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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幼师来啦”

幼教杂谈

编者按：

“我们加入儿童

生活中， 便发现小孩子有力量，

不但有力量 ， 而且有创造力 。

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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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家陶行知老先

生发现这一问题后提出了著名

的 “六大解放 ” 的教育思想 。

这一理论历久弥新 ， 对幼儿园

科学保教 、 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别过早鼓励

幼儿竞争

■

叶存洪 胡小萍

前一段时间去一所省级示范幼儿园听

课， 任课教师先给孩子们放映了一段课件：

北京奥运会 “福娃” 贝贝、 晶晶、 欢欢、 迎

迎和妮妮比赛爬竹竿， 根据它们爬行的高度

让孩子们齐声说出它们的名次。 然后， 老师

把

15

个孩子分成

3

组， 站在起跑线上进行立

定跳远比赛。 当进行到第二组时， 我们注意

到一个细节： 一个体型偏胖的女孩， 尽管使

出全部力气， 但仍然落在最后。 她左看看右

看看， 趁大家 “立足未稳” 比较忙乱时， 悄

悄地向前跨出了一步， 看到没有引起别人

“注意”， 她又快速地向前迈出了一步。 最

后， 她获得了第三名， 老师把 “奖牌” 挂在

她脖子上， 她接受了。

听课回来已三个月有余 ， 仍时不时回

想起这堂课， 觉得这个案例反映出的一些

教育问题， 不吐不快。 教育特别是幼儿教

育不是选拔赛， 不能什么活动都得分出冠

亚季军 、 金银铜牌 ， 我们不应把 “竞争 ”

泛化， 把竞争过早地带到幼儿教育中 。 日

本等一些国家的幼儿园乃至中小学校 ， 开

展活动多以团队为单位进行评价 ， 他们有

意回避对个体成绩作过多 、 过分的渲染 ，

甚至都不太愿意提及与竞争相关的字眼 ，

而是更多地把合作挂在嘴边。 早在一百多

年前， 美国著名作家西顿创办了青少年野

外学习组织“印第安林学知识小组”， 在为

该组织撰写的 《桦树皮手册》 中 ， 西顿提

倡 “非竞争性质的比赛”。 他认为， 孩子不

应该把 “其他伙伴” 当作敌人 ， 而应该与

时间、 空间、 自然力等进行比赛 ； 比赛的

目的不是压倒别人， 而是努力提高自己。

这对我们的幼儿教育工作应该是富有启

发意义的。 在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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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

孩子与 “标准” 竞赛， 不断地挑战与超越自

己， 而不是非得在自己的小伙伴中寻找 “你

死我活” 的竞争对手。 今天的社会， 远不是

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 任何一个大工程、 大

项目， 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都是兵团式作

战的结果。 中国人的团队合作力不强， 很重

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从小没有重视合作意识

和合作能力的培养。

上文中的老师其实也注意到女孩 “作

弊” 了， 但又觉得这个问题不好处理， 怕当

面指出会伤了孩子的自尊心。 的确， 这是一

个教育教学中的难题， 考验着教师的教育方

法和能力。 但问题是， 如果老师听任这种行

为的发生， 不去纠正、 不给予正确的引导，

孩子就会觉得 “作弊不但没有被批评， 反而

可以得奖”， 尝到 “甜头” 后可能会越走越

远， 最后会害了他们。 其他的孩子也会觉得

“老实人会吃亏”， 结果他们要么继续 “老

实” 下去， 但在心里甚至行为上对不公平行

为表示不满或愤怒； 要么也不 “老实” 地有

样学样、 “偷奸耍滑”。 不公平的竞争对孩

子尤其有害。

幼儿阶段是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

这个阶段， 教师应努力为幼儿创设健康的氛

围， 让幼儿在良好的环境及文化熏陶中学会

遵守规则、 诚实守信。 如果这一阶段的教育

出了偏差， 以后要矫正它非常困难 ， “事

倍” 未必能 “功半”。

（作者单位： 江西教育学院）

环境是幼儿的 “隐形老师”

