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同年龄层次的孩子被混合编入一个
班，在这个班里，主题教育活动围绕孩子的
认知规律设计，课程具有“可生长性”；区域
活动中，环境的创设，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孩
子的身心发育特点和生态课程的层次性要
求进行；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是教师，还同时
扮演着朋友、同伴、妈妈、协调员等若干种角色……
江苏省扬中市文化新村幼儿园从 2000年开始混龄教育实验，
2013年获得了江苏省基础教育优秀成果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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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理念推行混龄教育
———记江苏省扬中市文化新村幼儿园

贵阳市： 乡镇社区都要建
公办幼儿园

2013 年是贵阳市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的最后一年，3 年内贵阳市
共建设 91 所幼儿园。同时，幼儿教师
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现有在岗幼师
10265 人，其中还不包括新招录还未
办完录用手续的教师。去年贵阳市教
育局推出了“113”改革工程，其中要
求， 在保证学龄儿童入学的前提下，
可以采取合并办学或改变办学类型
的方式，确保每个乡镇和社区至少要
有一所公办幼儿园， 不宜少于 6 个
班、180 人的规模， 尽可能增加更多
的公办幼儿园学位。

同时， 鼓励社会力量帮扶学前
教育发展，在校舍租金、师资力量上
多渠道支持民办幼儿园建设。

针对有市民反映的私立幼儿园
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 贵阳市目前
正在制定教师素质三年提升工程计
划，计划在未来 3 年内，加强教师培
训基地和实训基地建设， 对公民办
教师集中开展全员培训。

（贵阳晚报）

天性教育（中国）联盟成立
本报讯 近日， 天性教育 （中

国）联盟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这是
我国成立的第一家幼儿教育的机构
联盟，也是资源共享的平台。联盟将
在充分尊重幼儿天性和成长规律的
基础上， 创新幼儿的教育和培养模
式，让孩子们更健康地成长。

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伴随着我
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 逐渐形成
了中国保姆式的教养方式， 导致很
多孩子独立意识和自理能力得不到
培养，“娇生惯养族”和“啃老族”层
出不穷。

天性教育 （中国 ）联盟是由天
性教育的提出者和践行者———新
世界幼教集团倡导并促成，联动全
国 20 个省 120 家教育机构共同发
起。 联盟由幼儿园、亲子教育、培训
机构、投资机构、亲子科研机构、战
略研究机构等组成，按照“自愿、平
等、合作”的原则组成。 联盟将通过
搭建平台，在成员之间分享天性教
育的理念 、教育观以及方法 ，实现
资源共享。 （翟晋玉）

见到朱丽华园长，是在她的办公室。
那天，她着一袭红裙，画一抹淡妆，烫过

的披肩长发，随意地扎在脑后，简单而不失
雅致。 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娓娓讲述她与
幼儿教育、与文化新村幼儿园的不解情缘。

她说，1987 年她幼师一毕业就进入幼
儿园，一干就是 27 年。 27 年里，无论是在
条件艰苦的乡镇幼儿园、待遇优厚的机关
幼儿园，还是在现如今这个自己一手创建、
不断壮大的文化新村幼儿园，她都全情投
入，全力付出。在她看来，生活如同一本书，
你只有翻阅了，才知道它的精彩；工作也是
一样，你只有投入了，才懂得它的价值。

她说，前 12 年的幼教经历，带给她的
是教学技术的日臻娴熟、教研自信的逐渐
确立和初步的管理方法。 直到 1997 年 12
月亲手创办文化新村幼儿园，她在迎来自
己事业“第二春”的同时，也开始了她自己
的“二次创业”。

从幼儿园装修风格的确立，到追求装
修美感的同时又考虑幼儿的需求；从既要
保证工程进度又要确保工程质量，到墙上
涂什么颜色、地上铺什么砖……或大或小
的各种问题，都需要她一一确定和解答。

