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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课程 浸润心田

也许有人会问： 学

校这么小， 怎样进行学

生教育？ 答案是： 在有

限的空间里进行着无限

的教育， 即用隐性课程

教育学生， 以达到育人

无声的教育效果。 幼师

人有一种信念： 在这座

幼儿教师的摇篮里， 爱

与责任的教育是至高无

上的， 而它唯有通过心

灵的特殊体验和领悟 ，

才能内化为道德信念 ，

外化为职业行为。 多年

来 ， 学校着眼于从勤

思、 善悟、 践行三个方

面大力推进全员阅读 、

墙饰表达、 值周劳动等

隐性教育课程建设， 浸

润学生的心田， 培养具

有健全人格、 富有爱心

与责任感的未来教师。

一 、 “一体两翼 ” 构建女

生教育模式

自尊、 自信、 自立、 自强是青

岛幼师确定的女生培养目标。 学校

的校徽是一只由丑小鸭蜕变成的白

天鹅， “一体两翼” 就是要让这只

白天鹅展翅高翔。 一体即以课堂教

学为主体， 发挥课堂教育优势， 开

发适合幼师女生教育的校本课程 。

两翼分别是以体现女生内容的特色

主题活动和彰显女生魅力的特色实

践活动。

（一） 发挥课堂主渠道， 构筑

女生教育主体

针对女生特点， 开发特色课程。

学校制定了女生教育校本课程教育

大纲， 从人生幸福的角度探讨女生

教育的意义， 从职业发展的角度设

计女生教育的内容。 生成了一套校

本课程， 主要有 “女孩， 我要对你

说”、 “实用礼仪小常识”、 “古今

历史人物分析”、 “说出你的美丽”、

“丰富的生活” 等， 涉及女生生理卫

生保健、 审美、 生命教育、 传统文

化 、 礼仪常识和职业生涯规划等 。

结合专业特色， 利用女生课堂、 校

园讲座、 选修课等形式， 通过理论

讲授和个别化指导， 帮助学生认识

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

树立正确的职业

目标。 同时， 发挥隐性课程的作用，

引导女生广泛阅读， 动手布置各种

墙饰， 开展值周劳动等， 引领女生

既做 “淑女”， 又做 “书女”， 志存

高远 、 自强不息 ， 做独立 、 自信 、

有知识、 有内涵的新时代女性。

（二） 开发特色主题活动和社

会实践活动， 丰富女生教育内容

班会和 “女生节” 是学校女生

特色主题活动的重要形式。 班会经

常设置关于女生和女生关心的内容，

注重女生自身的感悟和女生间的交

流。 引导女生加强自身修养， 学会

调节心态， 与人沟通； 指导女生理

智对待现实， 学会规划未来， 实现

自我价值 ； 让她们学会欣赏自己 ，

赏识别人， 做好每件事， 快乐每一

天。 每年在全校范围内开展 “女生

节” 活动， 经过自荐、 推荐、 选拔、

考核、 评选等环节， 评选 “知性女

生”、 “创意女生”、 “活力女生”，

给女生提供更多的展示机会， 并发

挥同伴教育的作用， 用优秀的女生

做榜样， 带动女生共同进步。

社团和幼儿园实践是女生特色

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 文学社、 志

愿者协会、 舞蹈队、 健美操队、 合

唱队、 琵琶队等各种社团是女生们

的最爱。 她们在社团中陶冶了情操，

锻炼了才能， 还经常走进社区、 敬

老院、 福利院等参加实践活动， 用

她们悠扬的歌声、 婀娜的舞姿、 美

妙的琴音抚慰了老人及孩子们孤独

的心灵， 温暖了他们的情怀， 也触

动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她们的情感

受到熏陶， 思想得到净化， 变得更

加富有同情心、 责任心， 懂得了用

博爱之心面对生活。

见实习期间和假期走入幼儿园，

对女生教育责任感的形成更具有明显

的激发和强化作用， 是一种活生生的

现实教育。 在实践过程中， 女学生变

成了女老师， 面对幼儿一双双渴望求

知的眼睛和一声声亲切温暖的呼唤，

她们心中不仅涌动着母性慈爱的暖

流， 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未来教师

所肩负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二 、 “三效合一 ” 打造男

生特色教育

近年来， 认识男幼儿教师在幼

儿园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已不再是

理论层面的探讨， 而是一种客观现

实。 学校专门成立了男生教育课题

小组， 研究男生的身心特点， 探索

适合男生的教育规律和方法， 为将

男生培养成阳光刚毅 、 敢于担当 、

才技突出的合格的公民和幼儿教师，

不断探索出了一套强调并追求目标

效力、 教育效益、 保障效率的 “三

效合一” 的男生教育模式。

（一） 立足男生， 明确培养目

标定位

据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数据

分析， 我国幼儿园教职工总数

100

万

人左右， 真正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

男性不到

1

万人， 幼儿园教师性别比

例严重失调。 在幼师学校历年的毕

业洽谈会上 ， 男生犹如鹤立鸡群 ，

成为幼儿园教师招聘的焦点。 毋庸

置疑， 女教师的天性使她们在幼儿

园具有自己的优势 ， 细心的照料 、

母爱的呵护， 更容易让幼儿体会到

家的温暖。 但面对我国独生子女越

来越多这一国情， 为幼儿提供勇敢、

果敢的体验与经验显得更为迫切。

面对实际需求， 青岛幼师立足男

生， 从男生的自身性别特点入手， 针

对他们的思维特点与需求， 确立男生

教育的目标。 学校明确在校教育不仅

要为男生现有的学习提供帮助， 还要

为他们搭建展示独特风采的平台， 更

重要的是培养未来勇敢、 坚强、 有担

当、 能负责任的的男性公民。 通过开

展男生主题教育活动和体现男性特点

的实践活动

,

帮助男生树立正确的职

业价值观， 让他们感受到在幼儿教师

职业上的不可替代性和无法比拟的荣

誉感和自豪感， 用更高的目标和理想

促使他们不断进步。

（二） 突出特色， 教育力求有

的放矢

以特色鲜明的专业课程保证学

生发展。 在保证男生学习到未来工

作中所需的专业技能和基本素养的

基础上 ， 学校不断调整教学形式 ，

由以前的男女混合上课， 改成部分

课程男生集中授课、 单独考核， 还

增加特色鲜明的男生声乐和舞蹈等

新课程， 体育课增加篮球、 跆拳道、

武术等内容， 有针对性地体现男生

特色的培养目标。

新型的评价机制充分调动学生

积极性。 学校不断深入探讨， 针对

男生自我约束能力不足的特点， 在

男生的日常管理工作中， 不断增强

制度建设， 制定符合男生特点的规

章制度和管理标准。 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 又依照学生不同的实际情况，

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 及时对良好

的言行品德给予鼓励和激励， 使男

生更加自强、 自立与自信。

丰富的课余生活提高男生处事

能力、 社会责任感。 在登山活动中，

男生们展现了平时在学校中极少有

机会展现的另一面， 他们勇敢， 他

们友爱， 他们热情……作为社会志

愿者他们参与了全国老年人健身球

操交流活动， 在为来自全国的几十

支代表队提供赛会志愿服务中， 他

们负责， 他们细心， 他们主动……

这些活动有助男生们进行自我判断、

自我提升 ， 获得对自身 、 对他人 、

对社会的正确认识， 从而激发自身

蕴蓄的上升的潜力。

(

三

)

