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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周刊 成长·

家园共育

童心童语

这段时间我在家里看动画片 《熊出没》。看

到光头强经常砍伐树木，森林里的树都快被砍

光了，我很生气。所以我就梦想能把地球分成

两半，一半是树木，我会去外太空给树木吸收

绿色能量，这样森林里的大树就会永远都在，

砍不完了。地球的另一半是高楼大厦，就算空

气受污染，绿色的一半也能帮忙净化。这样，

地球永远都会是绿色的。

（本栏目图文由江苏省丹阳市埤城中心幼儿园教
师郑碧然提供）

绿色的地球

入园体验早 集体生活不烦恼
赵莉

中午，小班寝室里孩子们开始
午睡。我在逐个整理孩子的被子
时，隐约听见有哭声。我一边寻声
找过去一边温和地安慰道：“哪个
宝宝在哭？想尿尿就告诉老师，老
师带你去。如果不舒服也告诉老
师，老师会帮助你。”但没有孩子
回应。经过巡视，我发现是平时午
睡很乖的当当在伤心地哭。

我在他床前坐下，一边抚摸轻
拍他一边柔声问：“当当乖，今天
为什么会哭呢？有什么事情说出来
让老师帮助你。”但他只是“嗯
嗯、啊啊、呀呀”，我只好开始猜
测着询问：“你是不是哪儿痛？想
不想尿尿？”他都摇头。凭我对他
身体状况和平时午睡情况的了解，
也确定不是这两个原因，就放心些
了。我又问他：“当当是不是想妈
妈了？”这次他哭着点了点头，我
就先顺着这块“心病”安抚他。他
的情绪稍微平缓一些了，虽然哭得
没有刚才那样急，但还是一直在抽
泣。

当当活泼开朗，一直都喜欢上
幼儿园，适应能力很强，情绪一直
很稳定。可今天他却一反常态，肯
定是有什么特殊原因。我一边轻拍
他一边思索，同时也环顾四周，关
注其他孩子的午睡情况。

突然，我发现睡在旁边的小宝
除了盖着自己的小毯子，上面还有
一床薄被，很眼熟，但确定不是小
宝的。我再看了看当当，今天盖的
和昨天的不一样，换成了幼儿园统
一的被子。我又仔细想了想，才反
应过来：小宝多加盖的薄被是当当
之前一直盖的。我恍然大悟，立刻
询问保育员杨老师。原来，今天有
点降温，保育员给当当换成了幼儿
园的厚一点的被子，又顺手把当当
平时盖的薄被给今天没带幼儿园的
被子的小宝加上了，怕小宝会冷。
保育员当时只是随手一个动作，没
有明确告诉当当并征得他的同意，
所以当当很不情愿，只能悄悄伤心
地哭。

我终于找到原因了！当当觉得
自己的被子被别人抢走霸占了，但
又苦于是老师所为，自己不能做主
也不敢反抗，尽管内心非常不情
愿，也只能被迫接受。但同时，他
又极不开心，所以才哭了。于是，
我立刻给小宝换了另一个今天没来
的孩子的被子，赶紧把当当的薄被
折好后放在他的枕头边，再向他解
释：“刚才杨老师发现小宝被子太
薄，怕他着凉，你这儿正好多了一
床薄被，就借给小宝盖一下。但是
老师没有得到你的同意，就借来给
小宝盖上，这样做是不对的，请当
当原谅，好吗？老师下次不会这样
了。”这次，方法对了。当当停止
哭泣，看着我，然后使劲点头并清
楚地回答：“好！”他叹口长气、如
释重负，很快就进入梦乡了。

等孩子们都入睡后，我和配班
老师、保育员一起针对今天这个个
案进行了交流，反思我们的教育言
行带给孩子的影响——作为幼儿教
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关心照顾孩
子的同时，更要注意尊重每个孩子
的知情权。

