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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共生—绽放：
项目活动中幼儿深度学习的“三进阶”
□桐乡市梧桐街道中心幼儿园

黄燕华

项目活动是促进幼儿认知发展的最佳方式。如
何以课程思维方式看待和支持项目活动，有效顺应幼
儿自然发展，达到玩学一体，促进幼儿深度学习？笔
者认为，应始终以幼儿为游戏主体，鼓励他们自主探
索，自主游戏。
目前，幼儿园在设计项目活动中易存在以下三个
问题：发展线与幼儿生长线“两线平行”，两者在内容、
形式上处于割裂状态；幼儿在活动中获得的经验仅服
务于游戏本身，并未辐射到整合学习中；传统活动模
式下，教师根据已有或预设的游戏投放材料，过程中
存在幼儿
“缺位”
现象。
在以上关于深度学习的认知和现状探究的基础
上，笔者提出问题激活、经验共生、智性绽放的幼儿深
度学习的
“三进阶”
步骤。
一、
问题激活——在
“引入·共谋”
中唤醒儿童内驱力
在项目活动中，教师可通过“引入·共谋”的方法，
了解幼儿的已有经验，唤醒幼儿的内在驱动力。
（一）追随兴趣的“预设引入”
路径
对于已开展一段时间的项目活动，师幼将面临两
种情况——问题发展和兴趣发展：一方面，进展过程
中会出现各种问题；另一方面，新的兴趣点会随时产
生。这些富有项目生长价值和问题发展价值的内容，
具有推进性和层次性意义。
对此，教师可以通过“基于主题—发现问题—抛
射问题—思维牵引”方式，引发幼儿对本次主题的关
注，让他们主动了解主题内容，以对后续探究愿望起

到
“抛砖引玉”
作用。
（二）支持探究的
“计划共谋”
路径
项目活动是幼儿对某个主题进行生活的体验、未
知的探索。活动中的部分探求点，幼儿会有共鸣，针
对这种情况，教师可帮助幼儿制订团队计划。比如，
中班几名幼儿想开“爱心义卖小店”，他们通过自主投
票，组建小分队，由队长自己召集队员，对之前设计的
方案做进一步细化、优化。
师幼还可共同参与制订项目活动计划，但这首
先需要幼儿有经验，能“身临其境”从社会生活中获
得具象。当然，师幼仍需面对将社会角色迁移到游
戏中的问题，这可通过师幼谈话、经验转化等方法加
以铺展。

爱桐乡”主题项目活动中交织着预设和生成的各种活
动，幼儿在实地参观了菊花田后，生发了制作杭白菊
的活动创意。
幼儿各式各样的散点思维需要建立链式支架，以
整合重构促进深度学习。比如，案例“快乐嘟嘟城”通
过整合学习发展成一条明晰的思维链，使幼儿能更充
分地探索，并最终满足游戏发展需要。

三、
智性绽放——在
“动态·储备”
中赋能儿童创造力
活动材料的提供和投放是幼儿游戏的重要依
托。随着游戏创意不断产生，材料的梳理和变化带动
了新的游戏方式，进一步提升了幼儿的创造力。
（一）能量辐射的
“动态生成”
路径
在儿童会议中，幼儿畅谈自己的成功经历，将有
二、
经验共生——在
“可视·迭代”
中发展儿童学习力
借鉴价值的游戏方式分享给身边朋友。儿童会议的
要发展幼儿的学习力，可聚焦在项目活动的生长
核心在于让幼儿不断地感知、体验、迁移、运用，逐步
上，其根本性在于探索幼儿的学习深度和广度。
建构学习经验。
（一）图式留痕的“思维可视”
路径
针对幼儿在项目活动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教师在圆
在建构知识过程中，
幼儿将原有经验和问题情境通
桌会上可担任主持抓住话题核心，
也可就某个话题与幼
过直观图式呈现，
可将深度学习的焦点集中到思维上。
儿对话，
还可成为旁观者，
记录幼儿之间的思辨过程。幼
另外，通过思维导图可让幼儿根据计划去实施， 儿在互动交流中寻求帮助，
分享策略，
拓宽游戏思路。
结束后回顾自己的计划和实际是否一致，从小培养他
项目活动中的“留白”能为幼儿参与游戏创设提
们的实践能力，让他们的思维变得更清晰、更有条理。
供更多自主学习、主动探索的生长平台。如幼儿偶遇
（二）脑力激荡的“迭代循环”
路径
八月桂花飘香，以此引发“探秘桂花”的热潮，适度的
在项目活动中融入课程设计，转变师幼角色，尝 “留白”
让项目活动更具灵魂。
试让幼儿主动参与学习。这时教师的主要责任是观
（二）高低结构的“后备仓储”
路径
察和分析幼儿的活动，并及时提供支持。
材料的投放使活动的内在结构饱满而多样。通
教师根据幼儿的实际水平和发展趋势拟设课程
过建立材料“中转站”，收集高低结构材料，形成持续
计划，提供基础“骨架”，丰盈活动过程。如在大班“我
供应的
“仓库”
，也能引发一系列项目生长点。

