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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幼教共同体招募同道者
公
益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相会，因为
我们心中都怀揣着一个童话般的梦
想：让幼儿园里的孩子，每天都能快
快乐乐！

这是一次气势恢宏的聚义，因
为我们心中都升腾着一个宗教般的
信仰：让中国的幼教事业，因我们而
得到改变！

如果你是园长
———如何把你的幼儿园打造成

优质园？
如果你是局长
———学前教育的三年行动计划如何

落到实处？
如果你是教师

———如何让自己的教育行为更符合
教育规律？

让我们以幼教人的名义相聚，
致力于学前教育发展的路径和方法
研究———

拿起你的笔，马上填写中国幼教
共同体报名表（请下载附件），加入中
国教师报·中国幼教共同体。 在这里，
你能找到困扰中国幼教人诸多难题
的解决方案……

中国幼教共同体会员申请表

单 位 所在地区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负责人 手 机

申请人 手 机

备 注

填写说明：
1. 中国幼教共同体为《中国教师报》

服务于各级各类幼儿园、 学前教育机构、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全国园长、幼儿教师
专业成长的全国性公益组织，接受团体及
个人报名。

2. 申请表邮寄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
文慧园北路 10 号中国教师报幼教周刊
邮编：100082

电子邮箱：zgyjgtt@163.com
3. 请登录中国教师报网站幼儿教育

论坛下载报名表。
4. 咨询电话：1593115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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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园长申埸玄
一所民办幼儿园做慈善，你听说

过吗？
一所民办幼儿园从创办伊始，每

年都要资助当地的贫困大学生、中小
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你是不是觉得
有点不可思议？

而自创办以来，这所幼儿园共资
助了 30 多个孩子上学。

这所幼儿园就是河南登封市世纪
星幼儿园，坐落在嵩山脚下，园长名叫
申埸玄。

“相对于很多企业家，我的捐助
金额并不多，但我们至少让这些接受
了捐助的孩子，懂得了感恩！ ”说起做
慈善，申埸玄如是说。

申埸玄何以有这样的举动呢？ 这
还得从他的一次经历说起。

在没创办幼儿园之前，申埸玄做
过许多工作，也吃过很多苦。

有一年，申埸玄到河南郑州市去
打工，不过他有点走霉运，从家里带
来的钱花光了， 工作还一直没有着
落，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居然生病了，
幸亏得到了一对好心夫妇的救助，才
捡得一条性命。

“要不是那对夫妇，我早没命了。
从那以后，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像救
助我的那对好心人那样，好好对待他
人，好好回报社会。 ”说起这段刻骨铭
心的经历，申埸玄仍然心潮起伏。

人们常说，助人者自助之。 申埸
玄用一颗感恩的心经营他的幼儿园，
回报社会，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广泛赞
誉。

良好的口碑，再加上高质量的办
园水平， 申埸玄的幼儿园越来越红
火。 从 10 年前的 30 个孩子，到现在
的 4 个幼儿园，1800 多名孩子。 世纪
星幼儿园已经成为当地规模最大、办
园水平较高的幼教机构之一。

良好的声誉，也让申埸玄本人收获
了诸多荣誉，如今，他是郑州市青联委
员、登封市政协委员。 近日，他还被评为
登封市十大孝星。

在这个社会，有些人总是带着有色
眼镜看待民办幼儿园，认为民办幼儿园
就是一个商业机构，甚至有些唯利是图。
但从申埸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民办
园长的担当和坚守，看到了一个民办幼
教机构的社会责任感。

从申埸玄身上， 我们能够感觉到，
内心善良，懂得感恩是一种良好的个人
品质，也是一个领军人引领团队积极向
上的精神力量。

从申埸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做
善事，并不一定要有轰轰烈烈的壮举。
从自身实际出发， 量力而行， 长期坚
持，也会成为一股推动社会的力量。

她从一名普通的幼儿教师成长为幼儿教育名师、 名园长和幼儿教育专
家。 作为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继承人、南京市鼓楼幼儿园第 8 任园长，回顾 30
年教育生涯，崔利玲认为她的成长，来自于———

沿着大师的足迹
实现理想

□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幼儿园 崔利玲
1979 年，当我在晓庄师范入学典礼上聆听陈鹤琴先生讲话并与之合影时，

我还不了解陈鹤琴教育思想对中国幼儿教育的影响。 之后，我来到陈鹤琴曾任
院长的南京师范大学学习，深层次地接触了中外幼儿教育，感受到了陈鹤琴教
育思想的博大与精深。 在鼓楼幼儿园工作近 30 年期间，我几乎每天都与陈鹤
琴教育思想为伴，家庭教育思想、“活教育”理论……我惊讶陈鹤琴教育思想的
丰富，惊讶鼓楼幼儿园办学初期就确定的中国化、大众化、科学化的办学宗旨，
惊讶陈鹤琴先生的远见卓识。

