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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周刊 管理·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际情
况，各地幼儿园开学时间不一。受新
冠疫情影响，已经开学的幼儿园教师
在工作上面临哪些新的问题与挑战？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笔者对4月下旬
复学的某市公办和民办幼儿园及教师
进行了调研并思考应对之策，以期对
已复学、将复学的幼儿园有所启发。

教师承受安全、教学、
家园沟通等多重压力

从教师反馈的信息来看，复学初
期教师工作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

教师心理支持系统较为缺乏。前
期调研发现，幼儿园对于教师的情绪
情感、心理需求尚缺乏关注。一些幼
儿教师坦言，刚复学时，很害怕，很
担心。万一有孩子被传染怎么办？自
己被传染怎么办？也担心防疫中家长
不理解幼儿园的做法，提出过分、特
殊的要求。但教师的害怕、担心、忧
虑并没有得到园所层面积极的关注。

复学初期，常规恢复困难。受疫
情影响，复学后的集体生活与以往有
较大不同，如孩子需戴口罩、反复洗
手、多次测量体温。一日活动调整
后，集体活动减少，入园离园的接送
地点、距离、人员也都发生了变化。
这些变化让孩子感到不舒服、不耐
烦，增加了孩子的隔离感。即便面对
正常的幼儿园生活，孩子也需要对一
日作息、常规等进行再适应。

教师们提及，复学初期孩子的常
规混乱，用于常规建设的时间及精力
较多。在低龄幼儿班级，常规混乱通

常意味着容易有安全隐患。在精力付
出多与安全压力大的双重境遇中，教
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容易出现高控、
易疲倦等状态。

一日活动组织与实施难度增大，但
复学前预判和准备不足。复学前各幼
儿园在防疫、卫生保健、保育以及复学
后的防疫机制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和
研究，但对一日活动组织的变化及具体
教育教学活动的变化有预估却不充分。

比如，怎样在孩子相对分散的情
况下科学站位，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游戏活动减少后如何开展孩子感兴趣
的活动？集体活动、小组合作减少
后，如何支持孩子的个别化探究？分
批次生活活动时如何避免孩子的消极
等待与错峰带来的活动干扰？

一些情况在复学前有预估能够应
对，但对于复学后出现的诸多细节预
判不充分，导致教师尤其是新教师，
在复学初期将大量精力用于应对挑战
而非教育教学本身。

家园沟通需求增多，但在线沟通
低效、零碎。复学后，家园在线沟通
增加，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接送
地点由班级变为幼儿园门口，留给每
个班的接送时间有限；二是虽然家长
有“神兽归笼”的期待，但当孩子真
正回归幼儿园，家长也有调适期；三
是师幼间的互动从家长可见的在线场
域变为家长不可见的线下场域，在疫
情并没有真正离去的情况下，他们内
心充满担忧。

在线沟通有两个弊端：一是当面
能很快说清楚、很容易彼此理解的事
情因为无法面谈而需要教师投入更多
精力去解释，家园沟通效率低。二是在

线沟通时彼此回复时间不统一，沟通零
碎。教师“24小时在线”，疲于应付形
容这种零散的、零碎的沟通状态。

防疫与保育、卫生保健工作任务
重、要求高。受疫情影响，孩子返园
后的防疫案头工作依然需要坚持。幼
儿园在保育、卫生保健等方面也增加
了任务量并提高了要求。但在防疫工
作增加、保育和卫生保健工作加重的
同时，教师的案头工作、业务学习与
教育教研、环境创设等工作并没有酌
情延后或减少。

复学初期的园所工作方
案要有顶层设计

为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支持，园所
层面首先应积极落实教育部在《关于
在疫情防控期间有针对性地做好教师
工作若干事项的通知》中提出的“做
好心理疏导与教育引导工作，要求学
校要指导教师做好自我调适，理性应
对疫情的要求”。在复学前充分了解园
所教师的情绪情感需求，做好情绪疏
导和心理建设、复学动员工作。同时
通过心理建设游戏、专家讲座、个别
或集体座谈等方式加强教师心理建设。

