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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故事

好课程中生长好故事，有故事的

课程流动着成长的活力。在课程实施

中，学生与自己、学生与学生、学生与

教师之间一定发生过值得记录的事

情。故事里的事，或许是学生的创造

力带给教师的惊喜，或者是一次美丽

的错误带给师生的启发……我们的想

象有限，你们的故事精彩无限。2018

年，让我们从讲好课程故事开始，挖掘

过程育人价值。

故事1800字，校长点评600字。

课程图纸

与学校课程报道相比，本栏目细

化学校课程的“施工图”，编发学校某

一门课程方案或区域某一类校本课程

的指导纲要，并由“本月点评嘉宾”进

行评析。3500字左右。

征 稿

一线动态

让儿童在让儿童在““工作项目工作项目””中嗨起来中嗨起来

参与游戏是儿童的天性，特别是在学前教育阶段，游戏更是幼儿的主要生活，如何让儿童主动参
与而不是被动游戏？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光华实验幼儿园开发项目社团活动课程，把儿童感兴趣的
生活事项变成一个个“工作项目”，让儿童在自由、自主的环境中游戏、学习。

幼儿园的一切改革都是为了探

寻有效抵达儿童心灵的最佳路径，幼

儿园园本课程建设的品质集中体现

在儿童心灵的价值定位及其实现的

可能性上，抵达儿童心灵深处的可能

性越高，园本课程品质的彰显程度就

越高，幼儿园的特色课程就可能更具

育儿价值。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光华实

验幼儿园在基于“儿童本位”的项

目社团活动课程的实践探索中，努

力寻找抵达儿童心灵的有效路径，

以“项目”和“社团”为载体，引领儿

童把生活装进心里，把心灵寄托于

生活，实现了儿童的生活世界与心

灵世界的交融。他们还据此建构

了特色园本课程，架起了生活、教

育和心灵的桥梁。从这一角度看，

他们的思和行都具有园本课程建

设的引领价值，这一价值集中体现

在两个方面：

一是园本课程的建构指向儿

童的心灵生长。他们主张：“幼儿

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幼儿

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在游

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最大限

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

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

的需要”等，这些是儿童心灵生长

的基本规定，没有游戏化的幼儿生

活、没有生活化的幼儿游戏，就不

可能让幼儿获得直接感受和经验，

没有直接感受和经验，幼儿的心灵

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生长。

在光华实验幼儿园的实践中，

儿童投入活动并沉浸其中，不被打

扰，可以是安静的也可以是热闹

的。安静和热闹是儿童心灵生长的

基本方式，这种方式是否有效主要观

察其在活动中“能动”的程度，是否有

“能动”的态度、意识与行为。基于这

些认识，光华实验幼儿园在“项目”与

“社团”课程中唤醒了儿童的能动性，

让儿童始终保持一种主动的状态，让

儿童在活动中不断生发新问题，然后

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在用新办法解

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收获心灵的幸

福，促进心灵的有效成长。这样的

课程与活动，具备了抵达儿童心灵

深处的可能性。

二是教师的效能集中体现在对

儿童心灵的影响上。光华实验幼儿

园在实践中强调：立足交互生成设计

项目社团的任务和作品，教师在恰当

时候自然介入，随机引导儿童在思考

和改进中丰富心灵，在心灵深处激发

幼儿对活动的兴趣。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教师以观察幼儿需要什么样的

游戏为目的，通过观察、反思、再观

察、再反思，不断调整介入和指导策

略，提高影响幼儿心灵生长的效能。

文中的每一点思考和每一种做法，都

具有了影响儿童心灵生长效能的“能

动的痕迹”，这既是教师心灵生长的

见证，也是儿童心灵生长的保障。

以教师的心灵生长为根本，以

特色课程的建设为路径，探寻抵达

幼儿心灵深处的不断尝试，既是本

案例给我们的启发，也是这所幼儿

园走向成功的朴素真理，值得细读

和深思。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专家点评

引入社会资源拓展课程

“这是我们设计的手提袋，主要

材料是废弃塑料袋，主色调是黑色，

粘贴了红色和黄色的树叶。希望人

们以后能够更加环保，不用动物皮

包。”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小学学生在

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参加“校

园设计之旅”展览后，介绍自己设计

的作品。

参观展览前，教师引导学生思考

什么是设计、你喜欢什么产品、为什

么吸引你等问题，帮助学生初步感知

设计、材料、解决问题、设计价值等概

念，在到达场馆、完成参观学习后，学

生们设计并制作自己的作品。

南油小学为了丰富学校的“E”课

程体系，将社会资源融入学校课程。

未来，学校还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

合作开发博物馆等网络课程。

AI带来新学习方式

“AI 梦想空间”人工智能实验室