追寻陈鹤琴的“活教育”
记得在南京师范大学学习期

间，在一次《中国教育史》的作业后，
任课老师这样批注：你来自鼓楼幼
儿园，你有责任了解陈鹤琴，了解他
的教育思想，了解他的宝贵遗产，了
解他对中国幼儿教育作出的卓越贡
献。 老师的批注，让我第一次把自
己和陈鹤琴先生联系在一起，把自
己和鼓楼幼儿园的发展联系在一
起。

陈鹤琴先生是鼓楼幼儿园的第
一任园长，我是第 8 任园长，与著名
教育家先后担任鼓楼幼儿园的园
长， 光荣的同时亦感责任重大。 每
天在幼儿园里，我们都会看见陈老
塑像、陈老纪念室、陈老故居、陈老
种的树、陈老写的书、陈老说的教育
名句……陈老塑像慈祥的微笑也传
递着一个信息：“你是鼓楼幼儿园的
园长，我会支持你的！ ”在这样的文
化环境里，我不仅把陈老视为教育
家，更把陈老当作师傅与长者，每天
做事或决策前，我也会问自己：“如
果是陈先生，他会这样说（做）吗？ ”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责任感、使命
感油然而生。

做崇尚教育规律的园长
鼓楼幼儿园办学初始，创始人

陈鹤琴先生就从中国国情出发，积
极学习和引进西方进步的教育思
想，改革传统教育，并系统地提出了
“活教育 ”的思想 ，探寻出 “单元教
学”的课程结构。 “活教育”是陈鹤
琴幼儿园课程思想的精髓，也是陈
老一生的主张与追求。

在中国幼教大量引入外来文
化，在大家都在学习西方幼教课程的时候，我意识到国情、民情的差异，提出
“不要最理想的，只求最合适的”、“挖掘、继承、发扬、创新”的研究思路，以“单
元教学”为根基，开展了“单元教育课程”的建构研究，试图通过递进式的研究
过程，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大众化课程，形成“活教育”的园本课程特色。

我和同事们一起学习陈老的著作，听陈老的故事，研究陈老“活教育”的思想，
实验陈老“单元教育课程”。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情拜访陈老的子女，我们带着求知的
渴望了解陈老办学的故事，我们带着崇敬的心情整理陈鹤琴纪念室……正是对陈
鹤琴先生教育思想的学习和实践，才让我和我的同事们在教育科研的道路上不断
攀登，不断出新出彩，才让我萌发了“做崇尚教育规律的园长”的理想。

做务实求真的研究者
和众多新教师一样，我是懵懵懂懂选择了学前教育专业，跌跌撞撞跨进了

幼儿园课堂。 我在幼儿园一线带班的时间只有 5 年，前两年做了什么，今天甚
至都回忆不出多少，能记得的就是师傅批评我带班太乱、教学准备不充分，等
等。 大学毕业重新回到鼓楼幼儿园的我已经自信满满，因为很多老教师不断地
在我耳边嘀咕：“小崔啊，你是鼓楼幼儿园‘文革’以后的第一个大学生，你要做
第二个陈鹤琴啊！ ”所以后面的 3 年里，我就从教育科研起步，以幼儿社会发展
为突破点，努力将大学学习的理论与教育实践结合，为自己人生的专业成长奠
定了第一块基石。

1986 年，幼儿园扩大园舍搞基建，所有的班级都蜗居在只有原来一半的校
舍内， 园长分配我带的小三班教室就是陈老在自己家客厅招收第一批孩子的
地点，我诚惶诚恐。 陈老故居客厅是一间 20 平方米的窄长房间，基建时期用来
做活动室，还兼午睡室、餐厅的功能，50 平方米大的户外场地还要两个班共用，
开展教育科研困难重重。 因为我设计的社会发展研究是从游戏切入的，我就把
故居旁边、台阶上下、柿子树下凡是能利用的狭窄空间都列入活动范围，为科
研开展创造条件。 当年恰逢幼儿教师职后学历教育蓬勃兴起，班上的另外两个
老师每周两次参加成人教育学习，我就花拳绣腿一人武打，常常一人边带班边
完成研究计划，这个经历对我来说非常可贵，让我学会了计划与调整，学会了
团结与帮助。

