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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汇

□陈 欢

新学期伊始，许多教师都会为

创设新的班级环境而加班加点。

然而，这项工作到底是教育的必

要，还是无谓的消耗？由于曾经从

事幼儿园物质环境质量研究，我发

现，儿童的许多话都大有深意。比

如，面对教师费尽心思做的装饰花

边和墙绘卡通，孩子们无动于衷，

却对犄角旮旯里的一块石头脱口

而出：“这个有用！这是我们游戏

里的基地！”

“有用”这个词足以引发我们

思考：确实，游戏不正是儿童的工

作吗？环境在游戏中的“用处”，难

道不是最重要的吗？事实上，在一

些理念先进的幼儿园，户外区域几

乎很少见到特意设计的、精美的环

境，取而代之的是原生态的户外活

动场景。如英国一些幼儿园户外

区域中的“泥巴厨房”，教师几乎没

有用任何装饰就撑起了儿童游戏

和探索的乐园。

在环境创设中，鹰架才是儿童

需要的。鹰架又称“脚手架”，它源

自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的概念，

意思是教师要为儿童提供脚手架，

支持他们在最近发展区内实现进

步。我认为，每个教师心中都要有

一幅地图——儿童学习与发展的

地图。通过对儿童的日常观察，教

师在地图上寻找对应的评价条目

和定位儿童的具体发展水平，然后

再基于儿童的发展情况和兴趣，考

虑如何用环境对儿童进行支持。

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就会明白：教师真正需要

提高的是对幼儿发展和全面支持的深刻理解，

因为只要能够让儿童深度参与的环境就是好环

境；而即使环境有问题，真正需要纠正的也不是

环境本身而是创设的缘由。

为何有些教师所创设的环境在儿童眼里没

那么“有用”？或者说，为何我们总是能看到“不

专业”的环境创设？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教师们很难专心。他们的时间、精力被各式各

样的工作所牵扯，而“师幼比”太小更是导致他

们常常顾此失彼的客观因素。我们都知道，儿

童的学习与发展是整体的，并总是以问题为导

向。因而，当一个班级的环境以记录与探索儿

童的问题为目的去布置，那就是对儿童“有用”

