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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汇

创意园

深一度

本报讯（通讯员 仇世春 戴行茁
王 盈）100年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男性

幼儿园教师——张雪门先生在宁波创办了

星荫幼稚园，由此播下了现代中国学前教

育的种子。12月 4日至 6日，为继承和弘

扬他的学术思想，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

名学前教育专家及幼教工作者参加了在宁

波市海曙区举办的“生活·行为·经验——

张雪门教育思想百年纪念研讨会”。

据载，作为中国现代幼儿教育体系的

奠基人之一，张雪门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

是“生活即教育”“行为即课程”。在实践

中，他强调幼儿教育要贴近幼儿实际，符合

幼儿的兴趣和需要，并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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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当年的星荫幼稚园

依然还在，并在传承中蜕变成一园三址的

宁波市第一幼儿园教育集团。近年来，该

园在张雪门行为课程的基础上，强调给现

代儿童创设生活中实践的机会，倡导吻合

当下社会发展的核心文化价值，充分利用

宁波特有的文化以及物质资源，建构了新

行为课程。

研讨期间，多位学前教育专家作了主

旨报告。如台湾台东大学教授林文宝谈及

张雪门“儿童文学讲义”与幼儿阅读时，分

别从“儿童文学分类”“张雪门儿童文学讲

义”“阅读要领”等几个方面对儿童文学进

行了阐述，提出了如今的教育趋势，强调非

认知技能的学习，深入浅出地传递了儿童

文学的新思路、新建议、新方向。原香港教

育大学教授黄树诚长期致力于体音教育研

究，他基于张雪门“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

结合自身研究向与会者展示了“创意综合

式幼儿肢体音乐课程”：幼儿肢体音乐活动

是生活性和建构性的经验，是全人发展的

最佳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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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

公室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

冬季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和学校迅速排查学校及周边

安全隐患，结合冬季和年末特点，将各

种不安全因素纳入防控范畴，盯住薄

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尤其注意防范社

会矛盾引发学校安全事故，切实维护

学校安全和谐稳定，保障学生安全。

一直以来，“安全”都是校园管理

工作绕不开的关键词。随着冬季来

临，雾霾、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增多，

安全问题更是日益凸显。对此，记者

近日走访了我省部分幼儿园，了解各

园在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幼

儿安全方面的做法。

排查安全隐患，防范在先
手足口病、诺如病毒感染、流行性

感冒……冬季是传染病高发季节，幼

儿因自身免疫力较低，比成人更容易

遭受其侵袭。对幼儿园来说，卫生安

全无疑是冬季安全工作的重点之一。

义乌市国贸幼儿园教师方笑娟

告诉记者，每到冬季，该园保健医生

就会分步开展入园检查，晨检时做到

“一问、二看、三摸、四查”，如摸额

头、查看幼儿精神状况、检查幼儿个

人卫生等。同时，该园对教室以及户

外玩具进行严格消毒，预防冬季传染

病蔓延。

针对冬季幼儿生病频繁的情况，

杭州市丁蕙第二幼儿园教师加强保健

室以及保健人员的管理，药品、消毒物

品、治疗器具等做到分类摆放、定期检

查，及时更换过期、失效的卫生用品。

对于有毒药品（如灭害灵、消毒药等），

单独存放，妥善保管。“另外，对于正在

服药的幼儿，幼儿园要求家长每周写

好服药条，注明幼儿姓名、服药时间、

注意事项等内容。而本班教师要做好

药物保管和幼儿的严格用药。”该园教

师范梦儿补充说。

“除了卫生安全，幼儿园食品安全

也直接关系着孩子的身体健康。”来自

义乌市宾王幼儿园的楼丽介绍，每天

早晨6点30分，由1名家长和1名教师

组成的检查小组会轮流验收配送公司

送来的蔬菜、肉类以及水果是否新鲜，

并每天邀请4~6名家长来园与孩子一

起就餐。“天气逐渐转冷，为了做好饭

菜保温工作，幼儿园通过食堂人员例

会、保育阿姨技能比武、班级教师分享

经验等措施，确保饭菜看得见‘热气’，

孩子吃得‘热乎’。”

