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市金州区第一幼儿园创建于1955年9月，隶属金州新区教育文化体育局。幼儿园1997年被评为辽宁省示范幼
儿园，2015年被评为辽宁省五星级幼儿园。目前有15个班级，其中有3个亲子班，在园幼儿400余名。

幼儿园以“让天真的心灵更天真”为办园宗旨，以“快乐学习、快乐教育、快乐团队、快乐成长”为要求，让孩子们在游戏
中生活，在快乐中成长。

幼儿园开展的“民间游戏研究”、“亲子游戏研究”、“建构游戏研究”、“园际协作研究”分别在国家、省、市结题立项，逐
步形成了以建构幼儿园游戏课程为核心的园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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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州一园：我以我心付童心
□本报记者 康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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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这是你在幼儿园生活的最后
一个月了，一定要好好珍惜啊！”“妈妈，可
是我不想离开幼儿园……” 时间进入 6
月，每一天，大连市金州区第一幼儿园（下
称金州一园）三楼大班的走廊里都能听到
这样的对话。

孩子们对幼儿园恋恋不舍，对小学生
活有期待，但更多的是不安。 怎么办？ “今
夜不回家”的创意油然而生。

6 月 10 日晚上，“今夜不回家” 独立
生活体验活动拉开帷幕，作为幼小衔接的
系列活动之一，其主要目的是锻炼孩子们
的生活自理能力，为入小学做好准备。

这一天，恰逢妞妞过生日，大班组教
师精心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派对：
牟老师、刘老师负责控制灯光，陈老师、金
老师、蔡老师负责运送蛋糕……晚上 7 点
整， 大班的全体教师和 64 名幼儿欢聚在
礼堂。“关灯”“音乐”，伴随着生日快乐歌，
几位教师推着点燃生日蜡烛的蛋糕车缓
缓走了进来， 孩子们一下子被这浪漫、温
馨的氛围吸引住了，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
摇曳的烛光……

“老师们太有创意了，孩子回来可高
兴了。 ”“以前孩子从没有在外面睡过，这
回可算锻炼了。 ”家长们纷纷在朋友圈里
为幼儿园点赞。

这样的感动，这样的创意，在金州一
园经常发生，用园长徐凌霞的话说，只有
“我以我心付童心”，尊重、呵护每一个孩
子，教师才能成就儿童今天和明天的美好
人生，同时也成就自己的美好人生。“这是
心心相印的事业。 ”徐凌霞不止一次这样
说。 而“我以我心付童心”，正是这所刚刚
满 60 岁的幼儿园最核心的办园理念。

小空间“玩出”大游戏

走进金州一园， 记者首先发现楼道
里、教室里、户外区到处都是孩子们的手
工作品。

塑料瓶子盖 、包装纸 、贝壳 、可乐
瓶……在孩子们的巧手下 ， 变成了精
致新奇的艺术品 。

不仅记者眼前一亮，来参观的其他教
师也拿起了相机，纷纷拍照，“瓶盖还可以
这样用”，“小花瓶太棒了”……

徐凌霞告诉记者，这其实源于一个课
题。早在 9 年前，金州一园就开始了“废旧
材料在幼儿园建构区的开发和利用的实
践研究”课题研究，“十二五”期间此课题
还被立项为国家级科研课题，幼儿园 79%
的教师都参与过这一课题研究，积累了丰
富的实践经验。

不仅在室内建构游戏区，金州一园还
把主意打到了室外。

“室内空间有限，无法满足幼儿进行
大型建构活动的需求。 ”徐凌霞做出一个
大胆的决定， 创建一个室外建构游戏区，
一是解决室内场地空间不足的问题；二是
充分利用室外的自然环境、 沙池等资源，
丰富幼儿的想象力；三是让孩子呼吸新鲜
的空气，增加与大自然接触的机会。

为此， 金州一园购买定制了近 20 万
元的大型室外积木材料，仅彩色积木就达
到 1159 块。

不仅如此， 为了保证幼儿充足的游
戏时间， 幼儿园将游戏活动时间做了调
整，每日两节集中教学时间改为一节，每
天保证孩子最少有一次建构游戏活动 ，
同时规定实验班每周不少于两次室外建
构游戏， 每周不少于一次完整的室外建
构观察记录。这样，既保证幼儿有充足的
游戏活动时间， 又能使教师的观察和指
导落到实处。

开始的时候，玩具材料投放在操场上
后，孩子们很兴奋，也很感兴趣。但几天过
后，问题来了，孩子们对用小推车运送建
构材料的兴趣要远远高于搭建活动。教师
们经过观察分析找到了原因：一是建构材
料混搭，有些材料并不适合小、中班；二是
没有年龄班的区域划分，孩子们都喜欢彩
色积木， 而小孩子往往争不过大孩子，大
的积木又搬不动，只能选择用推车在操场
上跑来跑去。

