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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了，家长很担忧：“一直告诉
她不能跟陌生人走，现在需要孩子跟
只见过一面 （家访时） 的老师走，甚
至和没有见过面的老师 （幼儿园其他
教职工） 走。”

教师也很担忧：“入园时，有些孩
子有比较严重的焦虑情绪其实很正
常，以前家长可以在幼儿园中陪伴孩
子，等孩子和环境、小朋友熟悉了再
离开。现在需要我们直接在幼儿园门
口‘抢’宝宝了。”

由于目前仍然处在封闭式校园管
理时期，家长不能入园，这个开学季
让众多新小班家长、教师担忧。怎么
办？其实只要我们懂得孩子心理，有
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就可以巧妙、轻
松化解这一切。

以熟悉的场景消除陌生感

对于还没有上过幼儿园的 3 岁幼
儿而言，“幼儿园”是一个抽象的概
念。因为幼儿完全处在具象思维阶
段，就是“我去过了我才知道”。因
此，无论你怎么告诉他，“幼儿园很好
玩”“幼儿园有很多小朋友”，都收效
甚微。怎么办？教师要转变常规做法。

幼儿园可以成为游乐场。疫情前，
各幼儿园常常会在大厅创设开学环境，
此时建议将这个环境创设转移到园门
口，并加入大量小班幼儿喜欢的玩偶、玩
具车等。这样幼儿还没有到幼儿园，远
远就能发现这里有许多自己喜欢的东
西。这样的环境创设会给幼儿带来“这
里好像还挺好玩”的真实感受，而且，幼
儿瞬间会用自己熟悉的经验来链接：

“这里和我去过的游乐场有点儿像。”
班级可以成为游戏区。传统做法

中，新小班教师很关注幼儿集体生活
中常规的建立。第一周常常让幼儿坐
成一排，跟随教师认位置、认杯子
等。建议改为让幼儿进入一个个符合
他们兴趣的区角。汽车城，提供各种
各样的汽车。玩偶角，放入各种各样
幼儿熟悉的卡通角色。涂鸦区，投放
各种适合小班幼儿操作的绘画工具。
娃娃家，提供各种烧菜做饭的工具。
幼儿可以自由选择进入、随时进入。
这样氛围宽松、材料丰富的环境会让
幼儿感受到，“这里其实和我家有点儿
像，而且玩具还更多一点儿”。

这两种方式都是唤醒幼儿的熟悉
感，让幼儿感觉自己并不是到一个完
全陌生的地方。而熟悉感是降低幼儿
焦虑，让其接纳新场所的最好办法。

以讨喜的角色传递安全感

“老师就是妈妈呀，来，老师抱
你。”这样的言语安慰对新小班幼儿是
无力的。“老师像妈妈”是幼儿和教师
在交往过程中，通过一个个温暖的真
实故事建立起来的。谁都无法对一个
刚刚见面，甚至还没有见过面的人立

即产生“像妈妈”的感觉。如何在有
限时间里让幼儿在大门口就能接纳新
教师？这就需要实现角色转化。

“大玩偶迎接我”——建议在大门
口迎接新小班幼儿的教职工，可以佩
戴幼儿熟悉的卡通人物头饰，或者手
持幼儿比较喜欢的关键道具。比如头
戴小猪佩奇的发夹，立即可以吸引幼
儿，一个艾莎公主的玩偶可以瞬间拉
近和幼儿的距离。懂得幼儿心理的师
者都清楚，幼儿是先和“物”发生互
动，在接纳了“物”之后，才可能接
纳“物”背后的人。这个“物”传递
给幼儿的语言是：“我们都懂这个哦，
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是朋友。”

“小玩偶陪伴我”——鼓励幼儿带
自己喜欢的玩偶来幼儿园，只要幼儿
需要，该玩偶就全程陪伴。处在 3 周
岁时期的幼儿还有明显的“泛灵论”
特征，在成人眼中一个普通的玩偶，
在他们心中却是有生命、有意识的东
西，所以他们会把玩偶当伙伴，与它
们游戏、交谈。在焦虑不安时，一个
幼儿熟悉的、习惯交流的“玩偶伙
伴”能带给他们莫大的安慰。和小玩
偶一起玩玩具、一起吃饭、一起睡
觉，原本困难的事情对幼儿而言也会
变得轻松许多。

