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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周刊 保教·
从幼儿园到升入小学，孩子

面临并经历着从外部环境到内在
心理的转变与适应。基于儿童学
习与发展在幼儿园和小学的学段
差异和前后连续，在教育上做好

“幼小衔接”，支持儿童平稳度过
两个学段的转变，顺利适应小学
的学习与生活，是学校和家庭的
共同职责。在当前疫情防控背景
下，一些幼儿园尚未复学，应对

“幼小衔接”，为孩子入小学做好
准备，更是为家长所关切。

在“幼小衔接”中，幼儿家
长应树立正确的儿童发展观、教
育评价观和家校关系观，着重从
激发学习兴趣及培养学习品质两
方面帮助孩子做好适应学习的准
备，着重从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及
提高人际交往能力两方面帮助孩
子做好适应生活的准备。

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做好“幼小衔接”，家长需
要遵循儿童学习与发展的规律与
特点，坚持科学的儿童发展观，
避免片面的“小学化”误区。同
时，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评价观，
关注孩子的核心素养。进入小学
后，家长有可能拿到一份不符合
预期的成绩单，这并不代表孩子
的智力、学习能力有问题，只是
评价标准有所变化。因此，应秉
守正确的教育评价观，重点关注
孩子的核心素养，比如是否好奇
好问，是否乐于交往，是否做事
专注，而非会写多少汉字、会背
多少古诗。

此外，家长还要转变家校关
系观，承担更多的家庭教育任
务。从师生比来看，小学教师需
要面对的学生相对更多。家长应
做好心理准备，承担更多的家庭
教育任务以弥补教师对孩子的个
别关注减量。从师生关系来看，
幼儿园在保教结合的实践中，教
师既是“妈妈”又是“老师”，
而小学师生的教学关系是师生关
系的主要体现。小学的教学进度
和一对多的班级授课制，也使教
师难以顾全每个孩子的情感需
求。面对幼、小学段的转变中孩
子对新环境的紧张与焦虑，家长
应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既要做
到放手，相信孩子的适应能力和
成长潜力，也要做到包容，积极
沟通，耐心等待和支持孩子的成
长。

做好学习适应的入学准备

第一，激发孩子的学习兴
趣,产生入学愿望。学习兴趣是
推动学习行为的内在动力，分为
直接学习兴趣和间接学习兴趣。
幼小衔接阶段，家长应更重视激
发孩子直接学习兴趣，引导孩子
对小学阶段的知识和生活产生兴
趣，产生入学的向往和愿望。

首先，支持孩子的好奇心与
探索欲。当孩子展现好奇心时，
家长应予以及时的回应和支持。
有意识地给孩子提供独立解决问
题的机会，当孩子不能独自完成
时，家长可以以同伴的身份和孩
子一起探究答案。其次，给予孩
子成功的机会。根据埃里克森的
心理发展观点，3—6 岁孩子最
重要的任务是形成主动性，克服
内疚和退缩，6—12 岁学龄期的
孩子主要任务则是获得勤奋感，
避免自卑感。孩子能否顺利地获
得勤奋感，过渡到学龄期，关键
就在于主动性能否收到足够的成
功感反馈。因此，在保护孩子好
奇心的基础上，幼小衔接阶段家
长给孩子的学习任务，应是跳一
跳就能够到的难度，并赞许孩子
的每一次小进步。最后，有针对
性地引发孩子的入学愿望。可以
和孩子讨论小学生活是什么样
的，哥哥姐姐在小学都发生过哪
些趣事等话题；和孩子一起采购
书包文具，熟悉小学地理环境、
演练上学路线等。这样，既能引
发孩子对小学生活的兴趣和期
待，也可避免入学后陌生的环境
使孩子产生紧张感。

第二，培养孩子的学习品
质，以适应小学的学习特点。孩
子良好的学习品质包括积极主
动、认真专注、不怕困难、敢于
探究和尝试、乐于想象和创造
等。培养这些品质，会对孩子入
学后的学习与发展，产生持续而
深刻的影响。例如，针对小学阶
段的学习特点与要求，可以有意
识地训练孩子注意力的持续，引
导孩子做事有任务意识等。

