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作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还
能为您和孩子留下宝贵的成长记录，并让更
多的人和您一起分享教育中的困惑、喜悦和
收获。所以，亲爱的老师，拿起笔来吧！

“教育故事” 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
中有什么特别的故事，给人启发或令人深思？

“案例解析” 通过一个具体案例，
解析幼儿教育中的规律或令人困惑的问题。

“难题支招” 在幼儿教育过程中，
您解决难题的方法或“绝招”。

“家有儿女” 记述孩子成长过程
中感人的、有趣的点点滴滴。

“家园之间” 您是如何搭建家庭和
幼儿园之间的沟通、理解和配合之桥的？

“绘本阅读” 分享您阅读绘本的经
验和感悟，特别是这一过程对孩子的影响。

“七 巧 板” 孩子的画笔是稚嫩的，
手工是略显粗糙的，而内容却是最真实美好
的，请将手工及绘画作品拍成照片发给我们。

稿件字数一般在 1500字以内， 投稿邮
箱：zgjsbyejy@vip.163.com

征稿启事

15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15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独立之路

角色游戏中的材料支撑

□ 谢雄娟

□ 王晚晴

本书讲述了一个小男孩裘明亚遇到
海难，漂流到南太平洋一个无人岛上的故
事。 1 月 1 日中午 12 点， 在无人岛上，裘
明亚向 8 个国家的小朋友们发出了呼救
信号 “SOS”，而这个时间是美国的 12 月
31 日下午 6 点、英国 1 月 1 日 0 点、中国
1 月 1 日上午 8 点、 澳大利亚 1 月 1 日上
午 10 点……

一个巧妙的设计， 很容易就让小朋友
知道了世界的时间是不同的。 书中的每一
跨页都可以看到小裘明亚和 8 个孩子同时
出现，只不过每个孩子处于不同的季节、不
同的时间，有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打扮、
不同的娱乐方法……英国的詹姆斯出门和
小朋友打雪仗去了， 可澳大利亚的班班正

在外露营， 正当汤姆和阿力沙享受大雪带
来的乐趣时， 巴西的塞耶正在沙滩上享受
日光放风筝！一面是阳光沙滩，一面是白雪
寒冬，世界真奇妙啊！

《世界的一天》最早于 1986 年在日本
出版。 本书是安野光雅邀请世界顶级图画
书大师艾瑞克·卡尔、林明子、朱成梁等人
共同创作。 多作者、多创作、多故事是本书
最大的特色。 每个（组）作者画一个本国儿
童一天当中发生的故事， 共同展示了一个
充满爱和幻想的美好世界。

这本视角奇特的书，从“1 月 1 日”这
个时间切入 ， 以 8 个独立的故事和别出
心裁的编排方式 ，向孩子传达时差 、时区
和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科学概念 ， 以及南

北半球季节相反的现象 。 希望帮助儿童
“认识世界 ”， 以及世界上有很多不一样
的人，并传递给儿童这样的感受 ：世界上
有着那么多和我们一样大的孩子 ， 他们
虽然在做着不同的事 ， 但他们又和我们
一样，有着相通的情感和爱。 每个主角的
一天都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 你可以读 9
个孩子同一时刻的故事 ， 也可以读一个
孩子一天的故事。

看完 9 个小朋友丰富多彩而各不相同
的一天， 可以帮助你的孩子更好地走出自
我的世界，认识、了解、接纳和尊重别人，并
以一种正面的态度去看待地球上其他的民
族与文化。 正如本书编者安野光雅在写给
小读者的信中所说的：“制作这本书， 是希

望随着你们一天天长大， 能学习更开阔的
视野和胸襟， 学习以友善的态度去对待世
界各地的人们。 ”

安野光雅是日本著名的绘本大师，其

作品精美而富想象力，曾荣获多次大奖，包
括 1984 年的国际安徒生大奖。其他作者也
均为各国顶尖的绘本书画家。

（本栏目内容由“北京第二书房”提供）

现在，女儿上小学 3 年级了，“姐姐幼儿
园中班就自己睡觉了，你也可以做到噢！ ”这
是女儿常和比她小的表妹说的骄傲之语。

的确，从出生开始，女儿就没有和我们
合睡过一张床。 在她的意识里，大床是爸爸
妈妈的，而那张小床就是专属于她的。 但是，
上幼儿园后的一天， 女儿回来说：“杉杉、天
天都是和爸爸妈妈一起睡的，我也想。 ”对于
女儿的这个提议，我们并不意外，在小朋友
的交流间，其他孩子流露出来与父母同睡的
美好感受，必然会让孩子产生羡慕之情。

