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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周刊 成长·

随着与家长互动机会的增多，
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目前幼儿家庭教
养中存在两大难题：一是幼儿家庭
生活内容单调，如电视保姆、电脑
手机游戏成瘾、户外活动缺乏等；
二是同伴缺乏问题，比如幼儿缺乏
同伴、家长缺少教养伙伴等。

基于此，我园开展了幼儿园亲
子社团的开发与利用实践研究，试
图通过建构“幼儿园亲子社团”这
一新的家园共育组织，促成家庭与
家庭之间利用空闲时间，开展经常
性的亲子社团活动，使家庭和幼儿
园的教育空间得以延伸，为幼儿创
造更加良好的成长环境。

幼儿园为亲子社团提
供“拐杖”

亲子社团以幼儿园为引领、家
庭为主体、家长为主导自愿组织，
数个家庭的家长与幼儿共同参与，
以共同爱好或目标组织活动。

社团未成形时，教师作为社团
的发起者，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幼儿
及家长的需求和兴趣。根据不同群
体的需求成立不同性质的社团，如
学习型社团、娱乐型社团、运动型
社团、生活体验型社团、科学探究
型社团等。社团成员包括幼儿、家
长、教师及顾问等其他人员。每位
家长承担社团的某种角色，如社团
社长、导师等。

社团成立初期，家长还不具备用
教育的视角组织活动的能力，在开展
活动中，我们发现家长经常以自己的
意愿为幼儿选择活动、粗暴干扰幼儿
活动等。这些做法导致幼儿在活动中
处于被动从属地位，从而丧失活动兴
趣。因此，在这一时期，幼儿园发挥主
导作用，通过开展培训并具体指导活
动，培育社团导师。

首 先 ， 教 师 作 为 活 动 的 发 起
者、策划者、组织者，帮助家长修
改活动方案，提醒家长需要关注的
问题，以自身专业的示范，带领社
团家长科学、有效地开展活动。

其次，幼儿园通过直接培训让
社团不同层级的成员了解相应的社
团管理知识。

社长培训的重点包括幼儿园亲
子社团的基本认识、组建亲子社团的
策略、管理社团的方法等。导师培训
的重点包括亲子社团活动计划制定、
社团活动方案的设计、亲子活动的组
织策略、与幼儿互动的策略等。

对亲子社团家长骨干的培训分
园级培训和班级指导两部分。园级
培训面对所有骨干家长，培训内容
为亲子社团的共性知识和普适性策
略。班级指导则是根据班级中社团
的具体情况，单独面对三四个成
员，解决具体问题。

此外，幼儿园还通过制定 《社
长工作手册》《导师工作手册》 等方
式，提供家长在社团工作中的重要
信息，以备所需。幼儿园还单独成
立社团办公室，幼儿园管理层定期
对亲子社团各职能部门进行培训，
帮助导师顺利开展工作。

在家长引导下发挥幼
儿主体性

社长、导师接受了较长时间的
指导与培训，社团活动日渐成熟，
教师逐渐退位，家长成为活动的发
起者、策划者、组织者。下面以成
熟型的亲子社团活动“我来做烧
烤”为例，呈现家长引导下的亲子
社团活动开展策略。

首先，活动策划尊重幼儿的需
求和看法。运动社团在一次骑游活
动中，路过河边时发现有人在烧
烤，有些幼儿于是提议做烧烤。通
过参与幼儿园亲子社团关于“捕捉
幼儿兴趣”专题培训，身为导师的
宸宸妈妈立刻抓住幼儿的兴趣点。
骑游活动结束，大家开始策划“美
味烧烤活动”。

幼儿是社团活动的主体，只有
选择自己熟悉、喜爱的内容，幼儿
才能成为社团活动真正的主人。于
是，社长召集所有成员召开活动策
划会，并把问题抛给幼儿：“既然你
们这么想开展美味烧烤活动，那制
作美味烧烤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关
于烧烤的话题，一发不可收。大家
你一句我一句开始讨论起来。在家
长导师的引导下，幼儿将所需的材