近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

学雄安校区揭牌，这是首个在雄安落

地的中小学人工智能科创实验室。

在“AI梦想空间”，学生可以与机器人

进行象棋对战，进行 3D打印，指挥机

器人跳舞。

据该校区执行校长张文峰介绍，

人工智能对学生来说是一个新的学

习方式，这个实验室将给学生带来开

创性思维。未来，传统课堂将变成项

目式学习，学习场所将呈现多样化。

后台大数据可对各个场景的学习进

行整体记录，并完成综合评测和推

送，从而帮助学生逐渐接近自己制定

的学习目标。

每生每年学会两道菜

“快把鸡蛋倒进锅里，油已经热

了……”在重庆市南川区黎香湖镇中

心小学校食堂，几个学生正在炒鸡

蛋，这是学校新开设的厨艺课程。现

在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不少学

生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老人多宠溺

孩子，不少孩子都过着饭来张口、衣

来伸手的生活。为了培养学生的自

强、自立能力，学校开设了厨艺课程，

要求每个学生每学年都要学会烹制

两道菜肴。

学习内容因年级不同而异，一二

年级学生以学做凉拌菜为主，三四年

级学生开始接触炒菜。课程所用食

材多是黄瓜、鸡蛋、土豆等农村常见

菜品，方便学生回家就地取材。

（刘亚文 辑）

探寻抵达儿童心灵的路径

□何 煦

□张 伟

课程是幼儿园内涵发展的核心

动力，园本课程的构建决定了幼儿园

是否可以高品质、有特色地发展。随

着教育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入，各地幼

儿园都聚焦于园本课程开发上，纷纷

尝试建构适合幼儿园实际、反映幼儿

园特色的园本课程。在这股热潮中，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光华实验幼儿

园深入分析园所特点，立足儿童成长

需要，力求构建有个性、有目标、有创

新的特色课程。

基于儿童本位，开启游
戏特色课程构建

构建园本课程初期，我们一直

在思考：学前教育的价值是什么？

构建园本课程的目的是什么？园本

课程对儿童成长的价值在哪里？什

么样的园本课程更有利于幼儿全面

发展？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精心规

划，做好课程顶层设计：寻根溯源，

从园所实际出发，明确课程定位；立

足当前，从现实需求出发，亮出课程

特色；面向未来，从长远发展出发，

让园本课程走得更远。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提出，

让教育人更加理性地思考课程建设

的方向：未来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

人”，自主发展、社会参与等核心素养

的培养需要从幼儿时期开始。《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也提出，“幼

儿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在游

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最大限度

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

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

“幼儿在活动中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和

良好行为倾向是终身学习与发展所

必需的宝贵品质”。

基于此，我们凝练了“让儿童在

游戏中绽放生命，让生命在游戏中嗨

起来”的课程理念，确立了“让每一个

儿童在游戏中玩出智慧、玩出天性、

玩出创意、玩出自信，成为‘自由而有

序，自主而敏学、自信而通达’的全面

发展又富有个性的孩子”的育人目

标，让园本课程建设有章可循。

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任务，学

前教育阶段就是玩，玩就是游戏。对

于儿童来说，没有什么活动比游戏更

有趣、更重要，我们便锁定游戏特色

课程为建构园本课程的方向。

关于游戏的实践非常多，并且

不乏高大上的游戏设计，但是人们

对当前幼儿园的游戏现状并不满

意，甚至有儿童说“老师的游戏结束

了，我们玩自己的游戏吧”。产生这

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儿童本位

的课程观念——不是儿童在游戏，

而是儿童被动游戏。具体表现为：

从成人角度设计课程，忽视儿童本

身的需要和兴趣；活动中教师的控

制有余，儿童的自主不足；儿童更多

是在应付教师设计的游戏，等等。

问题驱动改革。我们以幼儿园

游戏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为思考原点，

向外延展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在

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开启了一场“基

于儿童本位”游戏课程的创新实践与

探索研究，并达成共识——游戏就是

让儿童的生命嗨起来。

我们对“嗨”的理解不是表面的

热热闹闹，而是儿童投入到活动并

沉浸其中，不被打扰，可以是安静的

也可以是热闹的。衡量儿童是否

“嗨”要看儿童生命在活动中是否

“能动”地发展，是否舒展、灵动，儿

童是否真正是活动的主体，在与活

动对象交互中是否有生命的痕迹。

对游戏的这一认知让我们在后续探

索中更加明确课程开发准则，不会

在纷繁中迷失方向。

关注生命活动，探寻游