复学后关注教师的工作情绪、工
作压力及情绪情感需求，通过工作赋
能、复学后班级工作应对策略分享等
纾解教师的工作压力和负面情绪，确
保教师在工作中有健康的心理。

同时，复学初期园所各项工作，
尤其是防疫和一日活动组织与实施均
在探索、调适、恢复阶段，幼儿园应
针对这一阶段有专门的工作方案设
计。工作方案应就复学初期要应对的

主要工作，在时间、人力、资源、工
作排布等方面有重点布局。

如在人力安排上，明确各岗位具
体的工作职责，建立更便捷的沟通渠
道，搭建互助平台，确保教师在工作
中遇到问题时能及时获得各方人员的
有效支持；后勤部门适当增加防疫人
手，缓解教师在卫生保健、保育方面
的压力；行政部门适当增加园所层面
的家园沟通工作以及复学初期的教师
支持工作等。

在工作安排上，常态教研和业务
学习的内容以应对复学初期的各项挑
战为主，适当放宽对教师案头工作的
要求，适当延缓非紧急、非必需的工
作安排，如玩教具制作、环境创设等。

与此同时，园所层面在复学初也
可通过在线家长会的形式介绍幼儿园
的防疫工作准备及应对机制，针对家
长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回应，避免家
长单独找班级教师了解情况，增加教
师负担。园所层面也可以将本园的防
疫准备以及复学演练录制成视频，向
家长说明幼儿园防疫工作以及防疫机
制，减少家长顾虑。此外，各班级与
家长建立在线沟通机制，约定沟通的
方式和时间，既确保班级每位家长得
到及时有效的沟通，又确保教师正常
的一日工作不被干扰。

搭建教研平台，促进教
师互助

首先，开展针对一日活动组织与
实施变化的教研。如分散座位后如何
有效组织一日活动，如何给予儿童个
别化支持，分批次开展生活活动后如

何有效减少儿童的消极等待，家园沟
通碎片、低效的问题如何解决等。幼
儿园在园所层面、年级组层面以及班
级层面要搭建互助平台，如固定的教
研时间或在线交流，面对面的教研
等，通过多层级的教研平台，帮助教
师应对共性和个性问题。

其次，开展针对复学初期儿童心
理和行为变化的教研。复学后，教师
应对本班孩子在家的行为表现、复学
期待、顾虑等方面有全面的了解，做
到心中有数。同时站在孩子的立场观
察、思考幼儿园的防疫工作对孩子的
在园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如何帮助
孩子积极调适，做到有的放矢。另
外，教师更应积极关注本班孩子在心
理和行为方面的变化，对于孩子的

“认生”、量体温的不耐烦以及想玩不
能玩某些游戏时的失落情绪等，及时
察觉并给予个别化支持。

再其次，对教师尤其是新教师开
展常规组织能力的业务培训。由于较
长时间脱离集体生活，复学后孩子原
本已建立的规范行为出现了反弹，需
要重塑，托班、小班表现尤为明显。
这一方面需要教师做好相应的心理准
备（如知道孩子这样的行为表现是正
常的，不用着急）和知识能力的准备
（如查阅行为管理、班级常规建设的书
籍和文献），另一方面也需要园所层面
对教师常规组织赋能，如开展相关教
研、专题培训。通过提前了解、积极
应对、教师支持等通道，做好复学后
常规重建的准备工作，避免常规管理
中教师失范行为的出现。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乐山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复学后如何为教师赋能
马波 余祥

幼儿园有两亩种植园地，每个班
都会很幸运地分到一块。孩子们自己
选择种植内容，主动参与果蔬种植，一
起分享劳动成果，种植园成了孩子们每
天必去的场所。可是有一天，孩子们种
的玉米悄然变少了。随后，关于“取舍”
的话题走进了孩子们的内心。

谁掰走了玉米

大（2）班园地上种的是玉米，孩
子们天天去观察玉米的生长过程。看
着玉米棒子从无到有，从有到长出须
须，孩子们非常欣喜，几乎每天都会
数一数长出了多少个玉米棒子。