在小班阶段“游戏和幼儿社会性的发展”研究中，我采用观察、调查、实验
三结合的方法，对幼儿在游戏中的社会性发展按年龄段进行评定和分析，提出
了适合的教育对策与发展目标。 那时没有计算器，所有的数据全靠笔算。 一年
中，我对班上的所有孩子家访三次，与家长在《家园练习簿》上笔谈达 10 万字，
印制各种调查表 1000 多份，制作教玩具累计上千件。 今天翻看过去的记录，我
都惊讶当时自己的成绩。 那年，我组织的游戏活动在鼓楼区青年教师游戏活动
评比中获得最佳奖。

这一次的尝试也让我明白，一线的教师是有条件开展研究，也是有能力开
展研究的。 幼儿园的教育研究必须解决教育实践的难点问题，必须与本园的发
展实际相关。 如果每个幼儿园的教师都用教育研究的方式解决一个实际问题，
我们就能得到若干个策略。 如果老师们再将策略分享，我们就有了许多解决问
题的办法，我们的老师就拥有了众多的教育智慧。

一所幼儿园的成长，同样能反映一个园长的成长。
在 20 年的教育生涯中，林虹经常问自己、问教师：

“孩子是谁？ ”
其实，答案就在每一位教师的心里。
幼儿教师需要一颗发自于内心的童心。

蒲公英在成长
□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实验幼儿园 林 虹

我喜欢一个故事，它是一位法国作家写的：很多年
前，光秃秃的普罗旺斯高原上，一个牧羊人在独自播种。
他挖了一个个洞，把一粒粒种子放进去。 那是一粒橡树
种子、一粒白桦种子，一粒山毛榉种子。 然后是一战、二
战……这是一个世界的几十年，也是一个耕种人的几十
年。 那无数个洞里的一粒粒的籽儿，就长出了后来普罗
旺斯的葱茏。

20 多年前 ， 当我还是个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少女
时 ，就是读着这个故事 ，走进雨花台区实验幼儿园开

始 了 我 的 教 育 生
涯。 那时的我对于
未来还很懵懂 ，我
经常问自己 ： 普罗
旺斯是薰衣草的海
洋， 作为一名幼儿
教师， 我会在孩子
们的心中播下什么
样的种子 ， 让它们
形 成 什 么 样 的 风
景？

10 年前 ，我有
幸成为了雨花台区
实 验 幼 儿 园 的 园
长。 在创办艺术节
的过程中 ， 有一种
充满朝气的黄色花
朵突然跃入了我的
脑海， 它就是象征
着自由 、 清纯 、坚
强、 希望的菊科植
物———蒲公英 。 它
没有桃李的娇艳 ，
却传播着春天的气
息； 它没有玫瑰的
芬芳， 却散发着顽
强的生命力 ； 它看
上去丝毫不起眼 ，
却总是带着美好的
信念 ， 在田间 、沟

谷、山坡、草地、路旁、河岸倔强而可爱地站立，自由地
飞翔———它的内涵和我们 “着眼孩子一生 ，培养四自
儿童（自主、自信、自律、自立）”的办园理念不谋而合！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王冕这两句
咏墨梅的诗， 形容蒲公英也很合适； 而且蒲公英的花
语，也是百花中我最喜爱的，它代表“停不了的爱”。 幼
儿园是有灵魂的， 每个幼儿园都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个
体，而这种魅力来源于特有的气质与精神。我希望雨花
台区实验幼儿园拥有蒲公英的气质和精神。 于是我欣
然地写下一首小诗：“蒲公英，小小的蒲公英/你这天地
间自由的精灵/风儿借你一双会飞的翅膀/你撑着小
伞，带着梦想去旅行……”从此，蒲公英艺术节成为了
雨花台区实验幼儿园一年一度的盛会，而蒲公英，也成
为了雨花台区实验幼儿园的园花， 深受每一个老师和
孩子的喜爱。

20 多年的历程历历在目，回头一望，恰如一朵蒲公
英的成长：我在成长，我们的教师在成长，我们的幼儿园
在成长，我们的孩子更在成长。这成长的每一步，与社会
各界的关心和支持有很大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每一位
幼儿园管理者的心中都应该有一座普罗旺斯，我们默默
地播下那粒叫做爱的种子，为它灌溉、为它施肥，期待它
成长，梦想它葱茏、绽放。

和花相比， 我希望雨花台区实验幼儿园的品牌是
一棵大树，那么，文化是品牌之树的根基，服务是品牌
之树的枝干，教师是品牌之树的树叶。他们各自彰显着
个性的色彩和生命的活力，使品牌之树生机盎然。当我
们怀着梦想播下那粒希望的种子时， 相信会有那么一
天， 我们会像普罗旺斯种树人一样仰望一树的枝繁叶
茂， 我们会听到诗意的风儿吹拂树叶发出最美妙的沙
沙声。

