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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种下的豌豆发芽了，可没两天就被孩

子掐掉……”新都一幼副园长杨小芳讲起

几年前给老师们带来观念冲击的“豌豆苗”

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2012年，为响应国家学前教育第一个

三年行动计划，新都一幼领办了新都区首

所农村标准化公益性幼儿园马家镇幼儿

园，建成新都一幼马家分园，并立足当地的

特色资源，开发田园课程。

老师带着孩子们种下豌豆，憧憬着和

孩子们一起观察、记录豌豆的成长过程。

可豌豆刚发出嫩芽，就被孩子们掐掉，并告

诉老师：“该吃豌豆苗啦！”预设的教育目标

被打破，老师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一次豌豆苗种植计划的“无疾而终”，却

引发了新都一幼对田园课程的深思与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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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一幼马家分园地处新都区马家

镇，田地肥沃，蔬果飘香。还没走进幼儿

园，记者却被园长曾宇带到了幼儿园对面

的名为“田园花语”的园子。

“这里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也是孩子

们最爱的户外活动场地。田园课程三分之

二的教学活动在这里进行。”曾宇介绍，园

子占地约 200 平方米，有高低起伏的草地

和卡通的“霍比特人小屋”，有的地方种了

花，还有绿油油的麦苗。

新都区位于成都平原传统的农耕区，

类似马家分园一样的农村幼儿园为数不

少。充分发挥城市幼儿园在规范管理、科

学教研、师资培养等方面的优势，又立足城

乡教育资源、地域和文化特色，开发科学

的、支持儿童发展的课程，是新都区推进城

乡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时代命题。

“我们不断推翻自己，重构认知。”杨小

芳说，除了豌豆苗被掐掉，用来观察的竹笋

也被挖走。收获萝卜后，老师引导孩子做

萝卜干，孩子却要做泡萝卜……设想一次

次被孩子们推翻，田园课面临“挑战”，让老

师们很受“刺激”。

“农村孩子对可食用的植物，第一认知

是‘食物’。”杨小芳说，这是幼儿在日常生

活中自然积累的经验。那么，幼儿园要教

会他们什么呢？

马家分园的老师们认识到，要站在儿

童立场，抓住教育契机，生发活动和课程。

老师既是引导者，更是幼儿探索、学习的陪

伴者。“让孩子们认识到，豌豆苗不仅是食

物，还是和我们一样的生命体，让他们看到

事物的更多面。”

“儿童教育从来都和文化有关，儿童学

习的过程在本质上也是个体文化的过程。

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教育的功用不在于

增加知识，而在于提高精神的境界。”曾宇

说，老师们开始深入思考我们田园教育的

意义。2013 年，幼儿园立足“幼儿的生活

经验”和“幼儿生长的川西农村环境”，提出

了“田园教育”理念，并立项为区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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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底，“田园课程”获批立项市级

