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版·治园

解放儿童，给儿童自由成长的力量

今日看点

陶行知认为， 中国儿童的创造力历来被固有的迷信、 成见、 曲

解、 幻想所束缚。 长期被传统陈腐的观念， 就像层层的裹头布把儿童

的创造力包缠了起来。 基于此， 他在 《创造的儿童教育》 中提出了著

名的“六大解放” 的教育思想。 这一理论历久弥新， 对于幼儿园科学

保教、 促进幼儿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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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过早鼓励幼儿竞争

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应更多地采用“达标”的方式，即孩子们只要

达到设定的标准，就能获得肯定或奖励。如果让孩子在自己的小伙伴中

寻找“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则对孩子的伤害非常大。

我们反对机械枯燥的识字教育， 从图像到文字是学龄前儿童阅读发展的过程， 应让孩子

在图画书的阅读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识字， 在生活环境和情景学习当中自然而然地发展阅读

能力。

周兢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

与特殊教育学院教授）

张明红 （华东师范大学学

前与特殊教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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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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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幼儿园课程的本质

读了上一期 《学前教育周刊 》 刊发的

《芬兰幼儿园为啥不 “上课”》 一文， 感受颇

多。 早在

1929

年， 我国幼儿教育家张雪门先

生就在 《幼稚园的研究》 一书中提出： “幼

稚园的课程是什么？ 就是给

3

岁到

6

岁的孩子

所能够做而且喜欢做的经验的预备。”

1966

年， 张雪门出版了 《增订幼稚园行

为课程》 一书， 明确提出： “生活就是教

育， 五六岁的孩子们在幼稚园生活的实践，

就是行为课程。”

显然， 幼儿园课程应该根据生活， 从生

活而来， 围绕生活开展， 也从生活结束， 而

不是一般的完全限于教材的活动。 因为从行

为中所得的知识， 才是真实的知识； 从行动

中所发生的困难， 才是真实的问题。

“行为课程” 与芬兰幼儿园有异曲同工

之妙。 对 “幼儿园课程” 的本质的把握是幼

儿园开展一切活动的起点。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 徐付晓）

■回音壁

学龄前儿童需要进行识字教育吗

识字教育不符合学龄

前儿童的认知规律

【主持人】 记得有一个培训班说， 可

以让孩子三秒钟认识一个汉字， 而且做

到过目不忘，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能认识

一千多个汉字。 请问两位专家， 这种识

字班到底应不应该去？

【周兢】

识字和识字教育其实是两个

概念， 识字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

对文字感兴趣并认识一些字， 是一个自

然的现象； 而那种办班集中识字， 就是

有一些人所提倡的识字教育， 我们是反

对的， 因为学龄前是孩子发展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关键期， 在这段时间， 不应该

让孩子集中、 大量地提前地去学那些他

后面有机会再学的东西， 这种培训班很

可能会牺牲了孩子正常发展的机会， 不

符合学龄前儿童认知的基本规律和基本

特点。

【张明红】

这种集中、 大量、 快速地

识字， 违背了孩子的成长规律。 学龄前

儿童的认知特点是从具体到抽象， 文字

是一个抽象的符号，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自然而然地识字是一种自然现象， 而那

种强制的识字违背了孩子的天性。

从图像到文字是学龄

前儿童阅读发展的路径

【主持人】 也就是说， 识字在上学之

前不是很重要， 那阅读重要吗？

【周兢】

阅读非常重要。

【主持人】 那我就不明白了， 不识字

怎么阅读呢？

【周兢】

相关研究已经发现， 从图像

到文字是学龄前儿童阅读发展的路径，

学龄前儿童最重要的就是读那些丰富的

图像， 即我们所说的好的图画书， 通过

图画书来学习阅读。

【张明红】

成人阅读和幼儿早期阅读

的区别： 成人阅读以画面为辅、 文字为

主， 幼儿早期阅读以画面为主、 文字为

辅； 成人阅读是自主阅读， 幼儿早期阅

读是陪伴阅读； 成人阅读以学习为主，

幼儿早期阅读以激发兴趣为主。 学龄前

儿童不是先识字， 再阅读， 而是先阅读，

再慢慢地识字。

【周兢】

表面上看， 孩子在识字班认

了一大堆的字， 但一旦给他图画书阅读

的时候， 他的注意力就会放在文字上，

根本不看图画。 在读完这些认识的字以

后， 他不像其他孩子一样去看图画， 完

全忽略了图画上面讲的什么内容。 他知

道一个个的字， 但不知道连起来到底是

什么意思。 所以， 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

会认字但不会阅读。 其实， 孩子两岁以

后就已经能较好地去阅读图画书了， 当

然他们的阅读能力是在逐渐发展的。 孩

子一开始都是对图像感兴趣， 到四五岁

左右的时候才逐渐地增加对文字的兴趣。

在不断地跟书互动的过程当中， 孩子就

会培养起对汉字的兴趣。

缺乏情境的孤立认字

很快就会遗忘

【主持人】 但有些家长可能会想， 多

认识一些字总不会有什么坏处吧？

【张明红 】

这不能一概而论， 儿童

认字是有多种方式的， 常见的方式就是

孤立地认字， 如单独拿“木”、 “火”

