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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花园实验幼儿园楼顶有一片小朋友的

自留地，孩子们每天都会到这里来检查、照

顾瓜果蔬菜。

有一天，孩子们发现花菜、牛皮菜和包

菜的叶子上出现了许多洞，他们既好奇又

紧张、担心。最初，孩子们认为是蔬菜生病

了，然而园里的种植专家却说：“蔬菜并没

有生病，应该是被破坏的。”

孩子们一听便炸了锅，七嘴八舌地议

论之后，决定去找门卫叔叔查看监控。

没想到，罪魁祸首竟然是一群小鸟。

发现“真凶”之后，孩子们展开了激烈

的讨论，提出了用网兜抓鸟、盖住蔬菜、赶

鸟等方法，最后决定采用“赶鸟”的方案。

通过求助爸爸妈妈、查阅资料，孩子们

尝试了制作稻草人、画鹰眼、挂铃铛等方

法，然而，效果都有限，等小鸟熟悉了这些

东西之后，又回到了菜园。

老师何苗提示：小鸟害怕颜色鲜艳的

东西。于是，孩子们当天回家就开始搜罗

各种红色的东西。第二天，在门卫叔叔的

帮助下，红气球、红布、红衣服纷纷上阵，菜

园瞬间被红色装点。

然而，四处飘散的气球，严重影响了菜

园的“美貌”，还给每天的管理工作和游戏

活动带来了不便，管理员和其他班的小朋

友纷纷表示“抗议”。红气球、红布条被迫

“下架”。

眼看驱鸟行动进入了瓶颈，何苗帮助

孩子们梳理了前期的驱鸟经验。“小鸟害怕

会发光、有声音、能动的东西。这样的东西

有什么呢？”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风车”，

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风车五颜六色的，小鸟一定会害怕。”

“小鸟怕声音，风车转起来就是呼呼呼

的。……”

有了答案，孩子们立马行动起来，选择

自己喜欢的纸，尝试制作颜色各异、大小不

同的风车，再安上铃铛，贴上荧光纸。为了

避免影响管理和游戏活动，孩子们用铁丝

将风车串联在一起挂起来。

一大串风车在菜园上方随风转动，发

出清脆的铃铛声，荧光纸还发着光，与稻草

人一起共同守护着蔬菜。终于，小鸟们离

开了菜园，“驱鸟行动”成功了。

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有一天，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在照料蔬

菜，突然，杨旷裔发现一只小鸟停在楼顶角

落的栏杆上吃着什么东西，大声呼道：

“呀！你们看小鸟。”小鸟受惊了，嘴里的食

物掉落，飞走了。

“小鸟好可怜啊，不敢来吃菜，它们会

不会饿死啊？”

“没有菜吃，它们还能吃什么呢？”

“我们能不能给它们喂点吃的？”

孩子们的关注重心从赶鸟转移到了关

心小鸟上。给小鸟们投放食物，这样它们

既不会挨饿，又不会去偷菜吃。孩子们又

兴起了一轮“制作投食器”的新探索……

从关心植物生长到关爱动物生存，生

命教育就这样浸润在活动和游戏中。

游戏是孩子最自然的学游戏是孩子最自然的学习方式习方式
——绵阳市两所幼儿园游戏育人小记

■ 记者 梁童童 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游戏，是孩子认识世界、发展自我的方式，是学前教育开展的重要载体。而当孩子们面对真实的问题情境，又正好对该问题感兴趣时，定会自发、自主地去探究、解
决，游戏活动便自然而然地不断生成、深化。

日前，在绵阳市2021年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主题展览上，绵阳市各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到各自的展馆，开起了一场以成年人为服务对象的游园会。绵阳市花园实验
幼儿园的符号徽章制作、绵阳市子云幼儿园的香囊制作、绵阳市机关幼儿园的积木体验、绵阳市公园路幼儿园的阅读探秘……各个幼儿园纷纷拿出自己独特的游戏活
动，让无数成年人为之驻足、沉浸。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平日孩子们的在园生活，老师是如何创设情境、引导孩子发现游戏的？孩子们又是怎样将其发展、进行的？带着问题，记者探访了绵阳
市教工幼儿园、绵阳市花园实验幼儿园。

主题展览活动现场，绵阳市教

工幼儿园以“机器人餐厅”为主题的

展馆吸引了诸多人驻足。“餐厅”门

口有小服务员拿着菜单，向路过的

叔叔阿姨大声邀请，有人上前，他便

接着吆喝道：“今日推荐爆米花！今

日免费哦！”