田园课题。从“田园教育”落地到“田园课

程”，新都一幼老师们开始关注并利用身边

的资源，将其开发成课程和活动。

观察蚂蚁和蝴蝶，种植蔬菜水果，收获

并储存粮食……各式田园活动“遍地开

花”。但活动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活动指

向幼儿的何种能力和素养？在杨小芳看

来，要将田园课程继续向前推进，必须解决

活动设计的精细化，以及课程建设的科学

化、系统化等问题。

认识颜色是发展幼儿观察力、记忆力、

想象力的重要活动和课程。让孩子们去采

集植物的花、果、种、叶，通过对比、观察、描

述、绘画等方式，让孩子们加深对色彩的认

知——教师杨李娜就此不断进行探索。

每周一次的课程审议讨论中，老师们

反映，孩子们容易把植物汁液蹭到衣服上，

甚至主动把颜色涂抹到自己和同伴身上。

大家集思广益，推动五大领域与幼儿一日

活动深度融合，开发出“提取植物染料、植

物颜料绘画、植物扎染”等系列课程，拓展

了课程的宽度、深度。

曾宇说，如果“从食物到植物”是教育

观念的革新，那么“从植物到染料”则标志

着田园活动向课程化，田园课程向专业化、

系统化迈进。在田园课程中，幼儿的学习

不是书面的系统化的学科知识的学习，教

师的语言传递和教学技能也不是幼儿学习

的主要方式，教师从主导者逐渐变成观察

者、陪伴者。

以体育游戏为例，田园农耕环境提供

的丰富游戏资源。例如，由传统民间游戏

“抬轿子”改编而来的“搬运伤员”游戏，仅

凭3个幼儿的配合和幼儿自身的力量与技

巧就可以开展，进而还可以演化出竞速比

赛、障碍翻越等，教师只负责观察记录、保

障安全和协助幼儿开展游戏。

“另外，还需要教师和儿童共同对生活

经验、意义进行再度追寻。正如大家经历

了从食物到植物，植物到染料的过程。”曾

宇介绍，如今，新都一幼根据课程目标，结

合健康、社会、语言、科学、艺术领域要求，

基于幼儿生活、兴趣爱好、发展水平以及农

耕文化传承发展需要，构建起了“萌德、萌

美、萌智、萌行”四大序列的田园课程内容。

“萌德”课程紧扣寻种节、开播节、备仓

节、丰收节四大农耕节日；“萌智”课程分为

生态种植、地方童谣、田园节气三大类；“萌

美”课程聚焦田园游戏、田园写生、泥之艺

等民间艺术；“萌行”课程则着眼沙之趣、坡

之嬉、树之奇、用木造物、结绳做器等五大

主题。“四萌”课程内容由此构建起一个开

放的活动主题网络，一个开放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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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间，新都一幼田园课程从区级课

题到成都市级课题，再到四川省教育科研

重点课题立项，通过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

一般规划课题立项……这些成绩取决于新

都一幼科研团队的努力。

“农村幼儿园一定是为农村而办、为乡

村振兴而办。”杨小芳说，所以，田园课程提

出了“向下生根，向上生长”的目标，鼓励教

师向研究型教师发展，把视野从幼儿园放

到乡村，把观察的触角深入社会。

2018年，廖俊平从北京师范大学学前

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来到马家分园

工作。看到老师们在研究“前沿课题”，她

异常兴奋：“读大学时，我常想，农村的一棵

树、一根草都是高级的教育素材，如何让更

多老师看到它们的价值？”在马家分园，廖

俊平带孩子们种植蔬菜、观察植物生长，让

孩子把收获的蔬菜画出来、做成食物、制成

染料。空余时间，她与同行、家长和幼儿访

谈，寻找更多支持儿童成长和发展的方法。

2014年，王莹莹加入幼儿园的科研团

队，如今已成长为科研主任。“孩子牵着老

师走，老师陪着孩子走。”这是王莹莹总结

出的经验，在她看来，要真正做到“站在儿

童视角，尊重发展儿童”，需要先忘掉概念、

忘掉理论，全身心投入儿童的成长过程中。

杨李娜2017年从西南大学学前教育专

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辗转来到幼儿园。当

初，看到校门外就是菜地，她“哇”地哭了。

几年过去，以游戏、活动促进儿童学习与发

展的理念已经成为学前教育领域的共识。

“身处改革发展的前沿，我们不仅得到

了历练，也努力让农村学前教育更有深

度。”杨李娜在教学和研究中有了价值感和

获得感。“如今的农村学前教育，不单是‘带

带秩序、管管安全’，而是要更关注幼儿身

心健康，开发更多的课程和游戏，让孩子玩

中益智、乐中成长。”

