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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课程改革聚焦核心素养，加

强学段衔接，注重综合性、实践性

课程。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关注从幼儿园

到小学的平稳过渡，于2022年3月发布《滨江

区幼小联盟行动计划》，在园校双向主动衔

接、跨学科课程融合、优质资源共享等方面

取得了一定成果。幼小衔接是为了儿童的

快乐成长，时逢“六一”儿童节，我们编发一些

滨江区幼小联盟的创意做法，从多维度、多

角度探索幼小衔接的实践方案。

幼小衔接需要从儿童的长远发展

出发，不能仅仅将眼光放在大班与一年

级的衔接上。幼小衔接应该把儿童放

在教育的中心，充分考虑他们成长的阶

段性和连续性。儿童成长能量的获得

不仅需要成人来传递，还要依靠儿童与

生活、与自然、与他人的频频互动。

浙江省级机关滨江幼儿园与滨江

实验小学幼小联盟结对以来，特别关

注大班幼儿与一年级小学生的互动交

流，不仅进行了“班与班”的结对，还进

行了孩子与孩子之间的“好朋友”结

对。在结对仪式上，幼儿园的孩子与

一年级哥哥姐姐第一次见面，相互赠

送纪念品、交换通讯卡，种下友谊的

种子。

“99封信”的故事缘起。疫情背

景下，有些隔离在家的孩子，只能通过

线上进行结对，在屏幕上与哥哥姐姐

见面。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障碍，结对

的好朋友很少有机会进行面对面沟

通。怎么办呢？孩子想到给哥哥姐姐

“写一封信”。于是，99封信的故事开

始了——特别是被隔离的大三班，他

们在教室里制作了一个信箱，给哥哥

姐姐写了许多许多信。

——小学有玩的时间吗？万一迟

到了怎么办？一节课有多少时间？

——小学要上什么课？作业多不

多，考试难吗？没有考到100分怎么办？

——上课能不能上厕所？真到憋

不住的时候，可以走出教室上厕所吗？

——我喜欢画画，姐姐喜欢画画

吗？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画画。

——我们可以一起出去野炊、搭

帐篷吗？

……

从信中可以看到，孩子对小学生

活充满好奇，他们有许多关于小学的

疑惑和问题；他们对未来生活也充满

期待，希望与哥哥姐姐进一步交流、

交往。

让信飞过“洞洞墙”的探索。信已

经写好了，可是怎么把信寄到一墙之

隔的小学呢？面对这堵“洞洞墙”，孩

子脑洞大开：用无人机装载着信飞过

去；用竹蜻蜓绑着信飞过去；把信绑在

重物上扔过去；折一架纸飞机飞过去；

用长长的水管传过去……然而，这些

办法是否可行呢？在接下来的日子

里，孩子反复尝试，不断验证并调整这

些寄信的办法。

他们尝试用水管穿越“洞洞墙”到

达墙那边的小学，结果遇到了重重叠叠

的灌木丛阻挡，于是他们尝试寻找“合

适”的洞洞，一个又一个，每找到一个就

开心得不得了，赶紧贴上一个标记。

他们尝试用纸飞机送信，折了一

架架纸飞机，探索怎么让纸飞机飞过

“洞洞墙”——纸飞机是平头还是尖尖

头，纸张是轻一点还是重一点？

他们尝试把信绑在石头上，但是

又顾虑“万一砸到哥哥姐姐怎么办”，

于是用软布把信和石头包起来，还绑

上了一根绳子。

在探索如何写信、寄信的过程中，

学习自然而然发生了。一次次的讨

论、一次次的尝试、一次次的改良，通

过“提出问题—观察探索—思考猜测

—调查验证—收集信息—得出结论”

的探索过程，孩子找到了传递信件的

好办法，发展了科学思维和探索能力。

飞过“洞洞墙”的寄信大行动。与

哥哥姐姐约定的时间总算来临了，这一

天春雨淅淅沥沥，孩子穿着雨衣来到

“洞洞墙”旁边，等待着与哥哥姐姐的约

会。他们担心信件会被弄湿，拿来了塑

料袋仔细把每一封信都包裹好。

有的孩子

用 水 管 穿 过“ 洞

洞墙”，把信传了过

去；有的孩子把信放在

塑料袋里，还加上一块小石

头增加重量，投信时大声喊道：“哥哥

姐姐，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把信扔

过去了！”