20 年来我从未停止思考一个问题：孩子是谁？ 德国
教育家福禄贝尔说：“孩子就是我的老师， 他们纯洁天
真，无所做作，我就像一个诚惶诚恐的学生一样向他们
学习。 ”著名文学家冰心说：“只要触及到孩子就触及到
爱。 ”事实上，在幼儿教育这条道路上，我从孩子们身上
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经常和我们的老师强调：我们必须
重返孩子稚朴的精神世界，回归一颗真挚的童心———要
知道，这不仅是幼儿教育工作的需要，更是难能可贵的
快乐体验。 如果有人问我，20 多年来个人最大的收获是
什么，我想，也许并不是幼儿园接踵而来的荣誉、社会的
认可、开发课题的荣耀，而是———我还能够重返孩子质
朴的精神世界！

20 多年的教育生涯 ， 我追求雨润无痕的教育精
神，童心母爱的教育情怀，返璞归真的教育境界，我用
心倾听每一朵花开的声音，努力理解、回应孩子的百种
语言。

千言万语在一躬，我想把一份特别的感谢送给我亲
爱的孩子们，是他们，让我的事业和生活如此精彩！

看，蒲公英在绽放!

从对幼儿教育一无所知，弹唱说跳无一内行的小老师，成长为有儿童立场、
有教育态度，更可以抓住生活中的小事，开展研究工作的教研组长；从被动学习
到主动求知，再到创造性劳动的成长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普通人化茧成蝶的
美丽转变。

汪田田，在幼教世界里追寻，实现着自我价值，她是一个追梦人。

涅 三境界
□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银河幼儿园 汪田田

一、望尽天涯路———几多困惑
2008 年 8 月，在完成了 4 年学前教育专业的学习后，我来到了银河幼儿园。
那时的我，对这份事业充满了憧憬和激情。 也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

作上。 每天早上在门口迎接孩子，与见到的每个孩子拥抱一下，我用这种方式来
表达自己对他们的爱。

很快，几个月过去了，一些问题出现了。
弹唱说跳在幼儿园是比较外显的内容， 我却不擅长； 文字功底我稍微强一

些，却找不到可写的内容；区里组织的一次论文比赛，我满怀热情地写了两篇投
上去，却只有一篇得了三等奖，我想不明白，到区里去问组织的老师，却被告之内
容空洞。

这种落差让我在工作中有些不在状态，所有班级之外的活动都不参加，教研
活动中几乎听不到我的声音，一次主题审议时我正走神，突然听到：汪田田，你觉
得呢？ 我赶紧回过神来，才发现所有的人都在看我。 慌慌张张地看了几眼，说：“主
题目标操作性不强。 ”虽然主持人很快转移了话题，但那一刻我真的无地自容，恨
不得消失。

我感受到周围的人从期许到失望的心理落差。 虽然师兄一直在指导我、鼓励
我。 但对当时已经包裹起来的我来说，仅仅是让我没有萌发去做逃兵的想法。 工
作中，我还是如无头苍蝇般乱撞，急切地想逃脱这种桎梏，却不知道出口在哪里。

现在想来真的是自己有个心魔，完全不懂别
人在说什么。

二、为伊消得人憔悴———上下求索
一年后， 我已经熟悉工作的基本内容，

也能应付得自如一些。 但我还是很自卑，因
为不敢在人群中发言。 于是作茧自缚：我是
属于写得出来，说不出来的人。 但很快我这
层茧就被硬生生地剥下来了。

2009 年 11 月份，幼儿园举行区培育室
学员招募。 整个活动近两个小时，我一句话
都没说。 当晚园长就在 QQ 上与我交流。 那
晚我的心被触动了：“认识你自己，你到底能
做什么？不要人云亦云，找不到自己。你不认
识自己，那就去做，只有在做的过程中，你才
能发现自己有哪些闪光点。 ”

那段时间，我的脑袋里晃得最多的话就
是这些，我暗暗鼓劲：是该做点什么了。

慢慢地， 我开始在教研会议上发言，还
为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每次教研至少发言
一次。 记得 2009 年的一次会议上， 主持人
问：集体教学中的教学目标要注意什么？ 第
一次发言，我很紧张地举手，然后一口气将
一段话全部说完，脸憋得通红。 抬眼发现大
家都笑眯眯地看着我。王老师笑着说：“看把
我们田田紧张的，没关系，不管对错，敢说就
值得肯定。 ”我也笑了，立即释然。