多元保障， 营造健康成长

环境

教育是多元的、 开放的， 男生

教育亦是如此。 今天的男生是明天

幼儿教育的雄鹰。 学校广泛开展同

企业、 幼儿园的合作， 为男生成长

搭桥铺路。

2012

年， 为争取更多的

优秀男生加入幼教行业， 学校争取

企业支持， 专门招收一个

40

人的男

生班， 其中有

20

名品学兼优的学生

由企业赞助减免中专阶段学费， 同

时男生也受到了企业文化的影响 。

为传承优秀品质和发挥榜样力量 ，

学校把活跃在一线的优秀男性幼儿

教师请进来， 交流学习经验和工作

感受。 也组织男生深入幼儿园实地

观摩男幼儿教师课堂， 切实感受优

秀男幼儿教师的魅力、 感染力， 从

而树立良好的职业观， 促进其在校

的学习生活。

多年来， 青岛幼师在培养躯体

健康、 心理健康、 道德素养和社会

适应性良好的社会人和幼教人的过

程中， 坚持因性施教， 认识两性的

共性， 又尊重两性的差异， 主动去

发展和帮助每一个个体成长， 走出

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特色教育之路。

育人无形， 润德无声。 隐性课

程， 潜在影响， 于无形中有形， 尽

显教育的张力； 男女生教育各有特

点， 在差异中寻共性， 尽显教育的

合力， 这就是青岛幼儿师范学校的

育人特色。

（张根健 徐敬伟）

育人无形 润德无声

———青岛幼儿师范学校特色育人掠影

小巧别致， 幽雅洁净， 生动活泼， 这是许多到过青岛幼儿师范学校的人有过的共同感受。 作为幼儿教师的摇篮， 青岛幼师多年来一直追求成人成

师并重、 师德师能同铸、 两代师表齐树， 注重育人于无形， 润德于无声， 于细微之处体现教育精髓， 于全面发展中体现个体价值， 为每个职业生命的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一 、 在阅读中学会思考与

