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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

环境是幼儿的第三位教师

2015.7.227版

□本报记者 解成君

“小花，喝饱水了，要和我一样快快长
大哦。 ”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常
常会看到这样“有爱”的一幕：一个小男孩
站在挂满绿植的墙前面， 一边拿着喷壶给
瓶子里的小花小草浇水， 一边与它们窃窃
地聊天。

“环境是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的重
要教育资源。 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创设
出‘有准备的环境’，不仅要供幼儿欣赏 ，
还要尽可能地引发幼儿与环境或材料的
进一步互动。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
总园长黄珊说。

百年演绎“以儿童为本”

在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 北师大实验
幼儿园长期有着重视环境教育价值的优良
传统。 早在 1932 年，时任园长焦真就提到
“倘有动植物园之设备，使儿童对此自然现
象，日与耳目相接触则于潜移默化之中，造
成将来自然科学之基础， 其有利于儿童教
育”，从中可见其希望能够扩大园舍，增设
动植物园的心愿。 此后不久， 北师大实验
幼儿园就开始着手为孩子们修建“动物场”
和“洋娃娃房”。

到了上世纪 40 年代，北师大实验幼儿
园又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和挖掘园外环境的
教育价值，让幼儿在走向社会、走进大自然
的过程中学习，由此开始形成了“春游动物
园、秋游天安门”的传统；到了上世纪 50 年
代， 教师已经有意识地邀请幼儿参与到环
境创设的过程中， 在当时的苏联专家指导
下， 做值日生的小朋友穿着围裙、 戴着帽
子，为其他小朋友摆碗筷，也陆续有了照顾
植物的活动；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幼儿参
与环境创设的范围不断扩大， 从园史照片
中可以看到， 当时的大班幼儿在学习为娃
娃拆洗衣服、缝补被褥，以及中班小朋友在
院子里给萝卜苗浇水； 进入上世纪 90 年
代， 北师大实验幼儿园在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系专家的指导下，积极参加“幼儿和谐发
展教育” 课题和开展 “蒙台梭利教育中国
化”的实验，逐渐在开放式活动区、墙壁布
置和创设“有准备的环境”等方面，开始了
深入研究。

到了二十一世纪，“以儿童为本” 的教
育理念越来越清晰， 开始渗透并指导着幼
儿园教育教学、环境创设、师幼互动等全领
域、全方位的工作。

关于环境创设的三个基本问题

北师大实验幼儿园校本部园执行园长
杜军告诉记者，创设“以儿童为本”的幼儿
园环境， 教师首先必须厘清三个问题：第
一，明确环境创设的出发点是什么，即“做
什么”的问题；第二，明确环境创设的原则
是什么，即“怎么做”的问题；第三，明确环
境创设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即“为什么这么
做”的问题。 只有明确了这三个基本问题，
才能够帮助教师明晰什么样的环境是 “以
儿童为本”的环境，也才能够帮助教师在环
境创设的过程中找到抓手和方向。

譬如，大二班的老师在观察中发现，本
班区域活动时， 进入美工区活动的幼儿往
往都是固定的几个女孩子， 其他大部分幼
儿很少去。 为了激发更多的幼儿进入美工
区活动的兴趣， 老师将美工区旁边的墙面
变成了“小小画家展”的展示墙，每周展出
两个幼儿的简介及作品，幼儿可自选作品、

自愿报名。进行这样的环境创设之后，老师
发现，选择美工区活动的幼儿多了，同时，
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能吸引更多的观众，幼
儿在美工区的活动也开始有了更多的主动
性，他们会主动探索不同材料的特性，会有
意识地展现个人的创意和才能。

有了前期的观察， 教师才能针对本班
幼儿的现状，通过创设相应的环境，有效地
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 并最终促进幼儿的
发展。 杜军说：“我们要求教师在环境创设
之前，无论是内容的选择，还是表现形式的
选择， 都要充分考虑并尊重幼儿的年龄特
点，要能够激发和满足幼儿的兴趣。只有本
着这样的出发点， 才有可能创设出幼儿乐
于参与其中并且能够获得发展的环境。 ”

在杜军看来，“如果说父母和教师是孩
子的第一、第二位教师，那么，环境就是孩
子的第三位教师。 环境不仅是被动的教育
内容，更是主动的教育者。”因此，在确定环
境创设主题与内容时， 幼儿园首先要考虑
的是如何凸显环境的教育性。如，幼儿园的
“秋实博物馆”陈列着玉米、高粱、向日葵等
植物的完整植株， 并附有对相关植物特点
及习性的简单介绍， 体现了科学领域的教