我和先生商量过后， 决定答应孩子的要
求。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此时拒绝，孩子就会潜
意识里认为这件没有实现的事情肯定是非常
美好或者有趣的，不能实现就是一个天大的遗
憾。因此，在实践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不妨放手
让孩子去尝试一下。 于是，我说：“好啊，你愿
意，那今晚我们一起睡吧。 ”私下里，我和先生
做好策划，统一意见，真实表达。

晚上，我们特意让孩子睡在中间。 孩子
刚开始挺开心， 越到后面却辗转反侧起来，
看得出来因为拥挤，她很不舒服。 通常这个
时候，很多父母爱子心切，会离孩子远远地，
把足够的空间留给孩子，自己哪怕把背露在
被子外也心甘情愿。 但是，我们还是决定要
按事先的方案执行，没有刻意给孩子留出空
间。 孩子挤得难受，第二天就提出，我还是自
己睡小床吧， 理由是怕抢了爸妈的被子，让
爸妈着凉。 所以，孩子又很自然地睡回了自
己的小床。

中班时， 有一次女儿被选为电台小主持
人， 无比兴奋和自豪的她在我们的肯定中似
乎一下子长大了。我想，该是迈个台阶的时候
了。 我对女儿说：“小主持人是很了不起的，给
个奖励好不？ ”女儿高兴极了，拍手连称好。
“爸妈决定奖励你一个漂亮的房间。 这个房间
将来就陪你读大班，上小学，上中学。 有了属
于自己的房间，就代表你真的长大了，可以独
立了。 ”其实儿童房我们早已经准备好，万事
俱备，只欠东风。 很自然地，孩子便从和我们
分床睡过渡到分房睡了。 当然，开始时，孩子
多少都会有点不安，这时候，我们会打开录音
机，播放一些美好的故事给孩子听，并选择一
些玩偶作为陪伴。 同时，告诉孩子，“爸妈就在
隔壁房间，如果害怕，大声呼喊，就可以听见，
但是我们相信，你是最勇敢的孩子。 ”慢慢地，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孩子也渐渐习惯了独睡。

所谓独立，不是一蹴而就的鼓励，而是
持久的养成。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的
女儿很独立，生活上会自理，学习上会安排。
每每看到女儿井井有条打理事情的样子，我
都会和先生会心一笑，慨叹，时间如白驹过
隙，转眼，孩子便长大成人。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金华市环城幼儿园）

角色游戏是幼儿时期最典型最有特
色的一种游戏，幼儿通过扮演角色，运用
想象，创造性地反映生活。 幼儿的角色游
戏通常有一定的主题，如娃娃家、商店、
医院等。 角色游戏的顺利开展需要材料
的支撑。 材料不仅可以支撑幼儿扮演各
种角色， 对于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角色游戏中，材料的选择、投放的
时机和“度”颇有讲究。

材料的选择要适宜
安全性。 在材料的选择上尽可能避

免尖锐、锋利的物品。 这些物品存在很大
的安全隐患， 幼儿在不留神的情况下会
伤害到自己或别人。 在材料的选择上尽
量选择物品的边是圆润的、轻便的，以便
幼儿的取放更安全。

形象性。 小中班幼儿的具体形象性
思维尤为突出，他们更喜欢较为直观、形
象性的事物。 比如包子、面条、碗筷等均
可以用实物作参考进行制作。 幼儿的已
有认知经验是他们进行模仿活动的前
提，在材料的选择上面要考虑其形象性。

丰富性。 曾经看到过一个小班幼儿
在玩娃娃家的案例。 娃娃家里面的材料
有：一部电话机、一张小床、两个棉絮外
露的娃娃。 游戏开始了，有两名幼儿跑进
了娃娃家里面， 每个人抱了一个娃娃坐
在小床上摆弄着娃娃，偶尔去拨拨电话，
没过 5 分钟两名幼儿就去了其他的区
域。 娃娃家的材料共有 4 件物品，这 4 件
物品不能够满足幼儿的游戏需要。 因为
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 除了这些还有许
多家居用品、家用电器等，这些材料是调
动幼儿的兴趣、 满足幼儿生活经验的前
提， 有了这些他们才会愿意继续与材料

进行互动，从而有进一步的能力发展。 所
以， 在材料的选择与投放上要避免单一
性，选择丰富的材料，尽可能满足幼儿的
需要。

材料的投放要适时
材料的投放有两个时间段， 一是幼

儿活动前。 主要是以教师为主体进行的
投放。 表现在某活动开始初，教师创设某
一游戏，进行有目的有预设的投放。 比如
“小医院”，为了让幼儿能够游戏，教师会
进行环境上的布置以及代表医院特征的
器材投放：针筒、听诊器、护士服等，以供
幼儿了解这是什么样的角色游戏。 二是
幼儿活动中的投放。 主要考虑幼儿的“现
状”进行有目的的投放。 而幼儿与游戏互
动一段时间内的投放， 教师一般会遵循
以下几点：