积淀

“腹有诗书气自华”， 提高素养

只靠说教是很难做到的， 唯有读书

才能使思想充实、 境界提升。 学校

一直提倡： 让读书成为学生的一种

习惯， 在阅读中学会思考， 学会通

过阅读来提升、 丰富、 完善自我。

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多个读书平

台， “图书漂流活动” 就是其中之

一 。 来到教学楼的室内三楼平台 ，

环顾四周， 满眼尽书。 桌上有学生

精心推荐的图书， 书前推荐牌上写

明推荐理由及推荐人， 学生只需把

由学校特制的借阅卡插到推荐牌上，

就可以拥有此书一周的时间。 每周

的 “好图书推荐” 活动， 每个班级

都会推选一名学生主讲。 图书漂流

活动的精髓在于把好书摆到学生眼

前， 让他们的 “闲书” “活” 起来，

能够 “漂” 到更多的学生手中， 以

此增加读书机会 ， 增强文化底蕴 。

随书一起 “漂” 来的还有与人分享、

分工合作 、 诚实可信等优秀品质 。

从活动开始之初到现在， 三楼平台

永远是开放的， 更无专人看护， 再

好的书也未曾丢失过。 学生们会把

最好的书带来， 阅读中会按照阅读

细则对书细心呵护并按时归还。 渐

渐地， 学生形成了定时借书、 找时

间读书、 按时还书的习惯， 也从中

学会了诚信。

班级书橱是读书平台之一。 推

门进班， 教室后墙立着的是学校统

一配备的书橱， 整齐分类摆放着各

类书籍。 有班主任和学生自己从家

里带来的书， 还有如 《不可不读的

198

个中外教育故事》、 《开放的教

育》、 《爱弥儿》 等学校赠送给每一

位学生的必读书。

学校专门开设阅读指导课， 开

展师生共读一本书、 共同批阅读书

笔记活动。 学校每月为每班安排一

名阅读指导教师， 来自不同学科的

阅读指导教师带给学生们不同的魅

力： 物理老师能够从生活的角度去

解读； 美术老师能够从艺术角度去

剖析； 教育学老师能够从理论角度

去提炼……他们各自的文化底蕴和

结合教育教学实践的解读， 带给学

生的是开阔的视野和心灵的震撼 ，

他们积极的情感、 态度、 价值观会

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学生的思想里，

而学生们之间的思想碰撞也最终释

放出积极的正能量。 阅读课上， 有

时会进行一段动情的朗读， 如朗读

曹文轩 《青铜葵花》 的一段优美的

景物描写； 有时会是一阵激烈的讨

论， 如学生探讨 《简爱》 中那简约

而不简单的爱情故事； 有时又是静

静的沉思， 如沉思 《骆驼祥子》 主

人公的命运。 学期末， 看看学生们

写的一本本读书札记和美文摘抄 ，

着实让人感动， 一个个学生丰富的

内心世界展现在你眼前， 会让你感

受到推动阅读工程这项工作的巨大

价值和学生们自我教育的无穷潜力。

“立身以立学为先， 立学以读

书为本”。 正是谨记欧阳修老先生的

教诲， 学校用心为师生搭建读书平

台， 如今全员阅读在青岛幼师深深

地扎下了根， 已经成为幼师人的一

种行为方式。 书籍滋养了学生的心

灵， 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 学生

在阅读中养成了主动思考的习惯 ，

学会通过他人的经验丰富自己的经

验， 通过他人的情感提升自己的情

感， 帮助学生找到了一条终身受用

的积淀素养、 助推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 、 在墙饰中增进感悟与

表达

环境的影响是无声的。 苏霍姆

林斯基曾说： “孩子在他周围———

在学生走廊的墙壁上 、 在教室里 、

在活动室里———经常看到的一切 ，

对于他的精神面貌的形成具有重大意

义。” 学校教育渗透到墙饰中， 会达

到 “桃李不言” 的效果， 可谓幼师之

独创。 墙饰本是幼师生运用美工专业

所学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一种表

现形式， 而它在校园中却成了一种

隐性的、 无声表达的现实情境。