料、数量通过表征一一记录下来。
活动策划过程中，社团导师一改

往日的包办，学会了尊重幼儿。家长
用商量的口气循循善诱，以平等、信
任的姿态和幼儿探讨问题，不但商讨
出了活动方案，更拉近了家长与幼儿
的距离，确保了幼儿的参与。

其次，在活动组织开展过程中关
注亲子互动。幼儿和家长拿着采买
清单来到超市，寻找、购买相应物
品。与此同时，后勤保障组勋勋的爸
爸通过考量安全、活动地点远近、经
费等问题，最后确定了活动地点。

带着幼儿采购的食材，运动社
团开始了美味烧烤。幼儿与家长分
好工，大家各自负责搭火、加炭、
洗菜、穿菜、洗盘子。负责摄影的
雪儿妈妈不停地按下快门，记录幼
儿的行为。

运动社团成立初期，成员职责
已经制度化，所以到了活动现场，
所有人都能明确分工，有效开展活
动，并确保幼儿参与。而且，通过
前期培训，家长从活动的主导者，
自觉变成幼儿的助手、玩伴，甚至
是鼓励者。家长退到幼儿身后，鼓
励而不指挥，参与但不干预。与此
同时，家长在活动中始终作为观察
者，在幼儿需要帮助和鼓励时恰当
出现，引导幼儿自主解决困难。比
如丫丫一脸沮丧地看着手中的土豆
片，就是不会穿。正当她准备放弃
时，丫丫妈妈拿起一片土豆，在一
旁做起了示范，并鼓励她试一试。
在妈妈的指导下，丫丫终于成功了。

再其次，活动评价关注幼儿经
验生成。烧烤活动结束后，导师妈
妈组织了一个小结会，让幼儿谈谈
自己做得最棒的和不够好的地方。
瑶瑶抢先说：“今天买菜，是我自己
跟老板沟通的，我很开心。”雪儿不太
开心地说：“今天勋勋的竹签戳到我
两次，很痛。”导师妈妈回应道：“竹签
很锋利，一不小心就会戳伤别人和自
己，那我们该怎样保护自己呢？”问题
一提出，幼儿纷纷给出各自的建议。
最后，导师妈妈提议大家将“美味烧
烤”活动画下来，回到班级中同别的
幼儿分享。

幼儿的自主性评价不但有利于

提升其语言表达能力，还能提升其
自我认知。而且，通过自主评价还
可以延伸出一些新的内容，比如自
我保护的方法等。这种自我评价，
包含了幼儿的情感体验、同伴互动
以及问题的讨论与解决，对幼儿成
长具有潜在的意义与价值。

为所有社团成员提供
成长机会

亲子社团活动的常态化，大大
增加了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提升
了陪伴质量，同时使社团所有成员
都获得了成长。

首先，“爸爸”回来了。幼儿园
亲子社团活动利用休闲时间，将

“见不到”的爸爸聚拢到幼儿身边，
与幼儿一起活动，特别是足球社
团、篮球社团、棋类社团、登山社
团等以爸爸为主体的社团活动，增
加了爸爸的参与感，提升了他们的
成就感。他们与幼儿、与家庭的关
系都得到了改善，对家庭教养环境
的优化起了重要作用。爸爸对家庭
教养生活的回归，成了亲子社团影
响力的新视点。

其次，家长有教养伙伴了。幼
儿园亲子社团从创建至今，受到幼
儿和家长的广泛喜爱，每年都会成
立 30 多个社团，全园 300 多个家庭
都参与了相应的社团。一个个小群

体组织形成了一种新的教养空间，
在传统核心家庭和正规教育的幼儿
园之间衍生出一个新的生活空间，
这也带动家庭和幼儿园生长出一种
全新的共育状态。

每天离园后，原来安静的幼儿
园变得生机勃勃、人头攒动。操场
上有足球或篮球社团在运动，教室
里有手工社团、棋类社团在游戏，
功能室里童话剧社团、厨艺社团等忙
忙碌碌。到了周末、节假日，社团成
员走进大自然登山、远足、骑游、探
索，或者到某个社团朋友家聚会。亲
子社团长期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
不但让每个家庭和谐了，幼儿家长之
间关系也更密切了。

