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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课程质量提升的四个关键

自 2011 年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三
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与之相随的
是，我国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快速增长，学
前三年入园率获得快速增长，学前教育
进入一个寻求公平而有质量的新阶段。
而在儿童教育质量研究的五大范畴中，
课程质量是当前我国幼儿教育界质量提
升的重中之重。我国学前教育质量提升
有四个关键点需要予以关注——
第一，课程教材质量，必须涵盖儿童
全面发展的基本经验。学前儿童学习与
发展是经验获得与逐渐积累的完整过
程，因此幼儿园课程与教材也需要提供
全面发展的核心经验。然而，现实中幼
儿园的课程教材在五大领域课程活动时
间分布上呈现不均衡状态。例如，江浙
地区幼儿园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数学领
域课时量多、目标重复、难度层次不够；
语言领域内容和形式较为单一，缺乏引
导性。对此，提升课程教材质量需要提
升幼儿园课程建设的研究水平，提升地
方教研的课程评价水平，提升幼儿园教
师的课程审议水平。
第二，师幼互动质量，课程实施中是
否存在良好的师幼互动过程，决定了能
否给予课程教学过程有效的教育支持。
目前，教研和培训如何在课程教学过程
中帮助教师理解教育现场的儿童，帮助
教师看到儿童发展的差异，帮助教师支
持儿童的有效学习，是学前教育质量提
升的关键要素。如何提升师幼互动水
平？除了在教师培养、课程教研和教育
实践过程中帮助教师获得不同领域的核
心经验外，还要从教育教学的现场抓起，
依据 CLASS 量表的理论框架提升教师的
提问、反馈、陈述和评价策略。CLASS 量
表是当前国际上实证验证有效的师幼互
动质量观察性评估工具，已经被广泛应
用于师资培训、质量评价和研究。
第三，生成课程质量，为所有的孩子
创造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
“ 我们能够在
一套教材的基础上实现课程的生成发展吗？”
“ 我们能
够在使用教材的前提下达到项目方案课程的效果吗？”
“我们能够在使用教材的情况下实现园本课程建设
吗？”……基于这些思考，教师和儿童在课程实践过程
中形成良好的互动发展共同体，
“ 教师成为探索型的
教师，儿童学做探索型的学习者”是课程生成发展的
内在要求。提升生成课程质量，要允许教师在预成课
程基础上发展生成课程，如对“基本课程 80%和园本
课程 20%”的考量，帮助不同水平教师做出正确的课程
决策，利用基础课程教材指引生成方向等；同时，要允
许课程生成发展有不同的水平层次，如可以生成课程
活动、课程线索和课程主题等。此外，要提升课程生成
发展过程中教师的指导策略水平，鼓励和引导教师采
用提问与讨论、调查与追溯、记录与统计、分享与展示
等多种教育支持策略。
第四，干预课程质量，为特别需要的儿童提供特
别的发展支持。我国学前教育现场存在着各种发展
不利的儿童，包括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单亲家庭儿童
及某方面存在障碍的儿童等。其中，留守儿童和流动
儿童的干预教育是对当今农村幼儿园课程建设的最
大挑战。调查数据分析，我国每 10 个农村户籍儿童
中，有 4 个是留守儿童，2 个是流动儿童。留守儿童，
特别是农村的留守儿童，他们是留守儿童中最弱势的
群体，主要集中在村级民办幼儿园中，处于学前教育
发展最薄弱的环节中，享有的教育质量堪忧。对此，
我们需要提供特别补偿课程，为这些处境不利的儿童
提供发展需要的特别干预，尽可能地保证全体儿童的
均衡发展。
（本文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3