育内容；再如，将秋天的果实与“好吃的饭
菜”建立联系，通过展现营养金字塔和幼儿
用橡皮泥捏塑的各种果实， 培养幼儿对饭
菜的兴趣和均衡营养意识， 体现了健康领
域的教育内容等。

让环境与幼儿有效“对话”

幼儿不仅是环境创设的主体， 同时也
是环境的主人。 为了能让环境与幼儿进行
有效“对话”，北师大实验幼儿园各班教师
会主动邀请幼儿参与到各种环境的创设过
程中，让幼儿在其中体验专注、愉悦、新奇
与成就感。

在幼儿园东楼二层， 记者看到婴小混
龄班的幼儿用碎纸做青草， 用皱纹纸做玉
兰花，布置完成“春天的角落”；中班幼儿将
制作完成的花朵和小动物， 亲手布置在北
楼大厅的公共环境中。不仅如此，记者了解
到，根据幼儿喜欢捡树枝和树叶的特点，教
师在主题墙旁边设置了 “叶子找朋友”和
“树枝分一分”的互动区域，既满足了幼儿
收集的需求， 同时又让幼儿在互动中练习
分类与整理；在生活区，教师则将孩子们捡

来的银杏果、 松果等自然物与教育目标有
机结合，设计成“倒银杏果”“掷松果”等生
活区活动内容……看到自己收集的“宝贝”
变成了活动材料， 孩子们游戏学习更有积
极性了。

除了充分挖掘环境的教育性、 幼儿与
环境的互动性外， 北师大实验幼儿园还特
别注重最大限度地发挥环境之间的整合
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深化和整合
幼儿经验，让幼儿零散的经验更加系统化。

为此， 幼儿园将班级主题墙、 区域材
料、作品栏以及主题活动、区域活动、小组
活动、 日常生活活动等课程进行了系列整
合设计。

在教师的工作日志中， 记者看到这样
的记述：托三班幼儿参观秋实博物馆后，对
玉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班级开展了
玉米的主题活动。 主题墙上呈现了幼儿对
玉米的食品价值、玉米生长过程等方面的
探究。同时，在美工区，教师分类提供了包
括玉米皮、玉米须、玉米粒、玉米棒等各种
原材料，窗台的展示区则随时展出孩子们
用这些原材料完成的艺术作品 ； 在生活
区，教师设计了剥玉米的工作；科学区，投
放了“玉米的一生”三部卡；而自然角 ，孩
子们用浸泡的方法观察玉米的生长变化，
并用《玉米浸泡小书 》记录玉米的生长变
化过程。在这种丰富的与玉米有关的环境
中，孩子们的相关经验也在与环境的互动
中不断深化。

环境创设促幼儿主动发展

幼儿的发展离不开环境。 好的环境创
设，不仅要让幼儿乐于参与 ，在与环境的
互动中认知成长，还要让幼儿在积极主动
的学习探究中不断丰富和深化经验，主动
发展。

在北师大实验幼儿园一次班级推选幼
儿参加阅读节“图书推荐人”活动中，混龄
六班的教师发现本班幼儿对 《植物大战僵
尸》的书非常感兴趣，于是就在班里开展了
相关的主题活动。在活动中，教师发现孩子
们都希望得到“植物大战僵尸”的图片，于
是就与孩子们商量获得图片的办法。 有幼
儿说“谁表现好就给谁一张图片”，可是“怎
样才算表现好”，“什么情况可以得一张图
片”， 孩子们通过讨论明确了相应的规则，
明晰了表现好的含义，并且商量出“每种植
物图片都需要通过一定数量的阳光值来换
取，表现好可以获得阳光值，获得相应数量
的阳光值就可以换植物图片” 的方法。 于
是，教师创设了“我的阳光值”墙面，将每个
幼儿的名字贴在上面，孩子们便开始了“争
得阳光值”的活动。

与此同时， 考虑到那段时间幼儿午睡
状况不太好，为了提高幼儿的睡眠质量，教
师又利用“争得阳光值”的活动，与幼儿讨
论出午睡好可获得阳光值的细则：13 点前
睡着的可得 5 个阳光值，13:30 前睡着的得
3 个，之后睡着的只能得一个，没有睡觉的
不能得阳光值。 每天中午， 教师都会将幼
儿睡着的时间写在纸条上并放到每个孩子
的枕头边，幼儿起床后，根据自己的睡眠时
间推算可得阳光值的数量， 然后自己去画
阳光值并张贴在个人名字后面。 这种形式
成为幼儿自我约束、自我成长的动力，也让
班里的午睡状态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同时，
孩子们发现，原来获得阳光值其实很简单，
“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