这两种方式都是传递给幼儿安全
感，让幼儿感觉到这个地方的人和自
己一样，这个地方有自己认识的人。

“有认识的人陪”是促进幼儿熟悉陌生
环境的最好方式。

以恰当的速度获取信任感

幼 儿 园 有 相 对 固 定 的 接 送 时

间，但封闭式校园管理期间，作息
时间点必须从关照新生心理的角度
去确定。在 3 岁幼儿的眼里，幼儿园

（包括小规模幼儿园） 是一个庞大的
建筑，这一方面是幼儿自身的高度
带给他的视觉感受，另一方面是因
为陌生感会放大空间。在一个完全
陌生且爸爸妈妈都没有进来过的场
所里待一天，对 3 岁幼儿来说是困难
的，而且会加剧他的不安，这对幼
儿之后真正接纳幼儿园不利。怎样
化解？

首先，梯度式在园法，即依据幼
儿的承受能力，慢慢延长在园时间，
直至和幼儿园正常在园时间一致。比
如第一周，可以考虑午饭后接回 （焦
虑严重的幼儿还可以更短）。3 岁幼儿
还没有时间长度的概念，他无法理解

“妈妈下班来接你”“妈妈 4 点来接
你”。3 岁幼儿也很难接受一连串的等
待。你告诉他“吃完饭妈妈来接、睡
好觉妈妈来接、吃好点心妈妈来接”，
这在幼儿听起来不是充满期待，而是
很让人焦虑。尤其要自己吃饭、睡
觉、吃点心，这对部分小班幼儿而言
并不是快乐的感受。所以很可能是每
到吃饭、睡觉时间，幼儿都会重新再
哭一次，因为等待爸爸妈妈的过程，
变得遥遥无期。此时，一个明确的时
间节点，才能传递给幼儿明确的信
息。“我吃完饭妈妈就来接我。”这样
的时间节点让等待看得见，更容易被
3岁幼儿接受。

其次，渐进式支持法。不要因为
幼儿焦虑，就错误地认为幼儿的所有
事情教师都要包办。具备掌控力才是
真正化解幼儿焦虑的最好方式，即幼

儿感觉依靠自己的能力逐渐可以掌控
这陌生的环境。因此，教师要运用渐
进支持的方式去帮助幼儿获得掌控
力，要以清晰的语言告诉幼儿怎样处
理自己的饭菜，用明确的示范让幼儿
清楚如何放好自己的小书包、小水
杯，鼓励幼儿自己爬楼梯、自己端椅
子，绝对不能包办、替代。幼儿在操
作中逐渐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才能对
周围的一切有信心，对生活在幼儿园
有信心。

以上两种方法都是传递给幼儿
“这里值得信任，这里信任我”，信任
和被信任能让人心生力量。信任和被
信任是让幼儿真正喜欢幼儿园的最好
方式。

此外，我们还不能忽略幼儿背后
的大人们。部分家长的“分离焦虑
症”并不比幼儿轻，而幼儿天生有敏
锐的察觉能力。妥善解决家长的焦虑
就是为幼儿尽快适应在园生活助力。
封闭式校园管理让部分家长的焦虑放
大，其一，因为“不可视”，家长不
能进入班级，看不到幼儿生活、学习
的场景和片段。其二，因为“不可
感”，家长无法亲临教育现场，幼儿
在群体中的成长变化无法获得。作为
教育者的我们，必须接纳、同情家长
的这种焦虑，而不是抱怨、指责。最
终我们会发现，耐心聆听家长的焦虑
可以不断完善我们的教育方法和路
径。教育者必须要有发展的能力，及
时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将幼儿在园、在
班级的场景传递给家长，让家长感受
到幼儿在这里正快乐地成长。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闻裕顺幼儿
园园长）

建立熟悉感，“搞定”新小班
李江美

成长智慧

童心探秘

每年 9 月份是幼儿园新生入园
时间，而刚入园的新生大都避免不
了哭闹的情况。哭闹让幼儿无法正
常活动，同时也会让教师感到无
力。只有解决幼儿哭闹的问题，教
师才能更好地组织日常活动。所
以，新生入园期间，教师都会更多
地关注哭闹的孩子。那么，那些看
起来平静的孩子呢？他们就不焦虑
吗？事实并非如此。