担心自己写的信哥哥姐姐看不懂，

许多孩子着急地询问着。“洞洞墙”那边

的一年级学生拆开信，努力解读弟弟妹

妹的“火星文”，迫不及待地解答着：“小

学有语文课、数学课、体育课等，我们还

可以踢足球呢”“课堂上真想上厕所，可

以举手告诉老师”“每天8:00之前要到

学校，每节课35分钟”……

“洞洞墙”的这头、那头传递着幼

小衔接的温度。通过与哥哥姐姐的交

流，孩子对小学的生活和学习有了更

多了解和期待，知道小学生需要养成

许多习惯，比如整理自己的小书包、学

会看课程表等。一墙之隔的互动交

流，增进了孩子之间的情感沟通，也锻

炼了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

99封信，述说着疫情下幼小衔接

的故事。每个孩子都期盼着疫情早点

过去，尽早在生活中与哥哥姐姐面对

面的交往互动。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级机关滨江

幼儿园）

幼小衔接的“双向奔赴”
□ 马 颖 毛春娟

为了减缓幼小衔接坡度，帮助幼

儿顺利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钱塘山水幼儿园

和钱江湾小学幼小联盟打破传统幼小

衔接的思维定式，在双方各自的课程

资源中相互借力、逐步衔接。基于幼

儿园“玩+”课程，幼小联盟开展“一辆

开往小学的地铁”活动，团队联合教

研、互相融合，引导孩子坐上“小学号”

地铁，用一张“玩家通行证”穿梭丰富

多样的“站点”。

第一站：玩家调查站。

为了帮助孩子进一步了解小学，

学校让孩子进行“玩家调查站”通行打

卡项目体验。

“小学在哪里呀？小学长什么样

子？”

“小学有好吃的点心吗？可以带

玩具去小学吗？”

孩子与教师一起讨论制作属于他

们自己的“小学调查表”，共同绘制“小

学路线图”。马上要进入小学新环境，

孩子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和小情绪，教

师变身“记者”一探究竟，采访与记录

孩子的心声：

“我想上小学，因为这样我可以交

到更多好朋友！”

“我有点担心，小学生好像要写作

业，我姐姐就是这样。”

