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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是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人
人都在洗手，人人都会洗手吗？2011
年，我国首个针对洗手现状的全国性专
项调查《全国居民洗手状况白皮书》发
布，调查显示：我国居民的正确洗手率仅
为 4%，洗手现状不容乐观。学前教育
是终身学习的开端，如何引导幼儿园里
的孩子们洗干净小手呢？

“小袖子呀爬高山，一爬爬到胳膊中
间，袖子高高露手腕，洗洗小手真方便。”

“手心搓搓，手背搓搓，指缝搓搓，勾住手
儿搓一搓。大拇指搓搓，指尖搓搓，最后
手腕搓一搓，我的泡泡白又多。”稚嫩的
声音从盥洗室里传出，孩子们的洗手活
动开始了。

教师：“谁的小袖子爬上高山了？”

贝贝：“我的爬上来了。”
西西：“看，我的也爬上来了。”
教师：“贝贝、西西、妞妞都很能干

哦！谁搓的泡泡白又多？”
泽泽：“老师，我搓的泡泡多。”
贝贝：“看，我的泡泡白又多。”
洗手是由多个程序性动作组成的，

其过程可分解为挽袖口、开水龙头、搓泡
泡、冲泡泡、冲冲水龙头、擦擦小手等多
个小活动。将活动内容化整为零，用儿
歌辅以学习，对于初学洗手的小班幼儿
来说，贴切而有趣。

化整为零，突出细节，既保证了洗手
过程的完整，又直指洗手的重点和难点。
根据幼儿玩中学、做中学的特点，把每个
小活动按照动作的先后顺序，运用比喻、

拟人等修辞手法，把挽袖子的动作变成
“爬高山”，打肥皂搓手变成“搓泡泡比
赛”，捧水冲洗水龙头变成给水龙头“冲冲
澡”等，编成朗朗上口、简洁有趣的小儿
歌，有利于引导幼儿把兴趣聚焦在洗手的
动作上，在轻松有趣的说说、做做、玩玩
中，幼儿的洗手技能不断得以精进。

对中大班幼儿来说，每天不少于十
次的频繁洗手，容易让他们出现倦怠情
绪，部分幼儿不认真洗手就成为常态。
例如，用水冲一下手就去拿毛巾擦手；打
上肥皂搓两三下就开始冲手等。怎样让
幼儿养成良好的洗手习惯呢？我用录像
机记录下了他们洗手的真实表现，并播
放出来引导他们讨论。

教师：“你认为哪些洗手的做法是对
的？哪些是不对的？为什么？”

泽泽：“第一个小朋友没打肥皂。我
有一本书叫《根本就不脏嘛》，书上说看
着很干净的手上细菌能有40多万个，打
上肥皂才能打败细菌。”

教师：“好棒！看书能让我们学到很
多知识。打上肥皂后又该怎么做呢？”

淼淼：“要按七步洗手法使劲搓。有
个小朋友只搓了手心、手背，指缝、手腕
都没搓。”

麦麦：“还有两只手也没勾起来搓。”

教师：“你们看得很仔细哦！漏掉没
搓的地方都找出来了。西西还发现了一
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搓几下是不行的，搓
的时间太短洗不干净。应该搓多长时间
合适呢？”

西西：“搓手的时候要说儿歌，说完
儿歌才能搓完手。”

泽泽：“搓30秒，老师说的。”
教师：“怎么知道搓了30秒呢？”
贝贝：“我们可以数数，数到30就是

30秒了。”
麦麦：“买一个闹钟，定上30秒，闹

钟响了就到了。”
教师：“太棒了，你们想到了这么多

好办法！把这些好办法记下来，贴到洗
手池的墙壁上，可以让我们互相提醒。”

对洗手录像的分析与思考，有效引
发了幼儿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想办法
解决问题的主动意识，增进了他们自我
纠错的能力。洗手方法的表征、墙面环
境的暗示，不断提醒着、支持着他们对洗
手行为的自我调适。这一深度学习的过
程，进一步增进了幼儿对正确洗手行为
的理解，为他们真正形成彻底、有效的
洗手习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实验幼
儿园）