于是，教师们对玩具材料重新进行了
调整，对大中小班建构游戏区投放的玩具
材料进行了明确规定。 以小班为例，投放
的材料包括低结构化材料（小号本色积木
150 块，彩色积木 151 块，三角形积木 34
块；彩色泡沫积木 150 块）；非结构化材料
（同规格大小的纸盒箱、 高低不同的薯片

筒等）；搬运工具（手推小车 5 个，圆盘推
车 5 个）。

“材料和区域重新调整后，孩子们玩
游戏的专注力和持久性、创造力明显增强
了，也为我们下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夯实
的基础。 ”徐凌霞告诉记者。

毫无疑问，这里就是孩子们的天堂。
孩子们有的搭天桥，有的搭大船，有的搭
火车， 还有的一起搭建了微型 “金州一
园 ”……孩子们在这里笑着 ，玩着 ，也收
获着。 搭“彩虹桥”时，选择什么形状、多
少数量的积木；如何使自己的想法被同伴
理解和接纳，尽可能地说服同伴……幼儿
不仅在锻炼自己的创新思维，也在逐渐学
会尊重他人、互相谦让、友好相处。

龙舞“舞出”精气神

年龄最大的为 6 岁， 最小的仅 4 岁，
虽然是支娃娃龙舞队，舞起龙来却毫不含
糊，盘龙、行龙、卧龙，动作专业、干净利
落，把一条龙舞得活灵活现。

这就是金州一园的龙舞队， 成立于
2012 年 3 月，全园幼儿都会参与。 孩子
们每天用“霸王鞭”做龙舞操 ，先后代表
大连市赴京参加了 2012 年文化展演、大
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繁荣民间艺
术展演， 多次被邀请参加大连市庆祝全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日主题宣传活动……
孩子们精湛的舞龙技艺、快乐的表演、稚
嫩的笑脸， 每到一处都给大家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之所以把龙舞作为幼儿园的特色和
重要课程，源于金州龙舞 120 多年源远流
长的历史。“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金州龙舞丰富了幼儿园课程的形式和内
容，涵盖了幼儿园五大领域的各个方面。”
徐凌霞介绍说。

龙舞已经进入到幼儿园的全部生活。
教师们在阅读区投放关于龙的传说、龙的
故事等图书，让幼儿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
华夏儿女对龙的敬仰；在数学区投放“我
给小龙做新衣”活动材料，让幼儿通过粘
贴鳞片的方式练习一一对应；在益智区投
放如何让小龙立起来的实验材料；在美工
区投放画龙、做龙的材料等；表演区更是
孩子们尽情展示的场所，他们在那里可以
自由创编龙舞动作。形式多样的材料不仅
丰富了幼儿的活动内容，而且让幼儿在自
主活动的过程中更加专注、投入，也提高
了幼儿的学习品质。

起初， 孩子们对学舞龙既好奇又兴
奋，但随着训练强度、难度的增加，有的孩
子手磨出了水泡， 有的孩子胳膊累酸了，
有的孩子被龙片划伤。 尽管辛苦，却没有

人叫苦、叫累，一直坚持着每天的练习。龙
的精神和品格正在一天天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孩子们。 渐渐地，孩子们的动作娴熟
了，孩子们的配合默契了，龙在他们手上
仿佛有了生命一般，飞舞翻腾，气贯长虹。

“龙舞课程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表达
能力，更培养了他们对金州新区的人文情
感。”教师方萍萍说，尽管在幼儿园工作没
几年，但这位新教师已经成为“龙舞队”的
积极分子。

这样的课程在金州一园还有许多。比
如开设趣味国学《礼韵童舞》课程，结合一
日生活， 将幼儿礼仪教育渗透在活动中，
让孩子们在学习吟唱经典古诗文的同时，
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比如民间游戏的开
发，在园内创设民间游戏坊，如：“民间剪
纸”、“绣花”、“捏泥人”、“拓印”、“蜡染”、
“编中国结”、“书法”、“陶吧”、“国画”等活
动区域，引导幼儿们在传统手工艺的学习
中，感知民族文化的独具匠心，激发幼儿
的民族自豪感。

“课程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游戏
化的情景再现，让孩子们在玩耍中明白自
己，建立与他人、与社会、与传统的连接。”
徐凌霞说。金州一园的教师们用具体的行
动给出了幼儿课程开发的原则：从儿童出
发，从地方出发，从人文出发。

园本研修“研出”新教师

“学校的质量不会超越其教师和校长
的质量。 ”PISA 全球趋势报告里的这句话
给徐凌霞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一所有着 60 年历史的幼儿园，如何
在风起云涌的新时代焕发活力， 教师是
关键。教师是幼儿成长中最关键的因素，
教师是幼儿园发展中的主体， 只有促进
了师幼共同成长， 幼儿园才有可持续发
展的动力。