幼儿园来了研究生，让附近居民颇为

高兴，但也有疑惑：“研究生老师就是教孩

子种菜？孩子天天玩得满身是泥，能行

么？”“转变，是长期的过程。”廖俊平和王莹

莹、杨李娜邀请家长参加活动，请他们为种

植游戏提供农具和种子，给他们科普怎样

发展孩子能力、发展何种能力。慢慢地，家

长对田园课程越来越支持，逐渐理解了这

样的教育理念。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帮助

幼儿主动参与各项活动、理解并遵守日常生活中

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和

他人，养成对他人、社会亲近、合作的态度，学习初

步的人际交往技能。”这是对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

明确要求。

混龄教育对幼儿亲社会行为技能发展有重要

影响。亲社会行为主要是指帮助、合作、分享、谦

让、对他人负责及良好的角色扮演等行为。研究

表明，由于幼儿心理具有由被动向主动发展的特

点，使得其亲社会行为的技能发展是一个熏陶、感

染与模仿学习的过程。儿童约有60%的亲社会性

行为是来自同伴。因此，混龄同伴群体作为其生

活的一个特定的环境，为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实现

提供了更有利的机会。在一个有机会和被希望去

帮助、照顾年幼儿童的文化环境里，孩子的亲社会

性行为更容易获得发展和提高。

一、混龄活动研究的意义

通过测评数据分析、个案观察，幼儿在社会性

发展方面存在局限性具体表现在：有部分幼儿不

愿意与同伴交往，过程中出现攻击性行为、缺乏自

信、内敛、不会关心别人、以自我为中心等。

1.促进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提升。当代的幼

儿大多是独生子女，普遍存在自我意识较强、人际

交往能力欠缺等问题。混龄班能弥补独生子女交

往环境的局限性，让他们体会到各个年龄段的想

法。一个孩子进入混龄班，从一个被照顾的小朋

友，逐渐成长为照顾别人的大哥哥大姐姐，社会角

色从一个学习者演变成一个“小大人”，他知道其

他小朋友在想什么，他积累了多层次的社交经验，

不断地适应和接受自己的新角色。幼儿只有在与

伙伴进行交往和沟通的过程中，才能够获得自我

认同感。

2.降低幼儿攻击性行为的发生率。幼儿攻击

性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当幼儿面对冲突

情境时所能想到的解决冲突或进行沟通的方法非

常有限，从而选择简单粗暴的武力手段。一般情

况下，如果能想出很多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法，他

们就不会倾向于使用武力。教师通过讲解、讨论

和榜样示范等方式，教给幼儿人际交往的规范和

技巧，正确对待和解决人际交往中的矛盾和冲突，

减少幼儿的攻击性行为。

3.提升幼儿社会交往的自信心。幼儿缺乏自

信的主要表现有：怕生、怯场的情况。缺乏自信的

幼儿刚入园时，常常显得胆怯，主要表现为哭闹不

安等。这类孩子适应新环境的能力都比较弱，在

集体中不敢表露真实想法，说话声音小，不敢直视

老师，也不敢拒绝别人的任何要求。同时，他们害

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喜欢独处，遇到困难也不会告

诉老师。开展混龄活动，主要采用“小组式”和“一

带一式”：让大龄幼儿牵着小龄幼儿的手玩或者保

护小龄幼儿，大龄幼儿会无意识地承担一些大人

的任务，而比较小龄幼儿会自然学习到大龄幼儿

同伴相处的方法。

4.提升教师混龄活动的观察能力。一名合格

的幼儿教师必须具备较强的观察能力，能根据幼

儿的行为，了解其背后的认知、能力与情感等。幼

