伴和异龄伙伴的交往。没有与年长
者的交往，将减少知识经验和技能的
学习机会；没有与年幼者的交往，社
会责任心、自主感和组织能力的补偿
将难以实现。幼儿园里本来就有三个
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因此，我们就
利用“六一”的契机开展“好朋友

节”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在
“大带小”中都有所收获。

活动确定之初，我们通过海报向家
长发出倡议，争取他们的支持。各班老
师分别将大、中、小三个班级结为组单
位，形成固定的“大带小”结对班级，同
时根据孩子们的性格及喜好，帮助他们
找到固定的两个朋友，结成小组。

紧接着，各班举行了“认识你真
好”结对仪式。每个小组的孩子要相
互介绍。刚开始，孩子们还有些陌
生，但紧接着的游戏活动，让他们之
间的距离一下拉近了。

老师说：“我们做一个‘泡泡糖’
游戏，听到老师口令，就要把相同的
身体部位粘在一起。”孩子们紧张又兴
奋。“泡泡糖，真荒唐，一不小心粘到
小屁股。”话音刚落，孩子们的小屁股
就贴在了一起，所有人都开心地笑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孩子们经历了
多次和新朋友在一起的活动。每天一
到幼儿园，大班孩子就在操场上等候自
己的两个弟弟妹妹，等到后就带他们一
起玩游戏。他们还设计了各组的标志
和徽章，一起制作贺卡，互相交换礼物。

家长的参与是孩子们之间加深认

识的助推剂。家长三人一组，通过微
信结成小组群，晚上也会让孩子们一
起聊聊天，双休日会互相串门，或者
相约去公园见面。

“六一”当天为周六，于是我们决
定把那天的活动提前。

这天一大早，孩子们三人一组相约
见面了。三个人的服装都是家长参考
孩子们的意见准备的，有的是三只可爱
的小鸭造型，有的是三个带领结的小绅
士，有的还装上了一样的天使翅膀……

要游园了，所有的游戏都要三人
齐心协力才能完成。三个人要一起用

橡皮筋把牛奶罐送回家，还要闯过难
关才能打开宝箱。大家还要思考，一
个呼啦圈套在身上怎样才能不掉下来。

这一天，大班的哥哥姐姐一直紧
紧攥着弟弟妹妹们的手，帮助他们，
照顾他们。我们发现，有哥哥姐姐
在，弟弟妹妹勇敢多了。

“好朋友节”让不同年龄的孩子建
立了深厚的感情。如何让友谊持续
呢？我们还打算开展设计名片、交换
名片活动，鼓励他们继续保持联系。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市第三
幼儿园）

一起过“好朋友节”
杨华

今年，在听了孩子们的意见
后，我们决定用“小鬼当家”徒
步逛超市的社会实践活动来迎接

“六一”，目的在于充分利用社会
资源，让孩子们走进真实的生
活，提高他们的社会实践能力。

活动主题确定后，老师和孩
子们共同商讨如何开展活动。当
一切都变成“我要做”时，孩子
们的智慧得到了充分展现。

首先是确定路线。孩子们自
发分成三组。周末，三个小组长
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先考察从幼
儿园到超市的路线，并制作路线
图。回到班上，三个小组长分别

做线路介绍，经大家投票，最终
从三条路线中确定了一条路况相
对简单、人流量不是特别大的路
线。

其次是确定购物任务卡。经
孩子们讨论，任务卡上确定了三
项内容（买一种学具、一个送给
好朋友的礼物、一种当天要分享
的食物，总金额不超过30元）。
我们提前勘察场地，和超市工作
人员沟通，取得他们的支持。在
人员配备上，除了幼儿园老师，
各班家委会成员也积极参与，以
确保孩子们的安全。

整个活动过程中，孩子们拿
着购物清单，穿梭在日常用品
区、食品区、果蔬区，寻找要买
的东西。找到后，他们会先查看
价格。整数的价格，孩子们都能

算清楚，但遇到非整数的价格，
大部分孩子出现了看不懂的问
题。于是，他们主动请教售货
员，询问自己用了多少钱，还剩
多少钱，在收银台付款时还记得
要小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
一些孩子生活经验丰富，语言表
达及社会交往能力都很强，另一
些孩子能力就相对较弱，这提醒
我们以后多多关注他们。

教育来自生活，教育的最终
目的也是为了让孩子们拥有更好
的生活能力。把“六一”活动融
入社会实践，对于幼儿园来说，
是一次很好的课程探索，对于孩
子们来说，也是一次有意义的体
验。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
武侯区卓乐幼稚园）

小鬼当家
曹向菊

孩子们长大了，该上小学
了。可怎样才算长大呢？在晨谈
时，有的孩子说，自己洗澡，自
己洗头发；有的说，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还有的说，自己睡觉。
为了让毕业班的孩子在幼儿园过
好最后一个有意义的“六一”，
我们与孩子们共同设计了“成长
之夜”活动。要求孩子们离开家
长，自己在幼儿园住一晚，在挑
战中感受成长。

活动开始前，我们集体讨论
在幼儿园住一晚可能会遇到的困
难，共同探讨应对办法。第一次
团体讨论是孩子们自己制作准备
物品的清单，并开始准备。第二

次团体讨论是统计帐篷数量。在
分配帐篷时，问题出现了。有些
孩子一定要跟固定的好朋友睡。
于是，孩子们又开始协商解决如
何分配帐篷，以便让大家都满
意。第三次团体讨论是确定“成
长之夜”要开展哪些活动。