训练孩子的注意力，首先，
需要在孩子活动时尽量排除干
扰。为孩子提供能够安静地写写
画画的空间。孩子写写画画的过
程中，不要指点评价或出声催
促，等完成后再和孩子一起分享
和讨论。其次，给孩子明确的可
以完成的学习目标。如阅读绘本
之前，家长告诉孩子“等你看完
了，跟我说说书里讲了什么故
事”，让孩子带着问题翻开绘

本。最后，根据孩子的注意力水
平，给孩子一个明确的时间期
限。有了明确的学习目标和时间
期限，孩子学习时就能保持一定
的紧张状态，有利于专注力的发
展。

升入小学后会有家庭作业，
为了避免孩子入学后产生拖欠作
业、忘记作业的坏习惯，需要引
导孩子树立任务意识和规则意
识。家长可尝试给孩子布置一个
需要每天坚持完成的小任务，如
整理玩具、洗袜子、摆碗筷等，
并及时给孩子肯定，让孩子逐步
习惯有一个任务需要每天完成，
养成今日事今日毕的习惯。

做好生活适应的入学准备

第一，督促孩子生活自理，
以适应小学生独立性的要求。首
先，家长需要教会孩子必要的生
活自理技能。如整理书包及文具
盒、按天气增减衣物、扫地、记
住父母电话和家庭住址等。其
次，家长需要帮助孩子形成生活
自理的责任感，让孩子多做力所
能及的事，意识到自己的事情需
要自己做。比如，可以让孩子自
己决定第二天要穿的衣物、自己
根据课程表收拾书包、自行制订
简单的学习计划。再其次，引导
孩子形成时间概念，适应小学的
一日作息要求。家长可以提前让
孩子尝试按照小学的作息要求，
早晨提前起床，缩减午休时间，
晚上早睡觉。

第二，锻炼孩子的人际交往
能力，以适应入学后的社交关
系。进入小学后，孩子有了新老
师和新同学，会出现“同桌”

“班长”“组长”等新名词，这对
孩子来说是全新的学校社交关
系。家长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强
和锻炼孩子人际交往的意识与能
力。

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是儿童
社会交往的“底色”。“温暖与理
解”的教养方式会促进孩子自尊
的发展，提高孩子的自尊水平，
而“惩罚与严厉”“过分干涉”

“拒绝与否认”“过度保护”等教
育方式，对孩子的自尊有不利影
响。因此，家长应营造民主开放
的家庭氛围，尽可能让孩子对家
中大小事有发言权，尤其是与孩
子相关的事情，鼓励孩子主动地
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此外，要给孩子提供充分的
人际交往机会，锻炼交往能力。
幼儿园为孩子彼此之间提供了大
量交往机会，而家庭和社区就是
孩子与成人交往的理想场所。教
孩子跟长辈打招呼，带孩子去别
人家里做客，这些在日常生活中
的人际交往，都会帮助孩子克服
羞怯、怕生的心理，培养孩子主
动交往的意识和礼貌大方的社交
品质。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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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劳动当中，幼儿的已有经验、
兴趣、需要、能力、学习风格等个人特
征，能够通过行为、劳动的过程和结果
外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与“游
戏”一样，是幼儿园重要的教育手段。

张雪门先生提出：“课程固由于劳动
行为，却需在劳力上劳心。”我园的儿童
工作室是在张雪门先生对于“工作”研究
理论基础之上，利用宁波本土文化及物
质资源，为儿童工作创设的专用活动空
间（分为四大类 11 个工作室）。儿童工
作室为幼儿的工艺劳动提供了主要的活
动平台。在张雪门先生眼里，工作对于
儿童和对于成人性质不一样，儿童的小
手是不会停的，他们为工作而工作，把工
作当作了自己的生活。