孩子的内心敏感而脆弱，需要
成人小心呵护。在幼儿园里，教师
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行为就可能
对孩子造成巨大影响甚至是心灵的
伤害。所以，在与孩子的相处中，
一定要凡事从孩子的角度考虑。在
关心照顾某个孩子的同时，也要注
意顾及其他孩子的感受，尊重他们
的情感与意愿，否则，好事也会变
成坏事。年幼的孩子在教师面前是
弱者，如果教师有不恰当的言行，
孩子迫于“师威”，只能自己承受
委屈，但内心很是苦闷和难受，甚
至是惧怕的。所以，教师关爱孩子
也要得法，必须尊重每个孩子，不
断规范自己的言行，这样才能成为
一位好老师！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第
五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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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飏

每年，新生入园都是令不少父母头
疼的话题。从家庭步入幼儿园，意味着
幼儿将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但生活
环境、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差
异，会造成多数幼儿在入园之初出现不
同程度的适应困难。作为一线教育工
作者，我们一直致力于研究最适宜的方
式，帮助幼儿尽快适应幼儿园生活。

近几年，我们结合本园实际进行思
考和探讨，在实践中发现“入园体验活
动”是缓解幼儿入园不适应的有效措
施。什么是入园体验活动？顾名思义，
就是为帮助幼儿顺利进入幼儿园而设
计开展的体验活动。一般是利用开学
前的一段时间，父母和幼儿共同参加
8—10 天的体验活动（或者根据各幼儿
园和幼儿的实际情况确定活动天数），
帮助幼儿熟悉本班教室环境，体验幼儿
园生活，为正式入园做铺垫。因为有父
母陪同，幼儿就有了心理上的“依靠”和

“安全感”，不会觉得孤单。

熟悉同伴及环境，消除
空间上的陌生感

家庭是幼儿可依赖的自由环境，在
熟悉的家庭中，幼儿是放松、舒展的。
但幼儿园是陌生的，幼儿会感到紧张、
拘束。所以，入园体验活动应从熟悉教
师、同伴和物理环境开始。

首先是熟悉教师和同伴。比如活
动第一天，幼儿与父母一起进入幼儿园
和班级，一切都是新奇又陌生的。这
时，教师可以进行亲切的自我介绍，减
轻幼儿陌生感。同时，通过鼓励幼儿和
同伴互动，如相互询问对方的名字、年
龄等，尽快让幼儿与同伴熟悉起来。然
后，教师组织相对简单的游戏，营造轻
松的氛围，让幼儿放松下来。

其次是熟悉幼儿园和教室环境。
幼儿园的物理环境本身就是基于幼儿
的身心发展需要及兴趣爱好设计的，因
此，对园所环境的了解，是引导幼儿熟
悉幼儿园、爱上幼儿园非常重要的一个
方面。体验活动中，教师带领家长和幼

儿一起参观幼儿园环境，介绍各种有趣
的玩具设施和游戏活动，幼儿可以随时
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这样，幼儿在
情感上更容易接纳幼儿园。

再其次是让幼儿感受户外活动的
快乐。户外活动是幼儿园生活非常重
要的一个方面。而且，户外时间也往往
是幼儿最兴奋的时刻。自由宽阔的空
间、舒适轻松的活动，利于幼儿放松精
神，产生愉悦的情绪。因此，我们在幼
儿入园体验活动中，设置了大量诸如

“彩虹伞”“蚂蚁运粮”等亲子游戏，从而
让幼儿感受集体活动的乐趣。滑滑梯、
推小车、滚轮胎等可自由选择的游戏，
也让幼儿心生愉悦。

我们发现，许多幼儿正是因为提前
在幼儿园找到了喜欢的玩具或者游戏
设施，才对幼儿园产生喜爱与依赖的。
比如一个叫昊昊的幼儿，就是因为看到
教室里的“娃娃家”和操场上的滑梯，而
且听说每天都可以玩，于是告诉妈妈，
以后每天都想来幼儿园。可见，只有让
幼儿园的环境变得亲切，幼儿才会对其
产生依恋。