幼师的每一面墙都会说话。 每

一层楼梯间或是一句 “人生没有彩

排， 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的谆谆教

诲， 或是一位教育家画像和他的简

介； 每个班级门口都有各自的班牌，

里面是班级全家福照、 班级格言和

班主任寄语； 每间教室内外的空白

墙上都安装了大小不一的墨绿色软

板。 室内软板班级自行安排， 是学

生张扬个性、 凝聚班级力量的舞台；

室外软板包干到班， 学校统一主题。

如果你在阳春三月来学校， 站在室

外墙壁上的软板前， 你可能会被关

也关不住的满园春色吸引， 相同的

主题 ， 不同的标题 ； 相同的颜色 ，

不同的搭配； 相同的形式， 不同的

装扮， 在这相同与不同中， 春天的

气息扑面而来， 嫩绿的小草， 热闹

的花丛， 飞舞的蝴蝶， 诗意的句子，

都在传达着参与者对春天的无限喜

爱 。 你也可能会站在雷锋画像前 ，

随着文字慢慢回忆雷锋生前的点点

滴滴， 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学生们的

景仰之情。 如果运动会结束了， 你

会被展板上那一张张挂满笑容或泪

水的脸， 那成功了不骄傲、 失败了

不气馁的激励语句所感染， 与她们

同喜同悲。 如果 “半岛都市报爱心

义卖”、 “社会福利院、 敬老院关爱

行动 ”、 “奥运会 、 亚运会志愿服

务” 等志愿者活动结束了， 你定会

在展板前读出她们浓浓的爱心和吃

苦耐劳的勤勉意识。 校合唱队、 舞

蹈队、 琵琶队参与省市的各项文艺

活动情况； 校刊、 校文学社的精彩

文章； 特色男生活动等纷纷在展板

上传递出对生活的激情与热爱。 这

些墙饰， 使得学生自然而然地投入、

主动积极地与环境交互， 增进了学

生对环境的感悟力以及通过各种方

式表达这种感悟的能力。 这些墙饰，

也很好地与美术、 手工、 语文等课

程衔接起来， 与幼儿园环境创设衔

接起来， 对学生综合素养的影响起

到无法估量的作用。

其实墙饰在说着教育的话语 。

一个团队制作墙饰 ， 从制定方案 ，

到设计图纸， 到动手操作， 再到解

决问题， 其过程就是学生们发挥积

极主动性、 团结协作、 自我历练的

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感觉到

自己是一个被尊重的道德主体， 从

而主动地注意并调整自己的行为 。

这个过程渗透着学校的道德要求 ，

是一个富有情感色彩的具体生动的

德育过程。 就学生个人而言， 需要

细心， 才能把室外室内每个细小的

地方考虑周全； 需要耐心， 才能按

部就班事无巨细地做好每项工作 ；

需要责任心， 才能和其他人、 在一

定时间、 一定地点完成班级和学校

工作； 需要爱心， 才能任劳任怨地

不计任何报酬地为班级为学校服务。

而这 “四心” 恰恰是幼儿教师所必

须具备的道德品质。 如果一个人长

期有某种态度和表现， 就会逐渐形

成一些稳固的性格特征， 变为有个

性特点的行为习惯、 思想认识和品

位。 因此， 这种来自生活、 来自实

践的墙饰， 会让德育更能深入每一

个学生的内心。

三 、 在劳动中感受尊重与

理解

劳动创造美 ， 劳动创造生活 ，

劳动也是一种文化。 学校把劳动作

为一种隐性的教育方式， 让它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从而达到育人

的目的。

进到校园， 你不会找到一个清

扫卫生的临时工， 却能看到处处有

学生劳动的身影。 这就是幼师学生

的一门课———值周劳动。 开展值周

活动以前， 学校的厕所卫生和中午

的剩菜剩饭一直是令人头疼的事情。

午饭里吃出点鸡蛋皮， 菜稍微过点

火候， 就可能听到抱怨声， 看到倒

掉的饭菜 。 原先学校用主题班会 、

各班轮流值日、 问卷调查、 甚至更

换食堂大厨等方式来教育学生， 但

都未收到理想效果。 为了改变这种

现象， 也为了学前教育保教结合的

培养目标， 学校下决心尝试值周劳

动， 让学生参与进来。 每次值周都要