■

本报记者 史望颖 通讯员 周浩

近日， 浙江省及宁波市的幼儿教育

专家和80多家幼儿园的园长参观了宁波

市海曙区尹江岸幼儿园的心理健康环境

创设， 并进行了研讨交流和经验分享。

挑战“第二次断奶”

3岁左右的孩子上幼儿园， 是他们平

生第一次从父母身边离开， “第二次断

奶期” 极易产生不确定感和不可控制感。

针对这种情况， 尹江岸幼儿园的一个小

班教室里设计了一个长约10米的全封闭

设计的“黑暗小屋”。 孩子们在黑暗中不

断探索， 还伴随着沿路的各种惊喜， 有

时候是糖果， 有时候是玩具。 从小屋中

成功爬出， 就相当于完成了一次勇敢者

的挑战， 孩子会得到老师和其他同学的

鼓励。

记者在该园小班教室还看到了“全

家福” 寝室墙， 幼儿园将预先收集的全

家福照片张贴在墙面上， 当幼儿想爸爸

妈妈的时候， 就来这里瞧一瞧， 感受父

母的陪伴。 孩子们还可将最喜爱的或经

常使用的玩具带入幼儿园， 使孩子在抱

抱、 亲亲的过程中， 得到安慰。

“悄悄话小屋”里的私密空间

在尹江岸幼儿园二楼楼梯口的拐角处，

有一个用纸箱和布艺搭建的、 不足两平方米

的小屋子， 它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悄悄话

小屋”。 园长介绍说， 这个小屋是老师和孩

子们一起用废旧物品搭建的， 小屋一般只能

容纳两个人。 从小屋“诞生” 那天开始， 它

就成为了小朋友的“贴心伙伴”。

园长向记者介绍， 在幼儿园的集体活动

中， 能有一个属于两三个人的私密空间比较

奢侈， 中班孩子处于自我独立意识萌芽阶

段， 特别渴望能逃开老师的束缚， 所以老师

通过“环境” 这一“特殊的老师”， 对幼儿

进行隐形指导。

在二楼的楼梯平台上， 还放着专属小朋

友的“礼物盒”， 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属于

自己的礼物信箱。 中班小女孩雨晴对记者

说， 有一天她从家里带来了一块精美的橡皮

擦， 放在了猫猫的礼物盒， 等她转过头来打

开自己的礼物盒时， 发现里面躺着一个小发

夹。 雨晴抱着发夹激动地亲了又亲。

该园的环境创设除了给予孩子们足够的

独立空间外， 还培养幼儿学会照顾自己和关

心别人。比如，小朋友们可以在“心情角”上展

现自己的情绪变化； 小朋友除了关心自己还

会留意到班级其他同伴的心情， 如果发现有

人情绪低落或者难过不肯讲话， 那么就会有

爱心特派员送上安慰，一杯饮料、一颗糖果、

一个拥抱，都能让小伙伴的心情马上阴转晴。

创设有性别差异的环境

很多孩子知道了性别差异后， 就会出

现“同厕” 的尴尬。 在该园的厕所里， 记

者看到两边贴上了不同的图标贴士， 一边

是“我是女孩”， 另一边“我是男孩”。 此

外， 老师还为女孩们在每个坑位外拉上了

帘子。 这样的环境创设， 解决了孩子的尴

尬。 该园还设置了“男孩女孩角”， 通过粘

贴摆放与孩子们进行互动， 展示男孩与女

孩的差异。

“幼小衔接” 是幼儿园大班的重要工作

之一， 针对即将上小学的孩子们该园还开设

了“困惑收集墙”， 让孩子们呈现他们心里

的困惑， 并通过参观、 交谈、 询问等方式得

到有效解决。

浙江省心育指导中心副主任庞红卫表

示， 好的环境创设不仅能够给孩子带来安全

感和归属感， 还有利于孩子的自我发展。

解放孩子

给儿童自由成长的力量

■

夏天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现代伟大的人民

教育家， 也是现代中国创造教育理论的

奠基者之一。 他在 《创造的儿童教育》

一文中提出的“六大解放” 的教育思想，

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培养创造力，

必须把小孩子的头、 脑、 双手、 嘴、 空

间、 时间都解放出来， 对小孩子的创造

力予以自由。

解放头脑使孩子思考

陶行知先生认为： 只有民主才

能解放多数人的创造力。 他主张凡

