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闻裕顺幼儿园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开展这样一套开放的、有相
当驾驭难度的课程？ 归根究底，就是对孩子深沉的负责任的爱。 所有课程最后都归
结为爱的教育。 ”在浙江省教研系统立项课题———《幼儿园节日文化课程的开发与
实施研究》结题报告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段评语。

什么样的课程能体现出“对孩子深沉的负责任的爱”？
一位大班教师为记者讲述了她们的“香飘端午节”主题活动。 为了让孩子们真

正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和习俗，她们建议幼儿成立不同的考察队，根据自己感兴趣的
内容选择小组进行探索研究。 龙舟考察队来到龙舟的比赛现场，亲眼观摩激烈
的龙舟竞赛；粽子考察队去了竹林，看到箬壳的原始状态，还学习如何包粽子；

香袋考察队走进社区，跟老婆婆学习做香袋，认识香粉；艾草考察队来到农
场和田野，寻找野生的、人工种植的艾草和菖蒲……在考察过程中，教师和

家长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幼儿始终处于自主学习探索的最前沿。考察结束
后， 每队幼儿把自已的考察内容用各种形式加以展示， 与其他小组分享

……
把学习的权利真正还给孩子，把认知的义务真正交给孩子，不包

办，不代替，允许孩子自己选择，自主学习，创造一切条件使幼儿的学
习热情得到完好保护和释放，充分尊重幼儿的每一个表达和意愿，
无条件地给予支持和合作……闻裕顺幼儿园的节日课程体系，正
契合着这些爱的轨迹。在这种爱的滋养下，绝大多数孩子都完成了
自我的认知构建和规则构建，进入小学后，他们主动学习的能力
和内在的秩序感表现明显。

“教育是一种信念，是一种执着和坚持。我们将坚守幼儿
园这块净土，让我们的孩子富有灵性地自由生长，为他们创
造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七彩童年！ ”闻裕顺幼儿园的宣传册
扉页上，这段话字字如玑，格外醒目。

十月，闻裕顺幼儿园的孩子们“喜迎国庆节”的
欢乐尚未褪尽，“情浓重阳节” 的活动又接踵而至。
这个节日足足过了 3 周 ，孩子 、家长 、教师登高览
秋，赏菊插花，剪纸蜡染，看木偶剧，说悄悄话，做爱
心糕，开联欢会，可谓情浓意足，花样百变，亲情、快
乐和感动在每个人心中流淌。

“传统的幼儿园课程设置，往往是以五大领域
为框架，分解到幼儿园一日生活中。但是，这些课程
内容之间往往是孤立、零散、跳跃的，难以形成教育
的合力。有没有一种课程能将这些散落的珍珠有效
串联起来呢？ 我们想到了节日文化。 ”

“节日文化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跟日常
生活又紧密相关。 以节日文化为基点，充分挖掘其
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无限放大节日的外延，利用
节日主题特有的丰富性、发展性和活动性，为孩子
提供真实的场景、 文化的熏陶和丰富的情绪体验，
使孩子在多种多样的节日活动中亲身经历、 体验，
自主认识、理解，从而更好地认识社会，了解传统文
化，培养爱的情感。 同时，来源于幼儿生活的丰富的
节日活动，可以使幼儿的现实世界和未来的生活相
贴近，使其所获得的体验与其生命成长，尤其是内
在精神成长一致，这样的课程理念，才能使幼儿身
心和谐发展，从而拥有一个幸福而快乐的童年！ ”金
虹青园长谈起了课程设计的初衷。

事实上，从 2003 年开始，闻裕顺幼儿园就开始
了节日文化课程的开发。 从最早的按照清明、端午、
中秋、春节等几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为主线设计系列
主题活动，发展到现在以传统节日和社会纪念日为
基点，以节日主题教育活动为主要模式设计节日文
化课程体系，同时补充上幼儿科技节、环保节、运动
节、艺术节等园本节日，使节日课程的建构涵盖社
会认知、科学探究、艺术表现 、健康运动等各个方
面，闻裕顺幼儿园的节日文化课程体系逐渐丰满成
型。

翻开闻裕顺幼儿园编写的《节日课程标准》，可
以清晰地看到，该园每学期每个班会设计 6 至 7 个
主题节日，每个节日至少延续 1 周，有的节日甚至
可以延展到 4 周。 从全园课程来看，小班、中班、大
班同时期的节日主题基本是一样的，但是不同年龄
段的活动要求和设计又是不一样的。 具体到每个班
级每个幼儿，他们在节日活动中的表现和任务也都
不一样， 每个人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课程内容，每
个人都成为课程的创造者和开发者。

譬如在“国际旅游节”这个课程设计中，教师要
求每个班把自己的班级设计成一个少数民族或国
家，每个孩子和家长还有班级教师都要为“景区”的
创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如布置场景、查阅资料了解风
土人情、当小导游、歌舞表演、选择民族音乐等，然
后举行全园大畅游， 所有孩子轮流到各个班级去
旅游参观。 在实际呈现的时候，“彝族班”正经八百
地举行了火把节， 全班孩子和家长在教室里架起
一口大锅，边吃烤肉边跳火把舞；“藏族班”孩子则
穿上了传统的 “藏袍 ”，热情地招待游客们品尝羊
肉串；“印度班”的一位家长现场做的印度飞饼，惹
得嘴馋的孩子将教室围得水泄不通……

