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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公民生态
素养培养愈加紧迫。基于此，2013 年
始，我们针对幼儿自然情感淡漠问题，
以亲自然情感培养为重点，以注重感受
与体验为原则，开展了以亲自然活动为
主途径的生态启蒙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引导幼儿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感受发
现大自然的美与神奇，激发其感恩、敬
畏自然之心，从而产生珍惜保护自然的
意识并转化为自觉行为。

生态启蒙教育以亲自然
情感培育为核心

生态启蒙教育是从幼儿的生活经
验出发，引导幼儿关心身边的自然环
境，初步了解生态关系，激发生态情感，
培养生态意识，培育生态智慧行动能力
的教育。

生态启蒙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
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
大计”，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公民生态素养的培养是解决生态
问题的关键。幼儿生态启蒙教育是公
民生态素养培养的基础。留什么样的
孩子给地球与留什么样的地球给孩子
同等重要。

亲自然情感的培育是幼儿生态启
蒙教育的核心与关键。只有对大自然
有根植于内心的热爱，才能使他们发自
内心地想要保护环境，有自觉行动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当下的幼儿，大多生活
在钢筋水泥世界里，对周围的自然环境
缺乏感知，漠不关心，对大自然情感淡
漠。因此，生态启蒙教育应以幼儿的亲
自然情感培养为重点，注重幼儿的感受
与体验。

我们以培养幼儿对大自然的情感
为核心，建构幼儿生态启蒙教育活动的
目标体系。总目标是培养喜欢、热爱、
关心、爱护自然的孩子，小、中、大班各
有侧重，小班重在亲近喜爱自然，中班
重在感受发现自然，大班则重在了解人
类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萌发感恩、敬畏
自然的情感，进而产生自觉的环保行
动。

亲自然活动是生态启蒙
教育实施的主要途径

我们选择以亲自然活动作为幼儿
生态启蒙教育的切入点，让幼儿在活动
中打开自己的感官，充分感知与体验，
发现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探索大自然
的奥秘，了解大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进
而产生热爱自然、感恩自然的情感。

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及生态教
育的目标要求，我们逐步形成了幼儿生
态启蒙教育实施的基本路径：亲近自
然、发现自然、感恩自然、珍惜自然。

亲近自然，主要是为幼儿创设亲近
自然的环境与条件，带领幼儿开展亲自
然游戏，让幼儿在充满自然气息的环境
中成长，从小与自然亲密接触，在直接

的接触中感知与体验大自然的美好，培
养他们喜爱亲近自然的情感。

发现自然，就是引导幼儿发现大自
然的美与神奇，培养幼儿对大自然敏
锐的感受力及探索兴趣与能力。让幼
儿开放自己的感官，与自然融为一
体，用心去感受大自然的美，通过感
知、体验、观察、探索，发现大自然
的奥秘。大自然的美、大自然的秩序
与规律让幼儿心灵受到震撼，从而热
爱大自然。

感恩自然，就是通过让幼儿了解
大自然中动物、植物与环境之间的生
态关系，了解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
系，懂得自然万物都是相互依赖、相
互依存的，人类离不开大自然，大自
然提供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从而产
生感恩地球、敬畏自然的情感。

珍惜自然，就是初步了解当前生
态环境污染与破坏的一些现象与问
题，以及生态破坏对地球、对人类的
影响，探究生态破坏与人类生产、生
活的关系，进一步理解人类活动对大
自然的影响，从而产生珍惜资源、爱
护和保护环境的意识与责任感，并自
觉在生活中付诸行动。

生态启蒙教育活动注重
幼儿的感受与体验

我们围绕生态启蒙教育的目标，遵
循活动实施的基本路径，建构了生态
启蒙亲自然活动体系，其中包括创设
生态教育活动的环境，开发以注重感
受与体验为特点的系列活动：亲自然
游戏活动、生态艺术活动、生态田园
活动、生态主题活动等。

创设生态教育的环境与条件，就
是以生态、自然、环保为基本理念，

以体现幼儿的参与性、互动性、探索
性为基本理念，创设适宜开展生态教
育的环境。我们把大自然搬进教室，
大量收集种子、树叶、树枝、花草、
果实、石头等自然物，作为幼儿的操作
材料，美化装饰环境，既节约了资源，
又能让幼儿在与自然物的接触中充分感
受其质朴天然的美。户外环境的打造力
求将游戏、教育与大自然有机融合，处
处充满自然生态气息，又能满足幼儿游
戏运动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能为幼儿提
供观察自然、探索自然、与自然互动的
机会。同时，我们还积极挖掘和利用大
学校园内的自然资源，使环境成为生态
教育活的资源库。