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们自

己做， 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 应

当让他们自己去想。

我们知道孩子们的脑子里充满着各

种奇思妙想， 要解放孩子的头脑， 教师

要为孩子创建宽松、 平等、 民主、 和谐

的教育教学氛围。

在指导孩子活动时， 老师只需要抛

出问题， 然后提供各种材料给孩子们操

作， 把教师“教” 的过程变成学生“学”

的过程， 使孩子们在探究过程中获取知

识、发展技能、培养能力，特别是培养创造

能力。 在大班科学探索活动“吹泡泡”过程

中，老师提出问题：哪些工具可用来吹泡

泡？ 用方形、棱形、星星形等不规则形状的

材料吹泡泡， 吹出来的泡泡是什么形状？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猜测着， 老师没给答

案， 只是提供各种材料让孩子们操作。

通过尝试与探索， 孩子们知道原来什么

形状的工具吹出来的泡泡都是圆的， 他

们还发现了多种吹泡泡的方法、 调制吹

泡泡的液体、 使泡泡又大又不容易破的

秘诀， 孩子们探索获得的知识比老师直

接告诉答案印象更深刻。

解放双手使孩子有力量

陶行知先生说：“人有两个宝，双

手和大脑 ”， 他主张放手让幼儿去

“做”去“想”，“做”了就与事物发生直

接接触，“想”了就获得了直接经验。

教师在教学与游戏活动中， 应积极

为幼儿创造动手操作的机会。 让幼儿手

脑并用， 这是培养创造力必要的途径。

在开展科学教育活动中， 教师应抓住陶

老先生这一“做” 一“想” 的原则。 例

如， 秋天组织孩子采集不同的树叶， 在

他们选择自己喜爱的树叶后， 与他们一

同查找资料， 对树叶的名称、 叶脉、 颜

色等做记录并制作成精美的树叶标本与

大家分享， 使同伴们了解到更多的树叶

知识。 孩子们主动参与到活动中乐趣多

多， 收获多多。

解放眼睛使孩子会发现

陶行知先生曾说：“活的人才教

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

库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交给学生。 ”

观察力是创造的起点， 是聪明大脑

的“眼睛”， 教师有责任解放孩子的眼

睛， 让孩子会看、 会观察， 帮助孩子把

“眼睛” 擦得更亮。

我们充分利用周围环境， 引导孩子

们通过多种感官与环境积极互动。 经常

带幼儿到户外观察和探索， 让幼儿投身

于大自然的怀抱认识多种事物， 通过看

一看、 听一听、 摸一摸、 玩一玩、 说一

说， 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感受大自然的

美。 “小草长出的新芽”、 “小蚂蚁的

窝”、 “鸽子妈妈与小宝宝” ……孩子们

观察的兴趣很浓， 纷纷为自己的发现而

欢呼雀跃， 他们看不够、 问不停， 这种

学习效果是室内活动达不到的。 在孩子

们观察和记录的过程中， 不仅知道了有

关植物生长、 动物生活的知识， 更重要

的是发展了孩子的观察能力、 合作能力

及对大自然的兴趣与热爱。

解放嘴巴使孩子自由发问

陶行知说：“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

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 智者问得巧，愚

者问得笨。 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 ”

教师要解放孩子的嘴巴， 给他们想、

做、 说的机会， 让他们讨论、 质疑、 交

流， 围绕某一个问题展开辩论。 教师应

当给孩子充分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 让

孩子放开说， 并且让尽可能多的孩子说。

在科学探索活动“认识光和影子”

