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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雯雯

不久前，在户外自主游戏——

“建筑工地”中，男孩东东（化名）引

起了笔者的注意。4个孩子在一起

玩搭房子，而东东一直在旁边观望、

递积木，“修缮建筑”是他在游戏中

主要做的事情。虽然东东期待加入

这个小团队，但小伙伴们只是接过

了他手里的积木，似乎并不欢迎其

参与搭建。在之后的游戏中，他始

终无法融入任何一个小团队。

这个幼儿自主游戏向我们呈现

了一个班级小社会。游戏中，东东

处于“边缘人”状态，准确地说他应

该是“被边缘的人”。尽管东东很想

和别的孩子一起玩，但他总是处于

被忽视的状态。即使有教师进入这

个游戏区，也没有与他产生互动。

事实上，在日常班级活动中，我们总

能看到这样的“边缘人”，形成原因

诸多，如对游戏不感兴趣而主动边

缘，社交能力弱而被边缘，性格原因

甘心被边缘等。

值得注意的是，教师的关注与

评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边缘

人”现象。教师在关注幼儿活动状

态时往往容易走进两个误区。一是

“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即教师只关

注班级幼儿的整体表现，缺乏对幼

儿个别化的关注。然而，每个幼儿

都是独特的，教师要考虑生理特点、

心理状态、家庭背景等因素产生的

个体差异，做到“既见森林又见树

木”。二是“关注两极，忽视普通”。

平时，教师更容易关注到占主导地

位的幼儿，表现较好的幼儿跟教师

的正面回应比较多；而较为调皮的

孩子因其有待改进也更容易得到关

注。但班级中还存在着一部分容易

被遗忘的孩子，他们看上去很乖，也

不惹事儿。除非孩子主动与教师互

动，否则教师很难注意到他们。恰

恰是这样的孩子更需要教师的关注

和适当介入。另外，教师对幼儿的

个体评价也会影响班级其他幼儿对

其的判断。也就是说，教师的日常评价一不小心

就会成为幼儿的标签，导致班级小群体里形成不

同的个体地位。

面对“边缘人”这一现象，作为教师该怎么

做？第一，三方关注，发现幼儿的闪光点。首先，

教师要意识到自己关注点的盲区并调整自己的视

角，去欣赏、去鼓励、去挖掘幼儿的优点，从而实现

教育“一个也不能少”。其次，教师针对幼儿该方

面的表现主动与家长进行沟通，引起家长的关注，

双方分析并制定出自信心培养计划。再者，教师

在班级中对该幼儿的表现进行正面评价，引发更

多同伴关注其闪光点。

第二，巧用“期待效应”，帮助幼儿建立积极的

自我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教师和家长应通过语

言、肢体、表情等向幼儿传达“你能行”“你很棒”