还有一次拓展活动，需要大家分组讨论
总结，我缩在后面不敢说话。 这时同事“揪”
着我上台发言。 我推脱但没成功，于是硬着
头皮接下任务，开始紧张组稿，说话还是有
些结巴。之后，我心里一直想着刚才的发言，
但没想到吃饭时，一桌的人都说我发言很幽
默，说得很好。 这些评价让我那颗自卑的心
突然温暖了许多。

2009 年 6 月，我再次主动请缨 “承办 ”
学期结束会议 ，一个人从策划 、组织到主
持，一个流程下来，师兄对我说：“田田 ，我
发现你真的变化很大。 我很高兴你有这样
的进步……”我真的，真的成功了。 到现在
我仍然有回味无穷的感觉 ，回味那个站在

台前娓娓道来的感觉。

三、灯火阑珊处———柳暗花明
工作满 3 年，今年是第 4 年，似乎也懂得了一些，也看开了一些。 于是对幼儿教

育这份事业一如当初，有憧憬，但又多了些理智和智慧。
在我们幼儿园，园长一直在强调儿童立场，于是她嘴边最常说的两句话就是：

实践场即研究场。 在自然真实的情境中让幼儿体现，触动他们内心的需要……我们
都在摸索着这样做。

1. 对教育的态度———就在身边
今年 2 月我接了一个小班。 我开始带着相机抓拍孩子们在一天环境中的情

景。 集体教学中，我发现孩子有些在玩衣服，有些半躺在椅子上，有的在互相说
话……我悄悄地把这些拍了下来 ，然后放给他们看 ，孩子们纷纷指责那些行为
表现不好的人，也说出了集体教学时孩子应该怎么坐椅子。 我豁然发现，这不就
是儿童立场，这不就是研究吗？

2. 对幼儿的态度———推己及人
幼儿园的孩子经常出现知行不一的现象。 在我的班级里也有这样的情况 。

比如，孩子不知道与他人打招呼或回应别人的招呼。 我抓拍了家长和幼儿互相
问好的情景，也抓拍了一些不回应或不打招呼的场景。 之后我先播放幼儿互相
问好的情景 ，让孩子观察照片中两个人的表情和动作 ，来感受互相问好带来的
快乐，然后进行强化实践，孩子就会
发自内心地向别人问好， 形成自我
管理的意识。

3. 对同事的态度———水涨船高
因为有幸承担学校的活动策

划，所以我在不断地成长。 而这一切
也得益于身边领导的信任和同事的
支持。

2010 年幼儿园要搞一次为期一
个月的首届文化节，当时王老师非常
信任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迅速
招募团队，然后开始与领导、同事甚
至外界社会等方面的沟通。也就是在
这个活动中，我的组织、协调、策划、
沟通等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得到了领
导和同事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我对自
己也重新认识了一次，也发现了团结
合作的重要性。

我深知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我
个人的努力，更有我身后很多人给予
的指导和帮扶。 本学期，我担任教研
组长，这是一个全新的角色，我将会
心存感激。 唯有去做，做个行者才能
不辜负这个职位，这份期待。

吴亚英园长讲述老师与 3 位孩子的故事，普通而又常见。 当我们细
细品味其中的含义，就会找到一名好的幼儿教师的秘密所在：幼儿教师
仅仅有良好的专业的技能是不够的，她还要做到尊重儿童、发现儿童，理
解儿童。

这，也是吴亚英的成长秘密。

我与孩子
□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银河幼儿园 吴亚英

看到《中国教师报·幼儿教育周刊》约稿主题，我思绪万千。在成长之
路上，故事多多，有一连串关于读书的故事，有一个个关于磨课的故事，
有一个接一个关于课题的故事……感触最深的，还是关于孩子的记忆。

小华，给我入职第一考
1986 年 9 月，刚踏上工作岗位的我，一人包下了一个 46 人的大班。

小华是我班里一个很特殊的孩子，因为她有小儿麻痹症后遗症，右脚比
左脚短了一寸半，平时两手基本都是缩着，口齿不清，还常流着口水。

在一次点心时间，我拿着饼干回到教室，看到小华在我们班旁边的
墙上画着，“作画材料” 是她刚拉的大
便，“作画工具”是她那双伸不直的手。
班上其他的孩子也都闹翻了天。 我有
过短暂的恶心，甚至想逃开，但当我看
到她傻傻中有点慌乱的眼神时， 我冷
静下来。 我对其他孩子说，不要吵，你
们都坐好。然后，我到一楼的公共盥洗
室打来一盆水，帮小华洗净手，用纸给
她擦干净屁股，接着我一个人擦墙、清
地、换水、洗手。 再接着，发点心、组织
下一个活动。

