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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园课程实施班本化研究”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发
现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幼儿园活动大多因教师自身
优势发起，幼儿主体性体现不够；课程活动比较固化，缺乏与
生活世界的联结，不能动态调整；课程价值追求比较单一，不
能触动教师、园所本身及更大范围的内涵发展。

基于此，我们力图改变静态、固化的课程观以及单向传
递的课程实施状态，让教师和幼儿共同成为课程的参与者、
开发者和实施者，课程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主题和游戏活动，
而是在与幼儿、教师、环境、社区等诸多要素的交互作用下，
充满实践张力的、更具生命成长意义的动态性过程，我们称
之为“互动型”课程。十多年的探索过程，可划分为以下三个
阶段。

课程建设

“联结互动共生”让课程活起来
曹玉兰

让学龄前幼儿和教师共同成为课程
实施的主体，确实有一定难度。在实践研
究中，我们从“快乐游学”“多元助学”“文
化伴学”特色课程开发入手，让“互动型课
程”在幼儿园教育中得以生根发芽。

为了让幼儿拥有真正的游戏活动，我
们根据他们的愿望，在廊道中开设了小木
匠、纸艺坊、石头记等 29 个“课程超市”游
戏，每周五上午，把原有的集体教学活动
改为全园的菜单式自选性“快乐游学”活
动。活动中，教师及时捕捉幼儿与材料互
动的状态，了解幼儿的活动水平，不断投
入新的更具挑战性的材料，从而支持幼儿
不同类别、层次的活动。越来越多超越学

科、联结生活的游戏内容出现在“课程超
市 ”里 ，“ 力 力 快 递 ”“ 淘 宝 街 ”“ 小 吃
货”⋯⋯幼儿自主选择、持续探索、与人交
往，在多元对话中，不仅获取了各个领域
的知识和能力，而且积累了真实的生活经
验。

家长资源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力量，
尤其是父亲的职业和性格优势是幼儿学
习和成长的宝贵资源。因此，我们尝试开
展“阳刚助学”活动，通过成立“阳刚助学
俱乐部”，鼓励更多的男性家长走进幼儿
园，走进课堂和孩子一起互动。比如，在

“人体骨骼的秘密”活动中，卫校教师杨爸
爸成了“特约嘉宾”，和幼儿围绕人体骨骼

的秘密进行聊天式的互动。我们还将助
学课程的开发从集体教学拓展到一日生
活的各个环节，爸爸的角色也从“助教”

“嘉宾”转变为孩子们的“玩伴”。与爸爸
的多样互动，丰富了幼儿的学习经验，激
发了幼儿的别样兴趣，更拓宽了幼儿的社
会视野。

祖祖辈辈打交道的土地，是梅村人的
根；劳作时的吴侬软语，是梅村人的魂。
我园幼儿的祖父母大多从事或曾经从事
农业劳动，熟悉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和要
点。他们助力教师、幼儿一起开展田横头

（梅村方言，指田埂上）“文化伴学”活动。
田横头长出了各种幼苗，通过浇水、拔草，

幼儿把满心的关爱给予了“绿绿的伙伴”，
知晓了植物生长的秘密；采摘蔬菜时，黄
瓜弯曲缠绕、玉米粒粒饱满的样子，让幼
儿兴味盎然地讲述着“像港沟”“是珍珠
米”（梅村俚语）；剪下向日葵成熟的籽盘、
拔去秸秆时，幼儿体味生命的终结和延
续⋯⋯种植的过程是幼儿与环境、文化等
实现互动的过程，他们获得的不仅是知识
的增长，更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人的成长。

教师、家长、社区等资源的卷入，使
“快乐游学、阳刚助学、文化伴学”等课程
活动丰富多彩，幼儿在具体情境中与更多
的人、事、物进行对话与交流，获得了多样
化的发展。

立足幼儿，开发“三学”特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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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缘起：新学期分发的材料包
里，有一张 《父与子》 的漫画报吸引了
孩子们的注意。这张漫画报是黑白的，
不同于小朋友们平时看过的色彩鲜艳的
故事绘本，它没有文字、对话，有点儿
像老电视机里的动画片。以前进行区域
活动时，孩子们总是喜欢跑到美工区玩
彩泥，挤进科学区喂小金鱼，或去益智
区搭积木，很少有孩子主动走进阅读区
看书。3—6 岁的幼儿对动画很感兴
趣，我突然想到，是否可以将这张漫画
报以“动画”的形式展示给孩子们，且
不借助于电子产品，借此契机激发孩子
们的阅读兴趣，让阅读的形式变得丰富
多样。