“我很喜欢你”等信息，对幼儿的行为表现给予持

久的期待。同时，及时赞扬幼儿的点滴进步，强化

其进步行为，设置挑战使其获得成功体验，从而促

进幼儿自信心的建立和积极自我概念的形成。

第三，建立支持性同伴关系。在幼儿时期，同

伴对自己的认可与否十分重要，在较大程度上影

响着幼儿的心理安全感、归属感的建立。教师需

要创造更多同伴互动的机会，采用小组形式开展

活动，帮助幼儿逐步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其一，

发挥同伴的榜样作用。教师鼓励被边缘化的幼儿

多与社会交往能力强、游戏水平高、组织能力强的

孩子互动，由后者带动前者积累交往经验，逐步提

高交往水平。其二，聚焦观察，巧搭支架。在开展

小组活动中，教师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个体观

察，了解这部分幼儿的兴趣点和闪光点，为他们设

计适宜的活动。

□本报记者 朱 丹

安全宣传教育、生活垃圾分类、五

水共治公益宣讲，让宁波市北仑区幼

儿园教师倍感欣喜的是，在该区教育

局刚公布的2019年下半年进校园活动

清单中，涉及幼儿园的活动只此三项，

大大减轻了他们的工作负担。近年

来，各类进校园活动总是被“诟病”，主

要原因在于活动种类繁多、内容不遵

循教育规律、干扰日常教学秩序等。

此前，我省印发了《关于规范中小学进

校园活动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提出要全面规范各类进校

园活动，切实减轻学校、教师和学生的

不合理负担。

相较于中小学，幼儿园由于教育

方式与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常常需要

引进社会资源开展进校园活动。然

而，在越来越多活动走进幼儿园的同

时，亦出现了不少鱼龙混杂、走马观花

式的活动。对此，幼儿园到底需要什

么样的进校园活动？如何让进校园活

动更贴近幼儿生活，助力教师的教育

教学工作？近日，记者走访了我省一

些幼儿园，与教师们聊聊进校园活动

那些事儿。

去年，象山县对进校园活动进行

了变革。该县首创甄选机制，梳理出

交通安全、法治教育、食品安全、传染

病防控、消防等十大项目，并相应地组

成十大讲师团，编制了五个版本的进

校园活动课程。象山县海韵幼儿园成

为这项机制的首批获益者，该园根据

实际需要自主选择主题、确定讲师

团。教师们感叹，幼儿园终于不用再

被动地接受打着“从娃娃抓起”幌子的

进校园活动，无论是教师还是幼儿，都

减轻了不少负担。

“不要将大手的问题，让小手来治

疗。”采访中，不少教师向记者“吐槽”，一

些不以儿童为主体的进校园活动，如“小

手拉大手”活动不仅收效甚微，而且还

打乱了幼儿园日常教育教学节奏。“过

去，上级部门下文的进校园活动名目

多，许多活动与幼儿成长缺乏联系，却

又带有考核性质，需要学校以文档、照

片等书面形式来完成，给一线教师造成

了额外的负担。”长兴县机关幼儿园教

师朱健俭对记者说，“这次颁布的《实施

意见》明确规定四类活动严禁进入校园，

其中就包括各类‘小手拉大手’活动。”

“一直以来，基层幼儿园迫切地希

望各类进校园活动能更纯粹一些，更

贴近孩子一些。”面对五花八门的进校

园活动，长兴县张家村花园幼儿园的

教师们首先会反问自己：“这是孩子需

要的吗？”该园办公室主任吴锡珍认

为，进校园活动要把好“进门”这一关，

幼儿园必须杜绝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

活动、商业广告或借机收费的活动。

她介绍，该园的进校园活动主要指向

三类资源：一是引进社区资源，开展消

防、环保等与幼儿生活联系较为紧密

的活动；二是引进家长资源，根据各个

年龄段的主题活动，针对性地选择合

适的资源进行家长助教活动；三是引

进当地教师资源，或为家长开展家庭

教育讲座，或组织幼儿做游戏。

来自绍兴市柯桥区中心幼儿园的

陈晋颖介绍，该园对进校园活动筛选

后，会根据活动内容做简单的分层分

类，以更好地契合不同年龄段幼儿的

特征。“比如，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就

比较适合幼儿。首先，环保需要全民

参与；其次，我们可以通过对孩子的教

育去影响和带动整个家庭乃至社区。”