顶层设计与思考——研
判劳动价值

工艺劳动是指幼儿利用各种天然材
料、粗加工材料、废弃物品等，通过体验、
构思、设计、制作而进行创作的创造性劳
动活动。儿童工作室里的工艺劳动强调
幼儿的主体地位，改变已往教师带领幼
儿跟随以及侧重操作缺乏思考的局面，
充分发挥幼儿的积极性、自主性，让幼儿
有自我调节和控制的主动权，有独立思
考和操作的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观
察、劳动，涵养积极的劳动态度，发自内
心地尊重劳动，在劳力上劳心。

聚焦价值，提炼目标。为了让幼儿
养成勤于劳动的态度，改变机械、枯
燥、乏味和无目的的参与，我们依据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对劳动
品质的关注以及幼儿园工艺劳动的特
性，结合儿童工作室活动的属性，聚焦
了三江小画廊、红帮小巧手、甬城老作
坊三个工作室，三个工作室分别以美
工、编织、木工作为主要劳动内容，让
幼儿从直接经验中建构劳动的意义，生
发愿意劳动的倾向，同时提升感受欣
赏、构想设计、工艺制作以及创造表达
等能力，从而达到在劳力上劳心，即通
过行为收获经验并愉悦精神。

链接经验，选择材料。劳力上劳心
就是在劳动的过程中调动思维，要想在
工艺劳动中让幼儿达到思考和引发创造
的目的，对材料的价值分析和研判就显
得尤为重要。我们聚焦三个工作室中的
材料属性，确定了六大类主材料：布
线、木枝、草绳、陶泥、纸盒及瓶罐，
通过主材料和辅材料的结合链接幼儿核
心经验，帮助幼儿获得完整且成体系的
经验，在横向上相互联系、全面整合，
在纵向上体现顺序联系，从而实现幼儿
能力的新发展。

环境调整，激发愿望。除了对三个
儿童工作室的材料进行价值研判以外，
我们也对工作室的环境进行了调整，主
要目的在于激发幼儿自主劳动的愿望，
让幼儿先乐于劳动再勤于劳动。例如，
适当增加工艺劳动流程示意图；梳理幼

儿的前期经验形成图册可供幼儿随时查
阅；增加劳动工具使用方法图示；增加幼
儿工艺劳动作品及劳动过程精彩照片上
墙的概率等。

实施过程与方法——建
构劳动素养

儿童工作室里的工艺劳动，十分注
重幼儿劳动意识、劳动习惯和劳动行
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帮助幼儿建构整
体性的劳动素养。因此，在开展工艺
劳动的过程中，教师要真正懂得按幼
儿需要设计适宜幼儿发展的活动。经
过对工艺劳动的反复实践和探索，我们
明确了实施流程：动机—目的—分配—
过程—应用—执行参考，该流程凸显了
以下四点原则：

第 一 ，对 幼 儿 兴 趣 的 关 注 与 把
握 —— 活 动 必 须 建 立 在 对 幼 儿 动 机
了 解 的基础上。我园的工艺劳动把激
发幼儿的学习动机放在第一位。动机
主要源于三方面：一是幼儿自发产生
的，比如幼儿对美丽的衣服感兴趣，由
此就引发了“制作美丽的衣服”相关工
艺劳动；二是教师预先设法引起的，可
分为利用环境和创设氛围两种方式，这
是对前者的必要补充，保证了幼儿发展
的平衡；三是师幼同构，比如宁波服装
节期间，教师、幼儿都对宁波服装产生
了兴趣，从而生成了“家乡的服装”活
动。当有了动机之后，教师则要进行下
一项工作——确定目的。这里说的目的
是指教师预判幼儿在这一系列行为中所
收获的功效，这一环节将直接影响工艺
劳动开展的效果。

第二，教师在工艺劳动教育中的作
用——支持者、引导者、“麻烦”制造者。
在儿童工作室里，教师是成人劳动的典

范，是幼儿劳动的支持者、引导者，也是
“麻烦”制造者，更是与幼儿共同劳动的
合作伙伴。教师要充分利用现实的生活
环境，通过情境化、问题化的引导，为幼
儿提供材料和工具，让幼儿明确任务，并
努力解决问题，特别要避免那种脱离了
生活情境的劳动任务。

