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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周刊 成长·

上海市实验幼儿园以“提升每一个孩子
健康生活的品质”为办园理念，实施健康教
育。多年来，幼儿园探究实施科学的健康教
育方法和策略，积累了丰硕的实践成果。

既然是关注幼儿健康生活品质的提
升，那如何定义幼儿在健康教育中的角
色呢？幼儿对健康的自我认知情况如何
呢？近年来，幼儿园以多元主体的教育合
力开展“两室一厅”健康教育活动，倡导以
幼儿为健康教育的主体与核心，确立以幼
儿发展为本，立足幼儿视角的价值取向，最
大限度地满足与支持幼儿通过直接感知、
实际操作、亲身体验获取健康经验，切实提
升每一个幼儿对自身健康的关注与认识，
创生幼儿主动学习的环境。

什么是“两室一厅”

“两室一厅”具体来说是指“宝宝门诊
室”“宝宝营养室”和“宝宝议事厅”，它是一
种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健康内容活动的方
式，目的是增加幼儿健康知识、提升幼儿健
康认知，最终帮助幼儿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提高生活质量。

宝宝门诊室，开展健康问诊。在驻园
医生、保健教师的专业引领下，全员参与开
展随时随班的医教结合活动，对幼儿的早
期身心、行为异常进行矫治，为家长答疑解
惑，保障幼儿的健康身心。

宝宝营养室，落实健康食育的理念，由
营养专家、家长代表、幼儿园全体教职工等
组成，既关注全体，结合节气开展健康膳食
活动，也关注个性化需求，针对不同幼儿与
家庭，探究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为幼儿健
康成长奠定基础。

宝宝议事厅，主要是收集健康议题，以
幼儿为主，驻园医生、家长代表、幼儿园教
职工等参与为辅。幼儿自主商议研究，参
与自身健康管理、班级管理乃至幼儿园管
理，提升幼儿的健康管理意识，为幼儿健康
成长提供支持。

需要关注的是，“两室一厅”的所有命
名都以“宝宝”开头，因为“宝宝”是“两室一
厅”的主角。我们关注的是，幼儿如何用自
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对健康的理
解、感悟和实践。

“两室一厅”作为创新实践健康教育的
活动载体之一，影响着全员的健康观、教育
观、课程观。

从活动内容看，“两室一厅”活动聚焦

的是以“健康”领域为主的课程活动。从活
动形式来看，“两室一厅”活动追求让幼儿
在探究中提升自我健康认知，并在关注、体
验、记录、积累的历程中收获健康。从活动
场景来看，“两室一厅”活动不仅关注幼儿
的动作与行为，而且聚焦幼儿对某一事物
或现象的认知与情感。实践的过程是幼儿
认知、情感甚至行为的整体参与过程，在自
我健康认知的基础上形成健康情感，获得
健康行为。

注重发挥幼儿的主体地位

“两室一厅”致力于激发幼儿健康生活
意识，加深对健康生活理解力，焕发健康课
程生命力，塑造幼儿健康品格，在过程中崇
尚幼儿的自主发展，支持幼儿生成活动，凸
显幼儿的自主表现。

首先，注重幼儿自主决策，体现在幼
儿具有充分的自主权，在活动过程中成人
可以不介入、不参与，完全由幼儿自己完
成决策。

其次，注重幼儿自由选择，体现在幼儿
具有自由的选择权，自由组队，自由选择活
动时间、地点、内容等，发表自己的看法等。

再其次，注重自然实施，体现在议事内
容和形式的自然，我们不会将成人的议题
和观点强加于幼儿，更注重让幼儿在自然
状态下开展自然讨论和反应，自然地融入
生活，开展活动。

如，在“宝宝议事厅”活动中，幼儿提出
健康议题——“春游带什么好吃的”，引发
了同伴讨论。幼儿与成人一起收集信息，
查询资料，做好议事准备，围绕议题细化出

“春游可以带哪些食物”“哪些食物在春游
中携带会不太安全”“哪些食物能够为人体
提供能量”“为春游做哪些必要准备”等问
题，并通过讨论和协商，分享观点，形成结
论，帮助幼儿积累健康经验。