那段时间，她每天都在工地上，除夕和
大年初一也不例外， 与工人们一起搬砖拉
土、移花种草，虽然又脏又累，但她却异常兴
奋，她期待自己一手建起来的乐园能尽快迎
来它的小主人———那些可爱的孩子们！

谁曾想， 新建的幼儿园首次招生遭遇

“寒冬”———只有 5个孩子！ 一个崭新的幼儿
园，一群朝气蓬勃、蓄势待发的年轻教师，迎
接到的竟然只有 5个孩子！ 这让还沉浸在建
园喜悦中的朱丽华，情绪跌到了谷底。

为什么？怎么办？她和老师们连夜开会，
分析原因，商讨对策。 找到原因后，她又和同
事们迅速投入“战斗”， 印制精美的招生简
章，在街道上分发、在小区里宣传、挨家挨户
地上门拜访，宣传理念，推介特色……

正是这种百折不挠、坚定前行的精神，
感动了家长，也感动了社会。入园的孩子越
来越多、 社会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这种认
可，伴随着她和文幼人一步一个脚印，大踏
步地走到了今天。

“社会认可你，绝不仅仅只是因为你的
精神， 精神只能感动别人。 只有拿出真本
事，大家才会真买你的账。 ”她微笑着说。

于是，朱丽华在自己开创的教育领地上，
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与实验。

她开展主题活动的课题研究，自主开发
了生态式课程， 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她
编制完善了溜冰、象棋、儿童画、剪纸等一系
列特色活动方案，开发了幼儿的潜能，激发
了幼儿的兴趣；她提出混龄教育，为幼儿营
造动态的小型社会环境，让幼儿在互动交流
中获得更加和谐的发展；她采取“走出去，请
进来”的策略，有力地提升了幼儿园音乐教
学研讨的质量； 她加强美术活动的品牌建
设，创办体验式数学活动，让自主、探究、合
作学习成为数学活动的主线……

她感叹，探索的过程非常艰难，毕竟有
时是在走前人未曾走过的路、 做前人未曾
做过的事， 但在她和她所带领团队的坚持
下，最终还是战胜了困难，获得了认可。

因为喜欢，所以坚守。她和她的团队用
自己的青春与激情、奋斗与坚持，书写着属
于自己的教育人生。

听着她如数家珍的讲述， 看着她神采
飞扬的表情，我似乎也和她一起，回到了过
去，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采访接近尾声，她带着我，去看她和师
生一起精心布置的校园文化； 去看她当年
亲手种下，如今已郁郁葱葱的香樟树；去看
孩子们挂在走廊、楼梯墙壁上的“大作”，种
在阳台花盆里的各色植物； 去看教室里老
师们精心布置的墙面， 欣赏师生和谐相处
的“美景”……

她说，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她就要向来
访者介绍自己的幼儿园和近几年的改革发
展，但她一点负累感都没有，因为文化新村
幼儿园就像她的孩子，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她
的内心深处，浓浓地交融在她的血液之中。

“我的梦想，是办一所真正能促进每个
孩子健康成长的、生态的幼儿园！ ”谈起梦
想，朱丽华抬头看了看天，湛蓝的天空中，
几只小鸟在自由地飞翔。

那一瞬间，我眼前浮现出一幅生态美
景，在那里，鸟语花香、草木葱茏，师幼平
等相处、积极互动，孩子快乐游戏、精彩展
示……

下午两点，午休结束。 孩子们一个个揉
着惺忪的睡眼，从休息室来到教室。 下午茶
和午点已经整齐地摆在桌子上， 一位教师
正招呼孩子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另一位
教师正在给一个女孩子扎辫子。

“哥哥，你说这个饮料是什么味道的？ ”
说话的小女孩看着 3 岁的样子。 旁边的“大
哥哥”端起杯子，煞有介事地用嘴抿了抿，
然后回答：“好像是冰淇淋味儿的， 不信你
尝尝。 ”说话间，“大哥哥”端起“小妹妹”的
杯子，小心翼翼地送到她嘴边。 “小妹妹”咂
了咂，高兴地点了点头，“嗯，哥哥，就是冰
淇淋味儿的。 ”说完，两个孩子坐在小凳子
上，高兴地开始了自己的下午茶时间……