洗洗小手真干净
李丽

幼儿园阶段开展音乐欣赏活动对幼
儿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在音乐欣赏
时，幼儿学习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艺术表
达可获得内在发展，同时，幼儿间的差异
可引起认知上的冲突，促使幼儿顺利建
构更高层次的思维。同伴评价为幼儿体
验冲突、解决冲突、相互支持提供了条
件，不仅影响幼儿对音乐欣赏活动的兴
趣和积极性，还影响幼儿欣赏音乐时的
情感体验和表达表现。

但是，现有的教育实践存在以教师
评价为主且维度较为单一，教师对幼儿
在音乐感受、理解与表达环节中的同伴
评价言行较少给予回应和支持等问题。
为破解这些难题，我们精准分析目前音
乐欣赏活动中同伴评价的现状，然后参
考《幼儿园音乐领域教育精要：关键经验
与活动指导》和《3—6 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中的核心经验设计了观察评价
表，分阶段推进同伴评价的实施策略。

同伴评价的四大实施策略

策略一：“语言互动式”中积极赋能
的同伴评价。“积极赋能”即教师用积极
的提问态度和语言引发幼儿对同伴进行
正面的评价。“语言互动式”的同伴评价，
指的是幼儿在音乐欣赏活动过程中对同
伴发起评价语言，被评价幼儿也用语言
做出回应，是评价幼儿与被评价幼儿用
语言相互评价、回应的方式。我们发现，
当幼儿听到积极的评价语言后，他们会
表现出满脸笑容，同时也会用积极的评
价语言给予回应，在后续的音乐欣赏活
动中会表现得更为活跃，反之则不然。

例如，音乐欣赏活动中，幼儿对《魔
王宫殿》进行了自主表达，之后教师提
问：“你们觉得好朋友刚才哪里很棒？”幼
儿A评价幼儿B：“我觉得你能合着音乐
的节奏敲木鱼，很好。”幼儿 B 听后也正
面评价了幼儿A：“我觉得你的音乐节奏
也很好，动作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
和音乐一样。”在后续的音乐表达中，幼
儿B也开始努力用肢体动作的快慢来配
合音乐的快慢。

策略二：“留白记录式”中自主互赏
的同伴评价。这类同伴评价，指的是幼
儿关注音乐欣赏活动中同伴的言行表
现，对同伴的整体表现情况进行正面的
评价，并用自己看得懂的方式记录下
来。我们在研究中设计了“赞美故事”，
并在后期同伴评价表中设计了“同伴哪
里很棒”。“赞美故事”是同伴评价显性
化的媒介，弥补了“语言互动式”中评
价环境稍显薄弱的问题。“留白记录
式”评价范围较广，没有固定的评价指
标，以发现同伴的闪光点、激发幼儿对
音乐作品本身的兴趣为主要目的。实施
过程中，我们发现幼儿在这类同伴评价
中，评价语言逐渐丰富，积极评价同伴
的意识逐渐加强，评价内容易于分享，
便于幼儿相互吸取经验，互学共成长，
而且欣赏音乐的积极性增强了，同伴间
的评价互动更赋生机。

策略三：“读图填空式”中经验引领
的同伴评价。这类同伴评价，指的是研
究者依据音乐欣赏核心发展经验，细化
评价内容，引导幼儿对同伴的音乐感受、
理解与表达三部分的核心内容进行评
价。考虑到幼儿直觉形象思维的特点，
我们为相关评价指标配上相应图标，便
于幼儿解读。“读图填空式”的评价是评
价幼儿与被评价幼儿共同完成的。首
先，幼儿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依据评
价表中的内容框架记录自己对音乐作品
的感受、理解和表达的方式。然后，幼
儿相互交换评价表，对同伴记录的结果
和实际表现逐个进行评价。该同伴评价
策略关注幼儿音乐审美能力的发展，拓
宽了前两个策略中以评促学的发展维
度。同时，平衡了幼儿对音乐欣赏关键
经验的发展需求。我们发现，幼儿在

“读图填空式”的同伴评价中，容易抓
住音乐欣赏需要掌握的重点内容。感
受、理解与表达递进式的设计，能帮助
幼儿清晰音乐欣赏的思路。

策略四：“开放交互式”中自主互学
的同伴评价。这类同伴评价，指的是教
师整合同伴评价的内容，幼儿在自主、自
由的环境中，自然地发起“语言互动式”