亲自然游戏活动，就是和幼儿一
起以游戏的方式亲近自然，用自然激发
喜悦、快乐的洞察与体验，从自然中获
得智慧与力量，共同分享自然乐趣的活
动。这些活动不仅让幼儿获得愉悦、快
乐的体验，更重要的是让幼儿领略自
然、生命的神奇与伟大，建立自我与世
界的链接。亲自然游戏包括自由玩耍
的游戏、安静感受的游戏、领略惊叹的
游戏、领悟洞察的游戏。

生态艺术活动，重在带领幼儿走
进自然，感受发现大自然的美，唤醒幼
儿对大自然美的感受能力，并用艺术的
方法表现大自然的美。通过微观放大，
发现细节中的美；转换空间角度，发现
层次与结构的美；在不同的时间点，发
现变化着的美。在此基础上，通过绘
画、美工、歌唱、韵律、戏剧表演等艺术
方式，幼儿表达心中对大自然的感受
与体验，进行艺术创作。

生态田园活动，就是让幼儿通过
参与种植和喂养，感知大自然中的生
态关系，以及大自然与人类的关系，
懂得食物来之不易，萌发对大自然敬

畏与感恩的情感，以及珍惜粮食、节
约资源的意识。我们将生态教育与种
植活动融合，主要开发了种植体验活
动、探究学习活动和田园文化活动。

生态主题活动，就是在一段时间
内，以幼儿生活经验为基础，以亲自
然活动为基本形式，以幼儿自主探究
学习为主要方式的综合性活动。它以
一定的生态主题为核心，将健康、语
言、社会、科学、艺术领域的教育内
容有机整合在一起，通过幼儿对周围
事物的深入观察、主动探索、自主体
验、有益尝试等实践活动，实现综合
性的生态教育目标。我们以幼儿生活
经验为基础，根据海南特有的资源条
件，开发了“亲亲椰子树”“小种子、
大世界”“美丽的南渡江”“这里是湿
地”“神秘的海底世界”等系列生态主
题活动。

回顾整个实践过程，我们注重挖
掘亲自然活动对于培养幼儿生态素养
的重要价值，以亲自然情感为重点，
避免了幼儿园生态教育重认知、轻情
感、远离幼儿生活实际的倾向，使生
态教育贴近幼儿、贴近大自然，让教
育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充满灵性。

活动的开展使幼儿的生态素养有
了明显提升，幼儿更加关注身边的花
草树木，更喜欢探索自然，也更加关
心生态环境，能够在生活中自觉践行
低碳环保理念。家长在幼儿的影响
下，在生态文明素养方面也有了较大
提升。特别是教师，他们对于生态教
育由陌生到带着一种责任感、使命感
来做，意识上有了飞跃。他们减少了
对教材的依赖，有了很强的资源意识，
设计和组织生态教育活动、建构课程的
能力显著提高。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生态启蒙 自然生长
丁金霞 郭敏

课程建设·关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在“神奇的种子”主题活动
中，梁晋小朋友从家里带来一个
装满了沙土的瓶子，里面埋了一
些绿豆种子，他每天都往瓶子里
浇点儿水。几天过去了，周五那
天早上来园时，他发现，瓶子里
的沙土被拱得高高的，绿豆小苗
从沙土的旁边钻出来了！他高兴
地邀请同伴来观看神奇的豆苗宝
宝。孩子们惊喜地围着豆苗宝宝
七嘴八舌：“沙子压着种子宝宝，
它却能从沙子的旁边长出来。”

“绿豆虽然小小的，可它的力量好
大，你们看它发芽长高后把杯子
里的泥土都挤出来了。”

孩子们赞叹小小绿豆种子的
强大生命力，他们也产生了新的
问题：“种子被石头或其他东西压
住也能长出来吗？”“如果是更小
的种子，也有这样的力量吗？”

为了验证他们的想法，他们
选择了更小的青菜种子，种在了
空地里，并分别在种子上面压上
了小石头、砖块、椰子树叶子
等。他们每天给种子浇水，观察
变化。两天后，他们看到青菜宝
宝从椰子树叶子的缝隙里钻出来
了。又过了几天，压在石头、砖
块下面的青菜宝宝也歪扭着身子
钻出来了。看着青菜宝宝陆续长
出来，孩子们好开心，他们更加
用心地浇水，希望青菜宝宝快快
长大。他们兴奋地跟所有认识的
人谈论青菜宝宝：“这些小青菜种
子太厉害了！”“它们好聪明，知
道从椰子树叶的缝隙里钻出来！”