的环境。对教师来说，环境创设不应该受教条

所束缚，而应当体现教师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

教育思考。只有教师有时间、有精力、有能力去

专心地思考儿童，才能够深刻理解环境中自然

材料、开放材料的魅力所在。

□本报记者 朱 丹

全国两会期间，推进教育公平成为

热议的话题，一些代表委员建言，核心

在于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补齐乡村

教育短板。

在乡村教育中，学前教育资源更显

匮乏，可以说是“短板中的短板”。如荒

漠需要甘霖，乡村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山

区幼儿园，无不渴望着获得更多支持，

让乡村儿童享受优质的教育。

从2014年开始，我省有这样一群

普通人，他们用爱心支持乡村教育，为

乡村儿童照亮前行的路。他们是民间

公益团队——筑梦幼教公益联盟的志

愿者，他们中大部分人来自宁波地区的

幼儿园。

3月初，筑梦幼教公益联盟举办了

一场故事分享会，每一位志愿者回首过

去1500多个日日夜夜，讲述了联盟中

触动心弦的人和事。

相约每个月的第二个周六
每个月的第二个周六，是筑梦幼教

公益联盟的固定公益日。

“为什么选在这一天？”联盟创始

者、宁波市闻裕顺幼儿园园长李江美的

故事解开了记者的疑惑。2014年 10

月，她随同宁波市教育局督察组前往乡

镇幼儿园督察，发现乡村存在不少园舍

硬件欠缺、师资业务能力不足的薄弱幼

儿园，而且部分乡村幼儿园在周六也应

上班的家长要求开班。“为了乡村儿童，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事后，她决心利用

休息时间，带上教具、学具去送教。

在李江美的带动下，身边的同行开

始自发地参与到周末送教的行动中。

渐渐地，公益送教由一个人变成3个人

的小团队，再扩大到今天490人的联盟；

志愿者也从幼儿园教师蔓延到医生、律

师、退伍军人、电力工人、公务员、企业

家等不同群体。据统计，联盟先后向

134所乡村幼儿园送教，1.5万人次的乡

村儿童受益，10万多人次乡村教师获得

帮助，30多万助教物资成功对接……其

间，他们不仅走遍了宁波地区角角落落

的乡村幼儿园，还将爱心送到了三门

县、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陕西省甘泉

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等。

或许，数字是枯燥的，但聆听送教

过程中的故事，就会更加理解公益日那

一天对乡村幼儿园和乡村儿童非凡的

意义。

关于联盟第一次来送教的场景，民

办园余姚市三七市镇胜利村幼儿园园

长丁小飞至今记忆犹新。事实上，在此

之前，她正打算关闭幼儿园。然而，联

盟的到来让她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个错

误的决定。“如果我不办幼儿园，那孩子

们怎么办？无论多困难都要把它办下

去。”她回忆，之后联盟的志愿者们一次

又一次来到幼儿园，在带来优质教学活

动的同时，还和教师们一起开展了现场

教研。

无愧于“师者”的称号
在联盟中，宁波市海曙区南雅音乐

幼儿园园长华瑛和宁波市闻裕顺幼儿

园党支部书记陈延文是大家钦佩的幼

教前辈。她们身上拥有着两个共同的

特质，一是已经年过半百，二是拥有30

年以上教龄。

每月一次的公益日，华瑛从未落

下。有一次，联盟去三门县送教，她担

心赶不上早班火车，提早一天在火车站

附近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晨便早早地等

在了集结地。每次活动结束后，她都会

拿起同一个朴素的小册子，把自己的

“筑梦轨迹”记录下来，这样做的意义正

如她写在册子扉页上的那句话：“‘筑梦

行’，让你我变得更美好。”

陈延文也是一位老教师，但每当她

来到乡村幼儿园就浑然忘记了自己的

年龄。自4年前加入联盟后，她几乎每

期必到。有一回，因为临时有事无法前

往，她就委托联盟中的伙伴带去了6大

箱建构积木，以这种方式捎去对乡村儿

童的爱意。

这些年来，宁波市外经贸幼儿园的

娄晓红给乡村儿童带去了很多好听的

故事、好玩的游戏，为乡村幼儿园捐赠

“爱心建构区”，带动家人和同事一起关

注乡村学前教育。于她而言，孩子们那

一声声亲切的“小红花老师”，早已成为

心中的牵挂。

联盟里的这些人、这些事，很多都

被宁波市海曙区翠柏幼儿园教师张露

记录在了镜头里。她坦言，其实很多人

并不了解乡村学前教育的现状，就连不

少教育工作者甚至是幼教从业者也不

一定清楚。“或许，我的镜头可以向更多

人传递乡村幼儿园的真实情况。”

以爱之名继续前行
作为联盟的核心团队，宁波市闻裕

顺幼儿园与宁波市奉化区岳林街道明

化村开心幼儿园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结

对。开心幼儿园是一所由两幢民房改

建而成的小规模幼儿园，有4个班级，

约130名幼儿，其中90%是外来人员子

女。结对期间，闻裕顺幼儿园带去了教

研、安全教育、迎新演出、游园等专场活

动。而开心幼儿园也悄悄地发生了一

些变化：图书馆、玩具屋变大了，各班有

了主题墙、简易区角活动区，教师们还

多了一间开展教研活动的会议室……

“得益于联盟的支援，孩子们体验到了

多样化的游戏活动，教师的教育理念和

教学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开心幼儿园

园长庄玉珍感慨，做学前教育离不开一

颗爱心。

随着联盟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幼

儿园和闻裕顺幼儿园一样，以团队的形

式参与到公益活动之中。

宁波市第二幼儿园园长王晓璐在

联盟成立之初就是公益活动的“主力选

手”。受到她的影响，该园党团员教师

组成了一支“e米阳光”志愿团队，10多

所乡村幼儿园里留下了他们的印记，见

证着乡村幼教近年来的点滴发展。

宁波市北仑区新蕾幼儿园的筑梦团

队，他们以专场活动的形式走进了多所

乡村幼儿园。令团队成员印象最深刻的

是去年曾到访过的位于奉化区南渡村的

南浦幼儿园。这所暂设在小学里的幼儿

园，没有草坪、滑滑梯、沙坑水池等城区

幼儿园常见的设施，孩子们渴望游戏，需

要有和同龄人一样的玩具和材料。于

是，他们尽可能地为孩子们呈现了有趣

的活动、新颖的材料和生动的课堂。

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道阳光丽园

幼儿园一共只有14位专任教师，但所

有教师都是联盟的成员。平日里，每位

教师在幼儿园都身兼数职，忙碌是工作

常态，但他们依然投入地对待每一次公

益活动。正因此，他们收获了孩子们纯

情的“告白”：孩子们会自豪地向别人介

绍“这是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呢”；孩子们

会偷偷地把舍不得吃的饼干塞进他们

的口袋；孩子们还会期待地问他们“什

么时候再来”。为了不辜负这些孩子，

他们承诺：“来，我们下次一定再来！”

