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庄中心幼儿园水秀实验幼儿园

城市化进程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长三角地
区。

当鳞次栉比的高楼、 纵横交错的马路替代
了原先的田野与村庄， 霓虹闪烁的街道覆盖了
原先的农贸集市， 村庄式的散居生活变成了小
区式的聚集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昭示着：昔
日的农民摇身一变，如今已成为了市民。

新的环境要求新的生活方式：习惯、规则、
秩序……能否与“城市化”的进程相匹配？

地处苏南的无锡市华庄中心幼儿园正面临
着这样的发展背景。

如何让幼儿的文明素养也一同随着 “城市
化”的脚步前行？ 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思索，“十一
五”期间，他们申报了《苏南农村城市化进程中
幼儿文明习惯养成的实践研究》这一课题。

自此，“文明养成” 成为他们提及最多的教
育理念。

在践行这一理念之时，华庄人制定了“三步
走”的目标。 首先是通过分析现状，制定养成目
标，形成养成手册。 在孩子入园之前，他们对家
长的教育观念与教养行为有了初步了解， 对如
何实施“养成教育”，做到心中先有“谱”。

第二步， 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对孩子进行
“点滴教育”。

在华庄中心幼儿园，“文明养成” 的理念渗
透“无孔不入”。 入园、盥洗、户外活动、进餐、午
睡、离园……每一个环节，老师们随时随地进行
随机教育。 比如，幼儿园每天都会轮流组织孩子
在门口“迎接”入园的同伴，一声声问好，一个个
鞠躬，告示着这一天“文明生活”的开始；进餐的
时候，老师会就进餐姿势、进餐礼仪、进餐卫生
等知识跟孩子们交流。 通过日常生活中持之以
恒的文明理念渗透， 逐渐使孩子们 “习惯成自
然”。

同时， 华庄中心幼儿园通过组织各种特色
活动 ，并与家庭 、社区联动 ，使他们的 “文明养
成”教育更加立体化。

前阵子， 大班孩子开展了一项持续一个月
的“绿色文明·低碳生活”主题活动，孩子们要和
老师一起悬挂标语、张贴宣传画，要说服爸爸妈
妈在倡议书上签名，最后，孩子们要和家长一起
实施“家庭低碳计划 15 件事”：使用节能灯、循
环用水、购物不用塑料袋、每周少开两天车……

类似的活动孩子们大多都会踊跃参与。 5 岁
的朱星烨回到家里，开始向妈妈介绍“节水”的
知识。 她说，把一个装满水的瓶子放到马桶蓄水
池里，就能减少马桶的冲水量；淘米的水可以用
来浇花、洗拖把、冲厕所等。 她的妈妈十分开心
地配合孩子。

在践行文明养成教育时，华庄人同时注重依
据幼儿的心理与行为习惯，让孩子们在快乐轻松
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文明熏陶。 比如通过
设置区角游戏———“在公共汽车上”，让孩子分别
体验司机、乘客、售票员等角色，习得有序、文明、
礼貌、服务、交通规则等生活素养……

“文明习惯养成教育不是光鲜的外衣，而是
草根下的执著。 文明习惯的形成是日积月累的
结果 ， 不能急于求成 ， 它需要坚持不懈地实
践。 ”令园长张雪琴非常欣慰的是，幼儿园的孩
子正在慢慢发生着变化： 从混沌懵懂到清晰表
述，从不明就里到彬彬有礼，从腼腆怯生到热情
大方……而“江苏省和谐校园”、“无锡市文明单
位”、“无锡市绿色学校”这些大大小小的奖牌，
无疑是对华庄中心幼儿园实施“文明养成”教育
最好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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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生命的慢慢舒张
□ 黄 浩

优质的学前教育大多相似，他们的一个共性就是———从教育的“根本”出发，这个“根”和“本”就是孩子。
近日，记者来到风景秀美的苏南地区，走进无锡市滨湖区的三所幼儿园。不同的园舍、不同的孩子、不同的教师，但是有一