儿是天生的表演家，教师需要认真观察混龄班级

幼儿的表情，并解读幼儿的表情，从而及时调整教

学策略。

二、幼儿园混龄活动的具体实施

根据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混龄活动研究计划安

排，混龄活动的进程分为：认识期——熟悉期——

磨合期——灵活期，让幼儿每次活动中都能很快

找到自己的同伴进行活动。

1.组成混龄班级。我们对中小班全体幼儿社

会性发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在每个年龄段，

选取幼儿社会性发展最好的班级和相对较弱的班

级进行试点，小班P1、P4中班PK2、PK4为试点班

级。再将这4个试点班级的幼儿根据评估结果从

能、基本能、尚需努力中抽取3人组成混龄实验班

P1班9人和PK2班9人为混龄实验一班，P4班9人

和PK4班9人为混龄实验二班。

2.区分混龄班级的儿童。由于混龄一班、二

班的幼儿都是来自不同的班级，这对老师在活动

中对幼儿观察无疑是一个大难题，于是老师们将

幼儿按照签到表编号，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专属

号码。在活动过程中，老师只需要按照号码对幼

儿进行观察和记录。

3.形成混龄活动教案。每次混龄活动前，老

师要提前完成教案的设计，并以“3+1”的形式呈

现活动目标。“3”是教学活动中的三维目标（认知、

技能、情感）；“1”是幼儿的社会性发展目标。这样

老师们知道按照目标来制订活动方案。

4.制定混龄活动观察量表。观察量表是研究

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混龄活动研究的重要手段。老

师对量表的设计要根据不同的情境，一种混龄活

动形成一套观察量表，并在使用过程中还会根据

变化进行调整和修改。

5.搭建混龄活动经验交流平台。在混龄研究

的过程中，为加深教师对专业知识的巩固渗透、对

研究经验的总结提炼，利用业余时间，为教师们提

供了汇报交流、分享展示的平台，教师将自己研究

过程中的点滴感悟、具体做法、面临的困惑、研究

故事等，进行详细的分享交流，进一步促进了教师

内化滋生的专业知识结构，促进能力提升。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学前是劳动教育的奠基阶段，培养幼儿的

劳动启蒙意识，开发心智，磨炼意志，形成

终身爱劳动的品格。为了避免在幼儿园开

展劳动教育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做做样

子，我们认为以幼儿为主体，以真实情景、

问题导向和任务驱动的项目式活动为载

体，是在幼儿园开展劳动教育活动的有益

尝试。下面将以小班“萝卜宝宝成长记”的

课程实践为例，简述在幼儿园开展项目式

劳动种植活动的基本路径和策略。

一、创设情境，提出问题——劳动需要

兴趣。

幼儿对周围的生活世界有着天然的好

奇心和求知欲，一个高质量的项目驱动问

题能点燃幼儿的探究与实践的欲望，激发

他们参与劳动的意愿。

“香香的饭菜哪里来？”老师让小朋友

对“香香饭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珏珏说：“我知道是从超市里来。”佳航

说：“我妈妈在菜市场买的。”“从厨房来，从

地里长出来。”别的小朋友说道。

老师让孩子观看一段“蔬菜宝宝成长

记”的视频，孩子们了解到蔬菜是由种子生

长而来，“种子”是蔬菜的小宝贝，长大以后

就成为各种好吃的“菜菜”。

项目式学习是一种基于儿童现有水平

的建构式学习，由生活中的真实问题“香香

的饭菜哪里来”导入，能让学习与现实生活

形成丰富的链接，是激发幼儿劳动兴趣和

发展潜能的重要资源。

二、充分赋能，确定项目——劳动需要

自主。

接着，老师提问：“我们可以种什么？”