活动当天晚上，我们安排了
三个环节。第一环节：探险寻宝。
孩子们通过猜谜语，找到活动的地
方。到了目的地后，孩子们开始
寻宝——回忆盒，里面装的都是
记录他们三年来活动的照片。满
满的回忆向孩子们涌来：“这是我
们进幼儿园后第一次玩沙。”“这
是我们第一次摘荔枝、吃荔枝的地
方。”孩子们被深深感动了。

第二环节：观看影片《再见
了，我们的幼儿园》。电影讲述
了几个将要从幼儿园毕业的孩子

去看望因生病不能参加毕业典礼
的同伴的故事，十分感人。在漆
黑的夜晚，大班孩子集中在一起
安静地看电影。离别之情与主人
公面对困难的勇敢让孩子们感
动。有的孩子甚至说：“我要上
六年幼儿园。”

第三环节：入住帐篷说悄悄
话。看完电影后，孩子们开始洗
漱、铺床，准备睡觉。孩子们相
互说着悄悄话。有的说在幼儿园
三年中最难忘的事；有的说毕业
了准备在哪里上小学；有的说毕
业以后要常联系……

“成长之夜”给了孩子们一次
有意义的成长体验，他们将带着
难忘的记忆迎接即将到来的小学
的挑战。

（作者单位：广东省东莞市
东城中心幼儿园）

今夜不回家
邓傍弟

▲浙江省温州市第三幼儿园大、中、小
班三名幼儿商量“好朋友节”活动计划。

杨华 供图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卓乐幼稚园的幼儿开展
“六一”逛超市社会实践活动。 曹向菊 供图

▲湖北省潜江市高碑中心幼儿园的小班幼儿
在“六一”前夕开展“舀豆子”比赛。

何艳琼 供图

我们要迎接新挑战

我们会关心人

我们有本领

专家点评

大扩招 大需求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
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高职院
校，大规模扩招100万人。

这一重大举措，迅速引发社会各
界的强烈关注。

“大扩招的背后，是社会对职业
教育的大需求。”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院长何学军进一步剖析道，“就企业
而言，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巨大却长期供给不足，产业转型升级
又不断产生新的人才缺口，迫切需要
职业院校提高、提质人才供给；就个
人而言，劳动力人口，特别是退役军
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青年人，期
盼通过更好的教育习得一技之长，提
升自我价值，追求未来更美好的生
活。”

何学军院长介绍说，南京科技职
业学院自2014年起，主动参与退役士
兵、下岗职工、农民工培训，不仅承
办了南京市总工会“求学圆梦”行
动，还积极与南京市人社部门合作，
开展在岗职工岗位技能培训和社会人
员再就业技能培训工作，积累了丰富
的成人教育经验。此次高职扩招100
万，进一步提振了学校的信心，感觉

到高职教育在提高退役军人、下岗职
工和农民工就业竞争力方面使命光
荣、大有可为。

新定位 新目标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地处南京江北
新区腹地，是国家示范性（骨干）高
职院校，稳居江苏高职院校人才竞争
力前10强。

学校办学条件优良，是江苏省国
家职业技能鉴定所、江苏省高技能人
才培养示范基地、江北新区首批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基地，可以承
担各类职业工种及特有工种的培训鉴
定认证工作。

办学60年来，学校始终坚持“政
行校企合作共赢，产学研用结合共
进”的办学方针，培养输送了近8万

名专门人才，先后荣获“全国高职院
校就业星级示范校”“江苏省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高
校就创业工作优秀单位”“江苏省大
学生创业示范基地”等荣誉；蝉联全
国高职服务贡献、国际影响力“双50
强”。

面对国家的“扩招”号召，学校
积极行动，立足新定位，树立新目
标，全力申办三类人员学历和非学历
教育定点单位，并紧密加强与省、市
人社部门联系沟通，争取各类项目，
广泛开展和做好优质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江苏省教育
部门批准的招收退役士兵12所试点院
校之一，学校进一步强化使命，积极
申请入列“退役军人学历和非学历教
育定点单位”，为广大退役军人投身
新时代创造良好条件，全力打造南京

市退役军人终身学习特色品牌。

重质量 重实效

“扩招，体现了国家对高职教育的
重视与厚望，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将进一
步处理好规模扩张和质量提高的关系，
把好政策落实好，以人才质量回应、以
培训实效回应。”何学军态度坚决地说。

学校一方面通过广泛调查，摸清
三类人员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和兴
趣，以就业为导向设置教育培训专
业，提升教育培训和实现就业的关联
度。另一方面，结合三类人群学员的
文化水平、自身特点和就业意向等实
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切实

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此基础上，学校坚持以“质

量”为核心，认真制订教学计划，精
心设置课程，积极改进教学方法，选
用或编写高质量的施训教材；严格教
学规程，确保教学时间、实训时间落
实；建立健全三类人员教育培训考核
体系，加强教育培训质量的过程管理
和结果考核；认真组织考试考核和相
关职业技能鉴定，确保培训质量。

最后，何学军院长发出邀请：“欢
迎更多退役士兵、下岗职工、农民工等
报考我校。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有愿望，
也有条件为国家建设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作出积极贡献。”

（王丽英）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聚焦职教供给侧 培养优秀技术技能人才
“高职扩招100万”，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的这一战略之举体现出国家
引领职业教育大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5月 27 日，江苏省教育部门公布
2019年面向社会人员招生试点院校
名单，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列在首位。

面对机遇与挑战，南京科技职业
学院厉兵秣马、蓄势待发……

落实“职教 条” 职教新时代20 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