为了做好这个旅游节主题活动，家长、教师和
孩子每个人都没闲着，课上课下、园里家里都在认
真下功夫。 这样的课程，对孩子的影响是可以说是
直击心灵的。 一位名叫卡卡的小女孩，就是因为
参加了旅游节， 从此对少数民族服装和文化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爸爸妈妈每次出差，她的唯
一要求就是请父母带回当地少数民族的服
饰，还有风土人情故事。 卡卡的妈妈感慨地
说：“一次课程活动，或许可以影响一个孩
子一生的兴趣和志向。 也许我的女儿
日后会成为一位社会学家呢。 ”

事实证明 ，节日课程的实施 ，对
教 师 和 家 长 也 是 一 种 提 升 和 发
展 。 正如该园朱 琳 老 师 所 说 ：
“教师和家长 ， 平时也会忽略
某一主题的内容 ，这种课程设
计 ， 会促使我们主动去关注 、
挖掘某一主题 ，很大程度上丰
富自己的认知 。 ”

毋庸置疑，节日文化课程的实施主
体和途径已经变得十分多元化， 幼儿、
家长都是课程的参与者 、实施者 ，课程
实施的途径也由幼儿园向家庭、 社区、
社会延伸。 而闻裕顺幼儿园之所以敢于
试水这样的课程体系，其实也得益于她
们多年来形成的良好的家长工作传统，
该园很早以前就是宁波市示范性家长
学校和海曙区家长学校先进集体，有着
坚实的家长工作基础。

在采访中，该园教育议事会主席葛
云辉，他的女儿正读幼儿园中班 ，他是
幼儿园的第一任由家长直选的教育议
事会主席。 为了使记者能全面了解闻裕
顺幼儿园教育议事会的工作情况，他十
分认真地制作了一个讲解的 PPT，图文
并茂地向记者演示 。 从他的讲解演示
中，记者知道了家长助教团 、家长智囊
团、爱心服务团、班级家委会、家长督查
制、家长提案制等一大堆属于闻裕顺幼
儿园的新名词，他还给我们讲了一堆家
园共育的故事。 譬如，幼儿园根据家长
提案意见，将幼儿园游泳池旁边的水泥
墩包上软布啦，为幼儿午睡室装上空调
啦， 为有的班级专门开设表现课啦，建
立绘本图书馆啦，按照他的话说，“家长
说的意见， 幼儿园没有当做耳旁风，除
了改进之外，还十分正式地给予书面回
复，这种信任和尊重的力量 ，足以让家
长和幼儿园心手相连。 ”

而事实上，家长对幼儿园工作的支
持和配合力度，常常令金虹青园长和教
师们感动得无以复加。 如，一位模特出
身的家长，坚持每周一次义务到幼儿园
来教孩子们走秀， 足足教了一年时间，
硬是让这个班走出了一支小小模特队。
这支模特队应邀参加宁波服装节，这位
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创作了 《青花清韵》
的节目。 为了制造舞台效果，她自己在
网上买来屏风，布置舞台。 一位做布料
生意的家长提供了节目所需的全部布
料，另一位做服装加工的家长则正好为
孩子们设计缝制了全部的服装 。 像这
样，一个班的家长自觉出动 ，默契配合
的故事几乎每个班都能说出一大串。

节日文化课程内涵丰富 ， 涉及面
广，需要调动的资源往往很多 ，如果没
有家长的强大参与，很多课程就会成为
“无法完成的任务”。 因此，家长成为节
日文化课程的另一主角。 很多人可能会
本能地认为，“家长要做这么多事，孩子
还上幼儿园干吗？ ”金虹青园长对此却
有另一番理解。 她认为，其实，节日课程
正好顺应了家长关注教育和关注幼儿

发展的需要。 当代的年轻家长吸纳了很
多优秀的教育理念， 已经从单纯关注幼
儿身体发展转向关注幼儿全面发展，自
身也从单纯的物质追求转向精神层面的
追求， 他们对孩子的期望不再是单纯的
获得多少知识， 而是希望孩子在学习的
同时能够获得更多的快乐， 而且他们也
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努力使孩子
拥有一段快乐的童年生活。 而节日的很
多活动本身就和成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幼儿园对传统文化的挖掘、 传承和家长
的精神追求相吻合， 因此特别容易引起
家长的共鸣，激发他们参与的积极性，有
利于家长逐步关注并深入到课程中来,为
家园共育搭建起良好的平台， 满足家长
伴随孩子共同成长的愿望。

正如金虹青所说，借节日课程这个平
台，家长和教师之间、家长与家长之间增
加了很多沟通交流的机会， 互相成为朋
友。 令人感动的是，家长之间建立起高度
的信任和对同一种教育理念的认同，他们
自发带着孩子“扎堆”、“拼养”，还有很多
家庭在孩子幼儿园毕业后，仍然彼此保持
着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联系。