的同伴评价，并结合同伴评价记录表引
发幼儿基于音乐欣赏核心经验的引领相
互评价记录，在互评互动中共成长。该
评价策略的实施，突破了集体音乐欣赏
的活动背景，改善了幼儿同伴评价内驱
力日益减弱的现象，幼儿真正在认知冲
突中发展，在互赏互学中成长。同时，探
寻到了前期无细化评价项目与后期有细
化评价项目间的平衡点，解决了前三个
策略实施中遇见的幼儿同伴评价空间受
到限制的难题。

同伴评价的三个实施要点

第一，评价指标聚焦于音乐欣赏关
键经验。评价指标参考《幼儿园音乐领
域教育精要：关键经验与活动指导》一
书，从音乐感受、理解与表达三个维度出
发，结合《指南》和高宽课程评价中的相
关指标确定。评价指标不仅是幼儿评价
同伴的主要内容和依据，同时幼儿可以
透过评价指标了解自己该从哪些方面去
感受、理解音乐，运用哪些适合的方法表
达音乐。因此，聚焦于音乐欣赏关键经
验的评价指标，是幼儿欣赏音乐和评价
同伴路上的一盏明灯。

第二，评价导向根植于同伴间的互
学成长力。同伴评价秉承“以优促优”的
教育观，引导幼儿关注同伴在音乐欣赏
中的情绪表达和行为表现，发现并清晰
表达同伴的优点。在相互赏识的环境
中，不仅可以互相学习，还能激发被评价
者的自信，保持对音乐欣赏的热情。当
然，有时被评价幼儿也会受到伙伴的质
疑，此时幼儿在同伴评价中发生了认知
冲突，在一次次的冲突解决中萌发了成
长型思维。

第三，评价方式依托于幼儿自主、
开放的互评。同伴评价主要以自主结伴
两两互评、自主选择小组互评和自由结
伴合作共评三种方式展开，同时以开放
的“赞美故事”和具体的评价指标为主
要内容。在合适的契机中展开同伴评
价，让幼儿在自主、开放的互评中体验
音乐欣赏的乐趣，提升音乐审美能力。

同伴评价对学习共同体的改变

在音乐欣赏活动中，师幼是一个学
习共同体。同伴评价策略的实施对幼儿
各方面发展有积极影响，这不仅表现在
幼儿音乐水平的提升、音乐审美情趣的
激增上，而且表现在音乐审美思维的逐
渐形成上。在音乐欣赏时，师幼共同营
造了积极的同伴评价环境，幼儿在同伴
的认可和赞美中不断接受正面强化，从
而爱上音乐，快乐欣赏。评价指标是音
乐欣赏思路的体现，点亮了幼儿音乐欣
赏的方向，梳理了音乐审美的思路，明
确了音乐欣赏的意义，在一次次同伴评
价中拉近了幼儿与音乐的距离，帮助幼
儿逐渐建构适合自己的音乐审美思维。

此外，幼儿在社会性方面也有成
长。同伴评价是在相互赏识的理念下展
开的，幼儿逐渐将音乐欣赏中同伴间的
相互肯定与赞美延伸到日常交往中，赏
识性同伴评价成为幼儿交往的一种有效
策略。幼儿通过夸夸伙伴的优点，认识
了新的伙伴，解决了伙伴间的矛盾，提
高了社会交往能力。

同伴评价策略的实施给教师也带
来了积极影响。一方面，教师评价观
念转变了，开始关注幼儿身上的优点，
对幼儿进行积极的评价，与幼儿共同营
造积极的评价环境；另一方面，教师善
于关注、解读、助推幼儿的个别化发展
了。同伴评价中记录了每名幼儿音乐欣
赏的轨迹，教师从幼儿的真实表现中分
析幼儿在音乐欣赏时的关注重点、欣赏
水平和互动情况等，并及时调整教学
策略，建构有效的学习支架，与幼儿
共成长。

