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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放手，学会支持：教师是长大的儿童

深圳市宝安区兴华幼儿园

以STEM项目为基点 助力儿童自由成长

在 STEM 项目的开展中，儿童占
据着中心和主导地位，但项目能否顺
利达成目标仍需教师的支持和引导。
教师的行为将对项目的质量及幼儿的
活动积极性、学习主动性等产生直接
影响。通过项目实践，兴华园不断思
考：在幼儿园 STEM 项目活动中的教
师角色是什么样的？教师的能动性如
何发挥？支持作用又如何体现？

（一）捕捉儿童兴趣，发现教育价值

在日常生活中，幼儿会产生很多
问题，其中包含着许多教育的契机。
教师需要多关注幼儿的对话，倾听并
珍视幼儿提出的问题，敏锐捕捉幼儿
真正感兴趣的点，生成幼儿自发的探究
点。而这往往是STEM项目活动生成的
前提。如“幼儿园的树”活动便是由
幼儿偶发的提问发展而来，幼儿围绕
问题“木棉花树是不是幼儿园最粗的
树？”展开讨论，他们的关注点从“多
少棵树”拓展到“最粗的树”。在这个
过程中，教师认真聆听，及时发现与
捕捉教育契机，在合理分析幼儿已有
经验基础上，生成了有价值的探究活动。

不过，因为幼儿经验水平有限，
他们看到的问题多是表面或片面现
象，此时便需要教师加以判断——什
么样的问题是幼儿愿意投入的？哪些
问题可以支持幼儿进行 STEM 项目学
习？这些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会蕴含哪
些跨学科知识的学习？问题解决的
过程能否构成有意义的学习？在思
考这些问题的同时，教师通过与幼儿
的互动，不断聚焦问题，激发幼儿的
创造力。

（二）做儿童的合作者，共同建构学
习意义

随着 STEM 项目活动的深入，幼
儿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会愈加凸显，
此时便需要教师以合作者的角色参与
活动之中，与幼儿共同解决问题。在
参与幼儿的学习和探究时，教师要注
意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切勿将答案直接
告知幼儿，而应该一步步引导幼儿的
问题解决思路，并与幼儿一起验证其
提出的解决办法。如在“我们的野炊
区”项目中，幼儿在给土灶涂抹保护
层的过程中遇到了砂浆过稀无法黏附
在灶面上的问题，教师便通过逐步提
问引导幼儿思考，“为什么我们涂抹的
砂浆会掉下来，工人涂抹的不会呢？”

“工人用的砂浆和我们的好像有点不一
样，是哪里不一样呢？”然后再与幼儿
一同进行验证。

同时，教师要给予幼儿充分的信
任，转变“自己是一个知识传授者”
的传统观念，将自己变成与幼儿一样
的求知者、学习者。尤其是当幼儿提
出教师也难以解答的问题时，教师可
以将其视为与幼儿进行合作探究的机
会，与幼儿一起探索问题解决的途
径。教师的合作参与，可以让幼儿感
受到来自教师的尊重和信任，有利于
师幼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双方在一
个合作、共建的学习过程中相互理
解、共同学习，建构新的意义，发展
新的能力。

（三）架构有效支持策略，促进儿童
深入学习

在 STEM 项目活动中，教师需要
给予幼儿适时、适宜的支持，有效引
导，适时生成，为幼儿学习的深入与
发展搭建“脚手架”。当幼儿遇到困
难、产生争执和疑惑时，教师应巧妙
地通过反问、追问、抛出新问题或适
当提出建议等方式，延续幼儿探究兴
趣，引发幼儿积极思考，培养幼儿自
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幼儿思维发散
之际，教师需对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做
出价值判断，抓住时机，适时生成。
兴华园相信“独一无二的儿童+积极
的关系+支持的环境=学习与发展”。

以 “ 幼 儿 园 的 山 ” 主 题 活 动 为
例，教师看到了幼儿的探究热情和积
极状态，看到了他们解决问题时的专
注力和思考力，并帮助幼儿一步一步
在探究中解决问题。从“半条路是不
是路”引发的争议，教师敏锐地捕捉
到了幼儿争议的焦点，分析这一问题
中的可操作性、适当的挑战性及真实
的生活情境性，分析幼儿已有的相关
经验 （如测量、绳子打结、分工合作
等经验），并果断地提出“如果将后半
段路变完整，是不是就算一条路了”
这一明确而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引
导幼儿进行深入探究。在幼儿尝试

“把路变完整”的过程中，教师认真倾
听幼儿的想法和观点，有意识地通过
提问、质疑等方式，为幼儿提供信息
和操作材料，帮助幼儿聚焦问题，引
导幼儿思考和探索的方向，给予幼儿
积极思考、直接操作、自主探究的机
会，从而帮助幼儿获得学习与发展。