注重多种形式的组合运用

幼儿园以不同的组织形式更精准地设
计和实施“两室一厅”活动，激发家长学习
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行为，转变育儿观念，
提升育儿理念，获得家庭教育能力和方法，
让家长也能得到成长。

集体形式——聚焦家长与幼儿的共性
问题。如，在“宝宝门诊室”活动设计中，我
们通过调查问卷与教师访谈，明确小班、中

班、大班三个年龄段中家长教养需求最多
的三个话题，并开展了小班“新生入园生活
指南”、中班“换个角度认识情绪”、大班“幼
小衔接，你准备好了吗”三个讲座活动，切
实解决家长的共性问题。

小组形式——聚焦家长与幼儿的个性
问题。如，幼儿园保健室在家长问卷中发
现，部分家长有关于“幼儿体质”的困惑与
需求，于是就邀请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
研究院的医生设计专业的体质测评表，让
家长对自己孩子的体质情况开展自测，自
行评估症状，然后根据自测结果，按需选择
参与相关的“宝宝门诊室”活动，进一步精
准地开展互动。

园方也得到相关的幼儿过敏情况数
据，并开展持续的专业指导和支持，为幼儿
及家长量身定制“宝宝春季立体养护方案”。

个别形式——针对每一个幼儿的个体
需求。如，“宝宝营养室”为缺铁性贫血幼儿
个别制定营养菜谱。又如，“宝宝门诊室”开
放驻园医生或保健教师坐诊，可以进行一对
一门诊咨询服务。幼儿园为每个体弱儿开
展一对一的门诊室活动，以幼儿体检数据为

“证”，保健教师联合教师、家长、保育员、驻
园医生共同关注幼儿的健康问题，明确问
题，聚焦症结，持续观察，深入研究，分析病
理，提供教育支持，开展矫治行动。

注重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在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时，幼儿园力求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在医教结合、保教结
合、家园共育的共同行动中，驻园医生的
专业医学支持、教师的专业教育支持、保
健教师的专业保育支持和家长的理解配合
支持形成教育合力。

在“两室一厅”活动中，幼儿、教
师、保健教师、驻园医生、营养员、家长
的角色各不相同。比如，幼儿的角色是小
主人，任务是健康自我认知的表达，健康
经验的积累，活动的组织、参与、审议，
而且，每一次活动幼儿都要参与。教师的
角色是支持者，任务是组织、参与、指导
活动开展，帮助幼儿梳理提升健康认知水
平，积累健康生活经验。教师只需在幼儿
需要的时候参与活动。而在整个活动中，
保健教师的角色则是指导者，任务是发现、
关注、追踪、改善幼儿的健康问题，协助教
师、家长开展活动，提供专业的保育指导。
当然，保健教师要参与每一次活动。

“两室一厅”深化了幼儿园健康教育
的概念内涵，拓展并丰富了健康教育的概
念外延，形成了适合学龄前儿童的健康活
动新模式。幼儿园在总结前期“两室一
厅”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探索多元化教育
场景，做精活动，拓展形式，丰富内容，
明晰多元主体的角色与职责，开展与之匹
配的教科研与培训工作，系统收集优化健
康教育资源，为园所优化健康教育行动提
供有力支持，建构全员的健康观、教育
观、课程观。

（作者系上海市实验幼儿园园长）

上海市实验幼儿园设立宝宝门诊室、营养室和议事厅——

“两室一厅”促健康
顾英姿

日前，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来临之
际，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允山中心幼儿园的
孩子们为民警叔叔送上手绘画，感谢他们的
辛劳和付出。

田如瑞 周璐娥 摄

成长话题

警察叔叔节日好

在家园沟通时，我们经常会收到这样
的求助——轩轩妈：“不管放学回家、周
末还是放假，只要孩子在家，就会吵闹着
要看动画片或玩游戏。”笑笑妈：“是啊，
我家这个也是 iPad、手机不离手。”森森
妈：“我在家孩子不看电视，我不在家他
就疯狂看电视。”