满足幼儿的兴趣。 幼儿在游戏中常
常会产生以下问题： 一是幼儿对某一材
料较为感兴趣， 而相应材料出现粥少僧
多的现象，无法满足每位幼儿的兴趣；二
是在幼儿的角色游戏中， 他们对于现有
的或是发展出的某一角色产生兴趣，而
目前的材料不能提供支撑。 教师需要对
于幼儿游戏中的现象进行观察， 依据幼
儿的兴趣点进行有目的、 有针对性地添
加材料。

满足幼儿的发展需要。 在角色游戏
中，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创造力、想象
力等在不断发展。 而这些需要适时的条
件支撑 ， 除了教师指导以外的硬性条
件———材料的支撑。 游戏中的投放材料
一般分为 “形象类 ”、“工具类 ”、“素材
类”。 “形象类”是指直观的材料，比如围
巾、帽子、包子、水饺等等，一看就知道是
何物的物品。 “工具类”是指剪刀、胶棒等

能够协助进行再创造的工具。 “素材类”
是指牛奶盒、鞋盒、积木、瓶罐等，一些可
以在此基础上依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利用
的物品。

比如中班的一个游戏案例。 在中班
上学期开始，教师创设了厨房、娃娃家、
小医院等角色游戏区。 区域建设好之后
吸引了很多幼儿参与， 但是经过一段的
时间观察， 教师发现幼儿喜欢在自己的
角色中进行游戏：医生就是医生、厨师就
是厨师。 孩子们之间的走动、交流很少。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得不到实现。

教师此时需要准备一些材料进行投
放 ，以激发幼儿之间互动的兴趣 ，满足
他们的发展需要 。 厨师没有饭菜怎么
办？ 可以寻找其他幼儿做搭档，用素材
类、工具类等进行创造。 娃娃家里的孩
子生病了怎么办？ 可以添加一些想象类
物品 ，比如小推车 、病历卡引导幼儿进
行娃娃家 、医院的走动 ，从而人际交往
就密切了很多。

满足活动区内的阶段性目标。在角色
游戏中除了幼儿动态的发展、需要，还有
一 个 更 重 要 的 因 素 也 需 要 材 料 的 支
撑———此活动区幼儿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它不同于上面所述的第二点内容。第二点
内容为幼儿的需要，而这里是指教师依据
幼儿的年龄特点、发展需要等，综合考虑
此区域活动中阶段性的发展目标。

比如刚开始时是以激发幼儿兴趣为
主， 让幼儿在参与游戏中对材料进行熟
悉。 教师会培养幼儿“以物代物”的能力。
教师会撤掉一些“形象类”的材料，以“工
具类”、“素材类”为主，主要给以幼儿的
发展提供空间。 如小医院，以往的材料中
“形象类”有针管、药片模型、听诊器等，
在后期教师会将药片撤掉。 当幼儿需要

药片但没有的情况下， 孩子会出现运用
剪刀将大纸片剪成小纸片， 放进药瓶里
做药，“以物代物”。

材料的摆放要讲究
角色游戏中的材料摆放通常会有两

种呈现方式。一是分散式。它表现为什么
区域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材料就放在此
区域中。 纵观全场，可以发现材料分散在
不同的区域中。二是集中式。表现为所有
的材料均放在某一固定地点， 这些材料
由不同的材料框进行分类摆放， 如上所
述分为“工具类”、“形象类”、“素材类”。

分散式、 集中式摆放方式均是建立
在幼儿的已有经验和发展需要上。 分散
式摆放方式多见于小班幼儿区域内。 小
班幼儿对于材料的使用还处于一个初级
层次。 区域内材料的固定摆放，方便小班
幼儿取放游戏， 满足幼儿对于区域和材
料的匹配认知。

集中式的摆放方式多见于中大班幼
儿的活动区内，建立在幼儿熟悉游戏、熟
悉材料的基础上。 在墙的一边，摆满了储
物柜、储物架、储物框。 如，各种餐具与炊
具、人物、日常用品、各色服装，医疗、交
通玩具等。 玩具的数量、品种逐步增加，
呈现更集中， 旨在为幼儿提供更大的想
象空间与条件。

准确把握材料的选择、 投放时机及
投放的“度”，是为了满足幼儿的发展需
要。 而要了解幼儿的发展需要，需要教师
的悉心观察。 在幼儿角色游戏中，教师应
扮演好“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的
角色，为幼儿创设良好的环境，从而促进
他们的发展。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
银河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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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的数学活动