没有创造力的教师，怎么能培养出有
创造力的孩子呢？幼儿园首先想到的是从
教师入手，立足园本实际，培养教师的实
践操作能力。

在引进 “外援”、 让教师走出去的同
时，幼儿园更看重“同伴互助”的力量，采
取了许多策略。

人人做主持。 教师按小、中、大班三
个年龄组分成三个学习团队，由市、区骨
干教师担任带头人。 大家共同开展集体
备课与教研、集体自制玩教具、分工策划
系列活动、开展文艺联欢活动等。小组中
的主持人角色轮流担当， 每一次活动中
每一个人的角色都在不断变换。 创设互
为支持的交流环境， 让教师们 “融为一
体 ”,共同对事物进行观察与解读 、实践

与思考，共同寻找和提升智慧，共同感受
教研的快乐与成功。

从问题入手。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促
进教师专业成长。 在开展培训过程中，幼
儿园特别注重： 创设收集问题的空间，把
问题加以分类归纳； 创设解决问题的平
台，让教师参与研讨；把握问题来源的契
机，捕捉问题的实质，及时找准解决问题
的切入口， 使培训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从而引领教师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思
考，在思考中研究，在研究中解决问题并
获得发展。 针对来自实践、阻碍课程实施
的问题，采用头脑风暴、导师引领、反思影
像研讨、 互动式答辩等多样化的培训形
式，提高教师参与的积极性，在问题解决
的同时收到了良好的培训效果。

不仅如此，为了让教师真正“走进课
堂”，聚焦教学中的困惑、难点，幼儿园还
采取了课例研究的策略。

“教师在教研中每一次小小的变化，
是教学方式、研究方式、学习方式、专业发
展方式的一次深刻变革。从发现自己遇到
的问题开始，每个参与教研的教师都会及
时反思自己，及时自觉调整自己。”教师于
义兰说。

当然，在一所幼儿园里，教师的发展
也是不平衡的。 徐凌霞坦言，要以平和的
心态对待教师的“发展不平衡”。

“也有一些教师在园本研修刚开始时
游离于集体，身心的投入度不够，活动中
只带着耳朵和眼睛，不发表任何意见。”对
这种情况，徐凌霞的态度是，不妨先自由
讨论，再到小组内交流，最后才采取大会
交流的方式，这样可以让教师有酝酿和调
适的过程， 让教师先在小范围内获得认
同， 然后有底气也敢于在集体面前发言
了。渐渐地，教师会感觉到研讨是平等的、
自然的，不是评定谁好谁不好，而是通过
探讨，各抒己见，以便引发更多的思考，探
寻怎么做会更好。 这样，教师的包袱扔下
了，兴趣提升了，教研的氛围也逐渐形成,
资源共享、共同实践、共同发展的雏形也
就自然显现出来。

而徐凌霞最期待的是，教师们应该在
研修中找到自己的游戏精神。教育家吕型
伟曾说过:“为师不忘童年梦，常与儿童心
比心。”作为幼儿游戏的引领者，教师更应
具备游戏精神，也就是儿童精神，以幼儿
游戏为主题，开展各种各样的游戏。

“主动地发展、快乐地工作，让每个人
都感受和体会到自己在干最喜欢的工作，
教师们才会有思考和实践的愿望，才会与
儿童共同成长，一起享受教育的幸福。”徐
凌霞幸福期许， 而她觉得自己更是一个
“长大了的儿童”。

适用年龄：3-6 岁
材料：布，子母扣 ，塑料管 ，彩

色胶带，按扣。
制作方法： 将布裁制成长条并

缝合成长布袋，再缝上子母扣、按扣。
将塑料管裁成一样宽涂上燃料。

玩法一 ：如照片所示 ，体育游
戏《喂小动物》，指导幼儿根据布袋
上的小动物，给小动物找食物。

功能：
1. 发展幼儿身体的动作协调

性及平衡能力。
2. 关爱小动物， 知道他们的

名称并感知其主要外形特征、生活
习性。

神奇的布袋游戏
□纪丽娜

链 接

玩法二 ：如照片所示 ，体育游
戏 《坐公共汽车》， 让幼儿带上头
饰，指导幼儿找到与头饰一样的小
动物站好。

功能：
1. 进行一一对应的游戏，按物

找物。
2. 幼儿能理解和遵守基本的

社会行为规则，能排队上下车。

玩法三 ：如照片所示 ，体育游
戏 《钩圈圈 》，教师举起一串布袋 ，
指导幼儿跳跃钩布袋。

功能：
锻炼幼儿双脚向前跳跃的能力。

玩法四 ：如照片所示 ，体育游
戏《揪尾巴》，把布带的一段曳到裤
子里，指导幼儿玩揪尾巴的游戏。

功能：
锻炼幼儿的躲闪能力，追逐跑。

一所有着60年历史的幼儿园，如何在传统和创新中找到平衡？大连市金州区第一幼儿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不
断丰富幼儿园课程的形式和内容，让儿童用天真的心灵、纯粹的方式去感受世界，在游戏中生活，在快乐中成长。

（作者系金州一园幼儿教师）

正在表演的娃娃龙舞队

名园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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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