那时的我， 没有时间去整理自己
的情绪。我只知道，那么多孩子们的眼
睛盯着我，需要我。

乔乔的设计被打断了
2002 年是我当园长的第 5 个年

头。我没有脱离一线，但参与的方式有
所改变，即由组织变为观察、指导。

记得那年 10 月，在大班的《小小
设计师》操作活动中，乔乔正沉浸在他
的设计当中， 地上散落着被乔乔剪下
的废纸角边料。 这时，老师走了过来，
发现地毯上散落的纸屑，皱了皱眉，蹲
下身，看着乔乔，用手指指地毯。 乔乔
无奈地放下剪刀，急切地、胡乱地捡着
纸屑……

下班前，我直接告诉老师：孩子一
系列动作、每个神情都表明，他非常投入，思维活跃、思绪积极主动。但我
们没看到，也没有刻意提醒自己要耐下心来再看看，却把眼睛盯向所谓
的常规要求！ 其结果就是：一个充满主动探索精神的思维过程被无情打
断。

桐桐，真像个科学家
3 月 17 日，中二班科学《鹌鹑蛋在盐（或糖）水中会怎样》活动现场。

桐桐在进行鹌鹑蛋浮到水面上的实验。只见她先用勺捞出鹌鹑蛋放到桌
子上，然后舀小半勺糖到杯中，换筷子，搅拌，再把鹌鹑蛋放到糖水里，接
着，她蹲下身侧着头透过杯子看鹌鹑蛋，还沉在杯底！于是，她第二次、三
次捞出鹌鹑蛋、舀糖……用同样的程序重复着实验，可还是没有成功！她
的眉头有点紧锁，但还是坚持又尝试了两次，鹌鹑蛋一如刚才。她的小嘴
咬得紧紧的。十几分钟后，第二次实验的时间也到了，孩子的脸如要哭一
般。

老师走过去，蹲下身，看着她的眼睛，坚定地说：“桐桐，你真像科学
家。科学家就是这样的，坚持、坚持、再坚持。”桐桐突然有了一丝自豪，和
老师对视而笑了。

幼儿教育的启蒙性体现在哪里
孩子需要我们关注什么？
答案有：其一，孩子沮丧的情绪，需要我们接纳。 其二，孩子专注、坚

持等学习品质需要我们认可。其三，孩子处于秩序敏感期的“刻板”行为，
需要我们理解。

我们应该如何做？
策略有：第一，直接告诉孩子：你很棒以及棒在哪里。 第二，再给机

会、耐心等待，把实验器材投放到活动区域，给孩子以继续实验的时间。
老师笑眯眯的陪伴就是最大的动力，耐心的等待就是无声的支持，和孩
子一起享受努力的过程，和孩子一起享受成功的结果。 第三，联手家庭，
改革评价语，优化评价功能。（此阶段，我们渐成了自己的“胚芽使命与呵
护教育”主张，其本质是维持并发展每个孩子的“内在潜力”。 ）

26 年的成长历程，让我对幼儿教师的专业有了清晰的认识。 爱心、
耐心、细心，我们必须具备，因为那是我们的底限；弹唱说跳画，我们需要
苦练，因为那可以帮助我们感性地表达；磨课、赛课，我们应该经历，因为
好教师都是磨出来的……但是，我还想说的是，以上这些，都不是我们做
教师的真正目的或价值。 因为，幼儿教师，是因“幼儿”两个字而存在的！
幼儿教师的价值是，孩子因你的看到、看懂而获得身心发展。因此，用心、
用情地解读一届届、一个个孩子，是我们最该投注心力与精力的事儿！

让我们用“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的路径去解读孩子，用
“等得了、说得准、引得巧”的策略或标准和孩子互动。这样，一个个“关于
孩子的记忆”就会串起我们专业成长的幸福之路！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
从祝老师幸遇两堂“课”中，我们看到了祝老师的成长，也看到了老

一辈幼儿教师对幼儿教育事业的坚定信念， 他们为培养青年教师而作
出的无私奉献……

职初幸遇两堂“课”
□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早教中心 祝晓燕

那年，从无锡师范毕业，我 19 岁。
带着憧憬、懵懂，走进了 47 个孩子的中班，两年间开了 20 多次公

开课，摸索着做了 2 个课题研究；带着忐忑、无畏，走上了教科研管理岗
位，6 年间从园长助理到副园长，身兼数职，尝试过幼儿园每个岗位的
工作， 也完成了婚育和大专学
业；带着责任、压力，被调任为
园长，10 年间引领幼儿园从市
级二类到一类、 再到省级示范
实验幼儿园，不断发展提升，亲
力亲为、无怨无悔，也完成了本
科和研究生的学业；带着反思、
感悟， 开始教育研究和管理工
作已 6 年多……

