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2017 年全国学
前教育高峰论坛上，
海曙区“回归儿童本
位”践行“生活化”

“游戏化”和“园本
化”的幼儿园课程赢
得满堂彩。推进课程
建设的这些年，坚持
儿童立场、关注儿童
生活、重视儿童经验
已成为海曙幼教人的
行动指南。无论一百
年前学前教育泰斗张
雪门的 《行为课程》
还是如今五所品牌建
设试点幼儿园形成的
新行为课程、部落游
戏课程、创享课程、
生长课程、三味课程
等园本课程，无不重
视倾听幼儿、考虑幼
儿的兴趣和需要，而
不 是 首 先 考 虑 教 什
么。这样的“以学定
教”，都把儿童作为
课程的起点，让课程
回归儿童生活世界，
让课程遵循儿童生命
成长的基本逻辑，让
儿童回到课程的正中
央。

两年来，从文字
站牌到图片站牌，从
老师定规则到孩子自
己定规则，海曙幼儿
园课程建设在儿童立
场视野下悄然转身。

“ 凡 是 幼 儿 能 够
做的就应当让他自己
做！”“幼儿园课程建
设是为了让课程更贴
近幼儿的心灵，让幼
儿园课程更适宜、更
有趣和更有效”“课
程是从儿童的生活、
游戏中来的，教师要
学会每天跟着孩子，
及 时 发 现 并 抓 住 问
题，用智慧推动孩子
向前走。”……在高
峰论坛上，中国学前
教育研究会理事长虞
永平教授等专家的报
告引起了与会者的共
鸣，专家们盛赞海曙
提供了践行这些理念
的好样本。

“ 海 曙 区 的 学 前
教育基础比较扎实，
这两年在品牌建设的
过程中，很好地传承
了 张 雪 门 的 教 育 思
想，坚持儿童立场，
课程建设的水平大幅
提高。”中国学前教
育研究会理事长虞永
平教授如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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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回答五花八门。但无论从何
角度分析，都难以绕开“儿童立场”四个字。

6月14日至16日，2017年全国幼儿园课程建设高峰论
坛在海曙区举行。该区以“回归童年本质，聚焦教育质量”的
幼儿园课程建设实践，向6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前教育
专家及幼教工作者介绍“海曙经验”，赢得满堂彩。

从儿童立场出发的席卷全区的幼儿园课程建设，拆掉了
原本横亘在师幼、师师和园内外的一堵堵无形的“墙”，不仅
让海曙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中幼教品牌效应放大，还推进了
幼儿园课程建设的园本化、生活化和游戏化，最终促进幼儿
全面和谐发展。

百年前，教育先贤张雪门与友
人一同创办了星荫幼稚园，即宁波
市第一幼儿园的前身，这是中国人
创办的第一所幼儿园。

经历百年风雨，如今，海曙区
学前教育取得的成绩不容小觑：早
在 2011 年海曙就实现了学前三年
毛 入 园 率 112% ， 净 入 园 率
99.93%，优质资源率76.2%。

当海曙区的学前教育初步实现
了机会和质量的均等化。基本满足
了辖区幼儿能入园、入好园的需求
后，幼儿家长迫切需要家门口高品
质的学前教育。

用纸板做成的唐塔赢得了相关
比赛的特等奖，却遭到南师大教授
接连追问——做此塔是基于什么主

题，为什么选择这个内容……这不
禁让幼师们反思：是孩子自发要
做，还是老师要求做的；做的过程
中，是孩子创作为主还是老师指导
为主？

同样的事例还有不少。幼儿园
的沙地上，小班孩子正在玩地铁站
游戏。他们用工具挖了一条长沟，
沟里面用积木排成一列地铁列车。
老师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些小旗子，
上面写着“西门口站”“鼓楼站”

“东门口站”等，被孩子随意地插
在地铁旁边。“这些小旗上的地铁
站名谁写的？小班的孩子们看得懂
吗？”在教研员和园长的追问下，
班级老师醒悟过来。过了几天，这
个班级的孩子在沙地上玩同样的游

戏。这次地铁站标识换成了小班孩
子看得懂的相关站点照片了。

“把课程建设作为品牌创建的
抓手，把儿童作为课程的起点。”
海曙区教育局副局长陈臣指出问题
关键，“我们要摆脱用成人的视角
替代儿童的视角、用成人的思维替
代儿童的思维，回归童年去解读儿
童，为儿童创设适宜身心发展的环
境。”