《世界的一天》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编者：（日）安野光雅
作者：（美）艾瑞克·卡尔、（英）雷蒙·布力
格、（中）朱成梁等
译者：汉声杂志

世界的一天

最近美国的研究表明，孩
子在幼儿园时期所掌握的数学技能

将会极大地影响到他将来的数学水
平。 数学学习可以促进大脑发育，注意力
提高并增加其他基本认知能力。 但是，
别为你的孩子提前购买数学课本和其他
工具，因为这很可能会抑制孩子对数学
的兴趣。 相反，以下这些好玩的游戏不

仅能促进他对数学的兴趣， 还能
为他将来的数学学习奠定
坚实的基础。 数字的概念

数数是很重要的活动， 它有助于帮
助孩子掌握数列的概念。 但即使是在简
单的数数过程中， 孩子也应当对三个概
念有基本的了解。一一对应：每个对象仅
计数一次；基数：计算的最后一个对象后
得出的数字是对象的总数；不变性：变换
对象的位置不会对结果造成影响。

以下是一些能够帮助掌握计数能力
的小游戏：

在日常生活中计数。 在日常生活中
寻找一些易于计数的对象： 衬衫上的纽
扣；超市货架上的橘子；上楼时的台阶数
……家长可以先从一些比较少的数量开
始（不超过 5 个），再逐渐增加难度，这样
能确保孩子不断接受挑战。

转换排列方式。找一些硬币，它们的
数量以孩子能数过来为准。首先，让他数
一遍硬币；然后，家长可以将硬币的排列
变化一下，如从一列变为圆圈，并请孩子
再数一遍。 如果他因为得到了相同的数
字而感到惊讶， 那么就再改变一次硬币
的排列，并让他继续数数，直到孩子自动
应答而不再计数为止。这时候，孩子已经
明白了数的不变性。

寻找相配的东西。 如果孩子在一一
对应上有些困难， 家长不妨用成对的物
品和他一同玩游戏， 帮助他掌握这个技

能。 此时，需要的工具可以是勺子和碗、
杯子和碟子、公鸡和母鸡等。在游戏的过
程中 ， 家长可以不断要求孩子进行配
对———这样他关于“一一对应”的理解就
能够得到加深了。

玩涉及计数的桌游。 一些简单的棋
盘游戏，例如糖果乐园，非常适合帮助孩
子在游戏的同时掌握骰子的用法和相关
的计数规则。 其他更复杂的游戏可能会
涉及更多的数字，例如扑克。建议家长在
训练的初期使用简单的游戏， 避免打击
孩子的积极性， 在孩子掌握一定的数学
技巧后再增大游戏的难度。

几何与空间理解
孩子们可以通过搭积木等游戏对几

何形状和空间关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以下是几个发展孩子几何概念的方法：

在家里认识形状。比如：方形的电灯
开关， 圆形的碗， 三角形的道路指示牌
……让孩子说说这些几何图形有什么相
似和不同之处， 这可以帮助他们记下各
个图形的特点并有效地加以区分。

讨论书中的图片。当和孩子一起读图
画书的时候， 引导孩子用空间语言描述
他看到的图片。 例如“哪里是月亮？ 它在
树上面还是下面？ ”或者“是河马大还是
猴子大？ 是河马小还是猴子小？ ”

为自己家绘制一幅地图。 地图可以

帮助孩子在家中更多地运用空间语言。
在孩子绘制地图的同时， 家长可以不断
地在一边询问他家具、窗户、壁橱、花园、
灌木丛的相对位置和相对大小。

测量
测量的内涵丰富，例如长度、高度、

重量、尺寸等。 同时，用于测量的工具也
是五花八门。 家长们需要将测量的理念
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在做饭时不断进行衡量。 做饭和烘
焙的过程中涉及到许多的测量和测量工
具。利用汤匙、量杯和厨房秤向孩子介绍
整数和分数的概念， 并请他们帮你 “称
50 克面粉”、“接二分之一杯水”。

在超市猜重量。 下一次去超市采购
时， 可以问问孩子两个不同的罐头究竟
哪个重。 孩子不仅学习到“重”和“轻”的
概念，还会知道如何比较数字的大小。

比较脚的大小。 把你的脚和孩子的
脚放在一起，并问他谁的脚更大，谁的脚
更小。此后，用尺子进行测量并向孩子介
绍单位的概念。

这些小建议看似简单 ， 但是寓教
于乐，可以反复使用。 不要小看日常生
活中对孩子的启发 ， 他们可能比上课
还有用。

（“东西方教育”译自 Parent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