学会等待，减轻对家人
情感上的依赖

有父母陪伴，幼儿总是安心的，但入
园后，幼儿需要独自过一整天没有父母
的生活。他们精神上难免紧张、焦虑。
因此，幼儿体验入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学会适应与父母的短暂分离。

入园体验活动中，我们以游戏的方
式让幼儿感受分离和重聚。教师请幼
儿闭上双眼，并告诉幼儿：“我们要和爸
爸妈妈玩‘躲猫猫’，爸爸妈妈会藏起
来，直到钟表的长针从数字 1 跑到数字
6 时，他们就会出现，你们要耐心等一
等，爸爸妈妈正躲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看
着你哦。”家长全部躲藏好后，幼儿睁开
双眼。这时教师陪同幼儿一起做游戏，
解答幼儿提出的问题。5 分钟后，当家
长重新出现在幼儿面前时，幼儿无比喜
悦。第一次开展活动，家长躲起来时许

多幼儿表现出无所适从、伤心难过，不
停地叫着“爸爸、妈妈”，有的幼儿抱着
父母的腿，有的甚至会冲出门寻找。

第二天，游戏时长增至 10 分钟，之
后每天比前一天增加 5 分钟。每次亲
子分离期间，教师都会引导幼儿接受分
离“任务”，组织有趣的游戏吸引幼儿的
注意力，激发他们的积极情绪。通过各
种活动，幼儿会意识到与父母分离后是
会重聚的，相应地，他们的焦虑感也会
逐步减轻。

此前的体验活动中，有一个男孩，在
活动第二天开始变得很警惕，时刻盯着
妈妈。到了“躲猫猫”游戏环节，他直接
抱着妈妈，说要和妈妈一起躲起来。老
师对他说：“这是一项任务，你和妈妈有
不同的分工，妈妈负责躲起来看你的表
现，你负责等妈妈回来，你们要一起完成
这项任务才可以。昨天你完成得很棒，
今天你还愿意和妈妈一起完成吗？”男孩
终于点了点头。体验活动的最后一天，
男孩已经不再慌张了。妈妈藏起来之前
还和妈妈说“再见”和“加油”。

体验园所生活，消除能
力上的不自信

除了环境的陌生与情感上的孤独
外，幼儿之所以对幼儿园感到焦虑，还因
为对未知的恐惧。幼儿惧怕能力不足，
不能应付眼前的一切。因此，入园体验
的另一项目标，就是通过让幼儿做力所
能及的事，消除他们能力上的不自信。

第一，让幼儿学习认识属于自己的
小标记。在幼儿园生活需要用到许多
日常用品，如水杯、毛巾等，每一个都有
相应的标记。找到自己的小标记（数字
或照片），就找到了自己的物品。幼儿
识别标记并不难，难的是记住标记所在
的位置。毛巾、水杯的款式一模一样，
放置这些物品的格子成排成列，幼儿很
难找到自己物品的位置，这都会引发幼
儿的不良情绪。

在体验活动中，教师设计分组进行
盥洗、饮水，给幼儿和家长充裕的时间、

空间“找一找”，鼓励引导幼儿想一想：
“我的小标记是什么样子的？它在哪
里？怎样找到它？”“我的在最上面，一
眼就能看见。”“蹲在这个圆点上就可以
找到我的杯子了。”⋯⋯幼儿运用自己
的方法找到自己的标记和物品，在小小
的成就面前，他们高兴极了。体验活动
的第一天，大部分幼儿都能找到自己的
标记和相对应的物品，个别幼儿需要多
用些时间。但活动结束时，所有幼儿都
能顺利找到自己的物品。

