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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记得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在
一次公共演讲中曾强调：“身为教师，我
们能教会学生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怎样
好好地观察了。 ”博物学启蒙课程开设
以来， 我采取集中和分散两种方式 ，进
行阶段性课程设计。 即除了带领学生们
到户外观察 ， 或让学生们在家自主观
察 、学写自然笔记之外 ，还分阶段在班
级开展 “长线 ”活动 ，如生态瓶制作 、多
肉植物种植等教室“生态园”建设，促使
学生们在合作探究中增强体验。

记得博物学启蒙课刚开设时， 我号
召学生们在班级养了一些好种易活的小
盆栽，同时要求他们在家里种大蒜、泡黄
豆、养水仙，做好详细的观察记录。 调查
中，我发现男生喜欢饲养小龟等小动物，
女生爱养金鱼。 于是，去年秋季，我与科
学教师商量， 组织学生们在教室以小组
为单位制作生态瓶。

回看这段课程经历 ，收获的比预期
多。 一个生态瓶，里面装多少沙、装什么
样的沙， 放几块什么样的小石块合适 ；
生态瓶里类似自然水域的隔夜水 ，需要
“酿制”，谁负责“酿制”，不仅要有技术，

还要有责任心；甚至水草和小动物的选
择 、生态瓶放置的地方 、管理和观察记
录分工的商定……都需要由小组讨论
确定。

如何使初期的热情落实到后续的
责任管理上，离不开教师的引导和小组
的协作分工 。 班本课程内容固然重要 ，
但更重要的是借助创生的课程媒介 ，让
学生积累更多的学习经验和合作互助
经验。

“生态瓶”这类班本课程实际上是一
门“学的课程”，与教科书“教的课程 ”最
大的不同在于，后续到底发生了什么，该
怎样处理，一切都是未知。 借助生态瓶的
制作与管理，在此基础上生发学生之间、
师生之间， 甚至学生与自己之间的相遇
与对话，这是一种“活动的、合作的、反思
的”学习经历。 这个收获已大大超越了让
学生们体验动植物之间的联系等学科知
识本身，内含更加丰富了。

第一 ，为了成功制作生态瓶 ，学生
主动了解基本的制作常识。 比如隔夜水
怎么酿制，如何添水，如何放置小鱼 、小
虾才易于成活，藻类怎么养殖 。 这些常

识都是学生们在实践中遇到各种问题
后慢慢摸索出来的。 在总结交流中 ，学
生们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探索了解常识
的重要性。

第二 ，为了保证生态瓶里小动物的
生存 ， 学生在探究中寻求最合适的方
法。 比如有些鱼类放在一起 ，会出现相
互打架或被某一种类吃掉的情况 ；比如
生态瓶放到什么位置光照合适……这
些问题困扰着每个小组 ， 组与组之间 ，
也自发开展了交流互动。 正是在组际交
流互动中，逐步生发出下一阶段共同关
注的话题和问题，新的课程内容也就自
然而然地产生了 。 在这样的课程创生
中，师生基于“事实”进行探究的素质得
到强化和训练。

第三，在管理、观察与记录中 ，培养
学生的爱心。 本来，培养学生们对自然的
敬畏意识是课程的终极目标， 但令我没
想到的是， 这个目标很快就在一个小小
的生态瓶制作与管理中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实现， 学生们在观察日记里详细再现
了他们看到一条小鱼被另外某种鱼吃掉
后的心疼与无奈； 再现了他们如何管理

小鱼宝宝， 把它们安置到新家时的小心
翼翼； 再现了小组全体成员想方设法救
治一个受伤的小动物的经历……有了这
些真切的体验， 试想当他们面对自然界
活生生的万物时， 他们的恻隐之心怎么
可能不自然流露？

有了生态瓶制作和管理的基础 ，在
后续多肉植物的种植与管理中， 学生们
不仅兴趣盎然， 而且因为已经具备基本
的合作经验，探究过程变得更加顺畅。

如果教师能够让学生在某个路途中
对一棵树有一种感觉， 愿意停下来看着
它、欣赏它的美，倾听风拂过它时发出的
各种轻响；如果学生能够从小对足下的小
植物怀有一种敏感，对众人可能忽视的台
阶周边的小草、沿墙而上的蔓藤、树叶上
婆娑的光与影有过深情的注视……孩子
们就会与自然万物建立起情感上的真正
链接。 这时，世界在他们眼里一定是美丽
的，他们也一定会用一己之力让这个世界
变得更美！

下期预告： 分享学生们的创意作业
与探究热情。

有人说，三流的园所靠设备，二流
的园所靠生源，一流的园所靠文化。 那
么， 作为一所拥有 60 多年历史、1500
多名在园幼儿、45 个教学班、300 多名
教职员工的园所，我一直在思考，什么
是我们“蓝天”的文化？