在粘贴阳光值的过程中， 孩子们还发
现， 许多的植物图片都需要上百个阳光值
来换取， 但是墙面上没有那么大的地方贴
阳光值， 于是孩子们又通过思考和讨论找
到了解决办法：攒够 10 个阳光值可兑换一
个金币， 而 10 个金币可兑换一个能量豆。
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们对 10 进制的换算
又有了更深刻的感知与体验。

这一系列环境的创设， 让孩子们在浓
厚兴趣的伴随下，丰富了数量换算、时间等
多方面的数学经验，并在自我约束、主动发
展的过程中收获了健康与自信。

环境对于个性培养的深远影响

环境对幼儿来说犹如空气和水， 无时
无刻不在影响幼儿的发展。 北师大实验幼
儿园经过多年的实践发现，“以儿童为本”
的环境对幼儿主动、 乐观等个性品质的发
展能产生深远影响。

托五班幼儿在创设《静待花开》的作品
墙时，经历了绘画瓶子、装土、播种到墙面
呈现与照顾的一系列过程， 体现了科学与
艺术的有机结合， 也激发了幼儿照顾植物
的主动性。在开展恐龙主题活动的过程中，
托四班幼儿自编故事、自制服装、道具，最
后还自信地在多功能厅为其他班幼儿表演
故事，充分展现了他们的自主与自信。

中一班的小朋友为了更好地测量和记
录大蒜的生长变化， 探索出用乐高玩具测
量， 之后在记录板上粘贴与乐高模块同样
大小的彩色纸片的方式。 大二班小朋友用
废旧材料表现春天时， 用瓶盖做蜗牛的小
朋友， 一开始是将瓶盖开口方向朝下进行
粘贴，发现这样不好粘，经过尝试发现将瓶
盖开口向上粘贴更加牢固， 但是发现这样
效果并不太好，在教师提出“怎样才能表现
出蜗牛一圈一圈的纹理”的问题后，经过反
复探索， 最后采用了逐层嵌套小瓶盖的方
式表现蜗牛，非常生动有创意。

更重要的是，在环境创设过程中，孩子
们有大量的机会与同伴、家长、教师等群体
共同完成，在分工与合作中，体验到群体的
力量，感受到合作带来的乐趣与成就感，从
而发展乐群合作的人格品质。 大二班的茶
艺区是一个非常受幼儿欢迎的区域， 由于
泡茶的过程非常复杂， 为便于幼儿学习和
操作， 教师在茶艺桌前的墙上图文并茂地
呈现了茶艺流程图， 对于那些还不太熟悉
流程的孩子， 这张图起到了非常好的支持
作用。孩子们泡茶的过程，除了可以学习茶
艺、体验中国传统的茶文化，同时也有利于
发展幼儿乐群合作的人格品质， 尤其是最
后的请茶环节，一壶清香四溢的茶泡好后，
幼儿会将其倒入六个小茶杯中， 然后分别
邀请好朋友或教师品尝， 而对方的感谢与
称赞，又会进一步强化幼儿的分享意识，促
进乐群、合作品质的发展。

环境是幼儿的第三位教师， 人在幼年
时期对环境的感受更为敏感。 陈鹤琴先生
说过：“孩子生来大概都是好的， 但是到了
后来，或者是好，或者是坏，都是因为环境
的关系”。北师大实验幼儿园百年来坚持将
创设适合并支持幼儿发展的有准备的环境
作为教育的要义， 不断创新， 将环境这位
“隐形的教师” 的功能发挥到每一个角落，
让孩子随时随刻都能和环境互动、 共生共
情。试想，孩子每天都在这种真正以儿童为
本的环境中生活，她怎么能不爱上幼儿园，
她怎么能不快乐呢？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始建于1915年，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先后被评为
北京市第一批“示范幼儿园”、“人民满意的幼儿园”、创建“学习型组织”先进单位、
北京市“十佳幼儿园”。
“崇尚学术研究，坚持以教科研为先导，促进教师队伍素质及保教工作质量的

提高”是北师大实验幼儿园一直以来的传统。在“传承、借鉴、融合、创新”的发展过
程中，该园不断进行园本课程的实践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发展课程，走出了
“以儿童为本”理念指导下的教育实践之路。自20世纪50年代起，幼儿园就承担
了培训全国各地幼儿园教师与园长的任务；近年来，还积极承担了全国范围内的
多项支教任务。

《静待花开》的作品墙，也是孩子们每天观察和照顾植物的场所

每天，孩子们在园庆
倒计时牌上粘贴一个笑
脸贴画，直观地感受百年
园庆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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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大发现》互动性公共墙面上，孩子们可以根据提示寻找答案

环境是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的重要资源，为孩子创设

“有准备的环境”用以支持幼儿的发展，是当今幼儿园面临的重

要课题。作为百年名园，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坚持创设“以

儿童为本”的环境，用行动给这个课题写下了精彩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