戏课程新样式

放眼学前教育领域，游戏课程

层出不穷，什么样的游戏才能让儿

童生命嗨起来？项目社团活动课程

让我们找到了让儿童生命嗨起来的

新路径，发现了幼儿园游戏课程的

新样式。

项目社团活动课程就是把儿童

感兴趣的生活事项变成一个个“工

作项目”，儿童在自由、自主的环境

中游戏和学习，实现自主管理、共商

活动内容、共建学习经验。

我们遵循“三个关注”原则确

定课程内容：关注兴趣，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游戏一定是对生活中儿

童感兴趣事项的再现和还原；关注

需求，游戏内容一定是符合儿童个

体学习与发展需求的，与儿童的年

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相符合；关

注经验，关注幼儿已有经验，同时

注重幼儿发展所需要的关键经验

和品质。

根据儿童的兴趣、需求和经验，

我们开设了米菲小诊所、维尼木工

社 、兜 兜 美 食 店 、童 梦 戏 剧 社 、

YOYO乐购、肖恩工程部、乐淘艺术

坊、羊羊美咖屋、乐爱花花社、太阳

警局等 10 个社团，每个社团都面向

全园招募社长和社员，打破班级界

限，开展混龄游戏，幼儿可以随心选

择社团。

项目社团活动中的“项目”即社

团要做的事情、要完成的任务，任务

让参与社团的幼儿拥有共同的活动

目标，每个人都有分工，可以相互陪

伴、共同协作，唤起幼儿参与游戏的

意向。

以木工坊为例，我们给幼儿一

个任务——“给小鸟做个家”。在给

小鸟做家的过程中，幼儿不断生发

问题、解决问题：比如木板厚了钉子

钉不进去，换成薄木板，薄木板又太

长，需要用锯子锯短；房子做好了，

可是钉子露在外面不安全，并且有

点摇晃，需要再固定；房子固定了，

家却不温暖，于是在房子里垫上棉

花……直到最后大家都满意了，才

把小鸟的家挂上树。所有活动都是

幼儿自己的意向，是幼儿自己不断

推进游戏向纵深发展。

任务完成总要产生结果，我们

把这个“结果”叫“作品”，作品不只

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幼儿在每

一次游戏中的成长、进步、变化都可

以称为作品。同时，作品完成情况

也为我们反思、调整社团活动提供

了依据。

项目社团活动课程综合性很

强，一个社团活动可以涉及多个领

域，幼儿在玩社团游戏的过程中需

要使用多种经验和能力，是对过去

经验的综合利用和新经验的整合，

所以项目社团活动的实施需要通过

集体教学、日常生活、其他游戏活

动、家庭延伸、社会体验五大板块协

同配合。

开展项目社团活动课程后，幼

儿的学习品质得到了提升，规则意

识、合作意识、分享意识也得到较大

提高，这些正是支持他们后续学习

和终身发展最可贵的优秀品质。

开展观察反思，给予游
戏课程有效支持

项目社团活动课程最有效的支

持策略是观察反思。教师的观察指

向幼儿的活动，围绕儿童的“生命律

动”及其表现展开，通过儿童生命能

动的表现获取信息、发现现象，再根

据这些现象解读幼儿生命能动的表

现及与此相联系的发展痕迹，从中

探寻活动价值，反思儿童需要什么

样的活动，以便开展下一步实践。

为什么要观察儿童，怎样观察

儿童、观察儿童的什么，能够观察到

什么？这是我们一直追问的问题。

在近两年的实践中，我们在儿童生

命成长活动中进行动态观察，没有

观察规则的限制，我们总会发现意

外，而这些意外就是儿童生命成长

的状态。

观察不仅需要专业素养和专业

理论指导，还需要“与幼儿的生命厮

混在一起”的实践经验。对于我们而

言，观察没有技巧，多看、多听、多写，

反复看、反复听、反复写，沉浸到教育

实践中，积累多了自然学会观察。

会观察也要会解读观察到的现

象，解读的过程是对记录赋予意义

的过程，同时也是建构的过程。如

何解读儿童的行、儿童的心？这也

是我们曾面临的难题。解读幼儿行

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做到：

理论支撑，教师要学习并掌握一定

儿童发展理论，了解儿童发展的特

征、目标与方向，了解不同理论流派

看待这些特征的不同视角和方式，

从而透析幼儿行为背后的意义；策

略寻求，教师不仅要分析“为什么”，

更要寻求策略，谈下一步“怎么办”；

行为落实，解读“行”是为了调整

“为”，教师一定要调整自己的教育

目标和教育策略，通过环境创设、材

料提供、技术支持等回应策略助推

幼儿的学习与游戏，教师的“为”犹

如一个支架，不留痕迹地推动游戏

的发展。

解读最好的表现形式就是写

“观察故事”，我们广泛并持续深入

地开展对项目社团游戏中儿童的观

察，撰写了大量的观察故事，这些精

彩的故事源于教师们沉浸在孩子的

游戏中，静静倾听、默默关注、紧紧

追随、适时指导。

作为项目社团活动课程的主

要实施者，教师专业素养也在这一

过程中发生变化。教师自发以学

习共同体的形式随时随地开展教

研，并且坚持在教研活动中用“观

察故事”与同伴分享儿童在游戏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从生命能动的角

度思考如何生成儿童的教育活动，

如何支持儿童的生命活动持续深

入地开展，逐步形成了“观察—表

达（写故事）—交流（讲故事）—反

思—尝试支持—再观察”的园本教

研新模式，促进了专业理念、专业

能力、专业知识等多方面发展。这

也触发了我园对教师自主发展共

同体构建的研究。

项目社团活动课程让儿童的生

命嗨起来，也让教师和幼儿园发展

起来。我们将继续追寻教育真谛，

从儿童的视角出发，为儿童提供适

宜生长的课程，走出一条游戏质量

决定教育质量的幼儿园发展道路，

用游戏支持儿童生命的绽放。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

光华实验幼儿园园长）

发现美好课程

何煦与孩子们在一起何煦与孩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