经过调查，大部分孩子认为上小

学是“长大”的象征，对小学的新环境、

新朋友充满期待。

第二站：参观采访站。

参观小学是孩子最向往的旅程。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钱江湾小学

精心策划了“走进小学初体验”半日活

动，少先队员变身讲解员，陪着幼儿园

的孩子走遍校园各个角落，耐心地为

他们介绍丰富有趣的校园生活。孩子

兴奋地观察着小学的教室、动漫馆、科

技馆、大操场、游戏空间等区域，感受

小学生活的别样魅力。

参观小学之后，孩子还有许多问

题想问，一个孩子提出：“可以请哥哥

姐姐来我们这里做客，回答我们的问

题啊！”于是，孩子将想要了解的问题

画成思维导图，邀请钱江湾小学的哥

哥姐姐来到幼儿园，解决自己心中的

困惑。

第三站：时间管理站。

一分钟有多长？一分钟可以做什

么？孩子带着问号走进“时间”，开启

了一系列探究活动。

孩子发现幼儿园与小学的学习和

作息时间大不一样，比如起床时间更

早了、午睡时间变少了、上课时间变多

了……他们产生了困惑：如果迟到了

怎么办呢？上课到底要多长时间呢？

于是，教师带着孩子一起认识钟表，学

习使用闹钟，开展每天早上的“守时小

达人”自主签到活动，鼓励孩子自主制

订生活、学习、游戏计划。

在认识时间的过程中，孩子萌生

了对“课间10分钟”的强烈兴趣：“课间

可以做什么事情？”在知道课间10分钟

可以玩游戏、做运动、休息、整理东西

之后，孩子继续提问：“10 分钟到底有

多久？”教师引导孩子通过整理玩具、

看书、玩滑梯活动，感受真实具体的

“10分钟”，帮助他们理解珍惜时间、合

理安排时间的重要意义。

第四站：沉浸体验站。

孩子在沉浸体验活动中提出一连

串问题：“书包里有什么”“书包那么重

怎么背”“我可以拿箱子吗”……教师

特意在大班走廊布置了“小学生体验

角”，摆放了小学的桌椅、书包、书籍、

笔袋、各类文具和红领巾等。孩子可

以自主进入体验空间参加游戏活动、

使用学习用具；同时，家长也可以在家

里购买相应物品，让孩子渐渐熟悉小

学环境。

除了环境体验，小学课堂体验也

是幼小衔接的重要内容。数学教师带

来七巧板课堂，美术教师带来陶艺课

程，科学教师带来“看不见的子弹”科

学活动，体育教师带着孩子玩起了足

球游戏……小学教师还与孩子一起讨

论如何安排一日作息、如何做好课前

准备等话题。

第五站：梦想抵达站。

通过合影、写信等方式，孩子期待

着进入新学校、结交新朋友，抵达自己

梦想中的小学。

在“我与小学合个影”活动中，孩子

带着“地铁打卡证”，在小学门口留下了

与新学校的第一张合影，告诉新学校

“我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期待与你相

遇”。对于小学生活，孩子还有许多想

倾诉的话语，他们通过写信的方式将想

法记录下来并投递到班级信箱中。

幼小衔接不仅是幼儿园与小学的

衔接，更是孩子成长路上一步一个脚

印的见证。“开往小学的地铁”连接了

孩子的幼儿园生活与小学生活，帮助

孩子顺利向小学过渡。人手一张“玩

家通行证”，激励孩子主动衔接，也鼓

励孩子积极走向小学、走向未来。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滨江

区钱塘山水幼儿园）

自 2015年以来，浙江省杭州市滨

江区钱塘春晓幼儿园与江南实验学校

幼小联盟一直在积极互动探索中不断

推进幼小衔接。2022 年，伴随着“名

师进课堂”活动，联盟开启了一场场精

心准备的幼小“邂逅”。

真实体验——从旁观者到参与

者。以往的幼小衔接活动中，幼儿

园孩子通常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去小

学课堂看哥哥姐姐上课。2019 年开

始，联盟尝试由小学教师进入幼儿

园送课，幼儿园孩子成了课堂的主

人，真实体验小学的丰富活动，熟悉

小学的课堂形式，进而感受小学教

师独特的教学魅力，为进入小学做

好心理准备。

比如，在“乱七八糟的魔女之城”

游戏活动中，小学教师给幼儿园孩子

创设了一个“魔女城”的情境，看似乱

七八糟的现场考验的是孩子的观察

力，教师的鼓励带给孩子一次次勇

于挑战的动力；在手工制作皇冠环

节中，教师有意识引导孩子发现图

形排序的规律，引导他们在游戏中

学习，在学习中提升自身的数学经

验。正是因为倡导游戏化、情境化

的设计，孩子沉浸在活动之中，他们

纷纷表达自己的观点：“城堡游戏真

好玩”“原来城堡里的东西都是有规

律的”“小学老师与我们幼儿园老师

一样有趣啊”。

观念更新——从单科教学到学科

整合。近年来，幼儿园和小学在课程

设置及活动领域方面，体现出幼小衔

接的“下潜”特点，逐渐将单一的学科

课程更替为更适合幼儿的综合类、游

戏类课程，强调学科之间的整合。

比如，综合类活动“有趣的航模”

中，小学教师带着孩子了解飞机构造，

解读模型制作说明书，给予孩子充足

的时间制作飞机模型，制作完成后还

带着孩子体验户外放飞，感受航模带

来的快乐和精彩。这样的活动集科

学、手工、语言教学为一体，结合室内

与室外环境，在探究与实践中激发了

孩子的学习欲望。

幼儿园教师感叹：“特色航模活动

形式多样，让孩子感受了精彩和刺

激。”参加活动的孩子也兴奋地说：“我

们想赶紧升到小学，这样就可以拼装

更多的航模了。”