根据新颁布的文件，冬季校园安

全工作要求确保学校周边及交通安

全、确保冬季采暖及消防安全、确保学

校食品与卫生安全以及加强学生心理

健康排查与教育等方面。为此，杭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文瀚幼儿园立即开展

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包括幼儿园校

舍安全、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周边环

境安全等。该园安全工作负责人周菲

说，根据排查出的安全隐患，组织全体

教职工开展安全工作培训，做到防范

在先。

加强安全教育，意识在前
“嘟嘟……”随着哨子声响起，一

位身穿制服的交警叔叔有序地开始指

挥交通，一群小小驾驶员和行人们认

真地模拟着道路的交通状况。眼前这

一幕发生在东阳市实验幼儿园。近段

时间，该园开展了安全宣传月系列活

动，培养幼儿的自我安全意识。在园

长沈群英看来，安全工作必须放在幼

儿园工作的首要位置，而加强对幼儿

的安全教育是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该园的安全宣传月期间，消防员带

着装备走进幼儿园，为孩子们普及消

防安全知识；家长不定时入园扮演“骗

子”，开展防拐骗演练。

杭州市西湖区百家园路幼儿园通

过教学活动、现场演练和小剧场等途

径来开展宣传教育。在全国消防日这

天，该园全体师生参与了消防演练，孩

子们在紧张有序的实景模拟中感受到

了火灾自救的意义和重要性。演练结

束后，该园还通过安全小剧场的形式，

让幼儿“大带小”了解防火知识，如大

班表演手偶剧给中小班的弟弟妹妹们

看。据了解，该园的孩子们从入园第

一天就会接受“安全第一课”，认识幼

儿园里随处可见的安全标识是他们对

幼儿园的初次印象。“如‘上下楼梯不

拥挤’‘文明礼让，安全第一’‘消防通

道，不可以拥堵’等安全提示语都以孩

子乐于接受的卡通图画方式来呈现。”

该园教师毛美君对记者说，经过多年

常态化活动的积累，该园生成了“小黄

点在行动”安全微课程，“在课程中，每

一个孩子都化身‘安全小使者’，每发

现一处校园的安全隐患，就会获得笑

脸奖章一枚”。

“对幼儿来说，安全教育要寓教于

乐。”德清县雷甸镇第一幼儿园园区负

责人李晓霞对记者说，该园把“绿色童

谣”作为安全教育的重要载体，通过

学、编、画、传、唱、用等方式开展意外

伤害、饮食安全、交通安全、身体保健、

常规安全等教育活动。该园发动家长

和孩子一起收集或创编童谣，教师则

在此基础上加以整理归类。“针对不同

年龄段的孩子，即使是同一个主题的

安全教育内容，也相应编制了不同的

童谣。”她说，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童

谣有效提高了幼儿的安全意识。

绷紧校园安全这根“弦”

□本报记者 朱 丹

金秋之际，他们走进位于杭州西

溪湿地的柿子林，体验了一把采摘柿

子的乐趣，目睹了城市里的丰收场景；

冬日暖阳下，他们来到西子湖畔，探秘

西湖博物馆，乘坐游船赏美景、绘美

景，感受杭城韵味。近段时间以来，杭

州市欣欣幼儿园的“暖巢”假日小分队

纷纷出动，孩子们在家长和教师的带

领下走遍杭州的角角落落，体验城市

生活的点点滴滴。

把城市风貌和社会资源转化为幼

儿园教育活动的共享资源，通过亲历

与体验让新杭州人家庭尽快融入城市

生活，是欣欣幼儿园构建“暖巢共融”

园本课程的初衷。园长王笑璐介绍，

为解决望江地区居民及进城务工人员

子女入园难的问题，2009年杭州市上

城区创办了此幼儿园，该园目前有85%

的幼儿来自外来务工的新杭州人家

庭。“这些家庭的普遍情况是家长文化

水平较低、工作不稳定，同时因忙于生

计而缺乏对孩子的关注。”基于幼儿园

的实际以及生源特点，她与教师团队提

出为新杭州人子女打造“暖巢”，并开启

对“暖巢共融”课程的研究。

“幼儿园课程是教师和孩子从一

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间的美妙旅程，

是孩子亲身经历和体验快乐、收获的

过程。”王笑璐说。在教师和孩子的共

同建构下，该园确定了“以巢树人、以

文育人、以爱暖人”的课程理念，逐渐

形成了涵盖城市认知、行为养成、爱心

接力3个维度的课程实施内容。

美食、交通、场馆……欣欣幼儿园

的教师们群策群力寻找一切可利用的

资源，建立了主题活动资源库。例如：

小班组以城市里的美食为主题，开展

了寻味活动；中班组围绕城市中的交

通，进行了一场寻趣活动；大班组从城

市特产、城市风景入手，开展了城市寻

迹活动。在王笑璐看来，随着一个又

一个主题活动的生成，孩子们在丰富

的课程体验中展现出越来越强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而教师们对课程的理解

力和执行力也得到了提升。

除了主题活动，该园还将特色项

目活动作为课程的延伸和补充，如家

乡美混龄游戏、家长帮帮团、城市体验

日等。每周全园开展的家乡美混龄游

戏，根据丰富的生源及其不同的地域

文化，创设了“家乡特产超市”“家乡美

食吧”“家乡皮影戏苑”等8个混龄游戏

内容，借此来唤起幼儿对家乡的记忆

与热爱。每月开展的“家乡味道”活动

则是将生源地域分为“浙、川、徽、湘”