中， 教师带领幼儿寻找能发光的东西，

了解是什么给我们带来了光亮， 探索光

的传播， 理解光和影子的关系， 师生一

起玩“踩影子”、 “皮影戏” 的游戏。 在

活动中， 教师做小实验让孩子发现问题，

太阳光为什么能折射到墙上？ 镜子为什

么能聚光？ 孩子们一经激发就会很惊奇，

叽叽喳喳问个不停。 教师应在其中分享

幼儿实验的成功与失败， 在倾听中了解

幼儿实验的所思所想， 在鼓励中营造幼

儿之间的交流互动， 在追问中引发幼儿

深入探究的动力， 在“意犹未尽” 中构

想下次实验与探索的计划。

解放空间使孩子回归自然

陶行知先生主张：“把笼里的小鸟放

到天空中使它能任意飞翔， 把学校的一

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使孩子能到大

自然大社会中去取得丰富的学问。 ”

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 它包罗万象，

奥秘无穷。 教师应让学生去接触大自然、

大社会从而扩大眼界， 以发挥其内在的

创造力。 秋天到田地里， 孩子们的兴奋

与喜悦无以言表， 他们用工具挖、 小手

抓， 个个大丰收。 看到许许多多的植物

都结出了种子， 回到幼儿园后“种子的

秘密” 一课就应运而生了。 首先在哪能

寻找到种子， 孩子们纷纷想办法， 有的

在幼儿园草地上、花园里找；有的和爸爸

妈妈在超市里找到了豆子、 花生的种子；

最有趣的是，小朋友把吃过的葡萄、苹果、

梨等水果里面的种子带来，这是多好的种

子呀！ 收集来的种子，怎么处理？《幼儿园

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中指出大班教师

“要引导幼儿能从不同角度对物体进行分

类， 有初步的概括能力”。 在老师的启发

下，孩子们将种子按大小、颜色、生长环境

等分类，大家还在旁边用图画、老师用文

字辅助做了介绍。 整个活动中孩子们的主

动性得以充分发挥，创造力得以展示。

解放时间发挥孩子创造力

陶行知先生指出： “一般学校

把儿童全部时间占据，使儿童失去学

习人生的机会，养成了无意创造的倾

向。 到成人时，即有时间，也不知道怎

样下手去发挥他的创造力了。 ”

我们的课很多都是随机的， 孩子们

在饭后漱口和擦嘴巴时， 偶尔发现手绢

不会湿， 就产生了我们的“不会湿的手

绢” 的探索课。 孩子们兴致勃勃地玩起

来， 虽然午睡时间稍稍推迟， 但有什么

关系呢？ 一日生活皆课程， 一件小事可

能产生一个伟大的发明， 一节课可能点

燃一个未来发明家的梦想。

在“会跑的小鸡” 的游戏中， 让

幼儿用回形针和磁铁在纸板上玩游

戏 ， 孩子们边操作边讲自编的故事 ，

兴致很高 。 活动结束时间已经到了，

可孩子们的科学探索还在继续， 我们

没有打扰孩子， 让他们尽情地“玩”，

在“玩” 中培养和激发幼儿的科学探

索精神。

“六大解放 ” 是陶行知教育思想

的精髓所在， 对今天的幼儿教育有着

启示、 指导作用。 我们应遵循陶行知

先生的思想， 给幼儿宽松和谐的氛

围， 让他们大胆地观察、 尽可能地去

想象、 自由自主地去探索去创造。

（作者单位：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中

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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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幼儿园怎样带孩子玩