点却高度一致，那就是严格遵循幼儿的成长规律，抛弃世俗的功利和冒进，给每一个幼儿创造最适合的成长条件，耐心地等待
每一个生命从容舒张。

本期封面园，本报将“组团”推出这三所幼儿园，感受她们在社会急剧转型期时期仍然坚守的那一份“慢教育”，那份打动人
心的细腻和温情———

酷闻酷评

深圳：3000 万重奖优质
民办幼儿园

日前，深圳市财政委员会会同
市教育局评选出 2008～2010 年度
规范优质办学民办幼儿园。 按每园
30 万元的标准，安排一次性奖励经
费共 3000 万元。 市级财政奖励经
费将经各区财政局拨付至获奖幼
儿园，并专项用于幼儿园教学仪器
设备购置、校舍修缮等改善办学条
件方面的支出以及开展师资培训。

酷评：民办教育在国内一度处
于相当尴尬之境地，民办幼儿园也
不例外。 当然，尽管民办园或多或
少有一些“顽疾”，不可否认的是，
它们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
“入园难”这一现状。 此次深圳市大
手笔的物质性奖励，给予民办园实
实在在的优惠，相信能刺激民办园
越办越好。 （黄 浩）

佛山：积极筹办特教儿童
幼儿园

日前，佛山市教育局已经起草
了 《佛山市实行特殊教育 15 年免
费实施方案》，方案提出，今后市残
工委成员单位将推动残疾儿童学
前康复教育，加大学前康复教育资
助力度，逐步在特教学校、康复机
构和福利机构举办残疾儿童学前
班。 此外，还将扶持社会力量兴办
特教儿童幼儿园， 筹建集托养、康
复、教育于一体的重度残疾儿童教
养实验学校。 其中，0~6 岁残疾儿
童可免费享受抢救性康复服务。

酷评：组织政府力量为残疾儿
童康复教育服务，佛山市此举可谓
“善莫大焉”，也真正践行了“以人
为本”的教育理念。 当然，在注重孩
子身体健康的同时，培养孩子健全
的人格也不容忽视———因为教育
的终极目的便在于此。 （黄 浩）

安徽：积极探索“公建民
营”幼儿园

近日，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安
徽省学前教育重点工作目标实施
管理办法》， 要求各地从实际出发
探索 “公建民营” 办园模式改革。
《办法》提出举办幼儿园“可通过租
赁、合作、承办、委托等经营方式，
使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 即在保
障幼儿园国有产权性质不变的前
提下，允许采用民间经营模式。 同
时，省教育厅要求按照普惠性幼儿
园收费标准收费，保障其公益性和
普惠性。

酷评：国有属性，保证了幼儿
园的公信力与稳定性； 民间经营，
则可以使幼儿园教育教学更加灵
活多样；而与普惠园一样的收费标
准 ，更是解决 “入园贵 ”的 “金钥
匙”。 安徽省试行的这种富有创造
性的幼儿园办学模式，相信能为学
前教育吹来一股新风。 （黄 浩）

封面园

滨湖区实验幼儿园 快乐运动———健康成长的“营养配方”
2008 年 6 月，“滨湖杯”无锡市幼儿游泳比赛现场。
随着“加油”、“快、快”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来自滨

湖区实验幼儿园的荣昱杰双腿奋力一蹬，冲过了终点线。随
之，两侧欢声雷动……

荣昱杰在“50 米蛙泳”项目中一举夺魁！ 他的成绩比当
年无锡市中考游泳此项目合格成绩还快了 10 多秒。此次比
赛中，滨湖实幼在许多项目都大有斩获。

许多老师、家长心中都提出了共同的疑惑：滨湖实幼，
赢在何处？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样一份成绩的取得，与我
们坚持‘快乐运动’的健康成长教育，以幼儿运动带动身心
全面发展这一理念是分不开的。”园长邹红英谈起滨湖实幼
的“运动教育”，如数家珍，“健康是人生第一财富。孩子们在
快乐运动中达到生理、心理、交往等多个方面的完美发展。”

邹红英介绍， 游泳早已融入滨湖实验幼儿园的常规教
学之中，“幼儿游泳课程”也发展成为实幼“快乐运动”品牌
中的亮点。

从中班开始， 老师们就开始为孩子们量身定制游泳课
程，从“亲水”、“闷水”到“水中漂浮”，再到“放飞”孩子，让他
们自由翱翔，老师们循序渐进地向前推进。 2005 年起，幼儿
园又与无锡市新体育中心开展了“园馆联动”的快乐运动教
学尝试，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进行教学，实行“教练
执教，教师陪护”的模式。

2011 年，邹红英主编的《碧波蛙嬉———幼儿蛙式游泳
教程》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正式出版，这是他们集 6 年游泳
课程研发经验而孕育的结晶， 填补了国内幼儿游泳教材的
空白。