一天早上，孩子们和往常一样去
玉米地。突然，亮亮大叫起来：“哎呀
不好，有人来掰过玉米了！看，这里
有掰过的印子。”其他孩子也围过来：

“是有人掰过了，昨天这里本来有4
个，现在少了一个。”“玉米还这么
小，谁这么坏掰我们的玉米？”孩子们
你一言我一语，都很愤怒。老师也加
入讨论：“太可惜了，其他几棵有被掰
过吗？”“这棵上面本来3个玉米宝宝
抱在一起，现在只剩两个了。”“看，
这棵也有掰过的印子！”……孩子们数
了数，大概少了8个。看到孩子们失
落的表情，老师也忍不住问：“为什么
要掰走这些还没成熟的玉米？你们觉
得可能是谁做的？”

“会不会是小班的弟弟妹妹？”田
田说。“不会，小班弟弟妹妹力气没这

么大！”“这么早，小班弟弟妹妹不会
来种植园。”“我觉得大班孩子也不
会，他们没这么不懂事。”孩子们纷纷
猜测。“还是去问问门卫爷爷吧，他可
能知道。”小刚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响
应，老师带大家一起去询问门卫爷爷。

点评：
因为是孩子们亲手种植养护的，

他们对玉米的生长变化充满感情。辛
苦种养的玉米被人掰掉了几个，惊
讶、可惜、不舍的情感萦绕在孩子们
的心中。教师在孩子们真实的发现和
体验中，不以师者自居，而是把自己
当成孩子们的好伙伴，和孩子们一起
惊讶，一起疑惑，很好地扮演了活动
的合作者、支持者，同时也很好地扮
演了引导者，如“太可惜了，其他几
棵有被掰过吗？”“为什么要掰走这些
还没成熟的玉米？你们觉得可能是谁
做的？”这几个关键提问更激发了孩子
们的好奇心，让孩子们更加深入地思
考和讨论，为引导孩子们更好地感悟
取舍埋下了伏笔。

为什么要掰走玉米

孩子们找到门卫爷爷，门卫说莹
莹的爷爷一大早来种植园地了，可能
是他掰的。孩子们一脸疑惑，又有点
儿生气：“他为什么要掰掉玉米？玉米
苗还是莹莹爷爷帮着一起种的。”为解
除孩子们的疑虑，老师联系了莹莹妈
妈。从莹莹妈妈口中得知，莹莹爷爷

确实掰了玉米，说是长得太多了，要
去掉一些。孩子们炸锅了，觉得莹莹
爷爷不该这么做。老师赶紧安抚：“大
家先不要急，莹莹爷爷是非常有经验
的农民，他掰掉一些玉米，一定是有
原因的，我们再去仔细看看掰掉的玉
米有什么特点。”

孩子们重新回到玉米地，唐唐
说：“掰走的是小玉米，大的都还
在。”星星说：“玉米单独长的没掰
走，好几个长在一起的掰了一个。”老
师也提出疑问：“为什么掰小的不掰大
的？为什么挤在一起的要掰掉？大家
可以讨论一下，也可以回家和爸爸妈
妈一起查资料或者问问爷爷奶奶。”

第二天早上，孩子们来园就开始
讨论：“我爷爷说了，玉米长得太多
了，不掰掉一些长不大。”“我和爸爸
一起查资料了，掰掉一些长得不好的
玉米，会让其他玉米宝宝长得更快。”

“玉米长得太多了营养要不够了。”老
师把孩子们的调查结论画在图纸上，
还补充了问题：你知道还有哪些蔬菜
水果需要剔除多余的？怎么剔除？

点评：
人生总是在不断面临取舍，而很

多人往往会因为不舍而失去更多。幼
儿阶段让孩子们理解取舍有难度，而
探究玉米被掰走的秘密，能很好地让
他们感知对农作物的取舍，懵懂中感
悟大自然中蕴藏的哲理。教师针对孩
子们的疑问，始终在引导、提问。当
孩子们知道是莹莹的爷爷特意掰掉玉