科技时代，电子屏充斥在我们周围，越
来越多的孩子开始使用电子屏。很多孩子
整天抱着手机、iPad 不愿放下，长此以往，
便引起了家长的焦虑。

与此同时，电子游戏给孩子带来了新
鲜感、成就感，动画片里的人物形象、鲜亮
的颜色，都深深地吸引孩子。但孩子却意
识不到过度使用电子屏的危害，他们会疑
惑：“电子屏这么好玩，大人为什么就不给
我玩呢？”

很显然，我们看到，在玩电子屏这件事
上，家长的焦虑孩子不懂，孩子的渴望，家
长也没能很好地作出回应。

面对“孩子沉迷电子屏，但家长不让
玩”这样的情况，作为专业的育儿指导者，
教师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的理解是，必须让亲子双方相互

了解，倾听彼此的心声。
“你们为什么喜欢玩电子屏呢？”当询

问孩子时，他们说：“可以看动画片、打游戏
呀。它们好看又好玩，所以我们喜欢。”为
进一步了解孩子对电子屏迷恋的根源，教
师又问：“你们最喜欢看什么动画片？玩什
么游戏？”有的孩子说喜欢看《大黄蜂》，有
的孩子说喜欢看《巴拉拉小魔仙》，有的孩
子说喜欢玩赛车游戏⋯⋯

在这件事情中，家长的心声又是什么
呢？

“爸爸妈妈，电子屏这么好玩，你们为
什么不让我们玩呢？”孩子带着疑惑回家询
问家长的真实想法。家长回答说：“电子
产品看多了会伤害你的眼睛。”“一旦沉迷
你就会不爱看书学习，也不爱出门运动，
你就会变成一个没有朋友的大胖子，还会
影响记忆力。”⋯⋯通过调查，孩子们发
现，原来家长不让自己玩电子屏，主要是
担心自己的健康。

“那为什么大人们就可以玩呢？他们
就不担心自己的身体吗？”孩子化身小记
者，再次对家长展开了访问。

通过调查访问，孩子发现，大人使用

电子屏主要是因为工作和学习需要，也会
偶尔进行娱乐放松。但家长在答疑解惑的
过程中，通过自省发觉孩子也有娱乐的需
求。

教师为家长和孩子之间搭建了沟通的
桥梁，使家长与孩子通过平等对话了解了
彼此的想法。

如何合理使用电子屏，是我们接下来
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孩子与家长基于理
解共同商讨，作出约定。

经过商议，孩子说：“玩手机的时间可
以请妈妈给我们规定；用电子屏时要保持
距离；玩一会儿手机，我们要做做眼保健
操。”家长说：“每次看电子屏要控制时间，
光线也要合理。眼睛累了做眼保健操、看
绿色植物，多吃对眼睛有好处的食物。放
下手机，看书、做手工、出去玩。”

孩子和家长通过讨论与协商，最终从
使用时间、选择内容，以及身体保健等方面
形成了班本化科学使用电子产品的新经
验，还把它制作成了“健康用屏”指南。

在解决玩电子屏这件事过程中，我们
深刻意识到，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大部分矛
盾，都出在沟通方式上。通过调查，我发

现，许多家长在和孩子沟通时经常用命令
式语言，比如：“你要⋯⋯”“你最好⋯⋯
否则⋯⋯”“你再不⋯⋯我就⋯⋯”或者会
使用否定式沟通，比如孩子画了一幅画，
兴冲冲地跑到妈妈跟前说：“妈妈，你看
我画得好看吗？”妈妈瞥了一眼说：“你这
画的什么哟，乱糟糟的。”又比如孩子喜
欢玩电子屏，家长不让，就会说：“iPad
不能再玩了，你要关掉了。”或者直接抢
过孩子手中的电子屏。