双师联合——从单一引擎到双驱

发力。为了更加贴近幼儿园的教学模

式，联盟教研组进行了大胆创新，由

“一师”课堂转为生动有趣的“双师”课

堂，将原先的“单一引擎”变为教师组

队联合发力，体现了项目式学习的特

征，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比如，“小熊过冬”一课由体育教

师和音乐教师共同执教：教学的每一

个过渡环节都由音乐教师抱着吉他以

同样的旋律重复哼唱，带给孩子美的

享受和体验；体育教师更多关注孩子

的运动技能，通过一次次的示范和讲

解，孩子体验了各种俯地爬行动作，依

次达成有难度的分阶动作挑战。体育

与音乐的融合、幼儿与教师的融合，一

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谐——在优美的音

乐声中，孩子获得了艺术的欣赏和体

能的锻炼。

活 动 结 束 后 ，两 名 教 师 表 示 ：

“孩子的爬行非常敏捷，歌曲也学得

很快。”幼儿园教师也有许多感慨：

“小学教学在慢慢向幼儿园‘下潜’，

更加注重孩子的情感体验和实践操

作，幼小课程的衔接也越来越趋于

‘零距离’。”

云上传播——从片面了解到全程

体验。幼小衔接一直是家长比较关心

和焦虑的话题，以往通常是孩子回家

向家长反馈，或者家长通过教师上传

的照片了解活动形式、捕捉活动内

容。如今的信息时代，幼小联盟开启

了“名师进课堂”活动的全程直播，让

家长在场外多视角全程观摩活动。

家长在关注自己孩子的同时，也

关注到孩子与孩子之间、孩子与教师

之间的真实活动样态，消除了心中的

顾虑，缓解了各种焦虑。家长纷纷表

示：“原来小学活动这么丰富多彩，与

我们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孩子在课

堂上积极认真，我们也减少了许多入

学焦虑”。

在幼小联盟教研组的带领下，“名

师进课堂”活动从课程内容的选择、课

堂形式的优化、教学主体的改良等方

面，都折射出幼小衔接理念的动态更

新，辐射到每一名教师的教学行为中。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滨江

区钱塘春晓幼儿园）

零距离的“邂逅”
□ 路 蓉 张小翠

幼小衔接幼小衔接，，我们在我们在

飞过飞过““洞洞墙洞洞墙””的的9999封信封信
□ 金 玺 房莹莹

行行动动
一辆开往小学的地铁一辆开往小学的地铁
□ 张 波 罗怡雯

2022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

主题为“幼小衔接，我们在行动”，浙江

省杭州市滨江区丹枫幼儿园与丹枫实

验小学组成幼小联盟，积极贯彻宣传

月的活动主旨，从“五育”并举的角度

深度研讨、多维赋能，努力实现幼儿园

与小学的主动衔接、科学衔接。

“绳”采飞扬，享受运动。跳绳是锻

炼幼儿手、眼、脚协调的一项运动，也是

幼儿必备的体育技能。幼儿园大三班的

孩子通过“我与同伴共结对”“我与妈妈

齐跳绳”等活动，巩固练习、摸索技巧，他

们不断挑战自己，跳绳数量不断攀升。

一个学期后，孩子的跳绳遭遇瓶颈

期：“怎么这么没意思啊”“小学到底要

求跳多少”……他们对单纯的跳绳数量

增长已经失去了兴趣。恰逢此时，幼小

联盟走教活动启动，丹枫实验小学的体

育教师带着一年级学生走进幼儿园，哥

哥姐姐为幼儿园的弟弟妹妹展示了“花

样韵律跳绳”：开合跳、弓步跳、吸腿跳、

滑雪跳……哥哥姐姐的表演和示范激

发了孩子的跳绳兴趣，幼儿园掀起了新

一轮跳绳热潮。孩子不仅学会了哥哥

姐姐的动作，而且探索出正反跳、单脚