米，带着不解、怀疑、矛盾等心情再
次去园地探究掰走的玉米，交流中发现
被掰玉米的特点——个儿小、挤在一起
生长。到这一步，教师依然没有把答案
告诉孩子们，而是继续让孩子们回家主
动和爸爸妈妈调查资料，主动咨询爷爷
奶奶，努力寻找多余的玉米要掰掉的原
因，积极营造氛围，让孩子们交流分享
调查结果，从而真正理解了剔除玉米的
道理。那么，是不是其他农作物甚至
蔬菜水果也需要剔除？教师在最后又
给孩子们留下了疑问……

整个过程我们感受到孩子们心理
的变化、思想的变化，感受到他们强
烈的思维碰撞，而这不正是《3—6岁
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倡导的培养孩
子的思维品质和主动探究精神吗？

葡萄长出来了，需要剔除吗

了解玉米被掰的秘密后，孩子们
对植物剔除更有兴趣了。冬天刚种的
几株葡萄苗，春天终于发芽，并长出
了一串串小葡萄。一天中午，老师带
孩子们去种植园地参观。由于之前有
植物剔除的经验，好奇的豆豆便问：

“这么多葡萄要不要剔除啊？”老师引
导孩子们讨论，大部分孩子觉得要剔
除，更有几个孩子说可以把长得太密
的葡萄剔除一些，只有少部分孩子说

“剔除太可惜，我们吃不到葡萄了”。
剔还是不剔？面临取舍，老师询

问孩子们怎样可以得到确切答案。有

的说可以问问莹莹的爷爷，有的说可
以找种葡萄的农民，也有的说回家和
爸爸妈妈查资料。最后，老师把送幼
儿园葡萄苗的爷爷请来，爷爷说“第
一年长出的葡萄要全部剪掉”，孩子们
十分惊讶和不解。爷爷接着说：“第一
年的葡萄苗要好好养护，如果葡萄不
摘掉，会影响以后的生长。”许多孩子
表现出难受和不舍，但似乎也接受
了。之后，孩子们现场参与了葡萄修
剪的过程。为保护孩子们的探究愿
望，老师提议留一株葡萄苗不剪。

点评：
经历了玉米被掰走，孩子们对植

物的剔除已表现出主动探究兴趣，并
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面对长势喜人
的葡萄，孩子们又提出了取舍的话
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作为教
师，依然扮演支持者和引导者的角
色，从引导孩子讨论，到邀请种葡萄
的爷爷来园，最后考虑到孩子们的心
情，留下一株完整的葡萄苗，这样更
有利于日后孩子们的持续观察比较，
更好地激发孩子们思考取舍的问题。

孩子们虽然只是在大自然中感悟
了对植物的取舍，但我相信这种体验一
定远超植物本身。这种关于取舍的记
忆，也会一直留存在孩子们内心，等他
们慢慢长大了，将要面对人生中的取
舍时，这份经验与记忆，也许会再次
被调动出来，成为滋养他们的力量。

（作者系浙江省慈溪市坎墩街道实
验幼儿园园长）

在自然探究中感悟取舍
徐新芳

疫情期间，为了防控需要，幼
儿园要配合上级部门登记、跟踪、
反馈幼儿的各种信息。因此，教师
在班级群中要求家长填报信息的情
况增加了。

相对来说，要求家长在班级群
直接填报各种信息，的确比较高
效。但是，这其中我们不能忽视的
一个问题，就是对幼儿及家长隐私
的保护。对于这个问题，曾经我也
不以为意，潜意识里认为，我们采
集的都是一些基本信息，似乎谈不
上隐私。然而，在这次疫情中，一
次信息采集工作，却让我意识到了
家长被触碰到隐私时的痛感。事
后，我深深为自己不甚恰当的工作
方式感到自责。

