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2014年将扩大公办
园和普惠性民办园覆盖率

教育部日前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工作
要点指出，我国将启动实施第二期学
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继续实施学前
教育国家重大项目，扩大公办园和普
惠性民办园覆盖率。

工作要点提出，建立完善学前教
育成本分担与运行保障机制， 出台
《幼儿园工作规程》和《幼儿园玩教具
配备标准》，规范办园行为，加强对各
类幼儿园的监督管理，防止和纠正幼
儿园“小学化”倾向。 （新华网）

陕西将建幼儿教育实验园
防止学前教育“小学化”

据悉， 为进一步规范幼儿园保
教行为，防止和纠正学前教育“小学
化”倾向，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全面发
展 ， 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陕西省计划用两年时间在全省
建立 3 个省级实验区，11 个市 （区）
级实验区，107 个县（区、市）级《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实验区、实
验园。

各实验区将积极探索全面提升
陕西省学前教育整体质量有益的经
验和方法。 按照《指南》提出的幼儿
学习与发展“目标”和“教育建议”的
途径与方法， 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
律。 通过全员培训、专题研讨、课题
研究、专家浸入式指导、家长论坛、
主题活动等方式，开展全员 、全程、
全方位的实验活动，将《指南》精神
落实于幼儿一日生活， 科学实施保
教活动。

陕西省教育厅要求， 各级教育
部门都要设立专项经费， 采取以奖
代补等措施，用于推进实验工作。 同
时加强管理， 杜绝任何单位和个人
借实验名义向幼儿园推销商品；严
禁幼儿园借实验名义要求家长购买
各种幼儿教材、读物和教辅材料等。

（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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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菁

教育故事

迟来的问好
□ 赵素杰""""""""""""""""""""""""""""""""""""""""""""""""""""

我们班有这样一个小男孩， 瘦弱的身
体，个子不高，像一直生长在温室里的嫩豆
芽，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他叫小瑞，一天
下来，我们听不到他说一句话，别的孩子有
什么需要都会主动告诉老师， 可他只会用
细细的哭声表达。 就是这样一个孩子，让我
怜爱让我忧。

入园已近一周了， 依然不见他开口，
依然慢慢地走路 ，慢慢地吃饭 ，依然是细
声细气的哭泣———班上的孩子都能融入
到集体 ，快乐交流 ，可他却总沉浸在自己
的世界里。 小瑞的表现让人牵挂，也更让
我们多了几分责任。 喝水时，我示意他排

队等候，为他接满水；午睡时，我坐在他的
小床边，看他入睡；户外活动时，我紧紧牵
着他的小手，鼓励他和同伴一起游戏。 周
末 ，请家长配合 ，邀请同龄伙伴到家里和
他玩，让班里善于交流的孩子带动他———
渐渐地，他开始与我有了眼神交流和肢体
表达 。 小瑞的进步也更增加了我们的自
信 ，我们相信 ，有一天 ，他也会主动开口 ，
向大家问好。

终于，我们迎来了这一天。 那天，妈妈
送小瑞来园，听到别的小朋友向老师问好，
妈妈也鼓励小瑞，只见，小瑞的嘴唇动了两
下，没有发出声音，“小瑞，你能做到，妈妈

相信你，快点和老师问好。 ”我迎上去，摸着
小瑞的头：“小瑞，早上好。 ”小瑞的小脸憋
得通红， 终于张开了小嘴：“老———师———
好”，这句迟来的问好让我激动不已。 我捧
起他的脸蛋，“小瑞，好样的，加油，下次老
师还希望能听到你的问好”。 小瑞满脸灿烂
地跟着我走进了教室。 此后的几天，我如愿
听到了小瑞的问好。 虽然只是一句简单的
问好，但小瑞已经迈出了成功的一步，我们
相信，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奇迹发生在小
瑞身上。

每个孩子都是一本书 ， 一本难懂的
书 ，要读懂这本书 ，需要更多的爱心和耐

心。 每个孩子的发展水平不同，存在个体
明显的差异 ，作为教师 ，应在关注全体幼
儿的基础上 ，注重发现幼儿的个体差异 ，
因人施教的同时呵护他们幼小的心灵 、
保护他们的自尊 。 每个孩子都渴望教师
的关注与爱 ， 尤其是那些默默无声的孩
子 ，他们尽管不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 ，但
他们也渴望同样的爱 。 孩子的成长需要
等待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 ，静
候花开，就会看到花开的美丽。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第二
幼儿园）

幼师论坛

儿童需要在“工作”中成长
□ 崔文生""""""""""""""""""""""""""""""""""""""""""""""""""""

“工作”是在蒙台梭利教育中出现的一
个重要而特殊的词汇， 它出现在儿童教育
活动中， 也让初次接触蒙氏的家长和教师
感到困惑：什么是儿童的工作？ 为什么将它
与普通的儿童游戏区别开来？ 它对孩子的
成长有何重要意义？ 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
成人的工作有什么不同？