跳、跑跳等花样。

一根小小的绳子，连接的是幼儿

园孩子与小学哥哥姐姐的快乐和友

谊，他们在“绳”采飞扬中提高了运动

的能力，培养了健康的习惯。

“魔”力无限，奇思妙想。魔尺可

以 45 度、90 度、180 度旋转，也可以扭

转、合体、变形，创造出成千上万种不

同的形状和图形。大四班的孩子对魔

尺游戏保持着异常浓厚的兴趣，他们

每天清晨来到幼儿园第一件事情就是

展示“get”到的新技能，还会迫不及待

拿出魔尺相互比拼。

幼小联盟走进幼儿园半日观摩活

动中，丹枫实验小学教师对魔尺游戏的

意义、价值表示极大认同，对大四班孩

子的创造力大加赞赏。在此基础上，小

学和幼儿园共同研讨，进一步明晰了魔

尺活动推进的价值、策略和方向。教师

根据双方的建议投放魔尺造型步骤图、

添置魔尺建构说明书、设置魔尺活动展

示架，让孩子根据步骤图不断尝试、调

整、制作。孩子开始挑战：24段、36段、

48段……240段，魔尺节数不断增加，骰

子、大球、空心球等造型轮番出现。

幼小联盟的联合教研拓展了魔尺

游戏的实施路径，增加了孩子参与游戏

的体验感，激励他们在游戏中发展数学

思维，为小学学习做好准备。

“读”辟蹊径，诵读经典。大班的

孩子对文字非常敏感，喜欢讲故事和

朗诵活动，但他们也有隐隐的担忧：

“一年级小学生每天要背好多课文啊”

“邻居是小学生，每天都要背唐诗，会

不会很累”……

幼小联盟以“世界读书日”为契

机，组织了经典朗诵活动。4月 20日，

大班的孩子线上观看了小学哥哥姐姐

的表演，他们或诵或吟、亦歌亦舞。孩

子看得津津有味，纷纷鼓掌叫好，表现

出跃跃欲试的样子。

面对孩子的求学热情，教师与孩子

一起选儿歌、念儿歌、挑服装、做道

具。展示活动中，孩子一个

个精神抖擞、声音嘹亮，家

长纷纷点赞：“有小

学生的‘范’了！”

经典诵读活动是心与文字的交

汇，是大班孩子与一年级学生诵读经

验的碰撞，帮助他们在诵读经典中共

同成长。

“整”装待发，习惯养成。在幼小同

盟首次“会晤”中，丹枫实验小学教师提

出一些问题，比如“课桌、书包脏乱”“做

事情比较慢”“在生活整理方面缺乏自

信”等，这些问题引发了幼儿园的重

视。为此，幼小联盟集结三方召开会

议，孩子家长、幼儿教师、小学教师一起

坐下来，讨论良好习惯的养成策略。

家、校、园三方剖析物品整理在孩

子成长中的价值，根据一日流程将物品

整理内容归纳为整理玩具、整理区角、

整理书包、整理抽屉等，督促孩子将一

项项整理工作落到实处。同时，

值日生工作的优化也被

提上议程，幼儿园以

“跟岗保育教师的

一天”为契机，采

取轮席制拓展值日生工作内容，提升孩

子参与工作的积极性。在“学学做做”

活动中，孩子掌握了“口字型”整理餐桌

法、“二叠式”整理毛巾法等。从分饭浇

花到洗碗铺床，每个孩子都参与到值日

生工作之中，自主完成值日分工，体会

到帮助别人的快乐。大班孩子家庭也

配合开展物品整理打卡活动。孩子自

己设计整理存折单，与教师一同讨论可

以在家里开展的整理劳动，比如整理碗

筷、整理餐桌、整理鞋袜等，真正全方位

“动”了起来。

科学的幼小衔接是幼儿园与小学

的双向奔赴，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

动”，可以帮助孩子建立情感上的认同

与接纳、心理上的憧憬与向往、能力上

的准备与适应，为孩子顺利融入小学

生活做好准备，也为他们的后续学习

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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