趁暑假，
补一补习惯培养

思享汇
□周 兢

学前教育

□本报记者 朱 丹
“早上爱赖床，晚上不肯睡”
“做事
拖拖拉拉”
“ 沉迷电子产品”……进入
暑假，不少家长在网上吐槽，离开了有
规律的幼儿园一日生活，孩子变得松
懈了。
每到假期，孩子的习惯培养成为
家长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对于孩子即
将上小学的家长来说，培养孩子良好
的习惯更为迫切。在一些专家看来，
幼小衔接最需要补的其实是习惯培
养，这比其他任何一门学科培训都更
加重要。家长该如何利用这个假期，
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让孩子更好地
适应小学学习生活？近日，记者就此
采访了我省一些教师和家长。
做好时间管理
采访中，不少教师认为，小学和幼
儿园在作息时间安排方面有较大差
异，作息时间调整是孩子最先应该了
解和适应的。
“在早睡早起方面，大班幼儿已经
做得不错了。然而，一旦到了暑假，不
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会有所松懈，晚
睡晚起现象十分常见。”长兴县夹浦镇
中心幼儿园教师殷辉辉建议，为保证
孩子在入学后能有充足的精力学习，
家长应从假期开始就按照小学的作息

来安排，
比如晚上尽可能地让孩子 9 点
之前入睡。
“ 在调整作息前期，家长可
以适当地进行督促，待孩子适应一阵
子后再放手让其看时间，到点自觉上
床睡觉。
”
不久前，
杭州市西湖区文新幼儿园
邀请已经毕业的哥哥姐姐们回园分享
自己的一年级生活。
“每天早上 6:30 就
要起床了，
7:45 之前要到学校，
每天有
6 节课，
每节课有 45 分钟，
中间休息 10
分钟……你们要在计划好的时间里完
成这些事情，不然的话，时间就会不够
用。
”
在介绍小学生活的同时，
哥哥姐姐
们展示了一个
“法宝”
——闹钟，
借此来
告诉弟弟妹妹们时间管理的重要性。
于是，
该园大班幼儿决定实施
“21 天打
卡计划”。孩子们根据自身情况，如从
家到小学需要的时长，每天早上洗漱、
吃饭需要的时间等，
来制定自己的小学
生活一日计划，
并有条不紊地执行。
由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制的《科
学做好入学准备》宣传手册也提议，在
暑假里，
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商议并制
订作息时间表，
按照时间表来逐步调整
生活作息，
进而形成时间观念。
养成规则意识
“暑假一开始，我和孩子就制定了
时间表，要求孩子每天按时完成阅读、
运动、整理等任务。但没过多久，孩子

就坚持不下去了。”面对孩子不愿意遵
抽 屉 总 是 乱 糟 糟 的 ，无 法 保 持 整
守事先商量好的时间作息计划，来自
洁。”……在与小学合作交流的过程
杭州市余杭区的许女士向记者袒露了
中，浙江省级机关北山幼儿园收到了
自己的焦虑，
“等到 9 月开学，
孩子还没
来自小学教师的这些反馈。
有适应小学的生活节奏该怎么办？
”
由此，该园教师针对某大班进行
事实上，根据许女士描述，孩子暑
了调查，发现该班 33 名幼儿中，只有 4
假期间由家中老人照看，他们常常允
名幼儿的抽屉是整洁的，其中两个还
许孩子打乱时间表，比如偶尔睡懒觉、 是由家长帮忙整理的。调查结果引起
延长玩电子产品的时间、包揽孩子的
了他们的反思：在以往的幼小衔接活
任务等。
“孩子的自律性需要在生活中
动中，涉及幼儿收纳整理习惯、生活自
培养，而家长必须给孩子做好表率。 理能力的活动内容较少，教师平常往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轻易打乱时间表， 往以语言提醒，却不知道如何“教”幼
尤其不能因为自己的时间、心情而改
儿整理；而家长较为重视孩子入学前
变对规则的执行。”长兴县和平镇中心
的知识准备，忽视孩子生活自理能力
幼儿园教师王月苗说。
的培养。基于这样的思考，该园通过
“在培养孩子规则意识方面，家长 “准备春游小书包”
“学会整理小抽屉”
自身要有强烈的规则意识，任何时候 “来做班级管理员”等活动来引导幼儿
都要温柔而坚定，让孩子知道规则是
学习物品整理。同时，该园还向家长
底线，从而懂得遵守规则。”杭州市紫
发起倡议，
让幼儿在家自主整理物品。
阳幼儿园教师蒋业告诉记者，该园近
“生活中，
但凡是孩子自己能做的，
年来鼓励每个大班幼儿制订暑期计
家长应该做到不帮忙。”绍兴市阳明幼
教集团教师钱琴娟说，
培养孩子的生活
划，其中有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父
母的陪伴。她认为，高质量的亲子陪
自理能力不妨从小事做起，
如让孩子自
己准备第二天的衣物，整理自己的书
伴，
是孩子养成良好习惯的
“标配”
。
包。
“这些生活能力对于小学生来说非
提高自理能力
常重要，
往往会影响其学习效率。
”
“到了上课时间，很多孩子连课
本和文具都没有准备好。
“
”有的孩子
总是把书本、文具胡乱塞进书包，常
常丢本子、橡皮和笔。”
“ 很多孩子的