在STEM教育本土化的道路上，兴
华 园 积 极 探 索 ， 收 获 了 可 喜 的 成
绩——兴华园被评为广东省首批STEM
领航幼儿园，“基于 PBL 的 STEM 教育
与自然课程相融合的实践与探索”课
题立项中国 STEM 教育 2029 创新行动
计划课题，“基于幼儿园环境资源的
自然课程内容开发研究”课题立项深
圳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大班
STEM案例“雨水花园”获广东省中小
学幼儿园 STEM 课程案例评审一等奖，

“我们的野炊区”案例获宝安区中小学幼
儿园STEM课程案例评审一等奖⋯⋯未
来，为进一步激发幼儿的主动学习能
力、提升课程实施质量，兴华园将继
续坚定儿童立场，以 STEM 课程为基
点，推动幼儿园课程高质量发展。

（焦艳 赵媛 张秀丽 郭晓娟
郭俊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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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儿童观的演变

儿童观是成人对儿童本
质属性的认识，教育儿童首

先要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兴华
园的儿童观始终强调以幼儿为

本，“儿童是无价的建设者”，越
来越深入地理解与认知儿童。

从教师主体转向儿童本位，兴华
园最初的想法是要推动儿童参与，让
儿童做班级环创的主人。兴华园鼓励
教师让孩子参与创造，呈现儿童的学
习过程、学习状态、学习结果。当
时，大班开展了一个尝试性的主题活
动——“我的环境我做主”，即从班
级环境的色彩搭配、区域的设置、标
识的制作到一日流程的呈现都由孩子
们来决定并完成。后来，从室内到室
外，让孩子们参与幼儿园大环境的讨
论与设计，慢慢地形成一个又一个项
目。与此同时，兴华园的儿童观进一
步强调了儿童能力和创造力的宝贵。

在兴华园“30 周年园庆”主题活
动中，孩子们为幼儿园准备“生日蛋

糕”、设计幼儿园吉祥物“呱呱”、探
寻幼儿园 30 年的发展变迁，他们的
参与让园庆成为一个关乎情感、爱和
祝福且极具教育与纪念意义的仪式，
他们身上展现出的“去做的力量、去
想的力量、去感受的力量以及去理
解、去表征和表达的力量”，体现了
儿童不可估量的价值。他们拥有巨大
的潜能，在劳动、游戏与生活中能够
成为积极主动的学习者与探索者。随
着对儿童能力的一步步深入认知，现
在，兴华园认为“儿童是无价的建设
者”。

（二）“儿童是无价的建设者”的
内涵和要义

“儿童是无价的建设者”有三层
内涵：一指儿童是自我成长与发展的
建构者，二指他们是园所发展的建设
者，三指他们是社会进步的参与者。
作为自我成长的建构者，他们有着自
身的发展规律，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
和意识，有着自然生长的能力，幼儿
园要做的便是保护孩子对学习的热

情、对自我的信心与对生命的尊重。
作为园所发展的建设者，他们与教师
一样，是幼儿园的主人，他们有权利
也有责任参与幼儿园的一切改造和建
设。作为社会进步的参与者，他们是
未来的人才，也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个
体，能够通过自身行为参与美好社会
的建设，为促进社会更好发展进行思
考、探讨并付诸努力。

在底层逻辑上，兴华园的儿童观
与 STEM 教育“以儿童为中心”“儿
童是天生的学习者”等理念不谋而
合。秉持着这样的儿童观与教育立
场，兴华园开始探索 STEM 教育在幼
儿园的落地。在一个个项目实施的过
程中，兴华园不断认识幼儿、了解幼
儿，时刻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关
注他们的兴趣和需求，在尊重他们天
性和成长规律的前提下激发他们学习
的主动性。在一个个项目的实践中，
兴华园看到了一群充满可能性和不确
定性的孩子，他们自由自在、灵动而
美好，用行动向成人证明儿童是有能
力的主动学习者和探索者。

（一）课程在哪里：课程思考立
场变革

自 2015 年起，兴华园以实现幼
儿主动学习为核心开展课程改革，
建构可持续、有生命力、适宜幼儿
发展的“兴华课程”体系。从过去

“教授为主”转变为“以幼儿核心
素养发展为重”，更加重视幼儿的
声音、表达、想法、需求。

儿童在哪，课程就在哪。课程
不仅是书本上的内容，更承载着幼
儿的童年生活，幼儿在这种生活中
发生与教师、同伴的交往，发生与
环境、事物的互动，从而获得多样
化的经验，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
人格。虞永平教授提出：“幼儿园
课程是幼儿在教师创设的环境中，
在教师支持、引导和鼓励下获得各
种经验的过程。”也就是说，幼儿
园课程应该属于经验，课程的构建
应当是回归经验的过程。“兴华课
程”便是立足于“儿童中心”，对
课程回归生活、回归自然的大胆探
索。而 STEM 是一种围绕真实的问
题解决来驱动学习者高阶思维发展
的教育活动，强调“真实问题的解
决”这一点与兴华园的课程观高度
一致。可以说，兴华园逐渐探索成
熟 的 STEM 项 目 活 动 是 “ 兴 华 课
程”变革的一个缩影。

