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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下幼教课程改革的新探索
文/北京明天幼稚集团  郑永爱

北京明天幼稚集团，作为“海

淀区基础教育国际化”项目研究的第

一批试点校，以“中美耶鲁早期教

育实验幼儿园项目”为依托，通过

学习借鉴美国耶鲁-开普兰“天天学

习”课程（Learn Every Day,简称

LED），并在实验班级实施这一课程

基础上对集团课程改革进行探索，现

总结如下，以飨读者。  

更关注幼儿的情绪情感

我们在课程实验中，逐渐认识到

幼儿情绪情感培养的重要性，并认识

到情绪情感的培养不是通过一个活动

来完成的，而是要渗透在课程的每一

个方面、每一个环节。温馨区域的设

置就是其中的一个策略和方法。

温馨区域的设置目的，一方面是

为有消极情绪的幼儿提供一个安全的

表达途径；另一方面是让教师更多地

关注到幼儿的情绪情感；而最主要的

还是让幼儿学习认知和理解自己的情

绪情感，并学习如何有效地处理情绪

情感，成为情绪情感的主人。温馨区

域的设置要远离班级门口或要道，相

对比较隐蔽和安静，这样确保有需求

的幼儿不受外界的打扰；区域内要有

一些柔软的靠垫等材料增加温馨和舒

适的感觉；外面用半高的围墙挡上，

孩子坐下或者躺下看不到外面，同时

确保教师能够看到里面的孩子；投放

一些有关辨认、理解和处理情绪情感

的图片和玩教具材料，幼儿可以通过

阅读和操作，学习辨认、合理表达和

解决自己的情绪情感。

教幼儿学习如何选择

记得刚开始面对“我的选择”这

个主题时，老师们都觉得有些茫然，

但仔细研究后我们发现，这确实是一

个重要的内容，又是当前教学中相对

忽视的。其实人的一生充满了选择，

有时候选择是没有对错的，但选择一

定是有结果的。幼儿不仅从小要学会

选择，而且要学会承受自己选择的结

果或者后果。学习如何做出更合理的

选择不是通过简单的说教过程，而是

需要在一次次选择的经验中积累的。

从开始的茫然走到今天，我们的课程

实施中“选择”变得无处不在，比如

选择应遵守什么样的规则，选择什么

样的食品，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活

动，教师有意识地去培养幼儿的自我

选择能力。

主题内容更广泛

跟以前的活动主题相比，我们

现在的主题内容更加宽泛，知识面更

广，借用布鲁芬布鲁纳的生态理论

去分析，既涉及到我、我的家庭和

幼儿园展开的微系统主题，也涉及到

社区、文学、艺术、颜色、形状、测

量、数字等中间系统的主题，还涉及

到动物、植物、绿色地球、海洋、岩

石、矿物、季节的外系统的主题，以

及文化、世界各地的朋友、气候等相

对宏观的主题。“百科全书式”的活

动主题内容注重培养的是幼儿的基本

素养，而不是局限在简单技能的获

得。比如在“艺术”主题单元，我们

设置了绘画、音乐、舞蹈、戏剧、雕

塑等子主题，带领孩子们感受从视觉

艺术到表演艺术等不同的艺术表达方

法，了解艺术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

艺术家是如何受到启迪的。

探索以区域活动为核心的六环节

教学法

通过探索实践，我们总结出以

区域活动为核心的六环节教学法，即

整个教学活动划分为大组活动、过渡

环节、小组活动、区域活动、户外活

动、结束环节等六个部分。

大组活动的开展安排在一天的开

始，通常只有10～15分钟的时间，一

般是全班一起谈话、讲故事或者唱歌

等，起到引出本单元主题的目的；过

渡环节主要是帮助幼儿能够有目的、

有计划并且自然地从大组活动过渡到

区域游戏，通常是跟活动主题相关的

一个小游戏；小组活动则是进行差别

教学、关注部分幼儿需求的良好方

式，一般设计为两个活动，由不同的

教师带领两个小组分别活动；区域活

动是这一天活动的核心内容，通常持

续时间较长，每个区域活动的内容都

是与当前主题内容紧密联系的，区域

之间也有互动；结束环节旨在帮助幼

儿对课程中引入的新事物进行反思，

促使幼儿学习用语言表达当天所学的

内容，将信息由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

记忆。

我们的课程探索与改革仍将继续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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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入园活动——我的幼儿园
文/北京明天幼稚集团  马欣  刘晶晶  姚丽娟  董丹丹