这样的字给孩子认； 还有一种是我们通

常讲叫情境认字， 比如你看到一个招牌

“王府井百货商店”， 他走到这个地方就

知道这几个字代表的是王府井百货商

店， 高频率出现的词或者字他最容易记

住， 而孤立地认字是机械的， 缺乏一种

情境。

【周兢】

其实， 很多家长在生活中会

很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孩子在很小时就认

识一些文字， 比如家长在两岁左右的时

候给他看那种图文并茂的字卡， 孩子很

容易记住， 很多家长因此非常高兴， 欣

喜若狂地告知众亲友孩子已经认识很多

字了， 但这并不是孩子真正认字了。 这

种情况我也碰到过， 那是我刚从国外回

来时， 我先生很激动地告诉我， 孩子虽

然只有两岁多， 但已经能认500个字了，

字卡上的字都能认全了， 然后拿出字卡

来展示一下， 果然如此。 但仔细去观察，

发现孩子完全是用图像的方式， 他是把

字当成图来认的， 如让他看牛和羊有什

么差别， 他是分不清的， 他经常会搞错，

因为他这个阶段只是对图像比较敏感。

进入幼儿园以后， 他有太多其他好玩的、

要学的东西， 认识的500个字也就逐渐遗

忘了， 到4岁上中班的时候， 几乎一个都

不认识了。

【主持人】 这种机械识字的方法有没

有害处， 对孩子以后的学习会有什么负

面的影响吗？

【张明红】

最大的害处就是让孩子觉

得学习很可怕、 很恐惧。 我是从孩子出

生两个月就开始给他讲书， 我从来没有

教过他文字， 但是我会讲画面， 把这个

画面形象地讲给他听， 他就会盯着看，

然后一直对阅读非常感兴趣， 到7个月

时， 我把他抱在怀里， 给他讲一本书，

他可以听15分钟； 到了幼儿园， 他是班

上的故事大王； 到了小学， 老师说他的

阅读理解能力比别人强； 到了中学， 他

的阅读理解非常好。

亲子共读对儿童阅读

能力培养至关重要

【主持人】 是不是这种亲子共读很重

要， 它有什么意义？

【周兢】

亲子共读对儿童阅读能力的

培养至关重要。

【张明红】

实际上， 胎儿就已经可以

阅读了， 6个月的胎儿的听觉中枢开始发

育， 这个时候阅读的最好陪伴者就是爸

爸， 因为他最喜欢听的是低频率的声音，

所以爸爸可以把画面讲给孩子听。 培养

孩子的阅读习惯需要循序渐进， 从0到1

岁就开始阅读， 那么3到6岁时阅读的习

惯才会比较好。 给孩子读书要绘声绘色，

要很亲切、 富有表现力， 要把情感传递

给孩子。

【主持人】 孩子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

怕重复， 有的故事已经听了很多遍， 他

还是要听。

【张明红】

重复阅读是学龄前儿童的

学习方式， 可以促进他的大脑发育， 因

为大脑皮层的发育有很多的皱褶， 皱褶

越深越聪明， 而重复可以加深孩子大脑

皮层的皱褶。

【周兢】

在我看来， 孩子不一定是喜

欢反复地读所有的书， 只是对自己特别

感兴趣的一本书， 他会反复要求妈妈给

他再读一遍、 再读一遍。

【张明红】

实际上， 这种重复每一次

获得的经验是不一样的， 体验也是不一

样的， 这次可能他只记住了故事的名字，

下一次可能只记住故事中人物之间发生

了什么， 下一次再记住他们的对话， 再

下一次他就看故事的整体结构对不对，

有没有漏掉什么， 他每一次的体验是不