蒙台梭利认为，儿童的各种活动，对成
长的意义是不同的。 儿童工作概念的提出，
是为了区别一般性的儿童游戏。 蒙台梭利
将简单玩耍、 娱乐性的活动， 称之为 “游
戏”。 在游戏活动中，儿童可能会很快乐，很
兴奋，但这种快乐在游戏结束时，也会随之
消失，它不具备持久性和自我挑战性。

而蒙台梭利所指的儿童工作，则往往
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难度，儿童在活动中
会自我设定目标，表现出持久的兴趣和专
注力。 在完成工作之后，儿童会表现出明
显的愉悦和满足感。 这类活动还具有很好
的延伸性， 在达到一定的阶段目标之后，
儿童会在工作中发现和设定新的目标，从
而进入新的成长阶段，呈现出螺旋式上升
的特征。

蒙台梭利教育中的工作与游戏， 其含
义与我们通常所言并不相同。 与当前所提
倡的儿童应当在游戏中学习并不矛盾。

在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中， 去达成自己
设定的目标，体验成就感和价值感，是工作

给孩子带来的最好礼物。 这份礼物源于孩
子的内心， 它要远远胜过来自外界的称赞
与奖励。

如果我们认真观察一个孩子工作的情
景，会完全为之着迷。 对于自己选择的某项
工作，孩子们会全心投入其中，比如用积木
搭建一座建筑，画一幅画，不厌其烦地做穿
珠子，在小伙伴面前执着地扮演一只恐龙，
等等。 孩子们在这些在成人看来不全是有
趣的，甚至是有些单调和枯燥的工作当中，
表现出很多令人惊异的特点。 不仅仅是他
们表现出来的专注力远远超出我们的预
期，而且我们感受到他们的自信、从容、安
静和有条不紊，这是令人印象更加深刻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另外一些不适
宜活动中， 我们看到的是孩子的不安、焦
虑、浮躁与低效，而这些活动，往往是成人
的安排。

当然，儿童的工作与成人的工作有很多
不同。成人的工作通常是为了生存和获得报
酬，儿童的工作则是出于内心的需要；成人
的工作追求的往往是结果，儿童的工作享受
的是过程； 成人的工作不完全有选择权，儿
童的工作由自己决定；成人的工作通常是被
动完成任务， 儿童的工作是主动迎接挑战；
成人的工作常常伴随压力和焦虑，儿童的工
作则给他们带来愉悦和安定。

（作者单位系北京博苑教育集团）

现在的孩子，每天可以阅读装帧精美、
内容丰富的大师级绘本， 从小得到高品质
的心灵滋养，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可
是，就算每天吃山珍海味也有厌倦的时候，
同样，孩子的阅读也是可以换换口味的。

绘本 ， 绝不是一个孩子阅读世界的
全部。

那么， 你有没有想过尝试偶尔让孩子
换一种方式来学习阅读呢？

比如———读一本自己写的书！
那一天， 我们带着小朋友开始了他们

的作家之旅。 当然，孩子们事先并不知道，
这注定会是一个惊喜！

昨天的画展还陈列在客厅里， 热闹的
新年活动太过丰富， 孩子们都没有时间细
细品味每一幅画作。 现在， 趁着静静的早
晨， 教师请孩子们细细介绍一下自己的作
品，而我，则在一角悄悄地记下孩子们语无
伦次的描述：“这是袋鼠妈妈的耳朵， 一边
短一边长；这是个太阳，嗯，天气太热了，袋
鼠拿了一个饼干挡太阳……”

一幅幅看似简单的绘画作品，被孩子
们讲成了一个个故事 ，有情节 、有幻想 ，
还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现
的 ， 比如一个孩子指着纸上一个小得不
能再小的黑点说 ：“这是一只蚂蚁 ， 它在
找东西吃。 ”

彤彤更是语出惊人：“这是一个房子，
这是一些石头，有大红色、蓝色、金灰色（这
个词是自创的吧！ ）这是送给爸爸的，我觉
得爸爸好帅，妈妈一般。 ”呵呵！妈妈听了不
会生气吧？

晴晴的情节颇为曲折：“我画了彩色的
小人，有一个是要吃画，专门吃别人的画，
小人在追他，要把美术馆的画拿回家。 一个
小人手里拿着花，一个小人站在球上，他很
厉害，不会掉下来，一个小人会飞……”

孜孜的画很是温馨：“荷花在水里，看
着这些叶子，没有死掉。 妈妈剪的，我来贴，
红红的是荷花的花瓣。 ”

……
当孩子们全部欣赏完，讲述完后，他们

被带进了课室里读书。我把有些杂乱的语句
略作整理。 当然，只是把语序或一些语气词
略作调整和删减，精华部分就是孩子们自己

最个性的语言，是我没权修改的。
当我拿着整理好的语句再次踏进课室

时，告诉孩子们：“刚才你们讲得实在太好了，
我都记下了，现在我把这些话念给你们听，如
果你们觉得哪一个说得好， 我们一会儿就为
他做一本书，好吗？ ”

小朋友们听完很是兴奋， 大家都同意
了我的提议。 我开始用抑扬顿挫的语气读
起峰峰的画：“这一个南瓜是画出来的，是
我在小四班画的，它是南瓜味的，不苦的，
下过酱油的。 ”