提及文化 ， 总是很抽象也很难
以描述 。 而在这一点上 ，我们有时还
要向孩子们学习 。 记得在大班幼儿
开展庆 “三八 ”主题活动时 ，我们让
孩子们仿编诗歌 “妈妈的爱 ”，结果
孩子们用童真演绎了一个个具体的
“母爱 ”：有的说 ，每天早上妈妈都会
给我煮鹌鹑蛋 ， 妈妈的爱是热乎乎
的鹌鹑蛋 ；有的说 ，有一次 ，我在商
场走丢了 ，妈妈急得直哭 ，妈妈的爱
是着急的眼泪 ；还有的说 ，我生病的
时候 ，妈妈总是抱着我 ，妈妈的爱是

温暖的怀抱……
若沿用孩子的思维， 蓝天文化的

表述就容易了。 优秀的文化无处不在，
生生不息。

清早入园，门卫老师表达着每天
重复上千次却依然不失热情的“小朋
友，早上好”的问候，保健医生晨检时
的细心、耐心以及满操场教师和孩子
们激情飞扬的律动……于是，我们会
感到 ，“蓝天 ”文化是一份真诚 ，一份
热情，一份朝气。

教学楼内，上下楼梯的开关都有
“上行 ”、“下行 ”等小标记 ，告诉孩子
们哪个开关控制的是哪组灯；班级盥
洗室墩布池旁标有 “活动室 ”、 “寝
室”、“厕所”等字样，让孩子们能一一
对应使用和摆放 ；开水房里 ，除了有
打水时间表 ，还有门上醒目的 “请老

师随手锁门 ，避免孩子入内 ”以及墙
上“老师们请注意，打完水后，请把暖
瓶上的水擦干净 ， 抹布用后放回原
处”的温馨提示。 于是，我们会感到，
“蓝天 ”文化是一种秩序 ，一种精细 ，
一种品质。

留意墙上的布置，我们会看到，幼
教界也有自己的中外名家大师———陈
鹤琴、蒙台梭利、奥尔夫等。 “习惯养得
好，终身受其益”。 “孩子的个头很小，
孩子的世界很大”。 平日里对孩子的教
育只有感性认识的家长看后会不由自
主地陷入沉思， 继而对蓝天幼儿园倡
导的“养成教育为基础，艺术教育为特
色”的课程理念有了新的认知。 由此，
我们会感到，“蓝天”文化是一种知性，
一种厚重，一种内涵。

每逢园里开会，蓝天的教师总是

用心听，认真记；每次外出学习，园长
总是争取名额带上更多的教师一起
受益……在这里，每个人心里都有这
样的理念，争取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
的学习机会。 由此，我们会感到，“蓝
天”文化是一种求学，一种好学，一种
博学。

走进幼儿园 ，我们会发现 ，教师
对 孩 子 的 爱 既 有 慈 母 般 丰 富 的 情
感 ，更有教育工作者特有的理智 。 在
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 ，教
师是孩子生活上的母亲 、 游戏中的
伙伴 、 精神上的朋友 、 困难中的导
师 。 他们总是用极大的耐心和科学
的 方 法 艺 术 地 处 理 每 一 件 偶 发 事
件 ， 巧妙地引导性格各异的孩子健
康成长 。 当遇到任性挑食的孩子时 ，
教师总会用巧妙的方式 ， 让他胃口

大开 ，津津有味地吃完定量的饭菜 ；
当遇到总是淘气的孩子时 ， 教师会
想出各种各样的 “招术 ” 将他吸引
住 ，促使他认认真真地玩游戏 ，一丝
不苟地做手工 ，像模像样地当 “小班
长 ”； 当遇到自卑懦弱的孩子时 ，教
师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 ， 捕捉
闪光点 ， 用赏识教育帮助孩子重拾
自尊……

种种常态，让我们感到，“蓝天”文
化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是一种幼
儿教育的艺术， 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责
任使命。 “蓝天”文化无处不在，早已润
泽在每个孩子的心中。 在这里，老师与
孩子们互帮互助，共同成长，一起走向
最灿烂的明天。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空军
直属机关蓝天幼儿园）

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举办首届新教师研修活动

让新教师结成“学习共同体”
□彭海蕾

幼教
必读

“蚂蚁妈妈要带小蚂蚁去郊游 ，
当遇到下雨时 ， 要快速躲到一个蘑
菇伞下避雨 。 如何引导幼儿通过观
察模仿了解游戏的规则 ， 并能通过
音乐信号作出快速反应 ， 通过情节
冲突的设计 ， 将孩子带到音乐情境
中 ？ ”日前 ，北京市教育学会陈鹤琴
教育思想研究会在空军直属机关蓝
天幼儿园举办了首届新入职教师研
修活动 ， 来自 15 所基地园的 38 位
新入职教师 ， 现场观摩了蓝天幼儿
园 小 班 教 师 王 征 的 一 节 音 乐 游 戏
“蘑菇伞 ”， 以及幼儿园的课间操与
户外活动 ， 分享新入职工作中最急
需的知识 、技能和经验 。