“身为生活在太湖边的滨湖人，我们希望通过学习游泳
让孩子从小就认识水，拥有爱水、护水的意识，并能感受到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美。 另外，滨湖区玩水的地方很多，从
小对幼儿进行专业的游泳课程训练， 不仅是为他们身心健
康着想，也是对孩子的生命负责。 ”一位老师说。

“对孩子一生负责”的运动当然不仅仅只有游泳，在“快
乐运动”这面大旗的指引下，滨湖实验幼儿园开展了许多充
满想象力的体育运动，比如，“快乐行走”。

他们依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将 “快乐行走” 分为两个阶
段：上学期，孩子们相对还稚嫩，老师就让他们在各自的园
所里“行走”。 小班孩子更多的是体验“行走的乐趣”：光脚
走、在不同的地面（草地、泥土、沙地等）走、障碍走、合作走、
曲线走……中班孩子“行走”的难度会加大一些：老师指导
他们看标志行走， 认识幼儿园中的各个地点； 大班孩子的
“行走”则充满了“挑战”，更具有情境性和游戏性———

“三八妇女节 ”
到了 ，大班的
彤彤接到
了 一

项特殊任务 ：
他要在

规

定时间内给某位老师献上一束鲜花，彤彤手里有一张“藏宝
图”：上面标示着在幼儿园的某个角落里，有一张图纸记载
着那位老师的姓名和所在地。

“藏宝图”其实是幼儿园的地形图，根据图示，彤彤要在
园子里“穿过草地”、“越过树林”、“走过沙池”、“翻过栏杆”，
然后才能拿到“宝物”，找到老师的地址。

下学期到来后，孩子们就要走出园所了。小班孩子会走
到附近的社区；中班孩子则要体验遮阳撑伞走、雨中行走、
走小径等方式，体验不同天气、不同地况行走的“艰难”；大
班孩子的“行走”更“不简单”：他们要负上 3~5 斤重的物体，
在“行军比赛”这一情境中快速“行走”，达到提高反应能力、
锻炼身体素质的目标。

这番体验让孩子感觉很“刺激”、很“兴奋”，尽管“行走”
的过程并不顺利。

“‘行走’游戏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孩子的思考、协商、合
作、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并非单纯地为了 ‘行走 ’而 ‘行
走’。 ”滨湖实幼副园长曹祎说。

在滨湖实幼，孩子们的快乐体验天天在持续：球类协作
运动、器械协作运动、“勇敢者的游戏”军训活动、亲子嬉水
节……

“孩子的一生很长很长，‘快乐运动’让孩子的体魄更为
强壮、意志更为坚定，它是丰富幼儿生命内涵，促进幼儿健
康成长的‘营养配方’。 ”邹红英动情地说。

2010 年的某天，一阵响亮的哭声突然打破了无锡市水
秀实验幼儿园的平静。

当提心吊胆的谷老师赶到现场时，他看到了这样一幕：
5 岁的兵兵红肿着眼睛，对着地上一摊残留的鸡蛋清，捶

胸顿足，嚎啕大哭。
原来，他所在班级正在开展一项名为“蛋宝宝的旅行”的体

验式活动：孩子们从家里带一个鸡蛋来到幼儿园，在一天的时
间中，孩子们要当这个蛋宝宝的父母，一旦打破鸡蛋，就宣告这
个孩子的保护行动失败。

“老师，下次我一定要保护好蛋宝宝。”在老师的安慰下，兵
兵停止了哭泣。

“孩子在这一过程中收获到的是关爱他人的经验”，李燕园
长介绍，“在水秀，我们根据苗班、小班、中班、大班不同年龄阶
段的特点，设计了 30 多种情境活动让孩子们去体验，水秀的孩
子们自入园到毕业都要经历这些体验活动， 我们将其称之为
‘水秀宝宝 30 种经历’， 这种体验式的经历就是我们正在实施
的‘小脚印’教育。 ”

回归原点：“体验式”教育
“水秀宝宝 30 种经历”并非虚指。
老师们将“体验式”教育融入到日常的教学活动当中，让孩

子们在“成功”、“成长”、“快乐”的氛围之中引发身心的各种触
动，如趣味轮滑、围棋黑白世界、武术、美乐蒂英语、分享阅读、
彩虹屋等游戏课程，让孩子们能时时与游戏相伴，处处有快乐
相随。