这是记者在采访文化新村幼儿园混龄
教育过程中看到的一个场景，虽然很普通，
却让人倍感可爱和温馨。 “哥哥”、“妹妹”关
系的建立， 给独生子女占绝大多数的幼儿
园增添了一份家的气息， 加入了一丝亲切
的味道。

混龄教育在国外已较为普遍， 尤其是
在德国， 几乎所有幼儿园都实行的是混龄
编班，且年龄跨度很大。 在我国独生子女教
育问题愈加凸显的今天， 幼儿的混龄教育
在我国讨论者有之，但践行者寥寥，究其原
因， 主要是课程方案的设计与实施较为复
杂、对幼儿师资要求较高、社会的接受度还
较低。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新村幼儿园在园
区内大胆开始混龄教育实验， 并且一直坚
持了 13 年，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混龄编班：实现“儿童教育儿童”
2000 年，在园长朱丽华的倡导下，文化

新村幼儿园开始了自己的混龄编班教育改革
实验，她们打破年龄界限，将大、中、小班各 8
名幼儿混合编在一个班。 “最初的想法很简
单，就是有幸接触到了有关混龄教育的理念，
觉得很适合中国幼儿教育的实际， 于是就拿
出一个班来进行实验。 ”朱丽华微笑着说。

一个混龄班就是一个大家庭， 孩子们
以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来相互称呼，“家”
里的玩具柜放在哪，大家一起商量；“家”里
的墙饰如何布置，大家一起讨论；明天还想
玩什么样的游戏，大家一起谈谈。 孩子们的
角色是动态的， 从最初在小班时被照顾到

进大班后照顾别人，从一个“弱者”努力学
习“强者”，最终发展成为“强者”。

这种自然、生态、平等、轻松、融洽的教
育氛围，“以大带小，以小促大”的混龄互动
模式，使孩子之间的示范和模仿、督促和提
醒，有了适宜的土壤，远比教师预设的更自
然、贴切、生动，更便于幼儿接受。

幼儿园一位教师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
个故事。

上午 10 点 15 分，混龄班豆豆（4 岁）、
妞妞（6 岁）等几位小朋友在寝室内的建筑
区里玩游戏，共同建构“我们的小区”。当教
师走进寝室时， 发现豆豆一个人静静地坐
在沙发上，问他为什么，豆豆说：“玩游戏前
大家定了一个规矩，玩游戏时大声讲话、影
响他人、一下子拿许多积木在手上的人，都
要休息 5 分钟，等表现好了再玩。刚才我大
声讲话了， 所以妞妞让我休息 5 分钟。 ”

“噢！ ”教师轻轻拍了拍豆豆的头，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 妞妞走过来对豆豆说：“你休
息得很好，去玩吧，不要再影响他人了。 ”豆
豆便又开心地和同伴玩起游戏来。

“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可以看到混龄班
幼儿对待规则的严肃态度。当豆豆违反了‘不
能大声讲话’的规则，妞妞就用规则来约束他
的行为，而豆豆则自愿接受规则的约束。这种
‘儿童教育儿童’的形式，比教师单方面的说
教要有效很多。 ”这位教师说道。

而类似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混龄班里
上演着。 “哥哥”、“姐姐”指导“弟弟”、“妹妹”
将玩具归位、将垃圾丢进垃圾桶；大家相互
协作，共同完成一个主题活动；“哥哥”热心
地将自己知道的知识教给“弟弟”；“姐姐”虽
然被“妹妹”咬了一口，但基于自己当“妹妹”
时被原谅的情境，很“宽容”地原谅了“妹妹”
的行为；午休过后，“哥哥”、“姐姐”穿好自己
的衣服，便主动帮助身边的“弟弟”、“妹妹”
穿衣穿袜，并且以此为荣……