“石头压着它们都不怕，好勇敢
啊！”

“别的植物也有这样的力量
吗？”种了青菜种子之后，孩子们
又有了新的疑问。

为了让孩子们进一步发现大
自然的神奇与伟大，温老师让孩
子们在幼儿园、大学校园里寻找
有力量的植物。

怀揣好奇之心，孩子们三三两
两结伴而行。他们时而屈膝跪在地

板上，时而趴在草丛里，连石头的小
缝隙里也不放过。他们以最轻松、最
自由的状态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着，急
切希望能有自己的发现。

倩倩和泽泽蹲在种植箱跟前
喊着：“有力量的叶子从植物箱的
缝隙里伸出来，这可真神奇！”芊
芊走在石板路上，突然发现石板
的夹缝里矗立着一株小草，他惊
喜地说：“原来小草的力量也很
大，只要有一点点泥土，它便能
生长！”西西、玲玲、动动还发现
在旧楼的墙壁上布满了长长的细
丝条，原来是树根的须，竟然长
到这里来了。它们紧紧地趴在墙
上，它们也是有力量的植物。

孩子们还在继续寻找有力量
的植物，他们惊喜地发现有些植
物生命力特别顽强，即使不是生
长在肥沃的泥土里，哪怕只有一
点点阳光、水源，它们也能绝处
逢生，顽强生长。孩子们深深地
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感受到了
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他们对自
然万物有了更多的尊重和敬畏。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要到
户外，孩子们就会有意识地寻找
有力量的植物，他们又有了许多
惊奇的发现：枯死的树枝上长出
了蘑菇，小椰子没人浇水、没有
泥土也长出了新芽，被台风刮倒
的木瓜树又重新站起来了，还结
出了果实⋯⋯

大自然蕴含着无穷的奥秘和
丰富的教育资源。我们充分挖掘
利用身边资源，开展生动活泼的
生态启蒙教育活动，引导孩子们
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通过亲身
的观察与体验，感受、发现大自
然的神奇与伟大，激发探索自然
的兴趣，培养对自然的情感，从
而更加热爱自然，发自内心地想
要保护美好的生态环境。孩子们
的生态素养，就是这样一点一滴
培养起来的。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附
属幼儿园）

寻找有力量的植物
王昕 温娇娜

课程故事▶▶

海南师范大学附属
幼儿园地处环境优美、
教育气息浓郁的海南师
范大学校园内，大学作
为幼儿园的后盾，为之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
条 件 和 丰 富 的 教 育 资
源。该园 《以生态启蒙
为核心的幼儿亲自然活
动 的 实 践 与 探 索》 获
2018 年基础教育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编者

我发现了有
力量的植物：坏
掉的木头上长出
来的蘑菇。

林艳 摄

老师，你看，这棵小树身上怎
么长满了刺呢？ 林艳 摄

开启：“安尚课程”

课程是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理
念的“最后一公里”。横林实小以

“安尚文化”为基础，积极打造“尚
善、尚学、尚美、尚新、尚真”的

“安尚”系列课程，培养具有“安静
而灵动、民族而国际、传统而现代”
的尚德少年。

学校把国家课程的校本化、校本
课程的特色化、活动课程的系列化作
为主要抓手进行推进。以“课程”的
思想和弹性理念来设计并组织“教室
课堂”“校园课堂”“社区课堂”活
动，形成独具特色的校园“生活世
界”，让学生个性在这个“世界”生
长。除了国家课程外，更有“安尚课
程 ” 提 倡 的 “ 学 校 时 时 处 处 皆 课
程”。以一日课程而言，推进晨诵课
程、升旗仪式的尚品引领课程、课间
操的活动课程、午餐的用餐礼仪课
程、午读课程、夕会的尚品教育课
程、放学路上的诗歌吟诵课程。以学
年课程而言，推进以儿童人格培养要
素为主题的系列课程，如感恩课程、

诚信课程⋯⋯多元的社团课程、走班
课程更是为校园生活锦上添花，目前
已开设足球、跆拳道、游泳、羽毛
球、舞蹈、合唱、文学、书法、篆
刻、DI 工作坊等几十项选修内容。
这些课程的开设，促进了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而富有个性的成长。

聚力：尚德少年

根据学校“教育就是传承与创
新”的办学理念，横林实验小学结合
校园、班级文化建设，围绕立德树
人，开展以“四节三礼”为重点抓手
的教育活动，培养“安静而灵动、民
族而国际、传统而现代”的尚德少
年。