我的女儿第一天入园，她在进
门时很小声地说了一句：“老师早上
好！”然后进入教室洗手、吃早餐。
中午时老师反映，孩子一上午都没
有哭闹，吃午饭也特别好。她的表
现让我惊喜又惊讶，我以为孩子已
经适应了幼儿园生活，也因此减少
了对她的关注。直到有一天，突然
接到老师电话，说孩子尿裤子了。
我很吃惊，她早就学会自己上厕所
了，怎么会尿裤子呢？那时我才意
识到，那些刚入园时不哭不闹的孩
子，也是有分离焦虑的。我的女儿
就是如此。

了解情况后，我开始更关注女
儿的心理，每天离园后，通过阅读
绘本对她进行心理疏导。

一天，我们正在读 《输不起的
莎莉》 这本书，孩子很突然地说了
一句：“妈妈，我输了。”“输了？是什
么事让你觉得自己输了？”我不解地
问道。女儿说：“开小火车，我没有当
火车头。”“那你是火车的车厢吗？做
车厢也很不错呀！”我安慰道。

女儿说：“哭的小朋友在火车
头，老师说我表现好，在火车尾。”

“妈妈也觉得你表现得很好。哭闹的
小朋友比你小，更需要老师的照
顾，你是小姐姐，可以帮助老师照
顾弟弟妹妹。”我说。

虽然女儿还不是很理解输赢的
概念，但通过阅读绘本，她慢慢在
没能当火车头这件事上得到了释
怀。之后的几天，在女儿的要求
下，我们多次阅读了这本书。在读
书过程中，女儿的情绪不断发生着
变化，最后她笑着说：“玩得开心就
是赢。”

每个孩子性格不同，表现出来
的焦虑现象也不同。有的孩子会通
过哭闹来表达对进入陌生环境的不
安，有的会细声细语地哭着进入教
室，还有的会比较沉默，没有什么
明显的外在表现。

虽然不哭不闹的孩子表现得比
较平静，入园后基本能正常活动，
但教师也绝对不能忽视他们，否
则，他们的行为就可能出现退化。
比如本来会自己如厕的孩子，竟然
出现尿裤子的现象。

因此，对于新入园的孩子，教
师要关注到每一个人，不能厚此薄
彼。与此同时，为更好地帮助孩子
适应入园生活，家园配合也极其重
要。

多数家长对于孩子入园的哭闹
现象比较敏感。而如果孩子入园没
有哭闹，还能独自进餐且正常参与
活动，家长会默认孩子适应良好，
没有分离焦虑。那么，孩子在家的
情绪波动，家长可能也会不以为
然，认为在家闹点儿小情绪很正
常，哄一哄就好了。其实，这是非
常错误的做法。入园初期，孩子的
每一个细微表现，家长都不能放过。

为帮助女儿顺利度过入园焦虑
期，在她入园前，我从生活技能和
心理疏导两方面帮她做了准备。女
儿两岁后，我们开始进行独立进
餐、饮水、穿脱鞋袜、穿脱外套、
独立如厕等方面生活技能的练习。
在孩子入园时，这些技能已经练好
了。入园前一个月，我开始对女儿
进行心理疏导。我们读了 《我爱幼
儿园》《妈妈心·妈妈树》《我有友
情要出租》 等绘本，借助绘本，和
孩子聊幼儿园的生活、想妈妈时怎
么办、别人哭闹时自己可以做什
么、如何交朋友等入园会遇到的问
题。

女儿入园前一天晚上，我带她
吃了顿“大餐”，庆祝她荣升为幼儿
园小朋友。入园第一天，我买了之
前她一直想要的马卡龙。我们边吃
边聊她在幼儿园是如何想妈妈的，
以及这一天妈妈是如何想她的。我
非常正式地祝贺她已经是幼儿园小
朋友了，她也祝贺我是幼儿园小朋
友的妈妈了。入园第二天，我带她
去了一个空旷的操场，告诉她，在
这里可以大声喊一喊。喊完之后，
女儿开心地牵着我的手边走边说：

“妈妈，你要不要喊一喊？”第三
天，女儿依旧没有哭闹。老师说，
中午吃完盘子里的饭，孩子主动说
还想吃。如果不是“尿裤子”事件
发生，我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