一样的。 有的孩子自己不讲， 就要大人

讲， 他在回忆大人讲得对不对， 跟他的

记忆匹配不匹配。 反复就是一种学习，

就是一种认知， 这是孩子正常的一个学

习阶段。

朗读机不能代替亲子阅读

【家长 】 两位专家好 ， 我是孩子的

姥爷， 我这小外孙读书的时候， 总是她

妈妈陪着， 她爸爸很少参与， 这样行不

行， 怎么样做才能更好？

【张明红】

3到6岁的孩子， 最好是妈

妈陪伴， 3到6岁孩子习惯于妈妈给他讲

故事， 跟妈妈已经有了很亲密的感情，

他希望妈妈陪伴他入睡前的阅读时光。

如果说妈妈不在家， 那就爸爸来， 爸爸

可以作为替补。

【主持人】 这是给我们的爸爸找理

由了， 他们更有理由看电视了。

【张明红 】

那也不是， 妈妈在培养

孩子语言、 情绪、 情感方面占据优势，

而爸爸在指导孩子游戏、动作发展、创造

性的活动中占优势。 相关研究也认为，如

果在家庭教育当中，爸爸参与很少的话，

那么孩子的数理逻辑能力、 思维能力包

括探索性方面， 就会有所欠缺。

【周兢】

希望爸爸可以多和孩子一起

来阅读科学知识类的图画书，

在这一类的图画

书方面， 爸爸

的优势比妈妈

强， 因为爸爸逻辑思维的能力要强些。

这类图书对科学探索的要求更高一些，

爸爸会觉得自己更有用武之地。

【家长 】 我想问一下 ， 孩子的爸爸

妈妈工作特别忙， 现在社会上有卖朗读

机， 可不可以代替爸爸妈妈来读？

【张明红 】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有

的时候如果爸爸妈妈加班了， 用朗读

机偶尔为之可以 ， 但不能老是这样 ，

朗读机不能代替亲子共读。 因为孩子要

看和听结合。 有的时候哪怕没看书， 只

是听妈妈讲故事， 但是他看妈妈表情、

口型、 面孔和体态语言等。 朗读机不能

关注孩子， 而父母会关注孩子的反应。

如果没有丰富的环境， 孩子也会趣味索

然的。

【周兢 】

在孩子生活的环境里面，

亲子共读能够起到伴随孩子成长的作

用， 这对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

对年龄小的孩子。 爸爸妈妈如果很忙，

有的时候会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 姥爷

姥姥， 其实爷爷奶奶、 姥爷姥姥也可以

跟孩子进行亲子共读， 对孩子的成长也

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很多孩子长

大以后， 他不一定记得自己学过什么，

但在记忆里面就有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给他讲的故事。

（本文摘编自中国教育电视台系列

节目 “回归快乐童年”）

听老师讲“爱的故事”

江苏省无锡市侨谊幼儿园的老师在给小朋友讲述 “爱的故事”。 该园积极倡

导爱心教育、 智慧教育、 人格教育， 为孩子的幸福人生播下爱的种子。

张浩 摄

■本周关注

儿童成长

对话

■新闻速递

新疆拜城县

公办幼儿园全免费

4500多名幼儿受益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拜城34所农村双语幼儿园和30所城区