第三，劳动中进度的把握——关注
幼儿的变化并根据其能力进行调整。考
虑到既要兼顾儿童工作室活动的整体
性，又要提高工艺劳动工作室活动的实
效性，我们在保障一周两次大活动人数
分配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了工艺劳动工
作室的活动时间，小、中、大班各自成
立一个联盟小组，轮流进行活动。随着
活动的深入，幼儿新的兴趣点会不断生
成，而教师对幼儿已有经验也会有更
多、更全面的了解。除了预设的劳动
外，教师更需要追随幼儿的兴趣，时刻
关注幼儿在劳动过程中的变化并随时调
整，它是组织活动时的重要估量。

第四，劳动资源库建立者——教
师、幼儿、家长共同体。幼儿的认知和
学习特点决定了劳动教育与幼儿生活关
联越大、距离越近，就越能引发幼儿的
兴趣，他们在劳动过程中的学习也就越
有成效。因此，与幼儿生活紧密联系的
所有成人都是劳动资源库建立者：教
师、保育员、保安、保健医生、厨师、
司机、家长、社区中的其他人等，都是
陪伴幼儿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行为人。

评价方式与手段——保
障劳动质量

有效的评价能充分调动幼儿参与劳
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提高
工艺劳动的质量。儿童工作室工艺劳动
评价方法主要有：作品分析法、行为检核

法和轶事记录法。
作品分析法，又称产品分析法，是通

过分析幼儿的工艺劳动作品，如书法、绘
画、工艺品等，来了解幼儿的能力、倾向、
技能、情感状态和知识范围。工艺劳动
成果丰富，常见的有绘画、泥塑、书法、渲
染、印染的半成品、前书写的涂画等，作
品分析常见的维度指标有时间、形式、内
容、能力和性格等。针对不同类型的作
品，参与者（幼儿）和观察者（教师及同
伴）都可以对作品进行分析、解释和述
说。具体来说，包括结果导向分析和过
程导向分析。

行为检核法，也称清单法，指根据直
觉的印象很快地概括出行为差异程度的
一种简易方法，即在观察行为的同时做
出评价。用行为检核法可以清楚地评价
幼儿的行为发展水平、行为出现的次数
等，以便开展后续的动作指导和能力提
升跟踪。

轶事记录法，是观察者在日常劳动
中，将幼儿自然表露的行为进行原始的、
真实的记录，以此来了解幼儿的发展情
况，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它能帮助教
师观察了解幼儿在工艺劳动中心理、动
作、情绪等多方面发展情况，抓住有意义
的实例，就事件本身进行分析和追踪。

通过对儿童工作室里的工艺劳动进
行研究，我们发现，在一些成人看起来
简单而单调的劳动行为，如果让幼儿进
行计划、发明和观察，也会引起幼儿的
激情和思维。通过劳动，幼儿由不成熟
走向成熟，由个体走向群体，而我们也
努力将劳动教育融入到大课程的背景之
中，将劳动教育的精神内涵同课程理念
相互整合，使劳动教育真正成为园本课
程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第一幼
儿园）

注重劳动意识、劳动习惯、劳动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

工艺劳动：系统性建构劳动素养
徐晓青

早上孩子入园时，经常听到有些家长
反复叮嘱：“宝贝，多喝水。”“老师，今天孩
子有点儿上火，请给他多喝点儿水。”由此
可见，喝水，一个看似简单且每天都在幼
儿园频繁进行的保育环节，却牵动着众多
家长的心。于是，孩子每天应该喝多少
水、怎么喝水，就成为教师在喝水环节关
注的重点内容。为此，我和大班的孩子们
进行了一场辩论活动——多喝水好还是
少喝水好？

孩子们分为正反两方，围绕辩题陈述
自己的观点和理由。正方：多喝水好，因
为多喝水不会感冒，头发会变得越来越
黑，不会上火⋯⋯反方：少喝水好，因为少
喝水肚子不会胀，眼睛不会肿，晚上不容
易尿床⋯⋯“评审团”成员瀚文说：“我感
觉我们辩来辩去，怎么觉得多喝点儿水也
不行，少喝点儿水也不行呢。”子乔接着
说：“要喝正好的水。”彤彤补充道：“要喝