本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幼儿熟

悉幼儿园的环境以及工作人员，喜欢

幼儿园。

大组游戏活动：好吃的棒棒糖在

哪里

1.教师出示宠物小精灵，告诉幼

儿：“今天，宠物小精灵带来了很多

彩虹棒棒糖,她把彩虹棒棒糖藏在了

幼儿园的许多地方。今天我们一起来

当小侦探,去寻找这些被藏起来的彩

虹棒棒糖。” 

2.带领幼儿依次认识亲子活动教

室、传达室、操场等。可以用游戏的

形式激发幼儿参与的兴趣，如，“小

精灵把第一个棒棒糖藏在了一个大屋

子里，这个屋子里放了很多的图书、

挂图，还有可爱的小手偶，你们猜一

猜这是哪里呢？”教师用相机记录下

每一处环境以及幼儿参观情况。

3.找到彩虹棒棒糖后一起数一

数，让幼儿体会成功，进一步感受活

动的趣味性。

4.带领幼儿回到教室，逐一将

活动照片播放给幼儿观看，和幼儿一

起回顾、谈论，例如，“这是哪里，

你在这里遇到了谁，做饭的地方叫什

么”等等，再一次帮助幼儿熟悉幼儿

园环境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激发幼

儿对幼儿园的喜爱。

过渡环节：和朋友一起玩

鼓励孩子们每人找到一个好朋

友，一起牵着手走到他们选择的区

域。并提示幼儿每个区域的空间是有

限的，如果那里已经没有空的“小脚

印”或是小椅子了，就试一试选择其

他的区域。

区域活动

1.积木区——搭建我的幼儿园

教师为幼儿提供中型EVA积

木、与幼儿园环境相关的器材模具、

工作人员立体图片，引导幼儿学习通

过垒高与围拢的方法搭建我们的幼儿

园。提示他们边角对齐，才能搭建稳

固，并鼓励他们随时与同伴和教师交

流。在清理玩具时，帮助幼儿按照玩

具柜上的标记把积木放回原处。

2.戏剧表演区——幼儿园的生活

在表演区摆放幼儿园的图书、彩

笔、书包、毛绒玩具、桌子等与幼儿

园生活相关的物品，鼓励幼儿扮演教

师或是玩上幼儿园的游戏。引导幼儿

观看墙面上的生活情境照片，引导幼

儿说一说“我们在幼儿园都会做些什

么”，请幼儿选择一个场景表演。

3.读写区——制作图书《我的幼

儿园》

为幼儿提供各种图片，引导幼儿

观察、挑选，哪些东西是在幼儿园里

见过的，把它剪下粘贴成一本小书。

4.数学区——好玩的小印章

提供幼儿园环境照片和卡通印

章，引导幼儿根据记忆找到相应照

片，印上小印章，再一次巩固对幼儿

园环境的了解，建立安全感。

5.科学发现区——摸箱游戏

教师自制摸箱，将教室中常见

的物品（安全，可触摸的）放入摸箱

中。请幼儿通过触摸分辨物品，先说

一说摸到的是什么，然后再将摸到的

物品拿出来，检验自己的猜测。所有

物品分辨完后，提示幼儿将它们“送

回家”，让幼儿懂得玩具归位是每日

生活常规的重要组成部分。

6.户外活动区——找“宝藏”