餐厅内分成了爆米花、手工面

及三明治、水吧三个区域，每个区域

都由小朋友全权负责，老师只负责

提醒和帮忙。中央有三两桌椅，供

客人小歇。

主食台背后，主厨小女孩一边

把由两片面包、小番茄、火腿片做

成的三明治切开，一边向坐在桌前

的女士喊：“婆婆，你的三明治好

了！”另一边的爆米花台，售卖员

小男孩刚刚把一盒爆米花递给顾

客，一边招呼服务员来取兑换卡。

热闹的餐厅里，小朋友们有序地忙

碌着。

“我以为他们只是做个样子哦，

结果真的是在卖吃的，还挺好吃的！”

展馆门口，一位参会老师一手拿着一

小盒爆米花，一手端着装有咖啡的纸

杯，向同伴们推荐这家“餐厅”。

“最开始，我们还有恐龙乐园、

水族馆好多选题，老师们其实都特

别想做恐龙乐园，但孩子们投票选

出了机器人餐厅，我们只好听他们

的了。”教工幼儿园园长夏凌指着墙

上的“背景介绍”说道。

事实上，这家“机器人餐厅”的

原型是教工幼儿园内的一个区角游

戏。园里的“机器人餐厅”在去年就

开业了，深受小朋友们欢迎。从策

划到布置落实、运营，全部由小朋友

来操办，老师只“打辅助”，提供资

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最初，“餐厅”只卖三明治和水

果沙拉，一段时间后，小朋友们决定

开发些新产品。烤鸡翅、披萨、汉堡

包、烧烤……几个小掌柜七嘴八舌

讨论起来。

与其空想，不如出去探寻，于

是，小朋友们又变身成一个个小美

食家，到大街小巷中去寻找自己喜

欢的味道：寿司、冷沾沾、火烧馍、烤

鸭、米粉、串串……品尝过后，孩子

们用画笔把喜爱的美食画下来，在

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制作简介，再回

到幼儿园跟大家分享。

收集了这么多美食，又有哪些

是大家都爱吃的？下一步，“小掌

柜”们又变身小记者，对小朋友们进

行了调查。通过记录与统计，饺子、

汤圆、春卷等小吃得票最高。最后，

结合“餐厅”的实际情况，他们决定

了餐厅的下一道菜品——手工水

饺。

然而，好事总须多磨。第一次

煮饺子，很多饺子都破了皮，纷纷

“露馅儿”，变成了一锅浑浊的肉面

汤。

老师组织孩子们展开讨论。杨

杨说，是因为肉放得太多了，皮就要

胀破，所以肉不能放多；小杰观察

到，他包饺子时用水粘了皮，所以他

包的饺子都好好的；锐锐说，把饺子

包小一点，就不会煮烂了。……

讨论结束，小朋友们总结出包

饺子的正确方法：馅不能放太多，要

用水粘皮，还要把口捏牢。他们还

把讨论成果画成画，这样，下次包饺

子时就可以参考，不会再把饺子煮

成肉汤了。

经历了探索、分享、调查、制作

美食、改良美食之后，“机器人餐厅”