孩子们很专注地听， 因为他们的使命
是要完成对文字的审核， 他们的感受会决
定这本书能否达到制作的标准。 讲完了峰
峰的画，小朋友听了哈哈大笑。 “好听吗？ ”
“好听！ ”“能为他做一本书吗？ ”“能呀！ ”孩
子们总是很宽容的， 也正是我预知他们会
宽容，才采取了这种方式，一是加深他们对
文字内容的印象， 二来是让他们更珍惜每
一本书得到的不易。

接下来，每一本，哪怕妞妞只有一句话

的“我画了毛毛虫，在草地上爬，草地上还
有两个汽球。 ”也同样在笑声中顺利通过。
孩子们是善良的， 他们不忍心看着那个渴
望通过的眼神被拒绝， 同时他们也希望别
人通过自己的作品。

有的孩子有两三幅作品，我把它们都
读出来了，请孩子们来选择评价。 如晓希
有两幅画，说得都挺好。 孩子们听完，都说
“黑宝宝”的故事好听，而且这个“黑宝宝”
的故事还被评为了最好听的故事。 可能因
为这个故事内容唤起了孩子的共鸣，他们
往往希望在自己弄得脏脏时，妈妈也不会
怪自己！

遇到这种情况， 我先是赞同孩子们的
鉴赏力，同时也尊重作者的意见。 结果晓希
选了“吃米饭”，大家也表示认可。

这个过程让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加强了
很多，每个人对大家的那一句“好听，可以做
书！ ”充满感激与自豪。阅读完毕。 我告诉孩
子们，我要去制作打印书了，请大家稍等。

这个等待的过程对孩子们来说有点漫
长，因为在我们制作的过程中，不时有一两
个小脑袋探进来说：“老师，好了吗，我的书
做好了吗？ ”

我把每个孩子的话语用彩色的纸打印
下来。 封面是这次的主题名《我的画》，下面
有很重要的几个字———作者：某某某。 在每
页上面只打印一句话，这样，孩子们短短的
几句话就制作成了几页小书， 这种厚度和
翻页的感觉会带给孩子们“书”的特性。

输入、 选纸、 打印、 裁剪、 排序、装
订———终于，新鲜的小书出炉了！

我拿着一叠彩色的小书出来了， 告诉
孩子们，他们写的书已经做出来了！ 孩子们
欢呼雀跃起来。

这时，我让孩子们先安静下来，因为大
家需要来欣赏每个人的“书”。 这样的欣赏
是对每一个作品的尊重， 也为了让孩子们
加深对文字的注意。

我从封面开始介绍， 请孩子们一起读
出书名、作者，翻一页，读一句。 孩子们非常
认真地听着、读着。

作品全部欣赏完了， 整个过程孩子们
始终兴趣盎然。 他们接过终于到手的小书，
开始仔细翻看，这种专注的劲头，决不亚于

读任何一本绘本！
这时 ，我提出了新的建议 ，真正的书

都有页码，我们的没有，怎么办呢？ “我们
自己做呀！ ”有小朋友自信地说。 “可我不
会写字呀？ ”“我会写数字了！ ”年龄大些的
小朋友大饼高声叫道。 “好的，大饼可以做
数字页码。 那其他的小朋友呢？ ”“我们画
画吧！ ”“好的，老师给你们一个小建议，可
以画小点点呀！ 第一页就一个点，第二页
就两个点……”“这个好！ ”

小朋友们再次激动起来。 又想出了，空
心圈、实心点，以及小花、小苗等方式制作
页码，并在黑板上做了演示。 我又补充了一
句：“愿意的还可以给书配些插图啊！ 这样
你的书就更好看了！ ”

于是， 我们的书变成了这样的———有
文字、有图画，还有各种各样的页码。

谁能说， 这样的一本小书在孩子心里
不比大师级的绘本还要好看呢？

爸爸妈妈们来接孩子了。 孩子们把小
书紧紧攥在手里， 都不肯放进小书包，因
为这是一上午辛勤工作的成果。 每个孩子
看到家长的第一句话就是 ：“今天我写书
了！ ”在父母诧异的眼神中，孩子们举着彩
色的小书骄傲地说：“在这里呢！ ”这样的
自信和快乐，又岂止是阅读绘本所能给予
的呢？

一次活动， 或许让孩子们的创作思路
启程，或许让孩子们的阅读兴趣高涨。 这份
属于原创的乐趣， 我们是否也应该多为孩
子创造呢？

在每一次旅游外出后， 我们可以请孩
子说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帮他记录下来，
辅以照片，就是一本旅游日记！

在每一次孩子倾诉后， 我们可以帮孩
子记录下心情起伏，就是一本心情日志！

在阅读完一本书后， 我们可以请孩子
讲讲喜欢的角色，或续编故事，就是一篇读
后感！

孩子阅读着自己表达的文字， 心里的
共鸣比任何一本书都要强烈。

而一个孩子才几岁的年龄， 居然有几
本自己创作的书， 那份骄傲与自豪注定会
让他与阅读结下不解之缘。

（作者单位系零岁方案广州早教中心）

原创个性小书诞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