再其次，幼儿会交往、会合作
了。亲子社团为幼儿提供了稳定、
长期的同伴交往机会，幼儿与父
母、与同伴、与其他家长等多重交
往关系不断地在社团活动中发生发
展，促使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不断
提高。连续两年，我们对参与亲子
社团的幼儿进行追踪，发现幼儿与
人交往的主动性、合作性、沟通能
力等都有显著提高，胆怯型、拒绝
型、失控型交往问题明显改善。此
外，幼儿的探索能力、动手能力、
运动能力、表达能力、解决问题的
能力等都得到了发展。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温江
区柳城幼儿园）

亲子社团开辟家园共育新空间
杨薇

路过厕所门口时，突然听到有孩子在里
面议论什么，而且声音听起来很愤怒，我不由
得凝神静听。一个孩子说：“刚才小源太讨厌
了，我们已经商量好每个人的角色了，他偏不
同意，说好猜拳决定，他输了又耍赖不认账！”
另一个孩子接着说：“是的，每一次都要我们
听他安排。”一个孩子提出：“我们要告诉老
师。”立刻有孩子反对：“告状也没用的，老师
总是向着他，哼！”“他总是这样蛮不讲理，我
们以后都不要跟他一起玩了。”⋯⋯听了孩子
们的谈论，我心中不由得一惊。

小源是个残疾儿童，左腿先天性发育不健
全。当其他孩子在场地上奔跑、跳跃时，他总
是一瘸一拐地跟随着，那费力又不协调的动
作，让老师看着特别难过。在日常活动中，老
师都会将小源当成特别照顾的对象，还不忘时
常叮嘱班里的其他孩子要关心小源。小源和
小伙伴产生纠纷，孩子请老师帮助裁决时，老
师也总是下意识地将情感的天平偏向小源。

老师之所以如此故意偏袒小源，一方面
是担心小源会遭到同伴的歧视和排斥，另一
方面是希望通过互助行为培养孩子关爱残疾
儿童的意识。

可是，此刻，听着孩子们愤愤不平的议
论，我的脑海中突然回忆起每次老师调解后
孩子们的神情：小源一脸的理所当然，其他
孩子无可奈何。

老师原本是想培养孩子向善、乐助的品
质，可现在看来，事情的发展似乎已经与初
衷背道而驰了。我不禁陷入了沉思：老师的
特别关照显然已经让小源产生了优越感，持
续下去不但不利于小源良好人际关系的形
成，而且会阻碍小源良好个性品质的养成。
而且，当小源一旦明白这种偏爱是建立在被
怜悯的基础上，他必然会产生自卑感，对他
心理健康也极为不利。

幼儿园大班年龄段的孩子已经懂得要谦
让，但这种谦让不应建立在成人强加的基础
上，而必须要符合孩子的理解水平，要能让
孩子自愿接受。否则，面对小源这样的残疾
孩子，其他孩子不但无法习得主动关爱的行
为，甚至还会愤而远之。

意识到必须立即调整做法，我赶紧和配
班老师进行了沟通。

音乐游戏时，小源再次因为角色分配的
问题和小伙伴争执，然后来到我面前。我决
定借这个机会提示小源，并改变现有情况。
于是我对大家说：“我们是大班孩子了，已经
学会和好朋友商量了，你们觉得可以怎么办
呢？”一个孩子迟疑地试探说：“要么，咱们还
是让着小源？”其他孩子都默不作声地看着我
和小源。我想了想，转过身问小源：“你愿意
大家每次都让着你吗？”听到我这种不同以往
的提问方式，小源一下子愣住了，他挠挠脑
袋，突然声音很坚决地回答：“不愿意。”“哦，
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好朋友要相互谦让，这
次我也要让给别人。”其他孩子听了纷纷鼓起
了掌，我也由衷地向小源竖起了大拇指。原
本一脸固执的小源此刻也露出了笑容。音乐
声响起，看着小源与大家开心地合作游戏，我
倍感轻松。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历程中，总会遇到各
种问题，有些问题解决起来其实很简单，一
个提示语甚至一个眼神就可以了，然而发现
这些问题却并不容易。因此，在和孩子相处
的过程中，教师应拥有敏锐的感官，随时蹲
下身子倾听、观察、反思，不放过每一个理
解孩子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孩子真实
的需求和感受。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罗塘幼儿园）