终于成功推出了新菜单。小掌柜们

自己绘制了海报和餐券到各个班去

宣传，生意红火得“刷爆”了老师和

家长们的微信朋友圈。

主题展览上，教工幼儿园的“机

器人餐厅”就脱胎于此。不过，相比

原版，展览版本的餐厅多了一个爆

米花机，而这个机器也是小朋友们

自己“引进”的。

电影院是教工幼儿园里的另一

个区角游戏，也是小朋友们自己经

营。影院放映动画片和孩子们自己

制作的视频。有一段时间，电影院

的“生意”不大好，小朋友们就决定

去实地考察一番，结论是：真正的电

影院里有爆米花。

于是，他们做了企划书，罗列出

了现状、解决方案，交给园长夏凌。

“企划书最后画了很多钱，还有鞠躬

的小人，就是说‘我们需要资金买爆

米花机！’”夏凌说着，忍不住笑起

来。

听了小朋友们的设想，夏凌提

示他们，电影院最重要的是什么？

除了爆米花，还要从放映的内容上

下功夫。于是，小朋友们又研究起

了排片，增加了新的资源，还增设了

一个项目：请别班会表演的小朋友

来影院表演。

研究餐厅新菜、改良电影院，是

孩子们在活动中自己为自己设计的

游戏。餐厅能够卖什么、卖什么受

欢迎、饺子破皮的原因、电影院需要

怎样的改良、爆米花机怎么来……

在这些游戏中，孩子们发现问题，并

用自己的方式尝试将其解决。这既

是游戏的过程，也是幼儿发现问题、

整合资源、解决问题的过程。

“小朋友们进入到具体、真实的

情境中，认识社会，理解社会，也培

养了规则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夏凌说。

2016年秋天，绵阳市花园实验

幼儿园里的两棵柚子树结果了。“生

命研究所”的小朋友给每个柚子都

做了数字标记。有一天，他们突然

发现，结柚子较多的那棵树上的 2
号柚子失踪了。

“小研究员”们向“雷霆突击保

卫队”报了案，希望“小警察”们能找

回失踪的2号柚子。

第一次调查，“小警察”们打量

着柚子树商讨起来。轩轩说：“肯定

是人偷的，人可以爬上去摘柚子。”

大伙儿七嘴八舌地附和着：“对，肯

定是人偷的。”看到大家这么快就下

了“结案陈词”，老师范伶问道：“你

们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偷柚子

的是人？”

轩轩围着柚子树转了一圈：“你

们看，树下面有脚印，一定是小偷的

脚印。董董看了一下，说：“鞋印好

大，小偷一定是个大人。”董董继续

问：“那怎么去抓住他呢？”轩轩说：

“我们可以藏起来，等他再来偷柚子

就马上出来抓住他。”

就这样，“小警察”们一直躲在

栏杆后面，悄悄地等待小偷再次光

顾。可是将近 20分钟过去了，他们

什么人也没等来。轩轩坐在地上揉

着脚说：“他肯定是觉得被发现了，

不敢来了。”

因为社团活动只在每周三、周

五开展，所以每一次调查中间都要

隔一天或四天。那个周末，轩轩妈

妈告诉范伶，轩轩在家一直念叨着2
号柚子，不停地黏着爸爸教他破案。

从爸爸那里，轩轩知道了要想

破案就得找“线索”。第二次调查，

轩轩先组织大家开会，尽管大家都

不知道“线索”的具体含义，但是大

概能理解是什么意思。

商讨之后，轩轩带队，“小警察”

们找到了门卫叔叔，想要查看案发

当天的监控。但不巧的是，那天的

监控视频莫名消失了。回来的路

上，“小警察”们遇见了摄影队的老

师，他们立马围了过去，“逼着”老师

交出相机，想从老师的相机里面找

线索。然而，“小警察”们看完了所

有的照片，还是什么都没发现。

接下来的几次调查，“突击队”

先是寻求“人证”，询问了木工房的

小朋友、楼顶的老师、厨房的叔叔、

门卫叔叔、后花园的老师，可是没有

一个人知道 2 号柚子的下落。接

着，他们在老师的帮助下画出线索

图，在线索图的指引下再次调查现

场。

过程中，“小警察”们发现了离

柚子树最近的 3 号门有镂空，于是

他们把关注点都放在了 3 号门上。

轩轩认为，小偷就是从 3 号门进来

偷走了柚子，可然然指出门是锁着

的。他们又讨论了小偷从门洞钻进

来、从墙上爬进来的可能性，最后一

致认为，小偷是踩着 3 号门上的花

纹进出的。

整个调查长达 20天，他们得到

了 3 条线索：小偷是一个会爬树的

人，柚子是在小朋友睡觉时或周末

放假时被偷走的，小偷是从三号门

踩着圈圈爬进来的。

虽然直到最后他们也没有抓住

小偷，找回柚子，但在范伶看来，过

程中孩子们获得的东西远比柚子要

宝贵。通过这次调查，孩子们学会

了接受同伴的建议、寻求伙伴和老

师的帮助，还锻炼了推理和判断的

能力。在画图和现场考察的过程

中，他们的角度、方位、高度、位置等

空间概念得到发展。

“尤其是轩轩对这件事的主动

性和坚持性之强，很令人惊讶。”范

伶说，通过这次活动，轩轩的情绪管

理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菜园驱鸟记菜园驱鸟记我是我是““小掌柜小掌柜””

柚子失踪案柚子失踪案

绵阳市教工幼儿园的“小掌柜”们认真包饺子。

绵阳市花园实验幼儿园孩子们发现柚子“失踪”了。 “小警察”仔细寻找答案。 孩子们仔细检查瓜果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