经过思想引领、 过程体验、 结果分享

三个环节， 即每个班值周前都要由专

门的老师进班与同学们探讨劳动对幼

师学生的意义； 过程中又有专门负责

的老师对学生如何清扫卫生进行一对

一、 手把手的指导； 值周结束后进行

劳动感受的交流与分享。

值周开始时 ， 学生也喊过累 ，

不过很快就会被劳动的成就感包围，

他们还创造了学校的新景观———厕所

文化和食堂文化。 厕所岗位是最脏

的， 可经过第一天的彻底清扫， 第二

天的保持， 第三天学生就开始有创造

性地装扮美化它。 他们学以致用， 融

合了美术、 语文、 保健等学科因素，

在洗手台放一个小香薰或一个栽在小

花盆里的笑脸夹子， 夹住一张别致的

温馨提醒的小纸条； 在墙壁上张贴的

或是一张入情入景的淡雅美术画， 或

者是立体的小蝴蝶； 灯的开关时刻处

在学生剪的形形色色动物图案的保护

中； 卫生间的门也成了健康知识普及

的平台， 如春天要预防水痘， 冬天如

何治感冒等。 无论站在哪个角度看，

眼前总像一幅画， 温馨感动会溢满心

头。 食堂岗位是最累的， 要准备全校

一千多名师生的午饭， 可能一站就是

一上午。 在与食堂工作人员的接触

中， 他们深受触动， 体验到了食堂工

作人员的辛劳， 他们与食堂工作人员

同劳动共欢乐， 俨然忘记劳动的疲

惫。 劳动让学生在自我的创造中体验

着自我的价值； 在铸就吃苦耐劳的同

时， 也让学生有了良好的心态， 形成

了好的习惯。 譬如， 看到别出心裁地

被装扮的很漂亮的卫生间时， 学生们

就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 不由自主地

就产生了保护意识； 看到自己亲手清

洁一新的环境有时被别人弄脏时， 学

生们的内心充满了矛盾， 体会到尊重

劳动的价值是多么的重要； 看到食堂

工作人员的不易， 他们会经常说， 做

饭的过程不易， 别浪费了， 否则对不

起食堂的阿姨们。

值周不再是单纯的劳动， 而变

成了一种无声的文化浸染， 在这种

劳动文化中让学生体验了艰辛与快

乐， 也体验了尊重与被尊重， 理解

与被理解。 今天他们能懂得尊重别

人的劳动成果， 明天就会懂得尊重

不懂事的幼儿和期望值极高的家长，

今天他们能理解劳动的价值， 明天

才能热爱所从事的职业。

作为未来的幼儿教师， 职业爱

是一切工作的源泉。 爱职业、 爱孩

子， 在职业爱的基础上加深对自身

责任与专业发展的理解， 是幼师人

才培养的关键内容， 这其中隐性教

育课程无疑会发挥特殊作用。 多年

来， 青岛幼师重视并开发了除阅读、

墙饰和劳动之外还包括课堂文化 、

教师师表、 艺术教育、 志愿者活动、

感恩月活动等隐性教育因素， 就是给

予学生爱与责任的教育， 培养学生的

综合素养。 隐性课程的影响不带有强

制性， 但起到规范行为、 磨炼意志、

陶冶情感、 引导认知的作用。

尊重差异 因性施教

青岛幼师的学生以

女生居多， 占全校总人

数

94%

， 但近几年随着

幼教市场对男幼儿教师

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男

生也处于 “关键少数 ”

的位置， 如何根据不同

性别特点， 有的放矢地

开展好男女生教育， 让

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可用

之材， 是近几年学校在

思考探索的一个重要课

题。 青岛幼师本着尊重

性别差异， 关心每一个

学生成长的指导思想 ，

尝试找到了一种因性施

教的育人方案。 即初步

形成了基于以自尊、 自

信、 自立、 自强为目标

的 “一体两翼” 女生教

育模式和以阳光刚毅 、

敢于担当、 才技突出为

目标的 “三效合一” 男

生教育模式。

校艺术团队感恩活动月演出

值周培养责任意识， 劳动打造洁净校园

学校开设男生特色舞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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