所谓“四节”，也即体育节、读
书节、艺术节、科技节，让孩子们在
活动中享受运动乐趣、沐浴经典恩
泽、展示艺术才华、勇于创新实践，
进而实现知识技能与个性同步发展。

所谓“三礼”，分别是低年级的
“入学礼”，中年级的“成长礼”，高

年级的“毕业礼”，让学生在仪式感
中受到教育。

此外，学校以德育课题“基于核
心素养开发实施‘五爱’教育校本课
程的实践研究”为抓手，开发并编印
了“五爱教育”校本课程，通过引用
儿歌、谜语、故事、视频、典故、寓
言、图片、真实的案例等，深入浅出
地告诉学生许多学习的方法和做人的
道理。

发展：尚越教师

教师队伍建设是一所学校发展教
育事业、提高教学质量更重要的基础
工作。只有幸福的教师才有可能教出
幸福的学生，而教师的幸福感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职业的成就感，殷黎明校
长深知其理，于是，他一直强调教师
的内涵发展，不断给教师们创造机会
学习进修，并通过参加赛课和论坛等
各种活动展现教师风采，通过课题研
究拓展教师们的眼界和思维。他提出
要让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特色，让教
师们在新鲜中去工作，在工作中去创
造、去感受成功、体验幸福，达到以
教师愉快的工作和智慧的劳动，使自
己得到发展，使学生健康成长。

为激发教师活力，横林实小整体
构建了“安尚大讲堂”“安尚人讲安
尚故事”“行政约课”“教师发展规
划”“教师成长工作室”等全员成长机
制。每年两次的“课堂教学效益月”，
通过基本功竞赛、微课比赛、封闭式
备课、团队展示，提高教师专业水平
和教学基本功；认真参加各个层面教
学比武等机会，有效提升教师的专业
素养；越而胜己，给教师压担子、指
路子，让教师遇见更好的自己。

践行：尚仁管理

在安尚文化的引领下，学校管理
层不断提高管理方法和效益，向着发
展愿景那方前行。

一是法治。严格执行政策法规，
规范办学行为和教育行为，通过 《横
林实验小学教师发展手册》《横林实
验小学规章制度集》《安全管理手
册》《“优秀值日教师”评选方案》

《教科研先进个人评选方案》《教师绩
效奖发放办法》 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真正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逐渐
走向管理制度化轨道，增强学校管理

的精细化程度。
二是德治。在工作中，以殷黎明

校长为首的校领导班子倡导，管理层
要以身作则，做好教师的表率，处处
严格要求自己，要求教师做到的自己
首先要做到；倡导工作不是合唱背景
下的独唱，而是不同声谱下的协奏
曲，只有合作，才能成功，提炼出属
于 横 林 实 小 DNA 的 核 心 元 素 ： 团
结、实干、超越。

三是仁治。校领导班子坚持一周
一次的校长办公会议、行政会议，两
周一次的教师会议，沟通思想，达成
共识，统一行动，力争高效。下移管
理重心，充分发挥年级组、教研组与
备课组的作用，实现学校的全面、全
员、全程管理，形成完整、开放、互
动、系统的管理流程。

跟随横林实小这百年的足迹，我
们看到的是一幅幅用青春、热情、知
识和理想精心描绘的桃李画卷，听到
的是一首首以师德、师才、师风和师
能交织而成的育人旋律。我们坚信横
林实小人必将继续书写爱之春秋，不
懈地追求“安如山、尚如水”的教
育。

（殷黎明 周美艳）

践行安尚文化 书写爱之春秋
——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实验小学文化建设

横林实验小学是江苏省常州市武进
区的一所老牌名校，一百多年的办学历
史，为学校的新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文化
底蕴。113载的办学历程，形成了该校
“安如山、尚如水”的文化之魂、“怡然
自安，尚贤崇德”的校训，在打造“安
尚课程”、培养尚德少年、发展尚越教
师、践行尚仁管理等方面做了诸多有益
探索，步步彰显“安尚文化”的办学主
题，向社会展示了学校的风采和实力。

横林实验小学又是一所全“新”的
希望之校，武进区教育发展规划以及教
育资源的整合，为该校发展带来了崭新
机遇，2020年下半年，学校将争创常
州市新优质学校。届时，办学规模及学
校发展必将更上一个台阶，社会效益和
声誉得到进一步提升。

汇细流以成大河，垒抔土而立高
山。横林实小这一集“新”“老”于一
体的欣欣校园，凭借革故鼎新的智慧与
勇气，以规模适宜、特色突出、视野开
阔、人才多样、质量优异等诸多特色，
在“安尚文化”熏陶下，成功地实现着
每一步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