活动过程：播放动画，首先要有
播放的工具，于是我利用科学区的纸
壳、美工区的透明胶等，做了一个平
面的带天线的老式电视机模型，并留
好了空位置放“胶片”。接下来，我和
孩子们一起，选择用美工区的黑色卡
纸粘贴在背面，把漫画报每一个故事
小节按顺序剪下来，平铺接好粘贴在

黑色卡纸上，制作成“胶片”。在投入
使用之前，我们先进行了胶片播放实
验，孩子们争当“动画”放映员。
看到读物以“动画”的形式播放，
一片快乐的“哇”声响了起来。
每 个 孩 子 都 尝 试 过 后 ， 我 将

“电视机”和“胶片”投放到
了阅读区，和孩子们一起收
集、绘制不同故事情节的内
容 ， 进 行 裁 剪 后 做 成 有 趣 的

“胶片”。
儿 童 阅 读 的 方 式 有 很 多 种 ，

适合儿童的读物也非常广泛，需要
教师不断创新阅读方式，提供丰富的
阅读材料。此次“动画”放映员活动
的开展，使孩子们融入其中，对阅读
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体会到了角
色扮演与合作的快乐，并能在一定程
度上减轻他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促
进他们专注力、想象力、语言表达能
力和创编能力的发展。

（作者单位系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
市第二幼儿园）

“动画”放映员
张金凤

教师智慧

在第一阶段“三学”特色课程的开发
中，我们努力凸显幼儿的主体地位，充分
利用生活世界的资源，让课程更加鲜活。
但我们意识到，必须把课程局部改造的经
验转化为幼儿园课程质量整体提升的策
略，并形成了以下三种样态。

主题共生：“预+遇”课程的动态实
施。我园以《幼儿园综合活动课程》为蓝
本预设主题，并根据自己的经验编制“预”
主题方案。在实施过程中，教师根据当下
资源和儿童活动状态，在预设的基础上及
时调整、拓展、生长，形成实际实施的主题
课程，这样的课程具有了个人背景、经验
和境遇色彩、实践意义。

游戏做伴：主题空间游戏的多元开
发。游戏是幼儿学习的重要方式，幼儿一
日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区域游戏、
户外活动。这些环节，我们卷入环境、文
化等资源，打破时间、空间、年龄等的界
限，开设多元的游戏空间，让儿童在与周
围环境的自然对话和交互中，呈现灵活多
变的发展形态。

生活相遇：寻常时刻的点亮行动。我
园课程拥有了完全打开的姿态，把幼儿一
日生活中的“寻常时刻”变成契合儿童真
实存在的动态、开放、自然的课程，努力贴
近生活“原型”，不断地探寻解决的方案，
把事件本身转化成促进幼儿发展的幼儿

园生活。
以上三种样态绝不是机械割裂的，除

了课程起点与载体有所不同之外，其他
内容都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促进幼
儿富有个性地健康全面成长，所以它们
常常因为课程主体的成长需要而不断相
互转化。比如，进入大班学习生活，“幼
小衔接”就成了幼儿的“寻常时刻”。我
园在开展“主题课程：幼小衔接”活动
时，教师预设了参观小学、体验体育课
等活动。在活动过程中，教师发现，幼
儿很不适应小学体育课的方式和节奏，
活动结束后，大多疲惫不堪，累趴在操
场上。通过分析判断，教师认识到班内

幼儿不论是运动的时间还是运动的强
度，都与大班年龄段应该达到的要求存
在一定差距。于是，教师根据班内幼儿对
户外游戏的喜好和创意，有意识地在户外
游戏中增加运动量，让幼儿在丰富而有趣
的游戏中增强体能。另外，每周还邀请小
学体育教师来园上体育课，让小学教师根
据幼儿实际调整教学方式，也让幼儿逐步
适应小学的上课节奏，激发幼儿对小学生
活的期待。参观小学实践体验活动中，教
师关注到幼儿的现实问题，通过调整户外
游戏活动，卷入集体教学新主体，有针
对性地调整课程内容和实施途径，实现
了有效的幼小衔接。

整体推进，构建园本互动样态

随着实践探索的长期持续深入，我
们不断修订、完善 《“互动型”课程实
施指南》，也发现了幼儿“互动”学习的
发生机制与条件，并将其应用到幼儿园
课程的全学段、全领域，以及实施的全
过程，并不断优化课程的实施方式。

但因为“互动型”课程回归幼儿的
真实生活、生动游戏，强调课程因素的
交互作用、对话调试，课程发展的过程
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所以需要教师、
家长及其他相关人员，组成紧密的“课
程伙伴”。“课程伙伴”通过结对研修、
组团研修、级部研修、全园研修等多种