评价改革
●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引入表现性评价，
能对学生的能力发展情况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浅谈表现性评价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的应用
陈肖霞

表现性评价的本质是在真实环境任务中，
观察、分
析学生的能力表现，
然后基于评价量规，
对学生的能力
发展情况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它不仅注重成果完成
情况，
也关注过程表现情况。这种评价方式正好跟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能力培养的目标高度契合，
因此，
将
表现性评价引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很有必要。
在部编版小学三年级下册语文教材中，有一个
“了解中华传统节日”的综合实践活动。根据学生
的知识积累和日常体验，笔者设计了“关于传统节
日独特习俗及文化内涵的调查”综合实践活动，对
学生全程跟进指导，并就表现性评价的实施进行了
探究。
基于表现性评价的特点，结合本次活动目标，笔
者将活动分四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让学生了解本
次活动的任务和要求，引导学生组建活动小组，做好
分工。第二阶段，学生根据活动任务分工合作，初步
了解我国传统节日的独特习俗及文化内涵。第三阶
段，小组成员结合搜集到的资料信息和组内成员的特
长，讨论用怎样的方式展示活动成果。第四阶段，汇
报、展示活动成果，并对其他小组的活动成果做出评
价，提出改进建议。
一、评价量规规范化
基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和表现性评价特点，
结合三年级学生实际情况，笔者制定了详细的评价量

规。这既是本次活动的目标架构，
也是对学生的任务指
引，
可操作性较强。评价量规的一级目标是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二级目标是认识自我，
认识社会，
尊重自然，
探究世界。评价细则分 A、
B、
C、
D 四类。
二、评价主体多元化
综合实践活动的表现性评价展开方式可以分为：
学生对自己、学生对学生、教师对学生、家长对学生。
通过这样的评价方式，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主体，促进
活动高效开展。
学生自我评价。教师组织学生回顾在活动中的表
现，
以自评方式进行。比如在
“明确自己在组内的职责
和任务，
主动展现对传统节日独特习俗及文化内涵的观
察和思考”
这一评价项目中，
学生可以通过对自我探索、
自我认识、自我展现进行评价，
帮助他们更清晰地认识
自己。同时教师也能通过学生的自我评价更好地关注
个体差异，
以便今后更有针对性地设计学习任务。
学生相互评价。综合实践活动很多时候都是以
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学习任务，需要协商任务，分工
合作。大家根据兴趣特长制订活动计划，按时参加活
动，搜集整理资料，记录观察感受，展示活动成果等，
这些项目都可以请学生根据评价量规对组内同学进
行客观评价，作为最后评价结果的补充。
教师评价学生。在学生对自己、对同伴的评价
中，因为评价主体对活动任务、活动过程和评价量规
的设计没有很全面深入的了解，很可能导致对学生的
评价不全面，而教师的评价是基于任务建构，依据评

价量规，纵观学生活动的全过程，立足最后的活动成
果，能够关注、评价学生的学科综合能力。
家长评价学生。在进行这一活动中，学生基本要
利用课外时间完成，家长的参与度非常高，拥有足够
的评价证据，完全能够根据评价量规给出结果。
三、评价方式多样化
表现性评价是对学生的活动过程、活动方式、活
动成果等真实情况进行评价。内容涵盖了学生学习
活动的全过程和学科综合素养。评价可以采用指导
性评价、启发性评价和激励性评价等方式。
指导性评价。在学生搜集我国传统节日习俗这
一阶段，教师观察学生是否能基于已经获得的资料，
进行筛选分析。
“ 你觉得关于春节的习俗，在你和同
学 搜 集 的 资 料 中 ，哪 些 是 关 键 信 息 ？ 还 要 补 充 哪
些？”运用指导性评价，可以引导学生发现资料中有价
值的信息，提炼出背后隐藏的问题，培养学生的实践
操作能力。
启发性评价。学生在交流搜集到的春节习俗里
提到了放鞭炮，教师趁机提问：
“ 现在不放了，你们知
道为什么吗？”马上有学生做了回应。这也正是笔者
在本次活动中设计的任务目标：主动展现自己对传统
节日独特习俗及文化内涵的观察和思考。
激励性评价。活动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全班和
学生自身的表现，进行横向、纵向的对比评价，对学生
的完成情况及时点评鼓励，使激励性评价变成学生学
习活动的
“加油站”
。

