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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汇

□何应林

幼儿职业启蒙教育是职业启蒙

教育的初始环节，是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它对幼儿今后的

职业生涯发展和幸福生活获得具有

重要的意义。那么，它应该如何定

位？从何时开始？又如何实施呢？

幼儿职业启蒙教育是帮助幼儿

初步认识各行各业，在他们心中播撒

职业“种子”的一项工作。它既要帮

助幼儿认识职业，又要帮助他们认识

自己，还要在他们心中建立起自己与

职业的联系。当然，对幼儿的职业启

蒙只是一种初始教育。这就明确了

幼儿职业启蒙教育应该做什么、做到

什么程度。

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

理论和舒伯的生涯理论，职业启蒙教

育可以从幼儿 4 岁开始进行。结合

我国幼儿教育基本情况，笔者以为职

业启蒙教育也可以在学前教育阶段

进行渗透。

幼儿职业启蒙教育应该如何实

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参

加职业体验活动。职业体验活动包

括参观职业场所、带孩子上班、扮演

职业角色等。参观职业场所方面，幼

儿园可以组织幼儿到附近的企业、医

院、大学、警察局等职业场所参观，幼

儿家长也可以在课余时间带孩子到

其还没有参观过的一些职业场所参

观。家长甚至可以在自己工作较为空闲的时候

带着孩子上一天班，让孩子了解自己的职业环境

和基本情况。此外，幼儿园可以提供场地和道

具，让幼儿扮演各种职业角色，将职业角色扮演

游戏纳入教学活动之中。

其次，结合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各种职业人

适时对幼儿进行教育是一条方便、有效的职业启

蒙教育实施途径。例如，在去幼儿园的路上，孩

子看到环卫工人、交通警察时，家长有意识地介

绍一下他们的工作职责。日积月累，幼儿对不同

职业的认知也会随之增长。

再者，阅读职业启蒙绘本是比较受幼儿喜欢

的方式。职业启蒙绘本大多是图文并茂地介绍

各种职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会有不同的解读。

选择这一途径实施幼儿职业启蒙教育的前提是

要精心挑选绘本，然后再以绘本故事、亲子阅读

等方式展开。另外，由教师或家长来为幼儿讲述

职业故事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如果采取这一

途径开展幼儿职业启蒙教育，教师或家长可以自

编故事，并将丰富的信息融入故事之中，以达到

良好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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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前不久，省教育厅确定了102所幼

儿园为“安吉游戏”实践园。而位于安

吉县农村的梅溪镇紫梅幼儿园则作为

示范单位，将向前来参观和考察的同

行展示其独具乡土特色的“安吉游

戏”。“‘安吉游戏’的核心在于把游戏的

权利还给儿童。让儿童自由、自主、自

觉地开展游戏，这是我们想要大力传播

的理念。”紫梅幼儿园园长钱敏说，她也

是该县学前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之一。

今年教师节，钱敏获得了省农村

教师突出贡献奖。她已经从教29年，

其中21年待在农村幼儿园，为的是实

现她的教育理想：“让农村的孩子同样

享受优质的学前教育。”