在水秀，老师们严格遵循“三二一”原则，使孩子每天在园
至少有 3 个小时的游戏时间，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一个
小时的自主体验游戏时间。

可以说，体验随时随地都在这里发生。 当记者来到水秀实
验幼儿园某大班的教室里时，孩子们正在玩着一个名为“快餐
店”的角色体验游戏。

锅碗瓢盆一应俱全，“柴米油盐”整齐布列，几个“大厨”在
“灶台”旁忙得不亦乐乎，而另外几个等着用餐的“顾客朋友”早
已经急不可耐，他们频频催店里的“服务员”，“服务员”正在耐
心劝说：“再等等，就快好了！ ”

在下一轮的游戏中，扮演“顾客”角色的孩子决定担当起
“厨师”的重任，好让先前的几位大厨（现在“沦为顾客”）也尝尝
“饥肠辘辘”等待的滋味。

“体验是幼儿探知世界的重要方式。孩子要获得什么，必须
要经历过、体验过才会有感受。有了感知才能成为经验，才能成
为他成长过程中自身产生的知识或者情感。 ”李燕说。

水秀的体验教育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慢慢 “成长” 的过程，
“九五”期间，她们致力于“体验课程"的开发，“十五”期间，她们
将研究方向转向“体验环境”的创设，“十一五”期间，她们重点
探索了不同年龄段的“体验活动”，现在，她们试图从班级管理
与教学中研究“体验文化”。 从最初的体验项目研究至今，水秀
人在不同园区试行不同的体验课程，体验场所也从幼儿园延伸
到社区、家庭、自然、生活、群体中。

1998 年以来，每年的元旦，水秀都要联合家长开展一个名
为“新年留宿”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孩子们要离开自己的爸
爸妈妈，在幼儿园里度过这个特殊的成长纪念之夜。 类似的活
动不可胜数，其宗旨都指向水秀的育人目标———

“让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最佳的人生开端！ ”

“没有围墙”的幼儿园
2001 年，无锡被联合国确定为中国开展“保护流动儿童权

利”的试点城市。
2004 年，水秀幼儿园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儿童中心

确定为“婴幼儿家庭养护支持中心”（简称“小脚印”中心）。
也正是从这一年起，0~3 岁的幼儿家庭（包括“流动儿童”）

成为水秀幼儿园重点关注对象之一。
“水秀幼儿园向区域内所有的家庭开放，我们是一所没有

围墙的幼儿园。 ”在一次家长大会上的讲话中，李燕突出了“没
有围墙”4 个字。 为了让社区周边的散居、留守、低收入家庭也
能掌握正确的育儿方法，从“请家庭入园”到“送养护信息到社
区”，再到“免费送教上门”，水秀幼儿园每年都要招募志愿者为
这些家庭服务，形成了具有水秀特色的“三种途径九种方式”的

婴幼儿家庭养护支持模式。
“过去，我们通过定期组织相关公益讲座、心理咨询等方

式，邀请家长来园‘取经’，现在，我们基本上是送服务上门了。”
一位志愿者如是说。

顾老师今年就主动请缨， 来到了一个外来务工者的家庭
中。这家有个 18 个月的孩子，因为大肌肉无力，运动十分迟缓，
不会走路，家人非常焦急。顾老师经过观察发现：孩子是因为缺
乏正常有效的锻炼，才导致了身体机能发展不均衡。 他向孩子
父母讲述了早期教育的相关知识，并指引孩子开展大肌肉训练
的游戏，每隔一段时间，顾老师都要去检查孩子的运动状况。后
来，孩子不仅会走会跑了，大肌肉也发育得和同龄人差不多。

“十一五”期间，水秀幼儿园又将“小脚印”教育的触角延伸
到 3~6 岁孩子的家庭中。 老师们上门对家长进行培训，帮助家
长完成家庭环境创设，建设适合孩子发展、满足孩子需要的环
境。

发展到现在，水秀又创办了“空中幼儿园”电视节目，让全
社会共享她们的教育资源。

李燕说：“我们希望小脚印教育的痕迹无处不在， 不贪多，
不求快， 一步一个脚印， 尽可能帮助更多的家庭提升育儿素
养。 ”

一步一个“小脚印” 城市化进程中的
“文明养成”

滨湖实幼：“小兵突击”

华庄中心幼儿园：
“绿色文明·低碳生活”签名活动

水秀实幼：我是“小厨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