深一度

爱上民间游戏

近日，丽水市莲都区东方明珠幼儿园的孩子
们爱上了跳花竿这一民间游戏。据了解，为丰富
幼儿假期生活，该园教师在假期前让孩子们了解
跳花竿，并指导孩子们掌握跳花竿的技巧。
（本报通讯员 邵 笑 张 卉 摄）

谁是
“勇敢的爸爸”
？
13 位父亲分享育儿经
本报讯（通讯员 吴晓婷 项镇南）
日前，杭州市上城区举行“勇敢的爸
爸”TED 演讲决赛，13 名来自不同行
业的爸爸分享了自己陪伴孩子的经
历及体会。结合网络投票和 TED 演
讲现场得分情况，活动评选出了“陪
伴成长好爸爸”
“ 最具风采奖”
“ 最具
启示奖”
“最具人气奖”
等奖项。
活动前期，上城区以“勇敢的爸
爸”为主题向全区幼儿园家庭征集陪
伴故事、游戏案例及绘画作品。其
中，幼儿以儿童的视角和立场描绘了
“勇敢的爸爸”的形象，许多家庭提供
了“勇敢的爸爸”如何引导幼儿成为
“勇敢的孩子”的真实故事及游戏案

例。最终，13 名“勇敢的爸爸”脱颖而
出。尽管参与活动的爸爸们有着不
同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专业背景
和兴趣爱好，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把
践行“父性教育”和培养“男孩精神”
融入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
据 悉 ，为 搭 建 区 域 家 庭 教 育 理
念、方式、方法交流共享的平台，该区
自 2016 年便开始举办“陪伴是最好
的教育”好爸爸论坛。作为该区星级
家长执照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好爸
爸论坛旨在通过活动引导父亲秉承
“陪伴是最好的教育”这一理念，成为
“明责任、乐学习、会倾听、常陪伴”的
好家长。

燕子来安家，
成幼儿园活教材
本报讯（通讯员 吴 彦）
“快
看，刚出生的燕子是红色的。”
“它
的窝里铺了许多稻草，这是为了取
暖吧。”……最近，每到课间，宁波
市明楼幼儿园的孩子们总是围在
一起观看燕子一家五口的生活直
播画面。
今年 4 月初，该园小一班保育
员吴阿姨工作时发现，两只燕子竟
然在班级门口的屋檐下筑巢了。随
即，该园安装了摄像头，在教室里直
播燕子的孵化、进食等成长过程，供
孩子们观察、讨论和记录。令教师
们感到意外的是，随着燕子的到来，
孩子们的求知热情被激发，它们成
为幼儿园里最生动的活教材。
“燕子
是一种活泼灵动的小动物，符合小