“周周过节，节节放大”
的节日文化课程体系

家长是节日文化课程的另一强大主角

所有课程皆源于“爱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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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酷闻酷评

呼唤“爱和安全”的成长
环境

10 月 15 日下午 4 时左右 ，
在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里， 山西
省太原市蓝天蒙特梭利幼儿园的
一名女教师， 因一名女童不会做
“10+1”的算术题 ，狂扇其 70 个
耳光， 园里的其他孩子也被不同
程度地施暴。 22 日，上午太原市
教育局通报，已取缔该幼儿园，该
园儿童将妥善分流。 （据人民网）

10 月 24 日当天， 网络上流
传一张幼儿园女教师以拎耳朵的
方式虐待学生照片。 后查明，涉
事教师颜某自 2010 年在浙江省
温岭城西街道蓝孔雀幼儿园工作
以来， 多次对幼儿园学生以胶带
封嘴、 倒插垃圾桶等方式进行虐
待，并拍照取乐。而在颜某的空间
里， 被网友搜出的有关幼儿园照
片多达 702 张， 不少是虐童的照
片。 网上流传的用双手拎起幼童
双耳照片， 是今年 10 月上旬，颜
某在实施该行为时， 要求同事童
某帮助拍摄的。 （据中国新闻网）

酷评：近几年，幼儿园教师虐
童事件愈演愈烈： 浙江省慈溪市
某幼儿园教师因不满该园一名 5
岁女童“很吵”，遂用胶布封住了
她的嘴巴； 陕西某幼儿园园长因
孩子不能背诵课文， 使用火钳烫
伤他们的手；云南省建水县一幼
儿园教师甚至用注射器针头扎孩
子……连日来， 在山西和浙江再
次连发两起幼儿园教师虐童事
件。

学前教育阶段是孩子性格成
型、心灵滋养的关键时期。 但是，
类似的触目惊心的虐童事件一再
上演， 令不少家长和儿童对幼儿
园望而却步。 我们的学前教育，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山西省社科院学习科学与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赵雨林
认为，虐童事件多发暴露一些幼
儿教师师德缺失，缺乏关爱孩子
的意识。 而且，幼儿园教师流动
性强 ，身心压力比较大 ，由于缺
乏有效宣泄的途径，一些教师往
往将毫无反抗能力的孩子作为
发泄对象。

其实， 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
原因， 还在于整个社会对学前教
育的重视不足，由于学前教育尚
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 国家投入
的力度相对较小， 对幼儿园教师
的管理、培训难以满足社会对高
素质幼儿教师的需要。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缺乏心
理安全的教育环境， 不可能成长
出健康的孩子。 呼唤创设 “爱和
安全”的幼儿园成长环境，是幼儿
园教育最低的底线。 （黄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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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过节的幼儿园

幼儿园的课程设置，是幼儿园教育理念最重要的载体，是教
师教育行为最直接的呈现。从一所幼儿园的课程观就可以基本判
断出这所幼儿园的教育生态。现代幼儿教育课程观，不仅要求幼
儿园的课程必须能够促进幼儿知识与能力的发展，同时要更加注

重幼儿社会性能力的发展和情感、态
度、价值观的构建。那么，什么样的
课程能承载这样的教育目标呢？
近日，记者走进浙江省宁波市
闻裕顺幼儿园，走进这
所———

宁波市闻裕顺幼儿园创建于 1986 年，是
直属于海曙区教育局的公立幼儿园， 为纪念
港胞闻儒根先生无偿捐赠宅基地建园， 这所
幼儿园遂以闻先生祖上商号的名字命名。 20
多年过去， 闻裕顺幼儿园已经发展成一园 3
区，拥有 588 名在园幼儿，是浙江省一级幼儿

园，宁波市首批六星级幼儿园。
3 个园区， 环境布置因地制宜， 特色迥

异， 但是课程设置和行政管理是统一的，皆
由金虹青园长领衔统筹。 这是海曙区幼儿园
“园区化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在有效扩大
公办园规模、充分发挥优质园所引领辐射作

用等方面发挥出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正是借
此发展战略，海曙区全区 42 所幼儿园中，目
前已经拥有省一级园所 14 所， 省二级园所
18 所，幼儿园优质教育资源比例达到 76%这
一高位。

闻裕顺幼儿园作为浙江省知名的优质

幼教品牌，最受孩子欢迎、家长信赖、社会认
可的，首推该园的节日文化课程。 该课程从
2003 年开始推行，不断发展、丰富，因为创
意大胆、超越传统，使全园孩子和教师成功
进入了“天天来过节、快乐不打烊”的理想
教育生活状态。

封面园� � �浙江省宁波市闻裕顺幼儿园 □ 本报记者 刘 婷

金虹青
园长和孩子
们在一起。

快乐的
亲子课堂。

健康
运动节上
的爬竹梯
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