“混龄教育，和我们以前存在的混合班
有些类似， 但形成的原因和教育的目的并
不相同。 ”朱丽华表示，混龄教育主要是针
对我国独生子女的教育现状而提出的，这
种新型的混龄关系， 不仅在培养幼儿良好
的道德品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在培养幼
儿良好的学习习惯、交往能力、生活习惯等

方面也有着独特的价值和作用。

生态课程：让课程“可生长”
混龄教育在我国推广较难， 很重要的

一个原因， 就是课程的开发与设计比较困
难，需要在一个主题活动中，同时顾及不同
年龄阶段、不同发展层次、不同兴趣爱好的
孩子的个性差异。 这对办园者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 那么，文化新村幼儿园是如何设计
混龄班课程的呢？

记者走进混龄 1 班教室， 朱老师正在
布置本班的墙面———“我”，这个主题活动，
主要从 “我自己”、“我长大了”、“我的家”3
个层次展开……

朱老师介绍说， 混龄班主要通过生态
式主题活动的开展，实现幼儿的自主探究、
有效学习、不断生成的教育目标。 “实践中，
活动的主体是幼儿， 孩子们围绕一个主题
进行自主观察，探究周围的现象与事物，教
师适时地给予支持和引导， 在师幼互动的
过程中开展动态、开放的系列活动，课程本
身是一个不断生长和调整的过程。 ”她说。

记者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份主题活动
报告：

主题活动为《多彩的民间艺术》，它从幼
儿关注的活动中，引出活动内容。分为 3个阶
段：走进民间艺术、有趣的民间艺术、弘扬民
间艺术。 比如， 其中关于十二生肖的一个活
动，幼儿先通过语言、艺术和阅读认识了十二
生肖，“走进民间艺术”帷幕；接着通过音乐、
语言和科学活动，幼儿学习了十二生肖歌，感
受到“有趣的民间艺术”魅力；最后通过健康、
语言和美工活动，开展了十二生肖游戏，体验
了“弘扬民间艺术”带来的快乐。

可以看出，可“生长”的课程体系构成了
混龄班主题活动的核心，在这一课程体系中，
幼儿的体验探究在先，教师的推动提升在后，
幼儿之间的交往渗透贯穿其中。 这些课程围
绕社会、艺术、自然，用爱、美、生命的精神，滋
润和激发不同年龄阶段孩子更高的智慧、更
多的情感体验。 主题中很自然地融合了五大
领域的知识，师幼之间始终是平等、开放，相
互提高、快乐和谐的生态关系。

“将生态式主题活动引入混龄教育，构
建《幼儿园混龄班课程》，这是我们近几年

重点在做的一项工作， 目前已经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 使我们的混龄教育实验呈现出
更加科学、自然、和谐的样态。 ”朱丽华自豪
地说。

在生态式主题活动的统领下， 文化新
村幼儿园混龄班的主题活动形式也日趋多
样化。 据了解，目前已有集体混龄，即全体
幼儿集体参与的活动， 如生活活动及部分
的音乐、体育、语言等活动；大小分龄，即按
年龄段分小组进行的教学；能力混龄，即打
破年龄界限， 按幼儿的能力大小进行的活
动，如中班能力强的可参与大班的活动，小
班能力强的可参与中班活动；互补分龄，即
将大、中、小班的幼儿编成一组活动；兴趣
分龄，即幼儿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活动，组
成活动小组，等等。

“多样化的活动形式，为幼儿的社会化
提供了更多现实的通道。 ”作为一位执教混
龄班 13 年的资深教师，何银琴表示，在这
种新型的混龄关系中， 幼儿逐渐学会与他
人共同参与劳动，学会如何处理矛盾、如何
坚持自己的主张； 他们在共同学习和相互
协作中，学会了遵守规则、承担责任、完成
任务；同时，他们因在情感上得到了同伴的
支持而产生了安全感和责任感， 满足了幼
儿团体归属感的需要，发展了自我意识，培
养了社会责任感。