对乡村幼教情有独钟
为何对乡村情有独钟？钱敏告诉

记者，她的幼教生涯始于一所农村幼

儿园——安吉县孝丰镇中心幼儿园。

在那里，她一待就是13年。其间，她慢

慢地从配班教师成长为优秀班主任。

2010年，随着安吉县学前教育改

革的深入推进，需要更多业务能力强

的教师去带动乡村学前教育发展。对

此，当时已是安吉县实验幼儿园骨干

教师的钱敏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农村。

“出发前，我并不知道自己要去的是一

所和小学设在一起的农村幼儿园。”她

回忆说。在上墅乡中心幼儿园担任副

园长的短短一年里，她不仅带去了先

进的教育理念，而且还协同园长（小学

校长兼任）规划并新建幼儿园，为该园

从小学剥离打下了基础。

隔年，她辗转来到了离县城更远

的紫梅幼儿园。“我想让农村孩子也能

在好的环境中游戏与生活。”身为园

长，她到园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改善

园所环境。每打造一处环境，每投放

一件材料，她都会以孩子的视角来审

视：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孩子能

获得什么？于是，这里的环境处处体

现了“以儿童为主体”的教育观。比

如，该园每一间教室的墙面都由孩子

做主：有的地方挂着孩子画的游戏故

事；有的地方张贴着孩子心目中最得

意的作品；有的地方留有大量空白，等

待孩子们进一步的探究和补充。这也

让她体会到，环境改善的过程恰恰是

幼儿园办学不断规范、教育内涵不断

提升的过程。

“走进梅溪镇的各个村子，看到最

漂亮的建筑便是幼儿园。”钱敏告诉记

者，紫梅幼儿园下辖的5个教学点均于

2012年被认定为湖州市级标准化教学

点。自2011年以来，她总是奔波在梅

溪镇的各条村道上，争取各村委对教

学点的支持。就在今年暑假，荆湾教

学点由村委投入40万元进行全面改

建，成了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幼儿

园”。为了让教学点的孩子也能享受

优质的教育，紫梅幼儿园每个月都会

派骨干教师走进教学点帮扶指导。与

此同时，教学点的教师每周五下午都

会到紫梅幼儿园参加集体教研，并根

据其实际需求分批来园挂职 1~2个

月。去年5月，在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

启动仪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幼教同

行走进红庙教学点现场观摩，其办学

模式得到了广泛好评。

与“安吉游戏”共成长
在钱敏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一

幅书法作品——《蒙以养正》。她希望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在孩子的童年

时期施以儿童的教育。与孩子相伴近

30年，她十分清楚什么样的教育才真

正适合孩子。因此，在参与“安吉游

戏”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她和教师团

队尝试放手把游戏还给孩子，让孩子

在“真游戏”中成长。

如何让孩子成为游戏的主人？钱

敏带领教师们抛开统一的教材，把自

己从传统的教学中解放出来。在游戏

中，他们不设定规则、材料和玩法，也

不规定孩子们的分工与角色，更不轻

易“出面”帮助孩子。他们只是在一旁

默默地观察和记录孩子。放手后，他

们发现了不一样的孩子。他们被孩子

们投入的神态、愉快的情绪感染，更被

在游戏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孩子震撼。

“‘安吉游戏’这一模式无处可借鉴，

完全要靠我们自己去摸索。”钱敏坦言，

在这些年的游戏课程实践中，她经历

了从困惑、沮丧、茫然到豁然开朗的心路

历程。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专业蜕

变，是因为她每天都亲临教学现场，和

教师们一起解决教育中的“真问题”。

在紫梅幼儿园，所有园本教研都指向

真实的教育问题，为的是能够适时地在

背后“推”孩子一把。“这样的园本教研

使得幼儿园的园本培训从形式走向实

效，我们和孩子一样，在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得到专业的提升。”她说。

这学期，钱敏又带领教师们开始

探索“安吉游戏”背景下的反思型备

课。“一日生活皆课程。我们的教案内

容全都从孩子的游戏、生活中而来，通

过孩子在课堂上的集体讨论去引发更

多思考。”她认为，这与《3~6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中的领域教学相契合，

其目标不着痕迹地落实到了幼儿园一

日生活之中。

在乡村追逐幼教梦
——记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获得者、安吉县紫梅幼儿园园长钱敏

□本报通讯员 张赛男

玉米、棉花、花生，颜料、麻绳、彩

纸……在孩子们的巧手下，这些通通

都成了“萌萌”的艺术装饰品。每逢秋

天，浦江县檀溪镇中心幼儿园都会举

办一场“巧手节”，孩子们利用农作物

和手工材料进行手工创意大比拼。

该园位于浦江县檀溪镇寺前村，这

里有着淳朴的民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独特的民俗文化。近年来，该园对所处的

文化氛围、幼儿园实际情况和幼儿发展

需要进行分析，整合乡土资源，选取适

合幼儿的元素融入日常教学活动之中。

寺前村有着历史悠久的舞龙传

统，该村舞龙队曾参加过“中国舞龙大

赛”，获得了中国民间艺术最高奖——

“山花奖”。在该园教师看来，把这项

集武术、舞蹈、音乐为一体的民俗游戏

引入幼儿园，再合适不过了。于是，他

们就在幼儿园里打造了一款幼儿版的

“舞龙擂台赛”，孩子们每个月都有机

会参加。当然，打擂台可不简单，孩子

们想要摆出“游龙戏水”“闲龙摆布”

“盘龙夺球”等龙灯形象，必须要先学

会团队合作。据了解，该园大多数家

长都会舞龙，有的甚至是舞龙高手。

对此，该园每学期会举办一次“民俗亲

子运动会”，邀请家长和孩子一起舞

龙、跳竹竿，在活动中增进亲子感情。

发糕、麻糍、米粉粿子……光听这

些家乡美食的名字，就让人食指大动。

为了贴近幼儿的生活实际，该园利用家

长资源，发起了“寻味檀溪”活动。在每

学期举行一次的美食节上，孩子们成了

美食摊的“大掌柜”，在家长的指导下制

作传统美食，享受舌尖上的家乡美味。

作为一所农村幼儿园，该园还鼓励

幼儿亲近周边丰富的自然资源，体验真

实的农村生活。走进该园的“农家乐”

俱乐部，孩子们在“快乐种植园”里开

荒、播种、除草和施肥；他们化身小茶

农，来到茶山采茶，跟茶农学习如何制

作茶叶；他们还在“巧手节”上自由创

意、分组合作，感受果实丰收带来的喜

悦。随着“农家乐”俱乐部活动的持续

开展，教师们越来越感受到，丰富的乡

土资源为幼儿园带来了活力，本土性的

一草一木都成了教育的元素。

因地制宜，让教育更有“乡土味”

□本报通讯员 刘华良

“如今，幼儿教师光是会‘说唱弹跳’