第二，让幼儿尝试使用活动室设施
（桌椅、洗手池、卫生间等）。吃饭、穿
衣、睡觉、如厕等，都影响幼儿在园的情
绪。有的幼儿不会洗手，有的幼儿不会
用卫生间⋯⋯这些都可能导致幼儿产
生恐惧和无助感。在体验活动中，我们
利用真实的幼儿园场景帮助幼儿掌握
基本的自理能力。比如，婷婷妈妈发现
婷婷参加活动期间不在幼儿园上厕所，
经过观察和询问，得知婷婷用惯了家里
的“专属小便池”，到了幼儿园不习惯，
所以才憋着。在教师的悉心帮助和家
长的配合下，婷婷学会了用幼儿园的厕

所，也体验到了“我可以”。
入园体验活动由简入难、循序渐

进，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幼儿在轻松快乐
的氛围中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
验，获取实际经验，帮助幼儿实现由个
人到集体，由依恋到分离，由任性到约
束，由依赖到自理的过渡，让幼儿逐渐
脱离父母的协助，学会独立生活。

开展入园体验活动后，在开学第一
天，我们发现约90%的幼儿都能顺利入
园。他们情绪稳定，信任教师，愿意表
达自己的喜好。区域游戏中有的幼儿
在“娃娃家”照顾“小宝宝”，有的在图书
区阅读，有的在建构区搭积木⋯⋯熟悉
的人、物、环境和游戏，让幼儿离开父
母独自在园时表现得很从容，甚至有
的幼儿会主动安慰情绪低落的同伴。
其余约 10%的幼儿，虽然仍有轻微的
焦虑，但在教师的帮助下，也都能在
3—10 天内陆续适应幼儿园生活。与
开展入园体验活动前相比，幼儿的入
园适应期大大缩短了。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南院门幼儿园）

小班入园初，妮妮成了我们的重点
关注对象，因为她不吃饭，只热衷玩
饭。她的领地，总是一片狼藉。我尝试
用各种方法引导、鼓励她吃饭，但都被
她用哭闹拒绝了。可在玩饭时，她却总
能玩出创意，让旁边的孩子看得直乐。
更神奇的是，一天不吃饭，她也从不喊
饿，难道我就毫无对策了吗？

当我在思考这背后的原因时，妮妮
奶奶那装满零食的小挎包给了我线
索。晚上离园，我和妮妮妈妈围绕妮妮
吃饭问题开展了“会谈”，并组成了“同
盟”，开始了我们的“吃饭计划”。主要
完成两个目标：第一，让妮妮爱上吃饭；
第二，让妮妮保持良好的餐桌环境。

在聊天中，我们梳理了妮妮不爱吃
饭的几个可能原因：第一，妮妮从小以
奶粉为主，饮食结构单一。每次体检，
妮妮指标都正常，家人就没有太在意妮
妮的吃饭问题，这造成了她的挑食。第
二，零食不断，就餐时间不固定。只要
发现妮妮爱吃哪种零食，奶奶就会满
足。这造成妮妮不按时吃饭，形成恶性

循环。第三，活动量不足，进食量小。
第四，心里有期待，进食欲望小。早上
来园前，奶奶要喂妮妮喝一大瓶奶，早
饭就不吃了。晚上回家，又有一堆零食
等着，妮妮更不爱吃饭了。

了解原因后，我和妮妮妈妈做好分
工，我负责园内的饮食和习惯养成，妮
妮妈妈负责家中的零食控制和做老人
思想工作。于是“小奶娃（妮妮）吃饭计
划”就此启动，我们采取了五个策略。

策略一：让妮妮吃饭慢慢来，争取
每天多吃一点。刚开始，不能太强求孩
子，因为会给她造成心理压力。开饭
前，我让妮妮挑选想吃的东西，吃多少
自己定，我也会推荐一些美食。周末，
妮妮妈妈会让她看着 iPad 上的图片点
餐，奶奶下厨制作，比如鸡蛋羹、意大利
面，虽然吃得不多，但妮妮至少愿意尝
试更多的食物了。