此后，每天离园后，我都保证
对她有一小时的用心陪伴。在这段
时间里，我们有时一起读书，有时
会玩拼插玩具，有时会播放欢快的
音乐或者去户外跑步。家长的用心
陪伴，不仅能给孩子足够的安全
感，还能增加孩子的自信心。就这
样，两周之后，女儿完全适应了幼
儿园生活，顺利度过了入园焦虑
期。

关注幼儿的健康，尤其是心理
健康，不仅是幼儿园的责任，也是
家长要重视的问题。我们应在孩子
入园前做好生活技能和心理疏导的
双重准备，入园后，仍然要及时关
注孩子的情绪变化，进行相关心理
疏导。对大多数孩子而言，入园适
应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家长与教
师都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不断帮他
们做好心理调适。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幼儿园
园长）

新生入园，不哭的孩子不焦虑吗
李淑芳

▼日前，在安徽省安庆
市迎江区墨子巷幼儿园新
宜分部，刚满 3 岁的孩子们
在家人不舍的目光中走进
幼儿园，大部分孩子都表
现得淡定从容，也有一些
孩子哭闹不止。图为一个小
女孩开心地走入幼儿园，打
出胜利的手势。

张艳 摄

▲日前，浙江省宁波市闻裕顺幼儿园的全体教师，把幼儿园
装扮成游乐场，放置了幼儿喜欢的玩偶、玩具、小车等，欢迎新
小班幼儿入园。

李江美 供图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加
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要注重文
化浸润、感染、熏陶，既要重视显性
教育，也要重视潜移默化的隐性教
育，实现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效果。

近年来，漳州卫生职业学院聚焦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搭建“大思政”
育人格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 领 ， 根 植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沃
土 ， 持 续 丰 富 和 完 善 文 化 育 人 体
系，打造出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闽南地域文化、红十字文化、中医药
传统文化的“多元文化育人”模式，
构筑起区域医药卫生行业文化传承发
展新高地，成为了医药卫生人才培养
的新标杆。学院用“以文化人、以文
育人”的生动实践回答了“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深
刻命题。

汇聚多元文化要素
厚植文化软实力

作为一所扎根于滨海古城、具有
80 多年办学历史的医学院校，漳州卫
生职业学院在闽南文化深厚沃土的滋
养下，凝练出专业文化与地域文化交
相辉映的特色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
在学院优良传统和宝贵文化精神的传

承发展中，集聚多元文化效应，不断
刷新文化育人的鲜明特色。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厚植学生的
民族情怀。学院开设“文化讲堂”和

“道德讲堂”、古典文学和国学经典与
中华民族特色选修课，定期举办以

“传统文化与医学高职教育”为主要内
容的论坛、文化沙龙，开展“风雅中
华”中国经典诗文吟诵比赛、高雅艺
术进校园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建设红
色文化教育基地，让全院师生受到优
秀传统文化的洗礼。

与此同时，学院研究开发闽南地
域文化，激发学生爱乡之情。学院开
展闽南文化名人、民俗研究，挖掘闽
南地方文化资源的人文精神，用家乡
人、家乡事，来感化启迪教育学生。
学院成立闽南生育文化研究中心，举
办相关课程、讲座、研讨会、文化沙
龙等，致力于学术研究和生命文化教
育课程的构建，在医学与人文交融中
促进专业文化建设。学院还定期举办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推广非遗特色社
团，复兴闽南地域文化，充分发挥高
校文化传承职能。

红十字文化是医药卫生人才人文
教育、培育职业精神的根基和精髓。
学院将红十字工作与思政教育进行有

机融合，坚持常态化开展体验式生命
教育活动，把生命文化教育融入到专
业活动和课程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
学院依托 4 支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常
年开展应急救护培训、义诊、无偿献
血等志愿服务，充分发挥红十字文化
思想引领和教育引导的强大功能。

不仅如此，学院着力弘扬传播中
医药传统文化，塑造学生职业道德。
学院依托专业优势，大力发展医学特
色社团，集聚省级中医药文化宣传基
地和国医馆、中药科研平台、中医药
文化馆等文化宣传载体，创新开展了