方式，发现不足、努力调整，嫁接经
验、不断拓展，捕捉主线、大胆迁移，
转化视角、持续生长⋯⋯新的观念和策
略不断丰富着教师的专业素养，让他们
能够从容地识别、开发和利用课程资
源，发展课程动态建设的关键能力，从
而保证“互动型”课程的全园协同推进。

我们不断梳理“互动型”课程的理
念、实施内容及策略，将品牌课程在集
团进行共享。比如，泰伯分园“互动理
念下‘阳光同行’课程的开发”、梅荆分
园“互动理念下‘耕读传家’课程的开
发”等，在厘清课程逻辑关系的前提

下，找到链接融合点，形成了具有自己
园区特质的课程。我们还以曹玉兰名师
工作室为平台，邀约区域内其他在课程
实践中遇到类似问题的幼儿园园长、骨
干教师，定期交流、探讨，帮大家走出
自己的课程实践之路。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互动型”
课程实践的分享和交流，我园 2016 年成
立了微信公众号。教师将课程活动的过
程及反思，以文字、照片、视频等方式
积累，整理成故事在微信公众号推送。
目前，公众号已推送 1100 多个故事，借
此搭建了一个园本化课程建设的网络

“联动平台”。全国各地的幼教工作者隔
着时空留言，进行思想碰撞，实现资源
共享，达到智慧叠加。

青海互助县幼儿园每年 10 月份就开
始下雪，温度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为
防止孩子们冻着甚至冻伤，那里的教师
一直不让孩子们碰冰雪，看到我们的课
程故事“哎呀，我们‘冰’在一起了”，
他们重新找到了课程定位，打开了教学
思路，充分利用身边资源，体验到了

“玩中学”的快乐。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梅村中心

幼儿园）

多维联动，彰显全域共生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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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出您的智慧

幼儿利用道具放
映“动画”，讲述故事。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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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态教育意识的不断
增强，我们发现幼儿园当中有
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角落——自
然角，它在幼儿园课程中时常
处于相对“非主流”的地位，
如何创设、发挥自然角的教育
价值？如何培育幼儿生态意
识？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立
足园本课程实践，以陈鹤琴的

“活教育”思想、具身认知、自
然生态教育为理论支撑，对幼
儿园自然角创设存在的现实问
题进行了分板块、分阶段的系
列研究。

问题一：注重观赏，设置随意
对策：科艺结合，丰富自然
角价值潜力

在自然角创设初期，教师
无目的投放材料的现象十分普
遍，表现出自然角创设的随意
性，过于强化自然角的观赏价
值，反映出教师课程观念薄弱、
生态教育意识欠佳。

我们分两个步骤解决该问
题：一是通过理论学习和案例诊
断分析，审议教师投放材料的目
标，提升教师自然角创设的教育
意识，并逐步体现儿童立场。二
是通过过程性的教研和文本分
析，提升教师在课程过程中调整
目标的意识和能力，努力在课程
实施的过程中自我反思与修正，
寻求具有发展适宜性的生成性
目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
学探究—艺术审美”为一体的自
然生态教育环境渗透法：通过多
元感知，寓兴趣于美的享受；通
过互动交流，融情感于美的体
验；通过实验操作，蕴智慧于美
的创造。通过将艺术审美与科
学探究相结合，我们不断丰富着
自然角的价值与作用。

以小班自然角活动为例，
缤纷味美的水果是自然角中
的常客，虽然提示牌上总能看
到“闻一闻，摸一摸”的标语，但
这些色彩鲜艳的水果与果盘往
往都只能眼观，而不能亲自闻
嗅、探身触摸，直到腐烂后被迫
更换。面对如此的创设现状，
教师以年段为单位、以《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及“科
学领域学习核心经验”为指引，
对各班自然角的目标制定、内
容选择与环境创设进行了研讨
与审议，不断思考自然角活动
中各要素的适宜性。

通过调整，小班自然角的
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样，不再
局限于水果、蔬菜，而是尝试
以更神奇、趣味的呈现，引导
幼儿发现大自然的多元；目标
制定更加适切可行，不再局限
于简单的科学知识，而是将情
感态度融入其中，引发幼儿对
大自然的亲近与喜爱；环境创
设更加生动好玩，以视觉、听
觉、触觉等多感官调动幼儿探
索的欲望与热情，使得自然角
真正成为幼儿的探究角、学习
角与欣赏角。