不强迫
谦让才会自然生发

钱小莉

早晨到幼儿园，我刚打开窗子
通风，周周就来了。周周妈妈从他
的书包里取出一支三色圆珠笔对我
说：“谷老师，这是班上发给小朋友
的笔吗？”我惊讶地说：“不是啊，
我们没有发过这种笔，好像诺诺有
一支这样的笔。”周周妈妈说：“假
期我整理孩子书包，发现了这支
笔，后来就忘记了。昨天接他时本
来想问问老师的，看到杨杨手里也
拿着一支，还以为是你们发的呢。”

站在旁边的周周小脸涨得红红
的，有点儿着急地大声说：“是我的笔。”

妈妈蹲下来问：“你的？爸爸妈
妈从来没有给你买过，这是从哪里
来的？”

周周的小脑袋一歪，眨了眨眼睛
说：“这是我的书包变出来的。”

“那你再给妈妈变一个其他东西
出来吧。”

“我的书包只能变三色笔。”
“就再变一支出来让妈妈看看。”
周周很认真地说：“它只能变一

次，不能变两次的。”
此 时 ， 周 周 妈 妈 要 赶 时 间 上

班，她把笔给了我之后便离开了。
吃过早饭，我牵着周周的手来

到工作室，把他抱在了怀里。
“周周，你的书包真的太神奇

了，我都想有一个这样的书包啦。”
我装作惊奇的样子问。

周周笑了，那双大眼睛里投射
出的光茫是那样放松。我感觉到周
周对于我的信任和依赖。

“我要是也有这样一个书包，我
就说声‘变’，这样，你家的大汽车
就可以变到我家去啦。我喜欢你的

《托马斯》，我就说声‘变’，让它飞
到我的书包里。”

我 正 起 劲 地 说 着 ， 周 周 着 急

了，摇着我的胳膊说：“不行，不
行，《托马斯》 是我的，我家的大汽
车是我爸爸开的。”

我 假 装 失 望 ，垂 头 丧 气 地 说 ：
“唉，我不能把别人的东西变成我的
呀！”

“是啊，是啊，别人的东西不能
变成自己的。”周周赶紧接话。

说完之后，周周好像意识到了
什么，小脸红红的。他转身从桌子
上拿起那支三色笔，递给我，没有
吭声。

我捧起周周的脸认真地说：“周
周，这支笔是你的吗？”

“不是。”
“不是自己的东西，那就是——”
周周接过话说：“别人的。”

“对，别人的东西——”
“不能拿。”
我把周周紧紧地拥在怀里，他

的小脸蹭着我的脸颊。我知道，周
周已经从心里放下了这支笔。

孩子年龄小，对于自己喜欢的
东西，总会想方设法去拥有。当成
人发现后，他也会采取一些对自己
有利的措施和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
益。还有一些孩子，将自己的行为
与想象联结，来“撒谎”，比如相信
书包有魔法的周周。但其实，孩子
的这些行为并不是有意的，更不涉
及恶，他只是为了找到一种方式来
化解自己被“当场发现”后的尴尬
与难堪。当然，面对这种情况，教
师可以直截了当地戳穿周周的“谎
言”：“这个世界是不存在魔法的，
魔法都是骗人的。”这样的方式当然
也可以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但
同时，也会伤害他天真的心，毁灭
他的“魔法”梦。

我选择相信周周的书包有魔法，

用惊讶的表情表现出我对魔法书包
的极大兴趣，渴望自己也能拥有。随
后，我顺着周周的思维，提出使用魔
法书包把他家的大汽车、绘本《托马
斯》变成我的。当周周自己的切身利
益遭到破坏，他本能地选择拒绝，对
失去心爱物品的小朋友有了切身的
体会。这种移情的做法，更容易获得
孩子的接纳，从而引发换位思考。