当然，同伴评价需要基于幼儿的年
龄特点，选择适宜的方式展开。它比较
适合在幼儿园大班阶段展开，需要一段
循序渐进的历程。这个过程充满了孩子
们之间的智慧互动，是一种动态式的互
学共成长模式。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幼教集团
第一幼儿园）

同伴评价：互赏互学提升音乐审美力
许倩 朱瑶

幼儿评价

保育有道

日前，中国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卜祥志
走进青岛西海岸新区甘水湾幼儿园，指导
孩子们学习国际象棋。他每周三上午固定
来园，为孩子们带来免费的“大师国象入
门课”。

“学习国际象棋对于儿童的智力发展
大有益处，尤其对于注意力的集中、洞察
力的提高、记忆力的增强很有帮助。”卜
祥志说。

据悉，卜祥志现任山东省国际象棋队
总教练，目前主要工作是教学，并投身于
培养青少年人才选拔优秀苗子。同时，他
作为青岛融合教育发展中心形象大使，还
积极为特殊儿童智力开发、康复训练出力
献策，呼吁将国际象棋引入到自闭症儿童
的训练中。

本 报 记 者 孙 军 通 讯 员 陶 韬
摄影报道

国际象棋大师
入园“育苗”

王翠霞，山东省淄博市实验幼儿园教学园
长，36年坚守在幼教一线，正高级教师，全
国“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全国中小学优秀校
长领航工程学员、山东省特级教师、山东省教
学能手、淄博市首届教书育人楷模。

栏目主持 王翠霞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
们再次敲响了“善待自然”的生态
警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
的关系。其实，树立生态文明意识
的理念早已在国内外的国家纲领性
文件中，作为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
的策略实施和能力建设而被多次重
申。

我国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见》 中，强调应树立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
念，并指出提高生态文明意识要从
娃娃和青少年抓起，从家庭、学校
教 育 抓 起 。 北 美 环 境 教 育 联 盟

（NAAEE） 也指出，幼儿环境教
育的任务是促进儿童与自然之间建
立联系，希望人类要把道德良知和
责任义务扩展到自然界中。由此可
见，幼儿园教育需形成与自然建立
起“亲属关系”（Kinship） 的生
态观，这对实现儿童早期可持续发
展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用“亲属关系”保障
大自然的权利

自然教育对儿童身心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福禄贝尔认为，幼儿园
一定要有一个可供儿童自由探寻花
草、饲养小动物的实体性花园，因
为这将更容易引领幼儿朝爱与感激
方 向 发 展 。 美 国 学 者 察 尔 斯

（Charles） 也认为，当儿童经常以
“亲力亲为”的方式接触大自然
时，就能为其带来减压、提高学习
效果，增加对生物的关爱和对同龄
人更友好的人际关系，以及提高进
入小学的准备度。幼儿天生对世界
充满好奇，并具有应对和解决环境
中问题的能力。幼儿园教育不仅为
早期可持续发展教育提供了一个宝
贵的起点，也给幼儿打开了为实现
可持续发展发挥其影响力的机会之
窗。

用“亲属关系”保障大自然的
权利。此次疫情再次证明了人类把
自然置于被支配、被统治地位所带
来的灾难，也是大自然对人类应给
予其生存权利的诉求。美国生态学
家纳什 （Nash） 认为，尊重大自
然意味着要给予所有生物实现其潜
能的相同机会。这些大自然的权利
是人类作为自然唯一的道德代理人
应予以尊重和捍卫的。人类与自然
建立“亲属关系”，是保障大自然
的权利的前提，也是衡量人类作为
一个真正意义上有道德的人的标
准。

帮助儿童与自然建立
“亲属关系”

人类发轫于自然，也发展于自
然。如杜威所言，人类是在自然环境
中共同生活的，这环境不是非必要的
随机环境，而是人类发展的资源与媒
介。亲近自然并不只是意味着饲养小
动物、种植植物、使用天然物品等教
育实践，而是意味着幼儿园须以有意
义和真实的方式，来帮助儿童与自然
建立起“亲属关系”的一种教育实
践。