她举例说，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幼儿，该

园采用互动游戏、日常渗透等方式将

活动落到实处。

在杭州市希望幼儿园教师孙勤看

来，《实施意见》颁布后，幼儿园有了更

多自主权，不仅避免了许多形式大于

内容的任务式活动，而且可以根据自

身的园所情况如基础设施、师资力量、

家长需求等，来选择有利于幼儿发展

的进校园活动。“这学期，我们着重于

做好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让幼儿从

小感受和体验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她告诉记者，该园将皮影戏、剪纸、印

染、民间游戏等传统元素融入幼儿园

课程，并以幼儿喜欢的方式来开展活

动。“面对有教育价值的进校园活动，

如果我们能进行整体的规划和科学的

设计，做到与幼儿园各课程之间融会

贯通，与各年龄段幼儿发展互为补充，

真正助力幼儿成长。”她说。

让幼儿园静心做
真正需要“从娃娃抓起”的事

深一度

□本报通讯员 张赛男

“玩具、绘本、衣物，只要是家里闲

置并适合幼儿园孩子的物品，家长都

可以整理好带到学校来，让有需要的

孩子流动分享……”不久前，浦江县檀

溪镇中心幼儿园向家长们发放了一份

爱心流动倡议书，目的在于发动各个

家庭把闲置的幼儿物品整理收集，以

流动传递的方式让幼儿学会分享并体

验帮助他人的快乐。

该园地处浦江偏远山区，部分幼

儿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长期不在孩

子身边，因此孩子常常由祖辈代为照

顾。2017年，该园的党员教师在家访

中了解到，这些留守儿童家里缺乏适

宜的玩具和绘本，更有一些困难家庭

的孩子连衣服都不够穿。由此，教师

们自发地开始为孩子们收集衣服、玩

具等物品，有的教师还会在闲暇时间

制作手工玩具赠送给留守儿童。由于

当时幼儿园正处于园舍改建阶段，用

房较为紧张，教师们只能开展临时流

动分享活动。他们利用每周五的离园

时间把物品摆放到操场上，供有需要

的家长和幼儿挑选。

为了更好地延续这份温暖并将活

动常态化，新园舍投入使用后，该园专

门安排了一间教室并布置成爱心流动

站。物品收集形式也从教师自发收集

扩大到幼儿园家长收集、城区幼儿园

结对帮扶、社会爱心志愿者捐赠等。

现在，每到幼儿来园、离园两个时间

段，该园大门口就会摆放两只大篮筐，

用来收集家长们带来的物品。如今，

家长们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习惯，家中闲

置的玩具、图书、衣物都会整理好投放

到篮筐里，再由该园党员教师和保育员

消毒、清洗，并归类到爱心流动站中。

据了解，爱心流动站的捐赠物品

和借阅物品均由专人登记造册，物品

分类与流通公开透明。每周五下午，

爱心流动站就会开放一次。玩具、绘

本和衣物的流动方式有所不同，玩具

和绘本因数量等因素以借为主，幼儿

自主挑选喜爱的玩具和绘本，在教师

的帮助下登记好借单就可以带回家；

衣物如有合适的就可以直接带走，不

再需要归还到爱心流动站。对此，教

师在墙壁上张贴了图文结合的流动规

则，标明了爱心提示，引导幼儿要爱

护、珍惜这些物品。

“我一直想要一个粉色的小猪玩

偶，奶奶说要等爸爸妈妈回家才能帮

我买回来。老师告诉我，如果我能改

掉挑食、偏食的坏习惯，就可以得到一

张愿望兑换卡，去爱心流动站兑换小

猪玩偶。”不久前，大班一名女孩凭着

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兑换卡，完成了自

己的心愿。为了满足部分幼儿的愿

望，该园每班一个月限量提供3张兑

换卡，教师可以给个别幼儿制定一个

小目标，根据完成情况来奖励给幼儿，

他们可以凭此去爱心流动站兑换心仪

的物品。

“在山区幼儿园，一些孩子的家庭

条件与城区家庭，甚至是当地其他家

庭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的初衷是

想尽自己的力量帮助身边有困难的孩

子，意外的是，在开展过程中不少家长

也参与了进来，闲置物品既能帮助有

需要的孩子，又能够实现二次利用。”

在该园负责人何春燕看来，爱心流动

站已经成为一条情感传递的纽带，无

形中让孩子们学会了分享、奉献，并懂

得了感恩。

□本报通讯员 刘玉苏

在一年一度的秋游时间，江山市

幼儿成长中心的孩子们开开心心地

来到公园欣赏秋日美景。然而，他们

不知道的是，当他们与教师做游戏、

品美食的同时，正有一群“骗子”悄悄

地向他们走来。

“骗子”首先拿出放着动画片的

手机慢慢地靠近了坐在地上的昊

麒。昊麒立马被动画片吸引了，看

得津津有味。不一会儿，“骗子”收

走了手机，希望昊麒跟自己走到旁

边去观看动画片，昊麒坐在原地，对

“骗子”摇摇头说：“谢谢！”见状，“骗

子”又拿出了吃的给昊麒。面对美食

诱惑，年仅4岁的昊麒没忍住吃了，

但庆幸的是，不管“骗子”怎么游说，

昊麒就是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地……

原来，这是该园开展的一场防拐骗

演练。

据了解，在演练过程中，除了小

小班的孩子是被“骗子”强行抱走的，

其他年龄段的孩子均没有单独跟“骗

子”走。小班幼儿几乎不理睬“骗

子”，中大班幼儿一般先是抱着观望

态度，当他们发现眼前的人是“骗子”

时会大喊“你是骗子”，并寻求教师帮

助。“将防拐骗演练放在秋游的地点，

第一是想考验下孩子们的反应力，第

二也是对教师平时安全教育质量的

检验。”副园长王宇珊说，“安全教育

应该渗透到每一天。有的吃、有的玩

的时候，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最薄

弱。经过这次逼真的演练，孩子们会

更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演练结束后，各班教师针对演练

情况，在班里开展了进一步的安全教

育。该园还将演练过程制作成视频

发送给教师和家长，要求教师针对

“幼儿吃陌生人的东西”“与陌生人聊

天”等现象提出教育对策；同时，呼吁

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观看演练视频，加

强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

本报讯（通讯员 曹 周）近日，浙大紫金港幼儿园

的音体教室里传出了一阵阵婚礼进行曲的声音，该园中

二班小朋友正在给自己班的教师举办婚礼。

“老师，你要和谁结婚？”“老师，我想看你结婚时候的

样子。”“老师，结婚是不是要准备好多东西？”……前不

久，听说班里的老师要结婚了，孩子们提出了给老师在幼

儿园举办婚礼的想法。他们根据自己对婚礼流程的了

解，设计了一份婚礼调查表，并邀请自己的爸爸妈妈帮忙

一起填写这张表。对婚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之后，他们

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婚礼。从设计请帖、剪喜字、充气

球、做“婚戒”到布置婚礼现场，孩子们亲手组织了一场具

有童趣的婚礼。婚礼当天，孩子们的奇思妙想成真了：新

郎穿着笔挺的西服，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来宾”个个打

扮得喜气洋洋。婚礼进行时，两名小花童为老师送上“婚

戒”，其他孩子则通过自制花环为老师送上新婚祝福。

听说过吗？
小朋友给教师办婚礼

浦江一山区幼儿园有个爱心流动站

秋游遇上“骗子”该怎么办？

近日，象山县机关幼儿园开展了千人玩桌游活
动，50个“小擂主”在不同的桌游体验区迎接挑战者。
本次活动共吸引了500多组亲子参与，以两两或多人
PK的形式进行。

（本报通讯员 应 珠 摄）

挑战挑战““小擂主小擂主”” 亲子玩桌游亲子玩桌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