教师为幼儿提供纸袋，带领幼

儿在幼儿园的院子里寻找喜欢的“宝

藏”，例如：小石头、形状奇特的树

皮、落叶等，收集后，一起将“宝

藏”分类，发展幼儿观察能力和探索

性。

小组活动：有趣的宾果卡

1.播放幼儿园环境录像片，通过

提问“这是哪里，这里有什么，你在

这里看到了谁”帮助幼儿回顾幼儿园

环境以及相关工作人员，激发幼儿参

与活动的积极性。

2.摆放好“幼儿园环境宾果

卡”，每名幼儿手拿一枚小印章。教

师描述出一个地方，如，做饭的地

方，给宝宝检查身体的地方，放有很

多书的地方，幼儿要猜出这个地方，

并找到相应的宾果卡片，盖上印章。 

结束环节

请幼儿说一说，在参观幼儿园时

遇到的两到三个人。如果时间允许，

让每个孩子拿出一件户外活动中发现

的宝藏与他人分享。

家庭拓展

1.把幼儿园环境图片发给家长，

回家后，幼儿可以担任小讲解员，为

家长介绍自己的幼儿园，激发幼儿对

幼儿园的喜爱和了解。

2.鼓励幼儿与家长谈论今天在幼

儿园遇到的人，并简单介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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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主题活动——我的选择
文/北京明天幼稚集团  张晶晶  刘晶晶  曹培

本活动的目标是让幼儿在主动选

择中，了解幼儿园的基本生活规则，

感受和同伴、教师一起生活的快乐。

大组活动：我的选择

1.借助幼儿喜爱并熟悉的手偶，

如小兔，引出活动主题：“小朋友你

们好。我和你们一样，也上幼儿园

了，可是我在上幼儿园时遇到了一些

困难，想请小朋友们帮助我。”

2. 教师出示一些场景图片，指

出小兔遇到的困难，请幼儿说出解决

的办法，以帮助小兔为切入点，和幼

儿一同熟悉幼儿园的基本生活规则。

如出示小兔吃饭的图片说： “要吃

早饭了，吃饭之前小兔应该做些什

么？”幼儿回答道：“吃饭前要把手

洗干净。”教师接着引导幼儿说：

“那我们来教教他怎么洗手吧。”教

师带领幼儿一起边说儿歌边洗手。场

景的选择根据幼儿园生活常规来决

定。

3.利用自制课件“我的选择”，

帮助幼儿了解选择正确的做法能带来

好的结果。如，教师分别出示“小兔

憋小便”和“小兔告诉教师自己想小

便”的图片，问幼儿：“在幼儿园小

兔想小便了，这时候他应该怎么做

呢？是自己忍着？还是告诉教师？”

幼儿说：“有小便后要告诉教师，然

后去小便。” 教师请一名幼儿到白

板前帮助小兔选正确的做法，当手

指点中图片，白板上弹出一张小兔和

小朋友继续高兴游戏的图片。接着教

师又说：“小朋友选择了告诉教师去

小便，小便后可以回来接着玩。那请

你们想一想，如果你选择憋着小便会

怎么样？”孩子们都说：“会尿裤

子。”于是教师点一下小兔憋尿的图

片，又弹出一张小兔哭着尿裤子的图

片。教师指着图片总结：我们的选择

不同，结果就会不同。

过渡环节

教师出示进区卡，每个卡片上

都有孩子自己的照片。想去哪个活动

区，就可以把卡片粘在这个活动区

入口的卡位上。如果这个活动区的

卡位贴满了，就说明这个活动区人数

已满，只能下次再玩了。要让幼儿明

白，选择哪一个区域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都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可以游戏。

区域活动

1.益智区——规则配对游戏

为幼儿准备“场景卡片”和“规

则卡片”，引导幼儿将正确规则卡片

贴在场景卡片旁边，并且引导幼儿说

出什么时候我们要遵守什么规则。例

如：“洗手”卡片贴在“吃饭”旁

边，“轻轻走”卡片贴在“走廊”卡

片旁边，“安静午睡”卡片贴在“睡

眠室”卡片旁等等。

2.艺术区——手印树

为幼儿准备画有树干的大白纸、

各种颜料，引导幼儿一起合作完成手

印树叶画。在制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

幼儿争抢、弄脏衣服或印乱的情况。

教师可以引导幼儿讨论，怎么样才不

会印乱或弄脏衣服，鼓励幼儿遵守轮

流印手印的规则。最后教师在手印上

写上孩子的名字，使幼儿体验大家一

起制作的成功和快乐。

3.戏剧表演区——规则我会做

教师准备一个摸箱和一些规则图

片，内容包括幼儿遵守生活规则的图

画和违反生活规则的图画。请一个幼

儿从摸箱中抽一张卡片，先观察图片

中的内容，然后鼓励幼儿将正确的规

则做法表演出来。

4.科学发现区——健康食物分类

教师准备两个盒子，一个盒子

贴上健康的牙齿标志，另一个盒子贴

上不健康的牙齿标志。教师先讲述蛀

牙故事《小红脸和小蓝脸》，给幼儿

解释牙齿的健康和我们吃的食物有关

系。告诉幼儿哪些是对牙齿有益的食

物，哪些是对牙齿有害的食物。请幼

儿看这些食物图片，选择出有益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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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儿童为中心的有效学习
文/美国耶鲁大学  沃特·捷列姆  刘彤