问题二：支持欠缺，互动浅表
对策：多维支持，深化自然
角探索空间

在自然角活动中，幼儿的
互动总体停留在简单的身体感
知层面，如用眼睛看、用鼻子
闻、用耳朵听等，对自然角中
的变化 （如花谢了、蚂蚁躲起
来了）没有充分的关注，这与幼
儿和自然角互动过程中的过程
性支持缺失有关。

基于此，我园实现了两个阶
段的突破：一是丰富工具，增加
幼儿与自然角互动的可能性，如
在植物角投放不同规格大小、颜
色、材质、壶嘴的喷壶，让幼儿对
比不同壶嘴喷射水柱的差异性，
对应灌溉不同位置的植物，根据
容量与重量的不同选择与自己
能力匹配的喷壶等。在饲养角
提供镊子、手电筒、放大镜、显微
镜等工具，帮助幼儿观察动物的
细微特征等。二是增强情感支
持，调和幼儿在探究过程中以及
对待一些生命枯萎现象的消极
情感，增强幼儿探究互动的信
心、爱心、动力等。通过攻克这
一问题，幼儿在自然角所获得的
经验更加丰富，“螺旋式”上升
的深度学习慢慢开始发生。

例如，中班自然角活动案
例“小绿，你不孤单”中，面对鹦
鹉小绿的意外死亡，孩子们难过
至极，纷纷就如何处理小绿展开
了讨论。有的孩子认为应该将
小绿埋葬，可有的孩子觉得这样
做小绿会很孤单、很害怕；有
的孩子认为应该将小绿放回树
梢，可有的孩子觉得这样做小
绿 可 能 会 摔 下 来 ⋯⋯ 讨 论 过
后，孩子们最终决定将小绿埋
葬在小花园，同小班时的小青

蛙埋葬在一起。最终，教师带
着孩子们把小绿埋葬在了小青
蛙的旁边，临走时还鼓励孩子
们大胆地将想对小绿说的话说
出来，表达对小绿的留恋和喜
爱。在此过程中，孩子们虽然
失去了陪伴自己已久的小动
物，但却收获了对生命的敬畏
与珍惜。

问题三：课程孤立，价值窄化
对策：课程整合，扩展自然
角教育外延

通过分析发现，自然角课
程总体上自成体系，与幼儿园
其他课程内容的关联度不高，
课程整体性价值未得到实现。
基于此，我们努力将重新锚定
的价值落脚于课程之中，通过
案例自省分析、分层引领、专
家指导等方式，初步实现了

“整合发展”，深化了自然角价
值的实践内涵。攻克这一问
题，让教师明晰了幼儿园班级
自然角的实施思路，基本完成
了我园自然角的改革创新。

例如，我们依托自然角环
境创设，以不同年龄段幼儿的
兴趣爱好与生态教育下儿童的
发展需求为坐标体系，建立起
基于年龄特征与素养导向的幼
儿园班级自然角课程内容素材
库。基于幼儿的学习特点与探
究方式，充分挖掘自然角这一
探索性活动区与幼儿游戏、学
习、生活的紧密联系，将自然
角活动贯穿于幼儿的自主游戏

（如户外探索游戏、区域游戏
等）、主题活动、一日生活活动
中，不断延展生态教育的内
涵，使幼儿带着“绿色、和
谐”的理念面对游戏、面对学
习、面对生活，并以此让家长
甚至全社会受到生态教育的熏
陶与影响。

以往，关于自然角中蜗牛
的探索，我们更多借助每日的
晨间来园或自由活动时间进行
观察、思考与记录，且聚焦的
问题大同小异，基本围绕蜗牛
的外形、蜗牛的饮食进行。现
如今，在自然角活动“蜗牛
屋”中，探究活动不再局限于
自然角这一方寸之地，而是从
自由、自发的探究延伸至教学
活动、游戏活动与生活活动，
形成教学活动“蜗牛的秘密”

“蜗牛的便便”“蜗牛与黄鹂
鸟”及游戏活动“蜗牛的秘密
花园”“蜗牛的一家”“蜗牛的
创意秀”及生活各环节 （来
园、自由活动、散步时间、离
园前） 的自由照料活动，让自
然探究在不断丰富、深入的同
时，自然而然地成为幼儿生活
中的一部分。

通过对班级自然角活动的
探索实践，自然角中的观赏不
再是观赏本身，而是幼儿深度
学习的开端，承载着幼儿真实
的问题需求与情感体验；生态
教育不再是知识灌输，而是融
入幼儿一日生活，成为幼儿生
命中常态而重要的一部分。而
教师、家长也在此过程中成为
共同体，潜移默化地升华了敬
畏与呵护自然的知识、技能、
情感，实现了共同成长。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莆田市
荔城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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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分享自己按规律整理的图书。 邹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