海曙区启文幼儿园园长邵爱
红对此深有感触。“两年前，我们
会预设好活动的架构，如确定哪
些内容采用集体活动形式，哪些
放 在 区 域 里 做 ， 哪 些 和 游 戏 融
合。”教师按照自身的理解，设计
好活动的形式。课程行进中各学

习形式之间的最高状态是“联结”，
而非“融合”。

想要改变的不止启文幼儿园的老
师们，海曙区对幼儿园课程进行了重
新审视。2015 年，海曙区教育局与
南京师范大学专家团队达成协议，开
启“私人定制”区域学前教育品牌建
设的合作，首批选定宁波市第一幼儿
园、宁波市第二幼儿园、宁波市实验
幼儿园、宁波市闻裕顺幼儿园和海曙
区启文幼儿园 5所试点园进行重点建
设。

国内学前教育专家、南师大教
授虞永平曾指出，衡量幼儿教育质
量主要从结构维度、过程维度和结
果维度三个方面出发。其中，衡量
学前教育质量的结果维度就是考察
学前教育能否促进儿童身心和谐发
展。也就是说，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不仅需要优质的硬件和软件，实践
过程也要不断优化，而最终检验质
量的是儿童的发展状况。

思考：怎样追求更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转身倾听幼儿，考虑幼儿的兴
趣和需要，而不是首先考虑教什
么，这样的“以学定教”，使儿童
回到了课程的中央。

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起，宁波
市第一幼儿园就重拾并发展老园长
张雪门的教育思想。在《新行为课
程》的探索中，第一幼儿园并非照
搬照抄《行为课程》原有的课程体
系和内容，而是真正继承了“生活
即教育，行为即课程”的课程灵
魂。

在市第一幼儿园，混龄儿童工
作室是最受孩子欢迎的场所。这是
根据幼儿兴趣、需要设立的幼儿专
用活动空间，共有十二间专用工作
室，每间工作室有自己的内容指向
和目标指向。工作室中有适合不同
能力幼儿操作的材料，每月教师会
根据幼儿情况调整活动材料，真正

满足每个儿童游戏、发展的需要。
课程建设由谁来做？园长？教

师？宁波市闻裕顺幼儿园园长李江
美嘴边经常挂着四个字：“全员卷
入！”闻裕顺幼儿园开展“生长课程”
的探索实践，园内每位教职工都有一
份记录自己优点的“星星点亮册”。如
保安师傅的亮点是做木工，这一亮点
给孩子们玩最喜欢的“木工坊”游戏
帮了大忙。除了教职工、家长，周边企
业、商家也被幼儿园纳入课程资源，
成为课程的一部分。

开展课程建设的宁波市第二幼
儿园老师们深有感触。以往各专用
活动室的游戏内容都是教师决定
的，一段时间后有好几个活动室

“门庭冷落”。如今，幼儿园的走廊
变成了“boy 街”和“girl街”，户
外的绿地里出现了“迷雾野战营”

“考古小分队”和“开心农家乐”等

游戏部落，小朋友们在户外室内穿
梭，玩得不亦乐乎。孩子们为何如
此快乐？因为这些游戏空间都是老
师征询幼儿的兴趣和需要后，和孩
子们一起创设的。这样的改变是真
正把游戏的权利还给了幼儿，教师
们重建儿童观和课程观，形成符合
孩子发展取向的课程体系。

一天，海曙区启文幼儿园邵爱
红园长收到了大一班孩子们给她的
一封信，信封上画了一棵樱花树、
一串音符、几个小孩子和一只表示
邀请动作的小手，信封里面则是一
张孩子们手绘的“入场券”，上面
画了座位图，并在第一排中间的位
置画了一个记号。具有专业敏感性
的邵爱红立即明白了，这是大一班
即将举行的“樱花歌会”的邀请
信。幼儿园里一棵樱花树引发了孩
子们的好奇心，继而探究、学习，

直至自发举行歌会，整个过程，包括
策划、角色分工、会场布置等等，都
由孩子们自己完成，老师只是适时地
给予鼓励和支持，孩子真正成了幼儿
园的主人和学习的主人。

宁波市实验幼儿园的青林园区和
闲庭园区相距不足千米，两个园区的
课程各具特色，青林园区的美术教育
成果丰硕，闲庭园区的科探活动丰富
多彩。如何让孩子们获得更多更棒的
课程体验？两个园区如何实现课程的
融通？实验幼儿园的老师们开始和孩
子们一起“游学”，闲庭园区的孩子
去青林园区学美术，青林园区的孩子
则到闲庭园区的科技馆过一把探究创
造的“瘾”。在“游学”的过程中，
孩子们不仅获得了不同的玩乐体验，
还结识了更多小伙伴，提高了人际交
往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这样的课程
实施路径彰显了“以园为本”“以儿
童为本”的课程观和儿童观。