物，制作健康食物拼贴画。

5.音乐区——音乐分享

幼儿从家中带来自己喜欢的音

乐，在音乐区中播放。教师首先播放

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告诉幼儿自己

为什么选择分享这个音乐，和他们说

一说听到这个音乐的想法。接下来播

放幼儿带来的音乐，鼓励幼儿简单向

同伴说一说自己选择这个音乐的原

因。

6.户外活动区——建立户外活动

公约

教师准备IPAD、笔和大白纸。

在幼儿户外活动时，将幼儿无规则、

混乱的场景拍摄成照片或者视频，例

如：玩具到处乱扔、幼儿之间争抢玩

具等等。教师再引导幼儿坐在一起讨

论“在户外游戏时哪些规则能够帮助

我们”，并将讨论的规则记录在白纸

上。

小组活动：我该选择这样做

教师出示一个摸箱，请小朋友摸

一张图片，说一说图片上的内容，判

断图片行为的对错，如果不对就请幼

儿说出遵守规则的方式，并且表演出

来。使幼儿进一步了解幼儿园的一些

生活常规。

活动材料可以提供到戏剧表演

区，鼓励没有参与的幼儿到戏剧表演

区继续表演。

结束环节

给孩子们读《做选择与交朋友》

的故事，引导孩子回顾自己在一天中

所做的好的选择。

家庭拓展

家长与幼儿商量家庭生活公约，

记录下来，并贴在家中一起遵守。■

有幸和明天幼稚集团的老师们

一起学习探索2年了，经过大家的共

同努力，老师们组织的活动，完全符

合《天天学习：幼儿园综合课程》的

课程设计理念，逐步实现了让幼儿进

行“有效学习”的目标。

首先，课程方案都是本着“儿

童在运用所有感官时学习效果最佳”

的理念进行设计的。各个活动区的设

计独具匠心，有利于激发儿童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特别是《我的选择》中

艺术区里手印树叶等活动的设计，既

围绕着课程活动的主题，又紧扣儿童

的生活经历。

其次，在这些课程方案里，以

幼儿为中心的原则得到了充分的体

现。如《我的幼儿园》中小兔手偶的

使用，反映出老师们对幼儿心理的准

确把握，以及对于教学原则的娴熟运

用。

第三，在课程设计过程中，时

时让人感受到老师精益求精的创新精

神。在一些重要的环节，老师们没有

拘泥于美国原教材的内容，而是进行

了大胆的改进和创新。我们认为这些

改进不仅适合中国儿童的需要，也是

对原课程教材本身的完善。

当然，在某些课程设计的环

节，还存在着活动内容过多、过于复

杂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家庭拓展活

动，有些方案设计从时间上和内容上

有可能超过了一般家庭能够承担的程

度，需要精简。

近年来，综合课程对儿童认

知、心理以及社会性发展的意义已

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是，

综合课程也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做到正确理解和科学运用，还需要我

们共同的研究和探索。正如英国的专

家J．B．英格拉姆教授所讲的，（综

合课程）是不同的组成部分形成一个

经验的融合体，有助于（幼儿）理解

人类的意义。但是在当今复杂的世界

上，这是一个并不容易实施的任务。

耶鲁-中国儿童发展研究项目把

《天天学习：幼儿园综合课程》作为

指定课程，在耶鲁大学实验幼儿园实

验性应用，目的是通过大家共同的实

践、探索，为中国的幼儿教师们提供

一套让所有儿童在快乐中学习的有效

工具。我们希望和你们以及更多的中

国老师们一起，继续在应用的过程中

创新和完善，你们杰出的教学实践将

成为我们研究工作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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