（二）以工程为纽带的 STEM 学
习：儿童学习方式变革

STEM 教育将科学 （Science）、
技 术 （Technology）、 工 程 （Engi-
neering）、 数 学 （Mathematics） 有
机融为一体，强调跨学科的整合学
习。其核心价值取向在于通过以工
程为核心的设计和制造活动来解决
生活中真实的、有意义的问题，旨
在培养具有设计思维、实践能力、
创新精神、批判意识的 21 世纪人
才。学前教育阶段作为儿童学习的
奠基阶段，开展 STEM 教育具有充
分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兴华园以工
程为纽带推进儿童的 STEM 学习，
让孩子在工程活动中整合多学科学
习经验、运用技术工具和数学工具
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从而促进儿童
学习方式的变革。

1.在解决生活真实问题中学习
幼儿的学习是基于现实生活和

真实问题而产生的，真实的问题情
境能激发幼儿探究的兴趣。《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也指出，
幼儿的科学学习是幼儿在解决实际
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和理解事物本质
与事物间关系的过程。且幼儿思维
发展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应引导
幼儿通过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和实
际操作进行科学学习。由此可见，
在 STEM 教育视域中，生活真实问
题的解决不仅是 STEM 教育的内容
源泉与最终旨归，也是引发幼儿主
动学习的肥沃土壤。

在 STEM 项目中，幼儿的学习
基于现实生活和真实问题而产生，
且真实问题的解决贯穿项目始终。
例如，“幼儿园阳光房”项目的产
生便是基于“幼儿园需要建新房
子”这一现实问题。这一现实问题

明确了幼儿探究的方向，激发了幼
儿探究的兴趣。从“建座什么样的
房子”到不断优化设计图，再到实
际操作时遇到的挑战，幼儿不断持
续深入地进行着探究。

又如“幼儿园的新领操台”项
目，围绕“为老师制作一张新领操
台”的任务展开，孩子们在过程中
遇到了一连串的问题。任务开始
前，孩子们发现领操台破旧容易晃
动，便尝试修复，经历了几次修复
失败后，便决定做一张新的领操
台。领操台如何制作？孩子们不知
道应该从何入手，便采访了园长和
教师，综合各方需求设计方案。制
作领操台需要准备多少块木板？孩
子们用搭建模型的方式确定了所需
的木板数量。在着手搭建的过程
中，怎么钉钉子？最后余下的空间
放不下一块木板怎么办？领操台做
好后，台面粗糙有很多木刺怎么
办？怎么把领操台装饰得更为美
观？怎么把做好的领操台搬到一楼
操场？⋯⋯可以说，这一连串问题
及问题的解决推进了整个项目的完
成。在不断发现问题、聚焦问题、
分析问题并通过自己的双手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幼儿的问题解决能力
和创造性思维得到了培养与发展。

2.通过参与园区建设活动开展
真探究

《3—6 岁 儿 童 学 习 与 发 展 指
南》 指出，幼儿科学学习的核心是
激发探究兴趣、体验探究过程、发
展初步的探究能力。在课程改革的
道路上，越来越多幼儿园更加重视
探究性学习活动的开展。

什么是真探究？真探究即基于
真实情境中的真实问题，强调探究活
动的主动性与深度性，注重探究过程
中思维的提升与发展。这要求幼儿园
在开展STEM项目活动时，不再局限
于幼儿是否获得了知识、获得了多
少知识，而应更加关注活动过程中
幼儿是否获得深度学习体验、是否
有对知识的迁移和运用、是否实现
了能力的发展。

在历时两个多月的“我们的野
炊区”项目中，兴华园的幼儿经历
了一系列“真探究”。比如，在选
择野炊区设计图时，孩子们产生了
分歧，应该听谁的呢？他们想到了
工程师和园长。于是，他们分析了
问题的相关人物和可能存在的影响
因素，并依此进行判断和处理。发
现砂浆“上不了墙”时，孩子们则
通过观察、对比砌灶师傅操作办法
和砂浆的黏稠度，分析问题存在的
原因和解决办法，并通过实践检验
其可行性。