因为信任，我真正走进了周周
的心灵，与他像好朋友一样你一言
我一语地平等交流，让他对规则有
了 进 一 步 的 认 识 ， 从 而 明 确 了

“我”和“别人”的界限，将“别人
的东西不能拿”的规则逐渐内化。
这样做，既不伤害周周的尊严，还
保护了他对魔法的渴望，更重要的
是，他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第
二幼儿园）

有魔法的书包
谷红岩

倾听花开

家园共育

成长智慧

电 影 《烈 火 英 雄》 是 根 据
“大连 7·16 大火”真实事件改编
的，电影讲述了沿海油罐区发生
火灾，消防员上下团结一致，用
生命维护国家及人民财产安全的
故事。暑假期间，冯语鑫在爸爸
妈妈的带领下走进影院，观看了
电影，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她自发拿起画笔，创作了这幅连
环画，用稚嫩的画笔画下了消防
员勇敢扑火的身影。

左上图：形势紧急，前方小
区发生重大火灾，房子上已经冒
出滚滚浓烟了，房顶也烧着了。
勇敢的消防员叔叔冲在最前头，
他在大喊：“队友们，我们快去救
被困在火里的人，不然他们都会
被大火烧死的，快呀⋯⋯”

右上图：经过一番救援，消
防员叔叔不顾自己的生命，终于
把困在火里的群众救出来了，大
家火速把受伤群众送去医院。护
士阿姨也急忙拿着药箱赶过来检
查，幸好救援及时，没有受重
伤！脸颊被烫得通红的消防员叔
叔终于松了一口气。

左下图：多亏了消防员叔叔，
拯救了大家的生命，也帮大家保住
了家。在阳光下，小朋友拿着鲜花
送给他：“勇敢的消防员，谢谢你救
了我们，你是天下最可爱的人。我
们爱你哟！”

右下图：消防员叔叔说：“消防
员真是个让人骄傲的职业，我很自
豪能成为一名消防员。哪里需要
我，我就会出现在哪里！”

消防员

（本栏目图文由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夹浦镇中心幼儿园教师唐菊菊提供）

童心童语

（上接第一版）
2017 年，熊豆通过招聘考试来到凤凰

分园，短短两年，她从一名普通的幼儿教师
成长为该园的中层管理者，“在这里，最大
的感受就是一直在成长”。

今年 4 月，在宁国市“游戏中的幼儿”学
习故事评选活动中，熊豆一举夺下北片区一
等奖、宁国市二等奖，在比赛筹备的过程中，
她已记不清吴建华多少次给她做深夜辅导，
细致到什么地方该用什么样的衔接语、表情
如何、配什么肢体动作，都一一指点到位。

“我们做教师培训，公办园与民办园教
师向来一视同仁。”胡正平说。目前，宁国
市已将幼儿园教师的培训纳入中小学教师继
续教育计划，完善幼儿园教师在职培训体
系，实行每 3 年一周期的园长培训和每 5 年
一周期的教师培训。

仅 2018 年一年，结合国培、省培、市
级培训、片级教研、学前名师工作室等活
动，宁国市就先后组织完成了全市幼儿园园
长“三段式”全员培训、骨干教师南师大培
训、保育员资质技能提升培训、幼儿教师计
算机网络管理等多场培训，教师参训比例达
70%以上，累计培训1544人次。

“来了就不想走了，虽然是民办园教
师，但园里提供的发展平台和成长空间，与
公办园教师相比已感受不到差别。”从多地
兜兜转转到了凤凰分园，熊豆打算停下来好
好干一番事业，“在这里，我才感觉到自己
真的是一名幼儿教师，这是专业带给我的力
量，更是平台带给我的信心。”

冯语鑫冯语鑫 绘绘

社团导师指导孩子穿土豆片社团导师指导孩子穿土豆片。。 杨薇杨薇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