一晃，居然 24 年多了！
人到中年，童心未改。 回味

桩桩件件， 酸甜苦辣犹在唇齿
间。 职初， 有幸经历了 “二堂
课”， 引领我从新手到骨干，走
上了快速成长路，在此分享。

上岗第一课
许多人，走出校门，踏上工

作岗位的第一天，往往是培训，
俗称“上岗第一课”。我呢？上岗
第一课，从“搬煤饼”、“缝被褥”
开始，感念至深。

那是 1987 年 7 月的一个
闷热早晨， 因为没有地址没有
电话，羞怯的我甚至不会问路，
起了个大早去上班， 却找不到
期待中“全无锡最大”的幼儿园，
只能回到教育局，一问，说还在
筹建中。 我穿街走巷，来到了一
片工地，园长（后来，她始终是我
成长路上的导师） 指着一幢被
脚手架包围着的建筑物：“这就
是我们的幼儿园！ ”语气里透着
坚定和自豪！

幼儿园没有门， 我们顺着
几块建筑用的竹片铺就的通
道，走进了幼儿园，里面一派繁
忙景象。 我听到了细致的筹建
工作安排， 感受到了筹建工作
的千头万绪； 也了解了开学后
这里即将呈现的崭新面貌。 信
心和期待， 似乎映在每个员工
的脸上！

根据筹建进度，教工们每天按任务分组，我和几个也是刚刚走出
校门的新老师， 一起被安排去食堂搬煤饼———从竹片通道外的路口，
将堆得小山样的、每个脸盆般大小的煤饼，搬进食堂。 直到傍晚，我们
才完成了煤饼的迁移。 第二天，我的任务依然是搬煤饼。 按照“方便厨
师使用又整洁美观”的要求，我们将杂乱无章的煤饼，在煤灶间堆放整
齐。 又到傍晚，老教师看着浑身黑水和一手水泡的我说：“幼儿园的每
一个角落，都是教育的场所，即使煤灶间！ ”

后来，我开始跟着不同的老教师学习，学做搬运工、油漆工、清洁
工、采购员，还学习种花草植物。 例如，裁剪缝制几百条被褥———将一
条棉胎裁剪成 2 条，再用纱布包边；用缝纫机缝制全棉床单被套等。 在
化纤织物很流行的那个年代，我知道了“全棉的更适合孩子”！ 孩子，需
要我们用行动表达的“爱”去呵护。 棉絮飞舞，剪刀把手磨出了老茧，但
我觉得快乐，老教师们手把手的培带，让我学会了许多新的技能；更重
要的是，在这些技能之外的，作为一个教育者应有的立场、情感、态度，
也开始萌芽、生根，有了烙印。

接近 2 个月的筹建，我熟识了幼儿园的每一个员工，找到了不同的
“师傅”；熟识了每项工作的细节要求和规范管理，从中也悟到了“一切
为了孩子”的价值追求！ 虽然没有接触幼儿，但我对幼儿和幼儿教育，已
心生敬畏。 我强烈地意识到，做一个合格的幼儿教师，博大精深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需要我努力去学习；更多书本书写不了的知识、方法、态度
和理念，需要我自己去参悟。 这些意识，在师范学习时是模糊的，但在一
位位师傅的言传身教中、在一次次经历中却鲜明了起来。

一个好的教师团队、一套好的管理系统、一种好的校园文化，是对
一个新教师最好的培训。 “上岗第一课”，如果是一种管理文化的浸润，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就是师幼成长共同的福音。

第一次公开课
即将开学，园长说，每个人上一节公开课吧。 我胆战心惊：还没开学

就上课，还公开课？ 不解中，我开始准备，反复琢磨了教材和园长推荐的
参考书，花了几个晚上，写就了一份详细的教案，第一次来到园长室。 园
长说，不要给我看教案，让我听你说，说出你教案的合理性、教育资源的
可靠性、教育过程的应变性，说清每一步的设计思考。

我第二次走进园长室，拿出了修改后的教案，园长说：“很喜欢你
的学习和研究意识，教案很好，我们来试讲吧，把我当孩子。 ”我脸红耳
热，试讲断断续续。 许多次，园长亲自示范，我模仿，再继续,并要探讨
“孩子会怎么想、怎么做”、“怎样更好”等问题。 我发现，既定目标和实
际表现之间的许多矛盾需要协调，一份好的教案，只是一节好课的基
础，真正的好课，在于和孩子的互动，追本溯源，一切活动都要基于儿
童的需要。