光明幼儿园保教主任胡琳琳借助
音乐游戏 “蘑菇伞 ”对整个活动进行
了评价 ，在她看来 ，作为新教师在设
计教育活动时，首先是活动目标设计
要有依据，要符合各阶段幼儿年龄特
点，注重幼儿的全面发展。 其次是要
分析教育内容。 要根据本班幼儿的实
际发展水平分析教育内容的重难点
是什么， 在活动设计中如何解决，教
师要学会 “搭梯子 ”帮助孩子解决问
题。 最后是要做行为表率，有了具体
的教育目标和设计，在短短的 15 分钟
集体活动中， 教师要充分利用时间，
用自己的行为、表情和肢体语言为幼
儿做表率， 同时根据幼儿的反应，有

效调整自己的行为，通过语言、动作、
表情等引起幼儿的注意。

胡琳琳特别强调 ， 陈鹤琴教育
思想中有一条特别重要的原则———
“小孩教小孩 ”， 新教师应该对此充
分重视 ， 帮助幼儿在同伴的相互学
习中提升 。

而这也是此次研修活动举办的背
景。 正是基于目前北京市幼儿教师供
给大幅增长、 新入职幼儿教师急需培
训的现状， 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针
对基地园的新入职教师开展了系列培
训活动。

现场观摩、专家指导之后，研修活
动的第二个环节是陈研会常务理事柯

小卫的专题讲座 《活教育的生命力》，
作为陈鹤琴先生的亲属， 柯小卫首先
介绍了陈鹤琴幼儿园教育的理论与实
践，随后介绍了“活教育”的三大目标、
“五指活动”、 教学四步骤以及陈鹤琴
的 17 条教学原则等，将陈鹤琴先生的
“心理学具体化，教学法大众化”观点
展示得非常充分。

研修活动的第三个环节由北京
开放大学副校长 、 陈鹤琴教育研究
会理事长张铁道主持 ， 新入职幼儿
园教师通过个人反思 、 小组讨论和
大会交流等形式 ，分别就蓝天印象 、
陈鹤琴教育思想 、 新教师学习需求
和后续行动等进行专题讨论 。 在张

铁道的引导下 ， 学员们形成学习共
同体 ，围绕几个问题积极思考 ，大胆
发言 ，分享智慧 。

观 摩 活 动———聆 听 报 告———分
组讨论———大会交流 ， 在张铁道看
来 ， 一天的课程学习已经让新教师
们结成了一个专题学习共同体 ，在
许多人真正开始知道什么叫做 “1+
1>2”的时候 ，就会感受到同行交流
合作的重要性 。 他总结说 ：“今天 ，新
教师们结成的是专题学习共同体 ，
未来 ， 他们就是一个专业实践共同
体 。 青年教师将通过自己的学习和
实践 ， 写出自己实践陈鹤琴教育思
想的鲜活故事 。 ”

文化润泽童心
□吴华英

□王怀玉

课改叙事

微语录

任何改革都要回到两个核心，其
一，我们为谁而教？其二，我们怎样教？
教的本身需要将对学生、课程、学科、
教材、生活的研究多方面整合起来，才
能越来越清晰如何在学校生活， 如何
与孩子打交道，如何教好自己的课程。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澜

现在我们谈论课改，似乎只有阳
光的一面 ，而不愿意去谈惩罚 ，这是
错误的。 教师对学生的爱不同于家长
对孩子的爱 。 这种爱是一种理性的
爱。 而剥夺教师惩罚的权力就是剥夺
了这种理性。 我们现在的教育，存在
“西化” 的倾向， 接受大量国外的东
西 ，似乎国外的都是正确的 ，然而并
非如此。 就是在国外，如英国也出台
了相关的条令，允许家长和教师适当
的体罚孩子或学生。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
授、博士生导师檀传宝

学习本来就应该是学生自己的事
情，老师只负责指导。 然而，应试教育
中，老师把学生的学习都包办了，扼杀
了学生的自由思想和创造力。 解放学
生，给学生学习自主权，其价值就在于
激活每一个学生， 使他们成为课堂里
的积极存在，使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
和潜能都得到充分发挥。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滕纯

课程改革一定要从教育原点出
发， 向课堂要效益， 然后将课堂的效
益———教育的效果延伸到班级文化
中、大课间中、校本课程中、发展特色
中， 从而让每一个生命都能绽放出各
自的精彩。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王佐书

在今天这样一个课程改革的大
背景下，我们重新来研究教师的绝活
儿，一定要站在给孩子一个人生高度
的层面 ， 来认识和理解教师的绝活
儿，让教师的绝活儿成为影响学生人
格成长 、精神发育的元素 ，而不仅仅
是一个技能。

———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

把班本课程建设成“学的课程”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