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芬兰没有什么资源， 大部分是水域，
对芬兰来说，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人脑，所以一定要把
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的大脑潜力都充分
激发出来。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不管
什么样的孩子，不管这个孩子处于什么样
的家庭，都要接受免费的教育。 教育是国
家至关重要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
地生活，这里包括孩子的成长 ，怎么培养
孩子的人文精神、道德情操、社会责任感，
怎么培养孩子在社会生活中必备的知识
和技能，这是我们关注学习的一些要素。

如果有人问我，芬兰学前教育的核心
理念是什么。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三点，第
一个理念是教育互动，这种互动不仅是教
师和孩子的互动，同时也是孩子之间的互
动。 第二个理念是平衡发展，也就是全面
发展。第三个理念是大家熟知的学习中心
的理念。所有的幼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都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发展。

在日常教学中，我们教孩子怎样独立
生活，比如怎么自己穿衣服、系鞋带，这些
日常的行为都是教学的内容。还有一个重
要的理念，是让孩子学会在人群中表达自
己的想法，学会倾听别人，在倾听的过程
中与别人交流、互动、讨论。

严格意义上说，幼儿园基本上是不教
知识的，这不是幼儿园应该干的事。

我要特别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
得对于儿童的学习来说，游戏是最自然的
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如果观察宠物，它们其实就是互相游
戏，在游戏的过程中学会猎食 ，学会与同
伴交往。 接下来有一点也非常重要，试错
是孩子游戏时非常重要的权利，因为只有
尝试了，然后犯错了，才能够理解这件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才能够理解这个世界到

底是怎么回事。
在幼儿教育中模仿非常重要，教师的

行为给孩子传递了许多信息，孩子的行为
就是在模仿教师怎么唱歌、怎么跳舞的。

教师的示范作用非常重要，教师对孩
子的影响，不在于说了什么 ，传递了什么
信息，重要的是怎么做。我们会发现，孩子
学习能力特别强，越小的孩子模仿能力越
强，可以很迅速地模仿成人的行为。

接下来分享的是故事的重要性，在瑞
典、丹麦、芬兰这些北欧国家，童话故事都

有悠久的传统。这些童话故事在向孩子传
递有关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信息，告诉孩
子们什么是自由，怎样关心他人 、关心世
界。 孩子听故事的过程，其实也是让孩子
产生共性、集中注意力、发挥想象、锻炼记
忆力的过程。对孩子来说，听完故事之后，
他们会相互交流阅读感受，包括不懂的地
方，这就为未来孩子们讲出自己的故事奠
定了很好的基础。孩子在家里也可以做这
样的练习，选择自己喜欢看的书 ，有兴趣
阅读这些书，就会有很好的学习效果。 因

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学习
的方式，有些人喜欢坐着看书 ，有些人习
惯躺着看书。 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是因
为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大家知道 ，在许多国际排名 ，特别是
有关创造力的排名，还有一些商业成功模
式的排名 ，芬兰总是位居世界前列 ，所以
我经常被别人问到，芬兰的教育为什么会
培养出有创造力的人才。

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创造力是能被
教育出来的吗？ 是能被培养出来的吗？ 但
是有意思的是，如果看芬兰的课程 ，他们
没有教材的概念， 很少提创造这件事，也
很少有专门的课程来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而且芬兰也不会有课外补习，孩子们有大
量充分的自由时间 ， 下课之后就到处玩
儿，甚至连家长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对于学前教育来说，怎样为孩子创造
力的培养提供良好的环境？第一点是愉悦
的安全环境，让孩子们不会害怕犯错。 第
二点是自由和自主性，不管对教师还是对
孩子来说， 一定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第三点是一定要有社会归属感，一定要归
属于社会，要能感受到被某一个群体支持
的力量。同时，知识和经验非常重要，没有
这个也是不管用的。同伴之间的互动也是
培养创造力非常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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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是如何抑制学的

孩子学习的规律是什么？ 孩子是怎样
成长起来的？ 我们先来看看孩子是怎么学
会爬的，怎么学会站起来的，怎么学会走路
的。 先是没有语言“啊啊”地交流，饿的时候
知道怎么把母亲叫来， 最后知道怎么用眼
神交流、语言交流。 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
会发现孩子成长的秘密，全世界都一样。 这
是一个人成长的规律。 尊重生命是世界的
成长法则。 而如今，许多幼儿园的教育是不
合乎客观规律的。

人类成长过程中是先有学还是先有
教？ 也许，大家讨论后都认为，是先有学，这
是人类成长的规律。 而孩子的学习是怎么
开始的？ 这个学习的过程快乐吗？

看过一个幼儿学走路的视频。 视频里，
父亲对孩子说“到你妈妈那里去”，给孩子
树立了目标。 然后，这个孩子就爬起来开始
跌跌撞撞地走，即便摔了跤、打一个滚儿，
仍爬了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高兴得笑
起来。这就是孩子成长的规律。而我们中国
的家长是怎么教孩子走路的？ 许多家长都
认为，如果父母不身体力行地教孩子走路，
孩子是会摔跤的。