在促进儿童与自然建立关系的教
育实践中，澳大利亚学者朱莉 （Ju-
lie） 提出了四个基本原则：一是关
爱原则，从教师需要认同幼儿有关怀
他者的能力出发，并适时通过赞赏来
强化幼儿守护和关爱自然的行为。二
是倾听原则，从教师需要重视并尊重
幼儿在参与自然教育决策的话语权出
发，把倾听看作是一种“欢迎”的形
式，因为“欢迎式”的倾听会引导幼
儿参与实际行动。三是参与原则，从
教师需要为儿童提供参与解决有关自
然保护的机会出发，引领家庭、社区
共同参与自然教育。四是希望原则，
从教师需要赋予幼儿采取保护自然的
行动权利出发，给予他们信心去面对
环境问题，帮助幼儿学会忍耐与坚
持，展望未来的美好。在幼儿园自然
教育中，培养幼儿的希望感尤为重
要，它是持续增进幼儿与自然建立

“亲属关系”的活性成分。

多路径增强儿童与自然
的亲密度

幼儿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和关爱，
是建立在与环境进行亲密互动的基础
上的。幼儿园可以通过各种路径来帮
助儿童与自然建立更亲密的“亲属关
系”。

在日常生活中渗透。幼儿与自然
之间存在着天生的连通性和依恋感。
教师可通过户外散步与探索活动，发
展幼儿对大自然的归属感和依恋感，
这是促进幼儿与自然建立关系最基本
也是重要的前提条件。此外，可在日
常生活中践行“4R”环保原则，即
再使用 （Reuse）、再循环 （Recy-
cle）、减少 （Reduce）、修复 （Re-
pair）。如庆生时，谢绝使用一次性
塑料餐具，用实际行动来减轻地球负
担，明白健康的身体需要健康的地球
来养护，感受到自己有能力为促进地
球更健康作出贡献。

在主题活动中体悟。儿童性本
善，视万物皆需被珍爱。如在“种
菜”主题活动中，幼儿目睹辛苦种的
菜被蜗牛吃掉，也对它毫无敌意。幼
儿亲力亲为帮拥挤在一起的小菜苗

“搬家”，以及为死去的菜虫举行“葬
礼”等行为，进一步帮助幼儿体悟到
万物皆有生存权，应给予与人类生命
一样的重视与尊重。可见，当幼儿亲
自参与照顾自然界中的动植物时，他
们对自然的好奇心就能转化为对自然
的关怀和保护的行动，他们也就更容
易朝向爱与仁慈的情操发展。

在自然项目活动中升华。在带领
幼儿进入自然环境探索之前，制定风
险管理计划以及做好相关的预防措施
是非常必要的。如教导幼儿在野外不
小心被树枝划伤、跌倒擦伤时如何进
行自救；通过游戏方式，让幼儿掌握在
野外遇到野蜂、蛇或迷路时的应对技
能。此外，在户外探索活动中，可帮助
幼儿提升户外观察与记录技能，如学
习使用望远镜或相机等观察设备来

“捕捉”大自然的奥秘，以免对动植
物造成伤害；践行与自然物互动的伦
理，如温柔而尊重地对待动植物等。
教师还可引领幼儿通过制作图书、搭
建自然环境模型等方式，向他人分享
与自然建立关系的经历，进一步增强
幼儿对自然的守护意识和责任感。

在家园共育中推进。成人的言行
和价值观也会间接影响儿童的生态
观。因此，幼儿园对教师的生态意识
的培养与提升不容忽视。家长是幼儿
园进行儿童早期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合
作伙伴。幼儿园可通过举办与环保教
育相关的亲子工作坊、讲座等方式，
来引领家长参与幼儿园自然教育活
动，合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

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
体。家庭、教育工作者和社区相关人
士应采取行动，加强幼儿与自然的联
系，并将自然教育充分地、循序渐进
地融入到幼儿的日常生活和教育中。
虽然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但它对可持
续发展的影响将是变革性和持久的。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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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
教育，就是引导人们正确把握人与
自然的关系，正确看待世界的发展
和存在的问题。学前教育的可持续
发展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问题。
在幼儿园层面，环境的改进和课程
的变革是影响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本栏目将刊发相关文章，
以期引发幼儿园对可持续发展教育
如何落地的思考。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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