“小中医、大健康”系列亲子活动、中
医药文化进校园等，有效推进了中医
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打通了中医药
文化育人新路径，让传统医药文化滋
养师生的心灵。

凸显医药特色优势
夯实文化硬支撑

如何更好地实现文化育人功效？
创设良好的文化环境，让学生在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中得到文化浸润是关
键一招。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用心构建文化
育人“硬”环境，让校园环境成为启
迪思想的课堂、陶情益智的乐园和成

长成才的摇篮，在潜移默化、耳濡目
染的氛围中浸润人、感染人、熏陶人。

学院先后建成了党建活动中心、
学生素质发展中心、创新创业教育中
心、红十字应急救护中心、闽南生育
文化研究中心等十大文化展示中心

（馆），以丰富的育人载体，将文化传
承与创新融入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和社会服务全过程中。此外，学院在
景观设计建设中秉承自身文化特色，
将“职业”及“专业”校园内涵融入
到人文景观建设中，打造出“一江蕴
两湖、三桥联四园、五坪映六墙、七
塑衬八亭、九石缀十道”的校园十大
景观，提升校园文化品质，构建人文
和谐、特色鲜明的可持续发展校园，
发挥人文景观育人功能，使学生在校
园环境中感受浓厚的人文底蕴。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目前已建成独
特的校园文化环境，成为“花香绚、
药香浓”的绿色校园、自然与人文景
观和谐发展的人文校园，并被漳州市
12 个部门联合授予“书香校园示范
点”荣誉称号。

近年来，学院不断加大对校园文
化建设人力、物力及经费的投入力
度。2019 年，投入了 1567 万元建设
17200 平 方 米 的 体 育 艺 术 中 心 ， 同
时，持续完善省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

育基地、漳州市红十字文化宣传教育
基地、筑梦园红色教育基地等。

走进漳州卫生职业学院，那里的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楼一园都是

“会说话”的景观，成为学院涵育师生
文化气质的重要支撑，激发出学院

“多元文化育人”的强大活力。

独具特色大学文化
打造育人新高地

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多年
来，漳州卫生职业学院在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 务 的 过 程 中 ， 对 “ 多 元 文 化 育
人”的不懈追求和潜心躬耕早已生
根开花、枝繁叶茂。学院成功打造出
了“一系一品”文化品牌特色项目、

“医学文化节、社团文化节、网络文化
节”等特色文化品牌活动、“健康讲
堂、道德讲堂、励志讲堂、文化讲
堂”四大品牌文化传播平台，探索出
了“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第三课
堂”3 个渠道相辅相成的文化育人阵
地和以“仁·爱”为内容的校园文化
体系，学院将专业精神、职业精神和

“工匠精神”的文化内涵融入到了人
才培养的全过程。

近两年来，学校共开展四大文化

主题活动 508 场、“仁·爱”校园文化
活动 199 场、健康讲堂 7 场、道德讲堂
8 场 、 励 志 讲 堂 6 场 、 文 化 讲 堂 12
场。邀请各类专家进校开展文化讲座
39 场，走出校门开展系列活动 19 项。

如今，独具漳卫特色的校园文化
品牌已打磨成形，多元文化育人在润
物细无声中激发了学生的爱国主义之
情、树立了职业精神、提升了医德修
养。同时还造就了学院优良的校风、
教风和学风，大大增强了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学生健康成
长和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增强了全
体师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近年来，学院“以文化人、以文
育人”效应持续凸显，社会影响力和
满意度日益提高。学院连获 9 届省级

“文明单位”“文明学校”“文明校园”
荣誉称号，还荣获了平安校园“4A”
级单位等荣誉称号，校园文化类科研
成果获国家级别奖项 4 项、省级奖项 6
项。多年来，学院为社会输送了 5 万
余名“留得住、干得好、能力强”的
优秀医药卫生人才，受到了用人单位
及社会的高度评价，成为了区域医药
卫生行业的文化新高地。

文化育人有道，春风化雨无声。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导，深入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提升工程实施纲要》 精神，深化“三
全育人”体系建设，积极构建“多元
文化育人”模式，奋力开创医药卫生
人才培养新局面。

（方 鑫 李 陆 红 杨 小 菲
方舒婷 张致诚）

“软”“硬”兼施 构筑区域医药文化新高地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文化育人的探索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