事情是这样的，依然处于疫情
防控中的我们接到要求，要统计家
长申报健康码的人数，在之前已经
统计过总数的基础上，要精确到幼
儿多少人，幼儿父母多少人，其他
共同生活人员多少人。全班 30 多
个家长都一一在班级群里上报，唯
独一个孩子的家长迟迟没有发声。
之前班级群里无论发布任何内容，
这位家长的响应都很积极，这次莫
非是她一时间没关注到？于是我们
在班级群里提醒了她。过了一会
儿，依旧没有回应。我们私信她，
仍然没有反馈。也许是她没看手
机，我们拨通了她的电话，铃声循
环，却仍然无人应答。

配班教师很疑惑，我却突然意
识到了问题所在。这是一位刚刚成
为单亲妈妈的家长。遭遇家庭变故
后，她一个人坚强地扛起了抚育孩
子的重担，但这一切，她不愿意跟
别人分享，要她在班级群里分门别
类上报人数，等于让她公开宣告，
这是一个单亲家庭。

如此种种，就不难理解这位家
长沉默的原因了。我们简单粗暴的
统计方式，已经触碰到家长不愿为
人所知的隐私了。大疫当前，我们
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把安全健康
放在首位，但却忽略了大家的基本
权益。我们并未意识到，在精准做
好必要信息的采集工作时，也要好
好呵护每位家长和幼儿的隐私。具
体到我们幼儿园的信息采集工作，
要求家长在群里第一时间上报固然
省时省力，但我们更应该考虑家长
的需求和禁忌，采取更合理的、能
有效保护家长隐私的工作方式。毕
竟，我们采集的数据是为人服务
的，不能为了数据而伤了人心。

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妈妈私信
我们，把她和孩子爸爸的健康码都
发给了我们。虽然这位妈妈没有说
什么，但我知道，我们的做事方
法，一定刺痛了她，让她感到了为
难。如果我们一开始就采用私信收
集信息该多好啊！

其实，我们园遇到的事，想必
许多幼儿园也都遇到过。在疫情防
控这样的特殊时期，为保证防疫的
全面，很多信息都必须向家长收集
到位。那么，首先我们要向家长说
明，收集这些信息的依据与必要
性，保证信息收集的合理性与合法
性，避免家长质疑或反感。其次，
在信息收集过程中，要注意方式方
法。线上采集信息，教师要尽量运
用能最大限度保护家长隐私的手
段。比如尽量不要采用让家长在班
级群里直接公开回复的粗暴方式，
避免家长的个人信息在班级群这个
相对开放的空间被泄露。

基于此，我们改变了信息填报
方式。实践后发现，用在线文档的
方式收集信息比较高效，但要注
意，不要采用大家共填的在线文
档，因为运用这种方式，家长在填
报个人信息时同样能看到其他家长
的信息。因此，我们运用的是让家
长点对点填报各自信息的在线文
档，家长上报内容互相不可见，收
集结果自动汇总到在线表格，最后
再由教师汇总整理即可。这样可以
比较有效地避免个人信息暴露，也
比较高效便捷。

信息采集是保证幼儿安全与健
康的必要条件之一，只要我们做得
合情合理，家长一般都会主动配
合。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
稍微再用一点儿心，多换位思考，
优化过程，注意细节，关注并保护
每位家长和幼儿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江苏省昆山经济
技术开发区锦华幼儿园仁宝分园）

采集信息要
保护隐私

王瑛珠

幼教杂谈

管理方略

园长点评

幼小衔接是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的
重要阶段，新冠疫情也挡不住大班孩子
们对小学生活的向往。在和孩子们畅聊
的过程中，教师关注到大班孩子们对即
将开始的小学生活有憧憬、有期待、有
疑惑，更有担心。

由于不能带孩子们到小学参观，福
建省福州市马尾第三实验幼儿园的教师
就带着大家的好奇走访了马尾区三所小
学。教师参观了小学的环境，采访了小
学老师、学生，走进了小学课堂，感受
了小学的生活，并把收集的各种素材与
孩子们进行线上分享。

“哇！有体育馆、机器人实验室、
乐高教室、书法教室……”惊叹之余，
孩子们对小学的环境与生活也有了一些
初步认识，增加了对小学生活的憧憬。

张秀清 供图

老师帮你们
探探路

体验小学课堂。 采访小学老师。

采访小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