四大类别，幼儿、家长与教师共同参与

美食制作，让孩子们更直观地感受到

新老家乡的美食文化。

“作为课程建设的参与者，家长在

特色项目活动中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王笑璐告诉记者，该园家长帮

帮团的成员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家长，

他们所具备的技能和“活”资源极大地

丰富了课程资源，为孩子们提供了更

多学习与探索的机会。家长帮帮团里

既有供孩子实地参观的场地类资源

团，也有身怀糖画、书法、编织等特长

的技能类资源团，还有协助教师工作、

助力幼儿安全的义工类资源团。在家

长帮帮团的支持下，城市体验日项目

活动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孩子

们走进企业生产线、气象站、口腔医

院、公交公司、机场等场所，感受和体

验城市里的多项职业。

“暖巢共融”：搭建“小候鸟”融入杭城生活的平台

□朱建人

近年来，“给孩子适宜的

爱”这句话在幼儿教育阶段

十分流行。何为“适宜”，就

是“适当”“适合”的意思。不

难发现，这句口号是针对当

下学前教育的不适当和不适

合提出来的。具体来说，时

下学前教育的“不适宜”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超前教育。由于良

好的经济条件和激烈的教育

竞争，年轻家长普遍选择对

孩子进行超前教育，而这种

超前教育主要以知识的识记

和才艺的训练为主要内容。

这样的教育恰恰与幼儿的身

心发展规律相背离。对于幼

儿时期的孩子，我们需要关

注的是身体的发育、思维的

发展和社会性的习得。这些

是一个人终身发展的基础，

而那些过早的知识记忆和才

艺训练往往是以损害孩子的

身心健康为代价的。尽管从

表象看来，有的孩子被“教

育”得超乎常人，但到了一

定年龄，很快就会“泯然众人矣”。心理学

上有一个“成熟理论”，实验表明，超前习得

技能的儿童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比自然习

得技能的儿童要高出许多倍。值得引起注

意的是，由于过度进行机械重复的训练，导

致孩子身心发展和思维发展受阻的隐性代

价尚未计入。

二是游戏缺失。由于家长陈旧或是错

误的教育观念，现在有不少孩子缺少无忧无

虑玩耍游戏的机会，即便是一些比较开明的

家长，也往往会规定孩子去完成由成人设计

好的游戏活动，常常不顾及幼儿自身的需

求。其实，幼儿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游戏。

在游戏中，其体能的发展、智慧的开启和社

会性成长是同步完成的。可以说，如果一个

孩子在这个时期缺失玩耍游戏的经历，其人

格发育、精神成长和思维发展会存在严重缺

陷。这种缺陷不一定在儿童少年时期明显

表现出来，却可能伴随其一生。

三是过度呵护。由于社会环境中存在

着诸多不安全的因素，由此引发了家长对孩

子“无微不至”的保护。这种保护让孩子逐

渐丧失了在自然生活状态下自我保护和学

习的能力，其社会性发展也因此滞缓。这种

状态在幼儿时期或许并不明显，一旦到了青

少年时期就会凸显出来。学生的生活自理

能力不足和社会性发展不良往往与其早期

生活受到过度保护高度相关。

有人认为，当下的学前教育主要是把握

好“度”，只要“度”把握好了，就必定有好的

效果。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问题并非在

于“度”的轻重，而是教育理念的科学与否，

或者说“适宜”与否。由于人的差异性，决

定了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个

所谓的“度”也是很难掌控的，也缺乏一定

的普适性。

学前教育首先要明确的是教育的“目

的”在哪里，这个“目的”能否通过适当、适合

的教育来实现。如何做到“适宜”的教育？

我以为，归纳起来体现在一个“玩”字上，并

且是适合儿童心理特征的“真玩”。陶行知

先生曾说：“要解放儿童的空间和时间，让他

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

己高兴干的事情。”可见，依照儿童发展规

律，给孩子提供一个自由生长、自在生活、自

主发展的时空才是适当的、适合的。我们的

儿童需要在自主的、充分的玩耍中获得丰富

的体验，才会与这个世界建立真实的联系，

才能在变化愈来愈快的未来社会具备可持

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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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兴县张家村花园幼儿园开展义卖活
动。操场上的各个“摊位”摆满了孩子们和家长一起
采摘来的板栗、白果、番薯、菱角、南瓜等果实，义卖所
得款项也将全部捐献。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摄）

运动会上的“职业秀”
日前，江山市江滨幼儿园举办冬季运动会，孩子们在开幕式上表演了一场“职业秀”，每

个班级选择一种职业，用不同形式来演绎各种职业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图为演绎“警察”这
一职业的班级幼儿正在举行升旗仪式。

（本报通讯员 刘华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