两年来，5所试点园在课程建设过
程中坚守“全面提升幼儿园保教质量”
的底色，形成了新行为课程、部落游戏
课程、创享课程、生长课程、三味课程
等园本课程，呈现各自的精彩。

转身，儿童回到了课程的中央

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课程可以
完全适应不同背景下的幼儿园。只
有适合的课程，没有最好的课程。
实现课程适宜性的关键是课程园本
化。海曙区对辖区内幼儿园分级分

层推进适宜课程建设，以期全区域
的学前教育“儿童立场”回归。

第一层次，全力助推以品牌试
点园和省一级 （市六星级） 幼儿园
为主体的园本课程建设，形成了一

批以宁波市第一幼儿园《新行为课
程》为代表的“园本课程”。

第二层次，对于省一级 （市五
星级） 和省二级 （四星级） 幼儿
园，倡导其进行对省编课程局部改
造的研究，凸显课程的适宜性。这
个过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也是一
个思考的过程，更是一个改造的过
程，还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另外，对于省三级幼儿园、小
规模民办幼儿园在课程建设中存在
的问题，一方面行政与教研部门通
力合作，借助《浙江省等级幼儿园
评估指标》中涉及保教的指标，对
全区省三级幼儿园园长教师进行指
标解读的培训，另一方面由教研室
牵头组织区内骨干教师对省编课程
进行适应海曙特点的课程审议。

为给园长和老师的课程建设提
供支架，南师大专家组十位导师对
五所试点幼儿园开展了每月一次的
驻园指导。在区级层面，海曙区还
启动了园长课程领导力提升工程、
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建设工程和园
本教研特色项目培育工程等三大工
程，助推区域课程建设的深入开
展。“一旦搞了课程建设，老师们
知道得越多外延就越大，碰到的问
题就越多成长就越快。”陈臣副局
长说，目前 5所试点园都成立了诊
断工作坊，建立了课程规划、环境
创设、游戏活动等 8个领域及学科

教研共同体。此外，还选拔区内其他
幼儿园 40 名教师加入共同体，实现
共同发展。

一天，一批全省各地幼儿园的老
师来到机关一幼。杭州的刘老师看了
孩子们早上的户外自主体育锻炼活动
后，不由感叹：“原来篮球宝贝是这
样玩的，太震撼了！”机关一幼在中
央电视台《出彩中国人》节目中亮相
之后一夜成网红，但社会上出现两种
不同的声音，有的对这些孩子精湛的
球技由衷点赞，有的则质疑靠单纯强
化训练提升球技违背了孩子年龄特点
和学习规律。老师们自信地说，从小
班起全面普及，将篮球技能训练融入
孩子们日常的户外游戏、早操等环
节，让孩子们在一个个快乐的游戏中
自然获得动作技能和身体协调性发
展。不难看出，在海曙区的幼儿园，
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尊重儿童学
习特点已经成为课程的核心。

高塘幼儿园结合有关社会资源，
按照“热爱家乡”主题内容进行筛选
和创新，不断完善适宜于该园实施的

“小眼看宁波”社会考察活动。宁波
市红旗幼儿园为满足幼儿阅读文学作
品的多元需要，对省编课程中的早期
阅读活动作了课程审议，开展绘美课
程的实施研究。宁波机关二幼就省编
课程中数学教学的短板进行了近 10
年的深入研究，快乐玩数学研究成果
作为市级教研成果被多次推广。

海曙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曙区将借区域调整的契机，围绕新
一轮“学前教育提升行动计划”，进
一步加大政策支持与专业引领，实现
区域幼儿园课程的多样态发展，全面
促进全区学前教育质量提升。

辐射：全域学前教育的“儿童立场”

回归童年本质的幼儿园课程怎么做回归童年本质的幼儿园课程怎么做？？

全国幼教同行盛赞全国幼教同行盛赞““海曙经验海曙经验””
记
者
手
记

通讯员 池瑞辉 朱尹莹
本报记者 蒋炜宁

宁波市第一幼儿园小农人试验田。

启文幼儿园的自然科考活动。

闻裕顺幼儿园的“春之声”活动。

宁波市第二幼儿园宝贝厨房木工坊。

宁波市实验幼儿园的小小工程师活动宁波市实验幼儿园的小小工程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