我认识的一个芬兰朋友， 他带孩子去
学游泳，只是和孩子玩水。 孩子先在浅水区
玩，觉得水太好玩了。 于是，他们又自发地
来到深水区。 当孩子与水逐渐融为一体后，
教练才开始介入，教孩子一些基本动作。 孩
子也很轻松地学会了游泳。 而在这个过程
中，孩子从来没有对水产生过恐惧。 而在中
国，孩子们学游泳时常常都要套个游泳圈。

其实，学习是人的先天本能。 没有幼儿
园，孩子也能够学习，如果幼儿园不懂得幼
儿成长规律，就可能出现问题。 孩子的学习
是这样的：有愿望，然后尝试、实践。 孩子摔

跤了不会觉得自己失败了，自己很笨。 孩子
很清楚，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必须要付出
一些东西。

什么是教育之道？ 教育之道就是尊重
学习之道， 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尊重孩子
的学习规律，就是好的教育；如果我们的教
育不尊重孩子的学习规律，越俎代庖，就是
舍本逐末。

幼儿教育中的逆道行为

如今，许多幼儿教师和家长，他们有许
多行为是不尊重自然规律的， 是逆道而行
的。 哈佛大学的零点教育团队，研究了人的
一生中什么时候最有学习能力。 经过测试
证明：几乎所有孩子在 4 岁前，智力、包括
多元智力，比如空间、肢体协调、音乐、人际
关系、数理、语言、自省等方面都处在天才
水平上。

我 50 岁学计算机，60 岁学开车，65 岁

学国学，70 岁学教育，我一直在成长，因为
我没有消极的信念和消极的自我形象。 孩
子消极的自我形象，是谁给的？ 这是我们从
事教育的人最应该清楚而且需要解决的问
题。 孩子本身是有学习能力的，而他的学习
能力为什么没有了？ 就是因为有消极的自
我形象。

幼儿教师要思考， 在我们的教育中有
哪些倒行逆施的行为？ 给了孩子哪些情绪
张力？ 不当的表扬、批评给了孩子消极的自
我评价， 不当的评比打击了一大批孩子的
积极情绪，体罚不听话的孩子、制造恐惧让
孩子失去自我意识。 每个人都会做错事，但
是我们要会在错误中学习。 我们千万不要
在表扬和批评中，给幼儿制造情绪张力。

孩子的成长是有规律的。 对于幼儿园
的孩子来说， 他们注意力的集中时间最多
大约是 11 分钟-15 分钟， 我们的教师要根
据这个规律来设置课程。 现实中，一些幼儿
园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对孩子进行小

学教育，如学拼音、英语、写字和数学。
在幼儿园， 教师一定要为孩子们营造

幸福感。 教师要理解儿童的学习方式和特
点：儿童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在游
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 要严禁在幼儿园
开展小学化教育。

幼儿园如何成为学习型组织

一个团队、一个组织，要变成一个学
习型组织，必须有一个健康的学习方法。 这
个学习方法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所有的学
习都从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始。 比如，幼儿园
在发展过程中碰到了哪些问题？ 需要解决
哪些问题？ 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 有了问
题，才会引起幼儿园教师的反思，这个问题
的表现是什么？ 这些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
的？ 这些问题用什么办法来解决。

现实中， 对一个问题往往有两种解，第
一种叫症状解，第二种叫根本解。 比如，头痛

时吃止痛片，就不痛了，但药效发挥完之后，
又开始痛了，这就叫症状解。 问题的根源没
找到，这个问题就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

许多时候， 一些幼儿园教师都喜欢给
孩子贴标签。 如一个孩子不听话、爱吵，教
师们就想尽办法让他不吵。 孩子吵闹是他
们的本性， 而许多人却愿意给孩子贴上一
个标签，叫作多动症。

因此，我们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要
与教师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表象是什么？
引起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来解决？在团队里
大家用开放式的交流，使思想汇聚起来，产
生碰撞，产生相互的推动作用。 这样思考问
题，能增加思考的深度，这是最重要的幼儿
园团队学习的模型。 但我们要明白，这个模
型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 而是出现什么问
题就进行相应的研究。 如果我们找不到答
案，没有思考，再请专家，或者到别的幼儿
园参观，以受到启发。

当一个团队能够不断地解决成长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时，就有了一种能力，才能可
持续地创造未来。

一个学习型的幼儿园， 要有把工作和
学习融合在一起的学习氛围。 工作中的问
题，就是学习的主题；学习的成果，要拿到
工作中运用。 所有工作和实战的问题，就是
最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这个学习环境，叫作
以反思为核心的学习环境， 把解决工作中
问题的过程，都当作学习的过程。

这个学习也是带着问题、任务去工作，
是反思交流、实现学习的过程。 只要一个团
队运用这个方法学习， 那么其学习时时刻
刻都在组织里， 团队成员每天也都在成长
之中。

教育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知道， 他是
有价值的。 当我们奉献出自己的今天，就一
定能够托起民族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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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的远方，无数的孩子，都与我们有关……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中国教师报特聘专家，著名人力资源专家、学习
型组织专家，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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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逆道而行的幼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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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知识不是幼儿园该干的事

孩子本身是有学习能力的，而他的学习能力为什么没

有了？就是因为有消极的自我形象。幼儿教师要思考，在我

们的幼儿教育中有哪些倒行逆施的行为？给了孩子哪些情

绪张力？

严格意义上说，幼儿园基本上是不教知识的，这不是

幼儿园应该干的事。对于儿童的学习来说，游戏是最自然

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