这种非理性的、不平等的沟通方式，
极易造成亲子双方的对抗与互不理解，诸
多矛盾也就随之产生了。就像孩子抱怨
的：“电子屏这么好玩，大人为什么就不
给我玩呢？”

遇到这样的亲子矛盾，作为幼儿园教
师，必须引导家长学着站在幼儿的角度思
考问题。同时，静下心来，让双方彼此聊
聊，听听对方的心声，了解对方是如何认识
这个问题的，从而共同商讨解决的对策。
只有这样，亲子双方才能真正实现良好、有
效的沟通，减少对抗与冲突。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下
幼儿园）

能不能玩电子屏？让亲子双方聊聊
杨淑云

遥遥 （化名） 是个白白净
净的小男孩，可他总是沉浸在
自己的世界中无法自拔。他对
周围的人和事都缺少兴趣，只
喜欢用积木搭蛋糕，或用笔画
蛋糕。

入园一个月后，遥遥有了
另一个兴趣点——按开关。只
有在想按直饮机开关需要我抱
抱时，遥遥会看着我说：“抱
抱。”除此之外，他没有和我
说过一句话，哪怕是眼神接触
也很少。

我每天会抽时间观察遥
遥，我发现他很聪明：小朋友
的名字他很快能记住，儿歌学
起来也很轻松 （但仅限于机械
记忆），数字更是强项⋯⋯但
就是没有参与集体活动的兴
趣，更缺乏与人交流的动机。

观察一段时间后，我对遥
遥有了初步判断：他的听觉弱
于视觉，数学领域比语言领域
更有优势，大运动能力弱于精
细运动能力。

我把这些发现和遥遥妈妈
进行沟通，遥遥妈妈很感激我
对遥遥有一个客观评价。她说
遥遥有三大核心问题：语言发
育迟缓、行为刻板无对视、存
在社交障碍。听到遥遥妈妈的
专业评价，我想她应该比我更
早发现遥遥的与众不同。

作为教师，我不会给任何
一个孩子贴标签。我也明白，
普通教育方法并不适合遥遥，
但我还是想和遥遥妈妈共同努
力，改善遥遥的状况。

我提出，可以把遥遥感兴
趣的蛋糕或数字作为切入点，让
他学习关注我和周围的小伙
伴。同时我希望遥遥妈妈在家
中尽量使用正强化手段，逐渐改
善遥遥的行为。比如，说话时，
如果眼睛看妈妈了，就奖励遥遥
玩一会儿他最爱的计算器。

达成共识后，我们立即分
头行动。作为普通幼儿教师，
我的特殊教育经验几乎为零。
于是，我到网上搜索相关症
状，购买书籍，利用业余时间
筹划方案，也和遥遥遥妈进行
研讨。

遥遥妈妈提醒我，如果在
遥遥不回应的情况下一遍遍呼
唤他，会让他养成不应答的习
惯。因此，我一遍遍告诫自
己：发出指令必须一次到位，
多从行为上辅助遥遥。

我的第一步计划是增加遥
遥对外界的认知。因为一直不
关注别人，遥遥对外界的认知
与同年龄段的小伙伴有差距。

为了让遥遥关注我的声
音，我引导他玩桌面游戏：以
图片为视觉提示材料，桌面上
放 3 张苹果、桃子、梨子的图
片，听到“苹果”指令，遥遥
要快速拍苹果的图片，以此来
锻炼听觉及反应能力。

我们先通过游戏对物品进
行识别，再逐渐改变游戏规
则，对物品进行命名，再到后
期练习对物品进行分类。我怕
遥遥产生畏难情绪，于是一边
看专业书籍，一边学着分解课
题以降低难度。

在提高认知的同时，我还
穿插关注遥遥的眼神接触。我
会故意加快语速，或间隔一段
时间发指令。当遥遥没有在预
计时间内听到指令，就会看我
的嘴巴，等待指令再次发出。
桌面游戏最大的优点，就是能
让我与遥遥保持同一高度，有
助于增加遥遥的眼神接触。