朋友的审美和兴趣点。我们以此为
契机，让孩子们观察它们如何生活，
呵护它们成长，培养孩子们的爱心、
责任心和感恩心。”该园教师王琳
说，燕子的成长视频被用作教学资
料，融入幼儿园的课程之中。例如，
筑巢之初，由于察觉到周边的危险
因素，燕子移了一次窝。借此机会，
小一班进行了以“不跟陌生人回家”
为主题的安全教育。再如，燕子妈
妈孵蛋时的视频素材被引入班级主
题活动——
“猜猜我有多爱你”，让
孩子们对父母之爱有更深刻的体
会。此外，孩子们还自发组成了护
鸟小队，队员们轮流照看燕子妈妈
和燕子宝宝，为它们巩固鸟巢、清理
粪便等。

“渔趣”满校园，
农家鱼文化深入人心
□本报通讯员 赵伟阳 杨斌英

近日，德清县机关幼儿园的党员教师们把红心培
育园本课程“送”到当地一所薄弱幼儿园——乐乐幼儿
园。教师们不仅指导孩子们认识国徽、党旗、党徽等内
容 ，而 且 为 他 们 讲 述 了 许 多 爱 国 人 士 的 感 人 事 迹 。
（本报通讯员 茅颖敏 摄）

“爷爷，你有没有抓鱼的工具，我
要做好玩的东西。”眼下，暑期生活刚
开始，家住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新胜
村的吴子睿总是缠着爷爷一起搜集传
统渔具，想要做个好作品。
这是幼儿园布置的一项暑期作
业。与吴子睿一样，和孚镇中心幼儿
园中班的孩子们都领到了这项作
业。搜集传统渔具，制作游戏器材；
利用废旧材料，制作关于鱼主题的环
保时装；体验渔家农活，尝试喂鱼食
等小实践……每一项作业都与当地
的鱼文化密切有关。
据了解，和孚镇是一个有着千年
鱼情的水乡古镇，这里的老百姓自古
便依水而生，流传下来写鱼诗、唱鱼

歌、放鱼灯、喝鱼汤饭、吃百鱼宴等丰
让孩子们置身其中，随时感受家乡鱼
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每年举办的大型
文化元素。
鱼文化节更是成了当地最盛大的节
除了环境创设，该园每年在春、
日。
“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幼儿园走向
夏、秋、冬四个季节开设形式多样的
特色发展的重要教育资源。”和孚镇 “渔趣”活动：春季放鱼苗、裹鱼粽、喂
中 心 幼 儿 园 园 长 陈 慧 武 介 绍 ，近 年
鱼食等，一年劳作由此始；夏季开展钓
来，该园致力于将鱼文化以喜闻乐见
鱼游戏、观鱼赏鱼等，以趣味活动为
的形式呈现给孩子们，把“渔趣”融入
主；秋季做渔具、织渔网、卖鱼等，以手
校园环境中、融入日常教学中、融入
工和体验为主；冬季尝试做鱼丸鱼饼、
孩子生活中。
观赏捕鱼等，体验丰收的乐趣。
“另外，
走进这所幼儿园，大到场景布置， 四季鱼文化户外特色主题活动提倡让
小到各个角落，鱼文化的展现让人眼
孩子们走出校园，以参观、体验、游戏
前一亮。在户外，迷你的渔童村餐厅、 等形式，让他们为家乡文化自豪。”陈
训练营是一大特色，模拟再现渔家场
慧武说。
景；充满野趣的沙池、水池，成为平日
“很多活动和我们童年记忆中的
里孩子们的游玩天地。在教学楼的长
一样，如今被融入到了孩子的学习生
廊、过道、楼梯、墙壁等处，则布置了各
活中，
‘ 渔趣’十足。”每当该园的家长
种创意小饰品，营造出水乡特色氛围， 开放日，家长们来幼儿园参观时总会

发出这样的感慨，在他们看来，这种
寓教于乐的形式激发了孩子们的浓
厚兴趣，更让他们在了解家乡文化中
爱上家乡文化。
鱼文化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生
活，而且成了提升教师专业成长的特
色资源。近年来，该园深入开展“运用
渔具开发渔童自主性游戏”
和“水乡印
象幼儿园户外特色主题活动”两项课
题研究，把鱼文化以符合幼儿认知的
方式整合到教学中，提高教师的专业
水平，引领幼儿园走向专业化特色发
展之路。

创意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