不多不少的水。”我立即追问：“那不多不
少的水是多少呢？”⋯⋯

通过辩论，孩子们自然得出了“喝水
过多、过少对身体都不好”“要喝不多也不
少的水才好”这样的结论，同时也萌发了
对喝水奥秘的探究欲望。

不多不少的水是多少

其实，这个问题的提出涉及喝水量的
科学界定。关于喝水量，家长普遍存在

“宁多勿少”的心理，他们从来不担心孩
子 喝 水 过 量 ， 唯 恐 孩 子 喝 水 不 足 。
2016 年发布的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中 指 出 ： 成 年 人 每 天 要 喝 1500ml 至
1700ml 水 ， 根 据 正 常 的 生 理 需 要 ，
3—6 岁 幼 儿 每 天 的 需 水 总 量 大 约 在
1500ml 即可满足，这些水量主要通过
食物、体内新陈代谢、直接喝水这三
条 途 径 获 得 。 以 我 园 的 食 谱 结 构 为

例，根据孩子每天的正常进食量，我
们经过周密的测量、计算，得出一天
食物中水的含量约 900ml，体内新陈
代谢获得的水量可忽略不计，这样最
后得出每个孩子每天至少要直接喝水
600ml。

我取出装有水的透明量杯，请孩子
们观察上面的刻度。我问：“这个杯子里
装 了 多 少 ml 的 水 ？”孩 子 们 回 答 ：

“600ml。”我又问：“600ml 的水，分到我
们喝水的杯子里，能分几杯呢？谁来试一
试？”这时，晴晴、多多取过量杯，将水平均
分到了 5 个杯子里。我接着问：“我们每
天需要喝 600ml 的水，喝几杯水就可以
满足身体的需要了？”孩子们回答：“5
杯。”我回应道：“对，每天只要喝上 5 杯
水，我们的身体就不会缺水了。”

孩子们通过亲眼所见、亲手操作，
对 600ml 水的总量有了初步感知，每天
至少要喝5—6杯水的常识深入到他们心
中，喝水量的概念初步建立起来。同样，
教师只要引领家长了解了确保孩子身体
需要的喝水量，树立科学的喝水观，他们
对孩子喝水的关注就会趋于平静，家园沟
通、家园合作也会变得轻松起来。

喝水环节中，除了喝水量的科学界定
和准确把握外，还有哪些小秘密需要教师
带着孩子和家长一起去细心了解、探究
呢？

什么时候喝水最合适

生理学研究证明，有四个“最佳喝水

时机”，抓住关键时段及时喝水，可达到事
半功倍的保健效果。基于此，我们采用以
下两种办法：

环境暗示法。白天在园时间，我们对
“上午10点左右、下午3点至4点之间”两
个时段进行了重点把握，引导孩子们进行
讨论，并将上午和下午的两个最佳喝水时
段特意标示出来，提醒每一个孩子要及时
喝水。

全家总动员。请家长在另外两个时
段“早晨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半小时”也保
证孩子喝上一杯水，鼓励家长和孩子围绕

“最佳喝水时机”进行亲子记录，家园一
致，逐步让孩子在“最佳喝水时机”养成及
时喝水的习惯。

喝多少温度的水最适宜

有研究发现，煮沸后冷却至 20—
25℃的白开水，具有特异的生物活性，
较容易透过细胞膜，促进新陈代谢，增
强人体的免疫功能。我园为幼儿提供的
温开水，根据夏季和冬季气温的变化，
会有所调整，一般调控在 35—40℃之
间，因为这个温度最接近人的正常体
温，不会过于刺激肠胃的蠕动，也不容
易造成血管收缩。

喝水，看似简单，却学问多多：每
天至少喝水 5—6 杯，“最佳喝水时机”
要及时喝水，喝 35—40℃温开水最舒
服，要一口一口慢慢喝⋯⋯科学、讲究、文
明，这就是幼儿喝水该有的样子。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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