为鼓励遥遥正确落实指
令，我们及时给予强化。凡是
对遥遥起鼓励作用的食物或玩
具，都可以作为强化物。我会
把强化物放在他能看到的地
方，喊遥遥的名字，他答应并且
看我眼睛了，我就把强化物给
他，并鼓励他：眼睛看老师了，
回答的声音特别大，有奖励。

这样几个回合下来，当遥
遥听到自己的名字时，眼睛也
能随之看向我了。

可是没欣喜多久，我又发
现一个新问题：在幼儿园，只
有我呼叫遥遥的名字，他才会
回应，配班教师怎么喊也无济
于事。于是，我又开始和遥遥
妈妈沟通并收集资料。我们意
识到，还需要将遥遥的反应进
行泛化 （即其他的类似刺激也
能引起相同反应）。

我教给遥遥妈妈和配班教
师用同样的方法引起遥遥的注
意，并提醒他们，千万要保证呼
叫遥遥名字之前让他看到强化
物，必须保证一次到位。当他
有应答和对视，立刻给予奖励，
并且要告知：“眼睛看妈妈（老
师）了，奖励玩一会儿计算器。”

从幼儿园到家里，从熟悉
到陌生的教师，从亲人到朋

友，从学名到乳名。经过大家
齐心协力，我们同时解决了发
指令者的泛化、环境的泛化和
语言的泛化等问题。

终于，遥遥开始关注别人
的声音了，这是通向成功的第
一步。

我的第二步计划是想方设
法延长遥遥专注的时间。我从
他熟悉的数字入手。桌面游戏
中，我用手势表示数字，通过
快速变换手势，让遥遥说出或
记录数字。从两个数字到 5 个
数字，从猜少了数字几到观察
少了哪张卡片 （桌面上摆好几
对卡片，相同的卡片为一对，
在他不注意时拿走一张卡片，
通过观察对比，确定并说出拿
走的卡片）。

为了引起遥遥的学习兴
趣，我在 20 分钟的时间内会
变换 5 个左右不同的课题，有
涉及听觉训练的三步指令，有
专门练习视觉的仿搭积木，还
有遥遥感兴趣的数字小游戏。
包括遥遥的弱项语言，我也会
创设语言情境：“我是⋯⋯”

“这是⋯⋯那是⋯⋯”然后一
步步加大难度。当遥遥能根据
情境说出完整的一句话时，遥
遥的妈妈眼里泛起了泪花。

整个过程中，我们设计的
课题虽不全面，但对遥遥是有
针对性的。他在专注力提升的
同时，语言表达也趋于优化，有
需求时知道求助：“老师，我想
去厕所好吗？”“我想喝水好
吗？”

遥遥知道用语言表达想法
后，不当行为和情绪问题也有
所改善，而这又增强了他使用
语言的信心，他愿意尝试用语
言和小伙伴们沟通了，还学会
了关心别人。有小伙伴因为摔
疼而哭鼻子时，遥遥会安慰说：

“你别哭啦。”虽然简短，但发自
肺腑的主动表达，确实是他认
知和理解力提升的表现。

现在，遥遥上中班了，我
们仍在继续帮他提升语言能
力。我们发现，他不会提出问
题。其他孩子几乎都是“十万
个为什么”，但遥遥并不理解

“为什么”这三个字的意思。
想让他接受任何信息都需要提
前创造契机。比如，下雨天，
遥遥打着小雨伞缓缓而来，我
急忙凑上去问：“遥遥，今天
为什么打雨伞呢？”他回我两
个字：“下雨。”我兴奋地说：

“对呀！因为下雨了，所以打
雨伞。”类似的对话经常出现
在遥遥与教师 （妈妈） 之间。

我们坚信，对于遥遥这样
感统失调的孩子，我们抓住了
最好的时机，也给予了最大的
耐心，总有一天，遥遥会体会
到成长的欢喜。

（作者单位：山东省荣成
市世纪小学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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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翠萍

孩子们在宝宝营养室做五彩小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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