区域活动：创设“有准备的环境”
区域活动是混龄教育中， 另一个重要

的课程模式。 混龄 3 班教师栾小慧为我们
讲了一个她们班学生区域活动的故事。

建构区里， 孩子们正努力搭建自己想
象中的建筑。 突然———

学生 A：“B 你干什么？ 都被你弄倒
了！ ”

大家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转过头来。
学生 B：“我没注意呀！ ”
学生 C：“都弄倒了，很难搭的！ ”
学生 A：“你不要过来了！ ”
学生 D：“哎呀，你们过来搭吧，让 B 把

他弄倒的重新搭起来。B，我来和你一起修！”
“混龄区域活动， 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

动态的小型社会环境，让孩子们在互动交流
中身心获得更加和谐的发展。 ”栾小慧说。

她进一步分析说，在这个案例中，首先
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按照兴趣组成的小组，
区域内投放的材料也较为充足。 小班的 B
不小心把搭好的积木弄倒了， 大班的 A 责
怪了他， 中班的 C 则跟着 A 附和起来，这
时，大班的 D 起到了调解的作用，他劝解其
他孩子继续搭建，自己则和 B 一起修复倒下
的房子，让 B 明白做错事要自己承担责任。

这种区域混龄活动，更符合幼儿的学习
特点，即“听过了就忘记了，看过了就记住
了，做过了就理解了”。幼儿在角色扮演中会
自发地进行角色分配，这样的角色分配优于
教师的分配，对幼儿的情感体验具有积极的
意义。尤其是在需要动脑动手的认知性区域
中，来自同伴的合作交流和指导会让幼儿感
到亲切自然，学习效果会更好。

“当然，要让区域活动在混龄教育中发
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关键是要有效创设主
题背景下的‘有准备的环境’。 ”朱丽华说，
如何根据主题设置区域， 如何根据总目标
制定不同年龄段的分段目标， 如何确定区
域规则， 如何根据阶段目标有计划地投放
材料，如何对幼儿活动进行有效分析，如何
鼓励幼儿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展示成果、分
享经验等问题，都是教师在创设“有准备的
环境”中必须考虑的。

教师是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 作为一
名混龄班的教师，要学会与幼儿交往，善于
观察， 能根据幼儿不同的发展水平进行个
别指导；要通过运用各种方法，促使班级内
幼儿异龄互动，实现“儿童教育儿童”。 这就
要求教师，不仅是一位倾听者、观察者、记
录者，还是一位引导者、支持者，更是一位
合作者、研究者、学习者、欣赏者……这对
教师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

而对幼儿园来说，如何通过园本培训，
激发教师的职业梦想， 激活教师心底的那
份渴望；如何以“扶上马，送一程”的胸襟和
气度，引领教师走上专业发展的幸福之路，
也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

朱丽华在幼儿教育这个岗位上已经干
了整整 27 个年头。 她说，因为喜欢孩子，喜
欢教师这个充满诗意、挑战和创新的职业，
她才选择了坚守。 她还说，虽然目前幼儿园
混龄班只有 3 个，但未来，随着园区规模的
进一步扩大、园所师资的进一步强化，混龄
教育一定会在文化新村幼儿园进一步落地
开花，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因为喜欢，所以坚守。 因为坚守，所以
执着。

面对未来，朱丽华说：“教育的梦想，就
像远方的一盏灯，总在前方向我们招手。 行
走在路上虽然艰辛，但是，我们会一步一个
脚印，坚定地朝着那个方向走去。 ”

■ 园长印象

因为喜欢 所以坚守
□ 本报记者 郑骊君

□ 本报记者 郑骊君

蹲下来与孩子对话，已成为朱丽华的一种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