新学期伊始， 孩子们又走进幼儿

园开始 “上学”。 然而， 在英国孩子的

眼中， 幼儿园似乎更是一个 “玩” 的

地方。 英国政府在资格和课程局出台

的 《基础阶段学习规划》 （以下简称

《规划》） 中阐明， 在一个合理设计的

环境里， 孩子们能通过玩开拓思维和

想象力， 也能通过玩对周围的环境和

事件有更深切的了解。

《规划》 在附录中列举了五种不同

地域、 不同教育资源配置的幼儿园如

何带孩子玩， 如何让幼儿每天有不一

样的主题活动。 这些活动， 看似在带

着孩子玩， 实则有着非常清晰的学习

目的。 比如， 有一个幼儿园老师， 看

见卢克拿着地图给小朋友讲艾拉去澳

大利亚旅行的经历后受到启发， 就准

备了小镇的地图， 让孩子们自己规划

从幼儿园去镇上商店、 从商店回到幼

儿园的路。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 不

断提出新想法和新路线， 然后在老师

的带领下， 按照自己画出的地图路线，

走到镇上的商店， 买好了东西， 又从

另一条路线走回来。 在路上， 老师还

指导孩子们把不同的建筑物拍下来。

设计地图活动结束后 ， 幼儿教师还

以 这 个 活 动 为 依 托 ， 开 发 出 好 几 个

不 同 的 活 动 。 比 如 ， 指 导 孩 子 们 把

地 图 按 比 例 尺 放 大 ， 画 在 幼 儿 园 的

地 上 ， 然 后遥 控 玩 具汽车在地图上行

驶； 回放在路上拍摄的建筑物照片， 让

孩子们谈论他们喜欢的建筑以及原因 ；

拿着地图开展迷你 “寻宝 ”， 启发孩子

们发现新事物。 还有些活动， 甚至是孩

子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比如， 在放大版

的地图上， 用小砖头仿制了一个当地的

教堂模型。

据了解 ， 英国早在

2001

年就出台了

《规划》 作为 《基础阶段课程指南》 的补

充文件下发。 在 《规划》 中， 资格和课

程局对幼儿园的 “玩” 做了详细的介绍

和说明。 《规划》 中明确指出幼儿教师

一定要鼓励儿童进行有感情的， 能提升

智 力 、 体 力和 社会 交 际 能 力 的 游 戏 。

《规划》 还要求教师要尽量满足不同孩子

的要求， 尤其是要考虑不同语言背景的

孩子和残疾孩子的需求， 为孩子的 “玩”

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远离骚扰和歧视，

培养儿童正确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

（王泱 整理）

笪“让孩子感受爱的同时，学会付出爱，

是教育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不

要为了所谓的‘爱’就剥夺了孩子们付出爱的

权利，扼杀了他们创造爱、体验快乐的能力。

不要在‘一切为了孩子’、 ‘赢在起跑线’

的努力中让孩子摔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园长冯惠燕的育

儿理念

笪“在人为教育恐慌的气氛下， 最可怜

的是孩子， 原本应该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

段， 小孩子却不得不上这个班、 那个班， 他

们现在缺少很多体验， 而这些体验对人的一

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黄铮接受

采访时表示

笪“孩子们绝不是一张白纸， 而是有着

深不可测的能量与色彩斑斓的梦想。 让每名

幼儿成为最好的自己， 其实每一位老师何尝

不是在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这也是我对自己

的要求。”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北京市第五幼

儿园教师石利颖说

笪“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 过早地让孩

子接触小学知识， 会导致孩子慢慢对学习产

生厌烦心理， 孩子在被动的学习中， 丧失了

思考能力， 不愿意主动思考， 也不会主动思

考了， 这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副教授刘俊萍分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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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子洲县是国家

扶贫开发重点县。

2011

年

以来， 该县投入

2600

多万

元新建和改扩建

14

所幼儿

园， 配置了保育、生活、娱

乐、保健等设施，学前一年

入园率达到

94%

。在这样一

个山区贫困县， 漂亮宽敞

的幼儿园随处可见。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村里娃有了

漂亮幼儿园

湖北省宜昌市桃花岭幼儿园的

3

名优秀幼儿老师送教下乡， 为秭归县

100

多名幼儿

教师送来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 图为教学观摩现场。 王辉富 鲁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