第三次走进园长室，来了五六个教师，园长说，先说说上次试讲后
的体会吧，然后把他们当作班上的孩子，我们来试教。 每一句话的语
气、表情、眼神、体态，每一个动作的起承转收，都经过了老师们反反复
复的推敲和演练，每个人都满头大汗！ 就在这一遍遍的尝试中，我得到
了许多启示，逐渐找到了感觉。 我感觉，一节课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精
雕细琢”，每一种策略方法都应该有执教者的思考，每一个思考都要坚
持儿童的立场。 要把这样的立场表达出来，教师需要专业积淀基础上
的“教学经验”、“教育智慧”。

这是一个痛苦的磨砺过程。 但很多年以来，我坚持按这样的思路
和方法去准备每一个活动，并且我反对用孩子做道具去“预演”，而总
是邀上师长、同伴一起来磨课、研究。

也正因为这样的经历，当年工作不到两个月的我，真正开始“公开
课”教学时，面对各个不同的班级、不同的教学内容，面对里三层外三
层的听课者，我渐渐能气定神闲了。 因为，每一次的活动都有一位导
师、几个同伴在支持我、帮助我，与我同行。

之后，每一次公开课的成功，各种参赛的获奖，各种培训学习机
会，使我走上了良性循环的专业发展之路，也让一个内向的我变得自
信大方，也能承受挫折、挑战和压力了。

编者按：如何从一位普通的幼儿教师成长为小有名气的幼儿教育实践者和专家？ 本期我
们特别邀请了几位幼儿园园长和幼儿教师共同回忆她们的成长之路。 尽管每个人成长历程不
同，但有一些共通之处，比如：坚持、奋斗、热爱……

（特约编辑徐志国对本期话题亦有贡献）

崔利玲， 江苏省南
京市鼓楼幼儿园园长兼
党支部书记。 先后获江
苏省特级教师、 江苏省
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
等称号， 现任江苏省督
导专家、南京市督学。

给青年园长的话：
园长承担着引领幼

儿园教育方向的重任 ，
我们必须摒除浮躁 、焦
虑、功利的心态 ，实施符
合科学规律的、奠定基础
的教育，像中国幼儿教育
先驱陈鹤琴先生那样亲
身实践，朝着“中国化、大
众化、科学化 ”的方向不
断探索，才能回归幼儿教
育的本质 ， 给予孩子幸
福、快乐的童年。

林虹，江苏省南京市
雨花台区实验幼儿园园
长， 党支部书记。 曾获
“江苏省幼教先进工作
者 ”、“南京市幼教学科
带头人 ”、“南京市优秀
青年教师”等荣誉称号。
曾获得全国优质课大赛
一等奖， 主持多项省市
级立项课题研究。

祝晓燕， 江苏省无锡
市滨湖区早教中心主任。
先后获江苏省优秀幼教
工作者、无锡市学科带头
人等荣誉称号，现任江苏
省评估院督导专家等。

给新教师的话：
教师， 是一个要求

人终身学习和进取的职
业，只有不断经受磨砺，
才会有跨越式的发展 。
我的成长， 得益于从每
天的教育实践中、 从每
个孩子身上、 从同伴和
师长那里， 汲取到的新
知识和经验以及内化的
自身职业发展动力。

反思这 20 多年的
教师工作，觉得，每一次
经历都可能 改 变 了 什
么， 每一次经历都激活
一些潜能， 每一次经历
都在促使着我的成长和
成熟， 每一次经历都值
得记忆和感恩。

汪田田，江苏省常州
市新北区银河幼儿园香
槟湖园区教研组长、幼儿
园社会学科组组长，教龄
3 年。

给新老师的话：
刚踏进幼教一线的

新老师们， 也许你们有
着与我相似的经历 ，或
者 正 在 受 着 同 样 的 煎
熬。 不要想得太多，大胆
去 做 所 有 你 能 做 的 事
情。 只有在做的过程中，
才能认清自己， 才能找
到自己的出路。 也许几
年后， 你会发现原来给
自己设置障碍的就是自
己。 不过就算那时候知
道了也无所谓， 因为那
真的是一种涅槃式的收
获。

吴亚英，江苏省常州
市新北区银河幼儿园园
长、党支部书记。 先后主
持省市两级课题 5 项。 26
年的保教实践、16 年的办
学探索 ，终成 “胚芽使命
与呵护教育” 的主张，其
“（让） 每颗星星都闪光”
的核心目标，成为驱动幼
儿、教师以及幼儿园可持
续发展的精神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