党建探索
●中小学校党组织是党在学校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它发挥着政治核心作用，
推动着学校健康发展。

关于中小学党建体系构建的新思考
——以“意现”党建体系为例
□杭州市大关小学教育集团

黄碧峰

2022 年年初，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中
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试行）》，
并发
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通
知指出，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
本保证。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
是坚
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保证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在中小学校得到贯彻落实的必然要求。
在此意见指导下，大关小学教育集团深入推进党
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确保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
导。集团党委紧紧围绕学校百年美善文化之根脉，结
合艺术教育办学特色，建构“意现”党建体系，以党建
聚人心、促改革、谋发展。
一、创新抓手，
构建“意现”文化三个培育机制
明意为先。明意的过程，是党的理想信念入脑入
心的过程。学校引导党员教师在认识认同上下功夫，
通过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党日党课、纪念活动等，增
强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使党建工作转化为认
识处理问题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化为党员教
师的理想信仰、精神追求。

以意促现。推进“意现”党建，聚焦在精神层面，
落脚在实践层面。学校打造党建阵地，把党建工作贯
穿到思想、组织、制度、作风、廉政建设之中，贯穿到工
作实践之中。
“意现”合一。只有深刻领悟伟大建党精神的丰
富内涵，坚守理想，才能更好地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
色血脉。学校“意现”党建的文化精髓已成为党员教
师根植于内心的自律和修养。
二、创新载体，
构建“意现”课程三个支撑体系
学校创建“意融”
“觉知”
“致美”三大课程，将党建
思想与学校文化相融合，引导党员教师浸润红色文
化，明确自身责任。
“意融”课程下设“三会一课”、固定党日活动两大
主题，在学校开展“红色记忆”等革命传统教育，引导
党员教师敞开心扉，亮明思想。
“ 觉知”课程是党员在
受到教育和感召后，对自己的自查、自省。党员教师
在办公室悬挂责任牌，明确自己的身份和责任，并通
过党员义务岗、学科示范岗、年级文明岗等活动凸显
党员服务意识。
“ 致美”课程主要指形式多样、丰富有
效的志愿者服务活动，通过“支部统、社团领、兴趣融”
的形式，推进支部和社团实现“党建引领、优势发挥、

互促共进”。
三、创新形式，
构建“意现”清廉三个践行路径
筑牢廉洁党建思想堡垒的重点是要提升党员廉
洁自律的意识，而这也是校园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学校，可从营造清廉氛围、讲好清廉故事、构建清廉
体系三方面入手，筑牢廉洁党建思想堡垒。
营造清廉氛围。以个人或团队合作的方式，绘制
校园清廉文化主题墙。以物为主题打造“廉洁明心”
板块，以景为主题打造“清风徐来”板块，在清正廉明、
刚正不阿的艺术环境中，
扬中华威威正气。
讲好清廉故事。学校组织学生拍摄清廉校园微
电影《清风合唱团》，创作清廉校园建设主题曲《清风
徐来》，设计卡通动漫形象“清清莲莲”，用戏剧、歌曲
等多种艺术手段进行“清廉学校”宣传，开发“清廉”课
程，通过艺术化的手段与形式，以儿童化的语言与方
式讲好大关美善清廉故事。
构建清廉体系。学校依据《大关小学章程》
《廉政
风险点排查与整改制度》
《小微权力清单》等制度，把
清廉政风、教风落实落细，将党建文化、清廉文化融入
校园文化建设之中，努力营造“崇廉、奉廉、赞廉”的校
园文化，并自觉接受社会、家长、师生监督。

●内容丰富、
色彩多样的玩色活动，
非常
适合小班幼儿。

□湖州市南浔实验幼儿园

顾小岑

玩色是小班美术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
其内容丰富、色彩多样，非常适合小班幼儿
年龄特点。玩色能开发幼儿的潜能，是幼儿
绘画行为的起点，在幼儿美术教育中起着重
要作用。
一、水粉玩色活动现状分析
在小班开展水粉玩色活动时，笔者发现
幼儿存在着玩色兴趣不浓、玩色能力较弱等
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玩色内
容不够丰富，玩色工具材料单调，玩色教学
形式传统等。