□本报通讯员 周 玲

在今年的全国政协小组会议上，不

少委员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家庭教育，齐

心协力提高家庭教育水平。近日，长兴

县太湖图影中心幼儿园召开了一场围

绕家庭教育的家长会。不同于以往“园

长说，老师说，家长听”的传统模式，这

次家长会通过互动讨论、主题辩论、问

题会诊等环节让家长成为主角，以辩

手、讲师的身份与教师探讨育儿经。

“你的孩子在家里让你最头痛的事

情是什么”“孩子回来告状说被打了，你

会怎么做？”“如何看待孩子不收拾玩具

的现象？”“亲子陪伴阅读是爸爸好还是

妈妈好？”……随着一幕幕孩子日常活

动情景的视频再现，一场关于“爱与责

任”的对话在该园大班教室拉开序幕。

面对“服从与妥协”“忍让与还手”“责任

与义务”等令家长们两难的问题，正反

双方“辩手”据理力争。

在亲子陪伴阅读主题辩论中，正

方代表雨馨妈妈认为妈妈拥有的女性

温柔、体贴、关怀、细腻等多重特质，更

有利于孩子接受阅读知识和培育人文

情怀。在她看来，妈妈陪伴孩子阅读

的时间更长，量的积累能帮助孩子养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反方代表则认

为，尽管妈妈在亲子阅读中做得更多，

但爸爸可以丰盈亲子阅读的内容和质

量。“家长们在唇枪舌剑中倾听和反

思，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亲子阅读的重

要性，从而明确自己关于亲子阅读的

定位、理解和尚需持续改进的目标和

方向。”在场“围观”的教师点评道。另

外，针对孩子之间的冲突与纠纷，大班

家长聪聪爸爸的一番论点得到了其他

家长的认同。他认为，家长不能一味

教育孩子“忍让”，也不能一味教育孩

子“打回来”，家长应该让孩子学会保

护自己的同时，做到不要伤害他人。

在中班教室，家长们的辩题是一

个脑洞题——“如果孩子一夜之间长

大，你愿意吗？”家长们分组探讨，各抒

己见，如“如果孩子一夜之间长大，他

没有接受到各个阶段的教育，未来就

会无法适应这个社会。”“孩子应该好

好享受童年，不必急着长大。”“一夜之

间长大也是一件好事，家长可以和孩

子有更多相处的时间。”……在这场分

组辩论赛中，无论是观点的精彩陈词，

还是案例的娓娓道来，都在不断激活

着家长们的育儿观。

“良好的家庭教育才能让教育这件

事做起来事半功倍，因此，这次家长会重

在提升家长参与教育的主动性。同时也

希望家长能够意识到，家庭教育对孩子

的作用是无可取代的。”园长江玫介绍，

该园近来对家长会进行了探索与创新，

家长唱主角将是今后家长会的趋势。

家长化身“辩手”，探讨育儿经

本报讯（通讯员 张其峰）近日，为

充分保证幼儿户外活动时间，武义县壶

山幼儿园整合场地与器械，开展了互通

式户外体育活动。

活动前期，教师对每一个场地的

器械进行筛选，制定并绘画了简单易

懂的活动规则，幼儿在一个小时内可

自主选择2~3个场地进行锻炼。在设

计体育活动时，该园遵循五个原则：

一是场地开放性，教师对周边环境和

运动区域进行有机融合，将所有运动

区域同时向幼儿开放,不受时间、空

间的限制；二是材料环保性，教师和

家长利用生活中的废旧材料制作器

械，尽可能地做到绿色环保；三是内

容多样性，根据园内场地、设施、体育

玩具等，利用丰富的运动资源支持幼

儿活动；四是互动频繁性，打破班级

界限，通过同一年龄段幼儿间的互

动，为他们提供自主交往、主动合作

的机会；五是自主选择性，幼儿可以

按自己的意愿、爱好选择运动区域，

调节活动时间及次数，并自己决定

“怎么玩”“和谁玩”。

武义县壶山幼儿园开展互通式户外体育活动

江山市城东幼儿园

《职业准则》成字帖

本报讯（通讯员 刘玉苏）“你练的是什么字体？”

“来，看看我的行楷有没有进步？”……近日，江山市城东

幼儿园把《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以下

简称《职业准则》）设计成字帖，教师们将练习字帖定为

每天的挑战目标。

寒假期间，园长廖小英就把《职业准则》打印成了颜

真卿体字帖，每天在家练习毛笔字，至今已有50余日。

渐渐地，她发现自己对着字帖练习书法的同时，不知不

觉就把《职业准则》熟记在心。“写一手漂亮的字不仅是

幼儿园教师的基本功，还能给幼儿以美的享受,为幼儿

前书写做榜样准备。”她介绍，开学后，她把硬笔行书体、

硬笔楷体、草书体等形式的《职业准则》打印成字帖，并

分发给全园教职工用来练习书法。如今，教师们每天都

会聚在一起切磋书法，这已成为该园师德培训的内容之

一。据了解，该园还将《3~6岁儿童发展纲要》《幼儿园

管理条例》《幼儿园保育制度》等文件也打印成字帖，让

教师们在练字的过程中将各项规章制度内化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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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诸暨市街亭镇中心幼儿园的大班幼儿
走进田野，通过种植蔬菜、观察与记录农作物生长
情况等活动，认识和了解农作物。

（本报通讯员 陈霞芳 摄）

一群普通人的乡村幼教扶贫之路
——来自筑梦幼教公益联盟的故事

3月12日，义乌市稠城中心幼儿园的虎妈足
球队开始了新学期的第一次体能综合培训。据
悉，该园有一支小虎足球队，在全省幼儿足球表演
大赛、幼儿足球节上连续5年总分排名第一，历年
均获得团体一等奖，而他们的指导教师就是有“金
牌教练”之称的虎妈足球队。图为虎妈足球队在
进行折返跑训练。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摄）

虎妈足球队虎妈足球队开练啦开练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