远远不够，还需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

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不久前，在衢州

市幼儿教师基本功大赛上，来自江山

市江滨幼儿园的两名青年教师在众多

参赛教师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一等奖。

自2013年以来，该园不断涌入大

批青年教师，他们成为教师队伍的主

力军。“青年教师有着独特的优势，但

也存在着诸如基本功薄弱、家园沟通

协调能力不足、一日活动组织有时会

出现随意无序等短板。”副园长程玉明

说，提升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成为幼

儿园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此，该园制

定了长期的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多维

度助力其成长。

程玉明介绍，针对教师教育教学能

力弱的问题，该园以技能为突破口，加

强基本功训练，要求教师每周完成“一

曲一画一教案”，即每周完成一个命题

绘画，进行一次抽签弹唱，完成一个指

定内容的教案设计。该措施从2015

年起施行，至今已坚持3年多。与此同

时，该园一方面鼓励教师“走出去”，即

有外出学习、观摩、赛课等活动尽量安

排青年教师参加；另一方面努力“搭台

子”，如举办一学期一次的基本功比

赛、说课比赛、教学比武等活动，让青年

教师有更多机会展示自我。在该园每

年举办的教师基本功大赛上，他们会邀

请各级教研员、幼儿园园长和骨干教师

等担任评委。除了打分，评委还会根据

教师的优势和不足，进行针对性指导。

近几年，江滨幼儿园还启动了“新

老结对”工程。为使这项工作真正落

到实处，该园根据青年教师的个性、特

长和资深教师进行“配对”，并从理论、

教学、教研、基本功等各方面来制定结

对活动。不仅如此，该园还为青年教

师创设更多学习体验的机会。“以往，

青年教师在研训活动中的参与度不

高，他们总是坐在台下聆听骨干教师

分享的内容。”程玉明说，考虑到这样

的状况，该园开始采用体验式、互动式

等培训形式，让全园教师分组来参与主

题讨论、设计和汇报。“经过多年培训，

大多数青年教师都顺利成为合格的教

师，对自我提升也越来越‘自律’。”

从2014年开始，该园以“学习身

边楷模，增强教师幸福感”为主题，设

立每年一次的“感动滨幼人物”表彰

会，通过播放录有获奖教师工作点点

滴滴的微视频、邀请其家人来现场送

祝福等环节对获奖教师进行鼓励。据

了解，在该园每年被选上的3位“感动

教师”中，其一会固定在青年教师间评

选。活动的举行，不仅点燃了青年教

师的工作热情，也让青年教师乐于去

寻找感动、收获感动和延续感动。

“如同伯乐培养千里马一般，幼儿

园也要善于发掘青年教师的闪光点。”

程玉明认为，青年教师是幼儿园的未

来，他们的成长影响着孩子的发展，也

决定着幼儿园今后的发展方向。因此，

该园在县管校聘的大背景下，追求中层

干部年轻化，让越来越多青年教师参与

到学校的重要岗位和工作中去。如90

后教师王海燕成功竞聘幼儿园的团支

书岗位，工作未满10年的徐慧萍在该

园吴村分园执行代理园长工作等。

江山江滨幼儿园：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助力成长垃圾分类知多少
游戏棋来告诉你

本报讯（通讯员 应 珠）牛奶盒、废纸、塑料袋、水

果皮，应该投放到哪个颜色的垃圾桶里呢？近日，象山

县机关幼儿园家园合作，共同制作了垃圾分类游戏棋，

将这个复杂的问题融入游戏棋中，让幼儿边下棋边学

习垃圾分类知识。

除了幼儿园大厅，各个班级的区角中也都摆放着

师幼、亲子一起设计制作的垃圾分类游戏棋。如大班

的“挑食的垃圾桶”飞行棋，根据游戏规则，孩子们轮流

掷骰子，在凭点数走棋的过程中，如果碰到棋格有垃圾

图标，就要运用垃圾分类的知识，准确“投放垃圾”；如

果“投放”错了，就暂停掷骰子一次。据了解，在设计游

戏棋之前，该园对全园幼儿和家长进行了一次大调查，

并根据幼儿的已有经验开展以环保为主题的集体活

动，让幼儿了解“什么是垃圾分类”“垃圾分类给人类带

来的好处”等。

10月10日，长兴县泗安镇中心幼儿园的教师和孩子们在
“快乐农场”里收获了冬瓜、南瓜、毛豆等农作物。他们将这些
果实或是晒在匾里，或是晾晒在竹竿上，并开展“抢收”“抢种”
“抢丰收”等互动游戏。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摄）

娃娃庆“丰收”

“快来扫我的二维码，听我讲旅行故事咯。”长
假刚过，缙云县实验幼儿园大一班的孩子们就迫不
及待地想分享自己假期里的旅行故事。为了满足
孩子的愿望，该园教师借助录音软件录下孩子们的
故事，并转换成二维码，扫一扫就能听到故事。

（本报通讯员 马春霞 杜益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