小班幼儿﹃玩色﹄策略的实践与思考

●幼儿的学习是在游戏中进行的，
要珍视游戏的独特价值。

□金华市东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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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粉玩色活动策略探究
为了让幼儿乐于参与水粉玩色活动，同
时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笔者在玩色
内容、玩色工具、玩色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究。
（一）趣选内容
从幼儿的兴趣出发。对于正处在玩
色期的小班幼儿来说，教师应为他们创造
宽 松 的 环 境 ，提 供 多 种 材 料 ，允 许 他 们 用
材料大胆创作。园内美工区有丰富的材
料 ，幼 儿 可 以 拿 取 各 种 形 状 的 积 木 ，蘸 上
颜料在白纸上印，就会出现各种颜色的不
同形状。
拓展幼儿想象的内容。
“ 思维想象”的
发展是强调发挥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笔者将智力因素及非智力因素与幼儿绘画
玩色相结 合 ，以“ 趣 味 玩 色 ”为 教 学 理 念 ，
设计适合小班幼儿的水粉玩色活动内
容。活动中，幼儿把瓶、罐作为工具，将蘸
了颜料的瓶、罐在大纸上滚起来，滚出了一
条条彩色的“道路”。通过滚动瓶、罐，幼儿
想象在彩色“道路”途中的所见所闻，提升
了思维想象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通过想
象及回顾生活经验，幼儿能用自己的表达
方式展现作品内容，体现了“趣味玩色”的
教学理念。
（二）趣用工具
根据小班幼儿的身心发展水平，笔者找
到了既能让幼儿喜欢作画又能使他们趣玩
水粉的好方法——巧用多样材料。
运用废旧物品进行趣味玩色。对于小班幼儿来说，
绘画能帮助他们培养兴趣，他们喜欢在各种各样的物
品上绘画，而日常生活中废旧物品随手可得，教师可提
供各种废旧物品当“画纸”，让他们尽情地创作。贝壳、
木块、纸筒等材料都成了幼儿活动中的“画纸”。不同
材料有着不同的效果，每种材料都体现了它的价值。
改变了在纸上作画的老规矩，根据不同材料进行不同
形式的玩色，让幼儿多了一些新鲜感，从而增加了水粉
玩色的兴趣。
运用自然物材进行趣味创作。大自然是丰富多彩
的，为幼儿艺术创作提供了天然的素材。随手可得的树
枝、树叶、果实、石头等就成了小班水粉玩色活动中的热
门材料。在活动“蔬果印画”中，教师引导幼儿用蔬菜、
水果来作画，通过横切、竖切、雕花等方法将蔬果蘸上颜
料在纸上印画。如幼儿将胡萝卜雕成爱心、花朵形状印
画，在活动中体验到蔬果除了可以吃还可以用来作画，
了解了一物可多用的常识。
（三）趣用方法
1. 情境创设法。水粉玩色活动不仅代表着一种美
术活动，而且还是幼儿认识世界的体现，它是幼儿表达
内心感受和记录成长的一种方式。教师通过创设情境、
提供信息、交流情感等途径，使幼儿通过感官体验去感
受、理解和表达。
在活动“苹果丰收”中，教师创设了苹果丰收的故事
情境，幼儿根据故事情境进行创作，用手指的指印印出
各种形态的苹果，圆苹果、扁苹果，红苹果、绿苹果等。
幼儿听着故事进入作画的情境中，从体验到感知，再到
理解，最后到表达，
享受作画的乐趣。
2. 趣味游戏法。小班幼儿教学以游戏为主，教师将
游戏融入到水粉玩色活动中，从有趣的游戏情节出发，
激发幼儿玩色的兴趣，提升其审美表现能力。
在“车轮滚画”活动中，教师通过组织幼儿开着“汽
车”去旅行的游戏导入，以导游身份带领幼儿出发、到
站。当教师出示绿色指示牌时，幼儿将“汽车”车轮蘸上
颜料，在游戏中享受作画乐趣。当教师出示红色指示牌
时，幼儿不再滚动车轮，暂停游戏与小伙伴打招呼，在整
个玩的过程中情绪愉悦。
“玩中学，学中玩”是在《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指引下的新课堂模式。在游戏中作画，不仅改变了
传统的作画模式，也让水粉玩色活动真正
“活”
起来。
三、水粉玩色活动趣玩拓展
在水粉玩色活动中，作画材料不再是一张纸、一支
笔，生活中的玩具、用具，大自然中的自然物成了作画
工具，这打破了幼儿的常规思维，给他们以丰富的视觉
冲击，充分激发了他们对美术活动的兴趣，提高了审美
能力。
（一）激发了玩色兴趣
兴趣是幼儿的第一任教师。因为材料和方式的改
变，幼儿越来越喜欢作画。而在愉快的氛围中不知不觉
地完成作品，更是激发了幼儿对美术活动的兴趣。
（二）提高了审美能力
玩色让幼儿更加体验到水粉作画的魅力，对提升幼
儿的审美能力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
（三）丰富了艺术创造力
精心设计的游戏教学方法能让幼儿更好地理解与
表达，激发了幼儿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创造力，为幼儿的
创作搭建了最佳途径，从而达到激发审美情感、感受自
由创作乐趣的教学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