策略二：家中行动统一，按时吃饭
减零食。我和妮妮妈妈想将妮妮的零
食断掉，奶量减到一瓶，但遭到奶奶
的反对。妮妮跟奶奶一撒娇，奶奶立

马心软了，加之担心孩子营养跟不
上，所以奶和零食还是不断。于是，
妮妮妈妈在电视上投放了育儿视频，
老人看到类似的案例，也了解到专家
的一些教育建议，慢慢在思想上有了
转变。从此，奶奶小包里的零食没有
了。可还有奶粉，妮妮还是有盼头，
晚饭还是不吃。于是，妮妮妈妈定了
家庭公约，妮妮从幼儿园回来后，和
家人一起吃晚饭，不能喝奶，睡前才
可以喝一瓶。周末，三餐时间跟幼儿
园一样，中间不能给零食和奶粉。虽
然奶奶经常犯规，但在妈妈的强硬措
施下，断了念想的妮妮，进食量增加
了不少，奶量也很快下来了。

策略三：游戏里面晓道理，同伴身
边学榜样。只讲道理，对小班孩子行不
通。于是我们玩了“贪吃蛇吃豆豆”游
戏。两个孩子当蛇头，其他孩子当小豆
豆，蛇头吃到豆豆，豆豆成为蛇身，最后
哪条蛇更长获胜。妮妮玩得很尽兴。
后来，我将游戏移植到室内，改变了规
则，每个孩子都当蛇头，每吃完一顿饭

就贴一个豆豆当蛇身，最后比比谁长。
妮妮明显被带动了，每顿饭都吃了几
口，然后将豆豆标志贴在自己照片后
面。

同时，我们还注意发挥榜样的力
量。孩子爱模仿，刚开始，不但妮妮没
学会好好吃饭，其他孩子还跟她学会了
玩饭。于是，我在她四周安排了吃饭专
心且自制力相对较好的孩子。慢慢地，
妮妮也学着使用小筷子，吃起饭来。

策略四：增加运动量。不运动消耗
小，当然吃不下饭了。于是，为妮妮制
订运动计划成了我和妮妮妈妈的重要
工作。在幼儿园，我发现妮妮比较喜欢
跳和爬，就跟她在自由游戏时间做些小
游戏，如“小兔子拔萝卜”“我们去航海”
等。在家中，奶奶和妈妈每天晚上都带
她去小公园玩一个小时。运动量上来
后，妮妮的饭量也跟着往上涨了。

策略五：自己的事自己做，养成饭
后清理卫生的好习惯。

“小奶娃”喝奶量少了，饭量也逐渐
往上涨，于是我们开始执行下一个目

标：引导妮妮保持良好的餐桌环境。我
们采用了几个小方法：第一，吃饱就撤
碗。当妮妮吃得差不多时，她的玩饭游
戏就要开始了，这时果断撤掉她的饭
菜。第二，自己的事自己做。每次吃完
饭，妮妮需要自己将桌子和地面收拾干
净才能做别的事。第三，及时鼓励。当
妮妮比之前有进步时，我们会及时表
扬。刚开始妮妮有些抵触，但是渐渐
地，她愿意在老师的鼓励下打扫卫生
了。当旁边的孩子说“妮妮妹妹吃饭真
干净，很好”时，她开心极了。在家中，
妈妈也为妮妮准备了擦桌子的抹布和
扫地的工具，和她一起打扫卫生。

通过这些小策略，妮妮从一个爱
喝奶的“小奶娃”逐渐变成了一个爱
吃饭、爱干净的小家伙，我和妮妮妈
妈的计划也宣告成功。我们达成了一
个共识——同盟要一直坚持下去，争
取让妮妮的好习惯一直延续下去，避
免反复。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
新城幼儿园）

“小奶娃”爱上了吃饭
张乐 李薇

成长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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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幼儿更快适应、融入幼儿园生活，开学前夕，浙江省江山市城东幼儿
园在园内泳池举行水上亲子狂欢。 刘玉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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