又如在“雨水收集器”项目
中，从观察雨水、思考雨水的由来
和去向到收集雨水，孩子们始终在
兴趣的驱动下进行主动探究。当探
究“如何在没有实物的情况下测量
雨水桶大小”时，孩子们进行了多
种尝试，走了不少弯路，并在这个
过程中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方
式。从刚开始手拉手围成圈或用尺
子直接测量桶的尺寸，到对园长、
医生、花工进行意见调查之后，根
据他们的反馈去思考桶的尺寸，再

到实地去市场调查了解现有尺寸。
尽管最后幼儿园没有采用孩子们提
供的尺寸，但他们在不断尝试、碰
壁、调整的过程中收获了深刻的学
习体验，认识到现实问题的解决需
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再进行选
择。

3. 活 动 亲 历 项 目 实 践 获 得
STEM学习经验

STEM 蕴含的核心精神主要有
四：一是问题意识，是指能关注真
情境中的真问题；二是工程意识，
指面对需要，能想到设计一个产品
来解决问题；三是融通意识，指能
运用多领域知识来解决真实问题；
四是合作学习，强调解决问题过程
中幼儿与同伴的有效沟通、协同工
作。由此可见，STEM 项目的学习
目标，不是学会某项具体的技术，
而是学会一整套创造性解决问题的
方法。

以“花果山的雨水花园”项目
为例，在历时三个半月的实践活动
中，教师和孩子们经历了从设计到建
模，再到验收的过程，最终由施工队
帮忙完成最后的施工。通过一步步探
索，孩子们创造性地解决了幼儿园面
临的生态问题。该项目的生成，源
于花果山水土流失导致骑行道淤堵
这一现实问题。大班的孩子们想要
解决积水的问题，想了各种解决办
法，比如用桶把水舀出去、把水管
连起来排水、疏通排水口、清理水
沟的泥沙等，但都无法从根本上解
决积水问题。经过一番探索与讨
论，孩子们认为“必须想个能彻
底解决弯道积水问题又可以缓解
水土流失的办法”，此时教师适时
介绍了一种生态可持续的雨洪控
制办法——雨水花园，激发了孩子
们的探索欲，促使他们真正地去主
动探究，推动项目深入开展。在整
个项目开展的过程中，大量的问题
交流和群体讨论为幼儿分析问题、推
理原因、反思设计、寻找解决思路提
供了重要的学习机会。尤其是在雨水
花园设计的过程中，从个人设计到小
组合作设计，幼儿和同伴一起制定
雨水花园的设计方案，综合运用多
学科知识，集体评价各种设计细节
的效果、共同反思设计的合理性，
再到分工合作确定雨水花园模型制
作的流程，他们的方案不断迭代升
级，他们的创造性思维不断被激
发。

又如“空中小路”项目，以
“在花果山和大型器械之间修建一

条空中小路”为任务，驱动幼儿进
行探究学习。幼儿从一开始讨论修
建空中小路是否可行到考察在哪里
修建空中小路，再到反复设计、发
现问题、优化设计、制作模型，亲
历了问题解决的全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他们学习了物理、数学、技
术等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经历了
分享、讨论、合作分工，了解了不
同路面材料的优缺点，还懂得了需
要 根 据 “ 安 全 ”“ 稳 固 ”“ 方 便 ”

“工程量”等要素分析空中小路支
点的合理性⋯⋯在这场工程量极大
的创造之旅中，孩子们获得了有意
义的学习体验。

深圳市宝安区兴华幼儿园 （以下简称“兴华园”） 创办于1988年，是隶属
于宝安区的一所全日制公办幼儿园，现有 21 个班级、700 多名幼儿，是深圳
市的大型公办幼儿园。地处大都市，兴华园占地面积达 9380 平方米，户外
活动面积有 7324 平方米，园内还有一座天然的小山丘，被孩子们称为

“花果山”。置身于如此丰富的自然空间中，一区一角、一树一草，随
处可见孩子们“了不起的创造”。花果山的雨水花园、新的领操
台、阳光房、雨水收集器⋯⋯这些“了不起的创造”，不仅
是孩子们持续、深度参与幼儿园环境创设的成果与见
证，也是兴华园“儿童是无价的建设者”的儿童
观的生动诠释，更呈现出幼儿园 STEM 教
育本土化的探索样态与实践路径。

看见儿童，相信儿童：儿童是无价的建设者

重视儿童参与、赋能儿童建设：课程源于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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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孩子们研究如何把玩水区的水
引入菜地

②孩子们尝试制作空中小路模型
③孩子们根据设计图钉制花槽
④孩子们合作，根据设计图制作

小推车
⑤孩子们按照设计图组装雨水花

园的模型
⑥孩子们测量安装花槽需要的长

度
⑦孩子们参与彩虹路的重修
⑧教师和孩子一起讨论雨水花园

设计图
⑨孩子们现场设计管道搭建方案

⑧⑧

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⑨⑨

③③

②②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