蔬菜从种子到长大的过程让孩子们充满了

好奇，激发了想要自己动手试一试的意愿。

孩子们七嘴八舌说开了：玉米、土豆、

萝卜、番茄……几十个孩子，各有各的想

法。保洁员朱阿姨来自农村，有丰富的种

植经验。于是大家找到朱阿姨请教。

综合考虑农作物的播种季节、生长难

易程度、对场地的要求，朱阿姨建议孩子们

就试着“种萝卜”吧，孩子们欣然接受。

活动前，将“种什么”的“决定权”交给

幼儿，通过“自主讨论”尊重孩子的意愿，同

时在此基础上倾听成人意见作为示范引

领，能更好地保障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和可

行性。受限于幼儿认知和经验的不足，在

“入项”内容上，成人的把关很有必要。

三、丰富经验，计划先行——劳动需要

智慧。

项目式学习是一种“知行合一”的学

习。在准备阶段，强调幼儿对项目任务的

相关“预习”，通过多种途径、整合多种资

源，做好经验的铺垫和物质的准备，并初步

形成实施计划。通过任务驱动的方式，请

孩子们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学习、了解种

萝卜相关的物质准备和技能要求。

1.需要准备什么工具？孩子们和大人

一起拟定工具清单，比如：小铲子、小耙子、

洒水壶、手套等等，然后进行采买准备。

2.需要怎么照顾萝卜？在爸爸妈妈的

帮助下，孩子们进行了解、记录：松土、播

种、除草、除虫、浇水、施肥、直到收获，然后

还带着自己的“流程图”和小朋友一起分

享、交流，为下一步的实践积攒了足够的感

性认知。

设计方案是项目式活动开展的重要环

节。通过任务驱动的方式，孩子们在家长

的帮助下进行劳动工具的准备和相关经验

的“预习”，并在成人的帮助下通过整合、梳

理相关知识和技能，用数字、图画、符号等

自己能理解的方式形成项目计划。

四、问题驱动，自主实践——劳动需要

坚持。

历时一个多月，萝卜宝宝终于从土里

长出来了，大家都很高兴。但是突然一段

时间，它的长势好像停顿了下来，小朋友感

到很纳闷：怎么不长了呢？

是不是水浇多了？是不是天气太冷

了？……孩子们减少了浇水，同时找来塑

料薄膜给“萝卜宝宝”盖上了“被子”，进行

保暖。但“萝卜宝宝”的长势还是不明显，

孩子们找到朱阿姨向她请教。朱阿姨发

现：原来萝卜间距太小了，影响了生长。朱

阿姨带着孩子们给“萝卜宝宝搬家”。“搬

家”后，因为空间的拓宽，萝卜越长越大，问

题得到了解决。

在幼儿自主探索的过程中，教师需把

握“延迟反应”的原则，给予幼儿充分的“试

错”空间，灵活地搭建不同的学习框架：范

例、建议、图表、向导等，整合学习支架的功

能和形式，聚焦学习支架支持幼儿挑战最

近发展区的定位。

五、展示成果，多维评价——劳动需要

分享。

收获的环节，也是项目活动的总结评

价阶段。运用多维评价的方式，一方面能

更好地引导幼儿回顾活动、分享感受、梳理

经验，另一方面能极大地激发幼儿参与劳

动的成功感，树立他们的自信心，进一步外

显劳动成果，凸显劳动的价值。

1.画萝卜。萝卜丰收了，孩子们搬运

到了班上，洗干净泥土，装在筐里，摆在柜

子上。老师们组织了“萝卜写真”的活动，

孩子们对照着实物，仔细观察，接着作画。

一个个大小、形状不同、颜色各异的萝卜，

通过画笔，呈现在了纸上，留在了孩子们心

里。

2.我给萝卜取名字。教师提议：我们

一起给萝卜宝宝取名字吧。于是孩子们开

动脑筋，想出了各种有意义的名字：香肠、

大白、熊宝、小尾巴、小小、大橘……种植是

一种有温度和有情感的课程活动，幼儿会

对生命的成长过程充满好奇，他们会精心

呵护、仔细观察，充满感情、倾注热情。

3.“萝卜百家宴”。我们向家长发出

“萝卜百家宴”的活动邀请。家长们也参与

课程活动，大展厨艺，孩子们纷纷“打下

手”，洗一洗、切一切、炒一炒。一道道孩子

们亲手参与制作的美味佳肴，蒜香萝卜丝、

红萝卜烧肉、萝卜鲫鱼汤、萝卜炖排骨……

带给所有家庭“别样的收获”。这些或有

形、或无形的“成果”，一方面回答了项目初

始阶段提出的“驱动性问题”，同时由不同

形式的“出项展示”也让“孩子的成长看得

见”。家长亲历其中，增进家园间彼此了解

与认同。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幼儿园开展以

项目式劳动种植类活动，需要遵循选择项

目——设计方案——实施方案——总结分

享的一般路径展开。在项目实施中，教师

要把握幼儿的年龄特点和情感需要，关联

相关领域经验，不断拓展幼儿园劳动课程

实施的内涵和外延，进而形成完整、整合、

深度的劳动教育活动。

前不久，2021年四川省教学成果奖公示名单中，成都市新都区第一幼儿园（以下简称新都一幼）《站位乡土 扎根乡土——农村幼儿园田园课程体系的

建构与实施》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在城乡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进程中，不少农村幼儿园课程建设存在以领办幼儿园为“样板”，造成“乡土味道”淡薄，

在农村又“离”农村的问题。而新都一幼却建起农村幼儿园田园课程体系，立足农村、扎根乡土，最终促进农村幼儿园自我生长、特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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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倪秀 鲁磊

有效实施混龄活动
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

■ 成都市高新区石羊第七幼儿园 庞玥

依托项目式活动
点燃幼儿劳动意识

——以种植活动“萝卜宝宝成长记”为例
■ 成都市第二十九幼儿园 刘霄

孩子们在认识萝卜。（图片由幼儿园提供）

洗萝卜。（图片由幼儿园提供）