公办幼儿园， 共计64所公办幼儿园全部实行

免费。 目前， 全县有4500多名学龄前儿童、

3000余户幼儿家庭受益于这一民生工程。

据了解， 拜城县农村孩子之前已全部实

现免费入园， 今年该县加大对学前幼儿教育

的资金投入， 城区公办幼儿园也开始免费。

拜城县教育局局长杨志强介绍， 拜城县

全面免除学前教育学费的优惠政策不分城

乡， 统一标准，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也同等享

受这一待遇。 拜城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学

前教育， 目前， 每年仅县财政就拿出120万

元补贴幼儿园， 今后还将通过多种形式不断

加大对学前教育的关注和投入， 共同把学前

教育这项惠及民生的事业发展好， 让所有的

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每一个为拜城发展贡

献力量的人，都需要我们用心服务。幼儿全部

免费入园接受学前教育， 只是县里的初步行

动。以后，我们会相继出台更多更好的各类贴

心服务措施。 ”拜城县委书记杨发森说。

山东潍坊高新区

免除学前教育管理费

单人一年最高可免2700多元

本报讯 （记者 苏令 ）

从9月份开始，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开始免除学前三年教育

管理费， 凡是符合条件的学龄前幼儿， 从小

班到大班， 管理费全部免除。

从2010年9月起， 潍坊高新区率先在全

市逐步推行学前3年免费教育， 共分“四步

走”：第一步，2010年秋季开学，免除学前一

年教育管理费，当年4个月投入90多万元，惠

及1200多名幼儿；第二步，2011年秋季开学，

免除学前两年教育管理费，投入500多万元，

惠及2200多名幼儿； 第三步，2012年秋季开

学，免除学前三年教育管理费，投入700多万

元，惠及3000多名幼儿；第四步，2015年将普

及学前教育，实现学前教育的全覆盖。

潍坊高新区教育局向社会公布了免费条

件和标准———即具备高新区户口和房产的常

住居民， 以园为单位对享受学前免费政策的

幼儿进行逐一登记、 建档立籍， 由教育局、

财政局、 物价局等部门联合进行审核， 经公

示后， 由区财政局直接拨付。 每个在高新区

接受学前教育的孩子， 一年最高可免除管理

费2700多元， 大大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海南海口投入4000万

建乡镇公办园

为农村孩子提供2000个优质学位

本报讯 （记者 刘见）

“我们农家孩子

终于也能在家门口上公办幼儿园啦！” 海口

市秀英区永兴镇的王大爷这几天特高兴， 他

的小孙子和其他230多位农村孩子， 成为海

口市首所公办乡镇中心幼儿园———永兴镇中

心幼儿园里首批学童， 享受着与省城孩子同

样的优质教育资源。

据了解， 该幼儿园是由海南省、 海口市

及海口市秀英区政府共同投资近600万元，

按海南省规定的幼儿园建设标准建设而成

的。 所有师资均是由海南省教育厅面向社会

公开招考并经过严格培训后上岗任教的。

据海口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市

今年共总投入资金约4000万元， 兴建6所公

办乡镇中心幼儿园， 为农村孩子提供近

2000个优质学位。 明年该市计划再兴建7所

公办乡镇中心幼儿园， 让更多的农家孩子与

城里孩子同享优质教育资源。

日前， 来自美国格赛尔人类发展研究所

的专家， 参观了北京明天幼稚园， 并和小朋

友们一起跳起了舞。 此后， 双方签署了合作

协议， 将在早期儿童咨询 、 幼儿园质量认

证、 早期教育课程推广以及学前师资培训等

方面开展合作。 本报记者 王鹰 摄

因责任心缺失导致的幼儿意外死亡事故仍在发生

幼儿安全防护还须严抓不懈

■

实习记者 王泱

最近几天， “小青青” 事件引起了

人们的广泛关注。 年仅两岁10个月零11

天的小青青， 进入天津市新苗三幼的第

三天， 便在校车上死亡。 无独有偶， 8

月27日下午， 东莞市民刘先生路过东莞

万江简沙洲小凤凰幼儿园后门， 发现密

封的校车里有一名3岁多的小女孩， 已

经被憋得满脸通红， 刘先生大呼救人，

才引来幼儿园老师和工作人员， 用菜刀

将校车撬开， 救出已经严重脱水的孩

子； 8月8日， 福建省龙海市程溪镇华夏

幼儿园4岁男童林鹏湃， 被滞留校车内，

8小时后闷死。

这些事件发生后， 幼儿园方面不仅

没有采取补救措施， 反而都在想尽办

法推卸责任。 小青青的死因还有待进

一步查明； 在东莞小凤凰幼儿园， 园

长及车队队长均否认儿童被遗忘在校

车中一事， 并坚称这是幼儿园在进行

的校车营救演练， 演练在没有钥匙的

情况下如何将孩子从校车中救出； 而8

月8日死亡的幼童林鹏湃所在的华夏幼

儿园为图“私了”， 竟然伙同林鹏湃的

部分亲戚， 伪造供词称林鹏湃是自己

摔倒而死的。

2011年11月16日9时40分许 ， 甘

肃正宁县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校车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共造成21人遇难，

其中幼儿19人。 2012年7月20日下午，

这起备受关注的特大校车事故案一审

宣判， 正宁县法院一审认为， 小博士幼

儿园董事长李军刚构成交通肇事罪， 判

处其有期徒刑7年。 这些安全事故的发

生， 再次敲响了校车安全的警钟。 校车

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不仅仅是行驶

途中驾驶员的驾驶安全， 也包括了幼儿

教师接、 送孩子的过程中的安全等， 一

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

9月18日下午， 湖南省娄底一名3

岁女童在园长车内窒息死亡。 据报道，

中午放学后， 由于园长的车辆当日中

午搞卫生， 因车内有湿气没关门， 该

女童独自爬上园长车内并关门， 以致

窒息死亡。

幼儿园的管理和监控措施不到位，

园长和有关教师责任心缺乏， 是发生事

故的主要原因。 没有安全何谈教育， 不

尊重生命何能当一个教育工作者！

幼儿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 幼儿

安全和校车安全， 理应成为一件一刻

也不能放松警惕的头等大事。 新学期

伊始 ， 多起幼儿园校车事故的发生 ，

用血的事实和教训提醒我们， 尽管安

全问题反复强调， 但实际工作中， 仍然

存在漠视安全、 漏洞百出的情况， 安全

问题要不厌其烦地强调， 要确保百密而

无一疏， 对造成安全事故的责任人严惩

不贷、 绝不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